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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课，生活方式的布道法 

方法 1 与方法 2 

日常生活对话与谢饭祷文 

 

引言:   

在这课与下一课会教导学生，一个信徒如何以每天的接触向人传福音。在这一课学生会学习如何可以自

然地与人开展对话，传福音。提醒学生不同方式的谢饭祷文也可以用来传福音。  

 

重要性:   

基督徒知道如何使用日常生活对话技巧和谢饭祷文，传福音是很重要的。这样基督徒就能更加准备好随

时传福音。 

 

目标: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学生能够  

1. 至少解释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能自然地传福音的两种主要方式 

2. 在今天讨论的生活方式的布道法中，至少要以一种方法开始行动传福音。 

 

大纲: 

开始活动 

1. 日常生活对话 

1) 回应别人的问题 

2) 普通对话—由浅到深 

3) 你提出的问题 

4) 自己提出的话题 

2. 基督徒在家可使用的谢饭祷文/谢饭歌 

1) 从圣经选取出来的谢饭祷文 

2) 背熟的谢饭祷文 

3) 谢饭歌 

结束活动 

 

课前准备:   

看学生本第 18 课，谢 饭 祷 文, 第___页。确保你会唱谢饭祷文的旋律，你就能在课堂上唱出谢饭歌 

 

课堂: 

 

作业讨论:   

第 16 课 

[教学笔记：上完这堂课后，发回上星期学生交的第 16 课的作业。] 

 

第 17 课 

1. 作业: 

1) 填空作业有没有什么问题?谁愿意分享正确的答案？ 

2) 谁愿意分享你们是如何使用“上帝怜悯我们”的传福音方法来传福音的？ 

 

2. 选择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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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笔记：这个作业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有更多的资料来分享这个传福音方法，不需要作出更正] 

 

                                                       开始活动 

 

╬提后 4:2 上  基督徒在他们的家，得时或不得时能做什么自然地传福音?  [可能答案：日常生活对话，谢

饭祷文，小孩子背诵经文或诗歌，唱圣诗，节庆的感恩会，如在家中墙上挂上十字架作为装饰。] 

 

1.   日常生活对话 

 

基督徒抓住每个对话机会传福音给他人是重要的。这里有些有关的例子。 

 

1. 回应别人的问题 

1) ╬路 12:13-15  那个男人有什么问题?  [继承遗产问题]  尽管耶稣没有解决那个男人继承遗产的问

题，但耶稣就说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祂告诉众人什么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家道丰厚]   

 

2) 我们总要留心听别人的问题，藉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能够自然地与别人分享上帝的话语。   

 

3) 当非基督徒与我们分享他们的问题时，作为基督徒可能会说有许多东西帮助他们。你可以怎么回应

以下的各种情况?  [以下在各种情况后列出的可能答案] 

a. 一个非基督徒告诉你他个人的不幸。[“真上帝爱你，祂能在你的不幸中安慰你。让我告诉关于祂 

和祂对你的爱…”]   

[教学笔记：以下重点： 

a) [不要说上帝必定除掉他们的问题。]   

b) [上帝或者会除掉他们的问题，这是真的。然而，祂会给他们力量] 

b. 一个非基督徒说，“我的问题太复杂了，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会明白。” [“这或许是真的，但造

你的真上帝完全了解你，祂想帮助你、安慰你。让我告诉你关于祂…”] 

c. 一个非基督徒讲出人生的空虚。[“上帝对你有个计划，当你认识祂，你的人生就会有意思让我告

诉你关于祂...”] 

 

4) 基督徒回应非基督的问题，是与非基督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上面每一题的回答是以什么词结

束？[让我告诉你关于祂的…] 

 

5) 非基督徒还会带出什么问题，以及基督徒会说什么来回应？确保最后以“让我告诉你关于祂…”来

回应。 [可能答案：如果一个人经常害怕，你可以说“虽然你不知道，但上帝常与你同在，想在你

各种困难中帮助你。让我告诉你关于祂…”]  

  

2. 普通对话—由浅至深   

1) ╬约 4:7-10  以耶稣为榜样 

a. 耶稣与妇人原来所谈论的是什么话题?  [耶稣如何取水]   

b. 耶稣如何将对话转换到属灵层次的对话?  [祂说祂能给她活水] 

 

2) 你可跟随耶稣作榜样，由日常所___的话题引领到关于主耶稣基督深入事情的话题。这里有些例子

是我们如何能够由简单对话说到关于主的深入对话。 

a. 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世界有许多的邪恶或者他的城市有许多邪恶，你会说些什么?  [你可以同意他

的讲法。是的，人类都是罪恶的。然后你可自然地转到亚当夏娃身上，罪就进入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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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一个人讲到他人生的一些幸福事情，你会说些什么?  [当然你与他同欢庆，然后让他知道上

帝爱他，想他有喜乐。上帝不想他只有在地上喜乐，更想他得永生能永远在天堂上。] 

c. 如果他说到地震出现在多处地方，你会说些什么?  [你可以继续说地震的话题，然后说耶稣再来

时，地震是末日的其中一个征兆。]   

d. 还用什么例子可以由简单对话转入分享福音更深入的对话?  [可能答案：如果一个人提及圣诞节

或复活节，你能自然地说明那些节日的真意义。.] 

 

3. 你提出的问题 

1) ╬徒 8:30-31  腓利问了太监什么话题借此传福音?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为什么这是好问题?  

[因为与太监所做的有关，他在读以赛亚书。]      

 

2) 关于以下的问题，你可以问什么样的问题 来可开始谈及有关基督的对话? 

a. 圣经[可能答案: 

a) [有读过圣经吗?] 

b) [读了圣经哪些部分?] 

c) [你所读的，你明白吗?] 

d)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e) [你有圣经吗?  你想要一本吗?] 

b. 教会 [可能答案: 

a) [有去过教会吗?] 

b) [为什么去教会?] 

c) [在教会学了什么?] 

d) [对去教会的经历有何感想?] 

c. 基督教 [可能答案: 

a) [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基督徒？”]  

b) [有没有想过成为基督徒？问什么？] 

 

3) 有什么其他话题你可以用来开始对话?  [教学笔记：在说出可能答案和属灵事情前，让学生自由讨

论其他例子。然后问学生基督徒会问非基督徒关于属灵事情的什么问题?  [可能答案:   

a. [你对属灵的事情感兴趣吗?] 

b. [你对什么样的属灵事情感兴趣?]   

c. [你会怎样回答什么是人最大的属灵需要?] 

d. [你认为人如何才能上天堂?] 

 

4. 自己提出的话题 

1) ╬徒 17:22-23   保罗以什么话题来传福音?  [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  为什么借此传福音

是好的方法?  [保罗所说的与他们生活有直接关系。] 

 

2) 你会用什么话题来借此谈及基督? [可能答案: 

a. [“我在外或工作，有时觉得孤单。你有没有曾经感到孤单？让我告诉你基督在我孤单时如何帮

助我。”]   

b. [“我想告诉你一些在我生命中比任何东西更重要的事。”]   

c. [“我注意到你读一本书，是关于与人相处。圣经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与人相处的话题。让我告诉

你关于更多圣经的内容。我认为你会发现读圣经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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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从来没有与你分享一些很重要的事，这件事一直在烦扰着我。你介意我现在就与你分享

吗?”] 

e. [“上星期在教会，我学了关于…”] 

 

2. 基督徒在家可使用的谢饭祷文/谢饭歌 

 

1. ╬徒 27:35  谁与 257 名其他人一起在船上，并且在他们吃饭前向上帝献感恩祷告?  [保罗]  这里有些例

子是关于如何能自然地以谢饭祷文来传福音。. 

 

2. 在吃饭前，我们很自然地感谢上帝赐我们食物。除了有机会向上帝感恩外，藉着谢饭祷文还会自然地

得什么益处?  [可能答案: 

1) [向非基督徒传讲上帝的爱和所有的看顾] 

2) [教导孩子祷告] 

3) [有机会为别人最近出现的需要献上代祷] 

 

3. 基督徒能在用餐时间用各种活泼的方式祷告。举些例子 。 [可能答案：用自己的话祷告，用圣灵的话

祷告，以诗歌祷告，为当时特别的需要祷告等等。] 

1) 从圣经选取出来的谢饭祷文/谢饭歌 

圣经中有什么经文可用作一家人饭前祷告?  [教学笔记：让学生分享他们在吃饭前用的经文祷文。

如果他们没提及到以下经文，就一起读出以下的经文。] 

a. ╬诗 145:15-16   

b. ╬诗 107:1   

 

2) 背熟的谢饭祷文 

有许多谢祷文可给家人作饭前祷告用。 

a. 一起翻到►18 课, 2.  基督徒在家可使用的谢饭祷文/谢饭歌, 2.  背熟的谢饭祷文, (第__页)。这里

有五个祷文，是家人与小孩经常一起用以祷告的祷文。 

a) [教学笔记：轮流找两三个学生一起读每段祷文。] 

b) 五个祷文中提及到哪个福音点?  [爱] 

b. 这些祷文当中，你是否使用到其中的一些祷文作为你的饭前祷告?  [教学笔记：让学生分享他们

使用过的谢饭祷文。] 

 

3) 谢饭歌 

a. 也有许多谢饭歌给家人在饭前一起唱出。一起翻到►第 18 课, 2.  基督徒在家可使用的谢饭祷文/

谢饭歌,       3.  谢饭歌, (第___页)。   

a) [教学笔记：一起唱出谢饭歌，所有谢饭歌都是同一个调。]   

b) 所有谢饭歌都提及到哪个福音点?  [爱] 

b. 你知道有什么歌可用在饭前唱出吗?  [教学笔记：让学生轮流介绍其他谢饭歌。] 

 

                                                    结束活动 

 

[教学笔记: 

1. [分组，每两人一组练习，使用四种不同的日常生活对话方法开始话题。每一个学生应练习其中两种日

常生活对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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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课堂上询问有哪位同学愿意负责下顿饭前一起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使用在这堂课中的其中一个祷文 

(祷文是他们先前没有使用过的)。] 

 

作业: 

 

我们轮流读出作业►第 18 课, 作业: 第__页)  

 

选择性作业:   

 

[教学笔记：在下节课，你会与学生一起唱出五首歌   

1. 问问学生，看有哪五位学生愿意在下节课教唱那五首歌。每一位学生应该事先学会其中一首。 

1) 学生在明天课堂上要正确地唱出歌曲。  

2) 学生不要唱“1-2-3”，而是唱歌词两次。   

3) 其他学生知道旋律的话，可在第二次时与教唱的学生一起唱出歌曲。  

2. 每首歌只会在课堂上唱两次，确保教唱的学生知道如果正确地唱出歌曲。] 

 

 

第 18 课的答案 

 

1.  日常生活对话:   

 

 

 

 

2. 基督徒在家可使用的谢饭祷文/谢饭歌:   

 

 

 

 

 

 

保罗，圣经，祷文 

1.  家道，明白，意义，上帝  2. 水，深，邪恶  3. 以赛亚书，圣经，教会，基

督徒，属灵的  4.未识，开始，重要的，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