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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实用布道学的介绍与传福音指引 

 

简介： 

你需要花些时间在课堂里简短地概述这个布道学，给予一些传福音时可以跟随的重要指

引。 

 

重要性： 

为了明白不同布道方法的基本元素和这些资料如何被应用在传福音工作上。阅读这个布道

学的概述对学生很重要。所以，在他们深入钻研资料前，他们必须要以正确的动机、态度

和原则为传福音前提。 

 

目标： 

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会： 

1．能够陈述三种布道法，这三种布道法将会在这个布道学里学习到。其次是传福音时会

使用到的五个基础福音点。 

2．明白传福音的正确动机和态度。 

 

大纲： 

实用布道学的介绍 

1． 实用布道学目录解释 

2． 实用布道学的重要性 

3． 实用布道学大纲 

4． 实用布道学中使用的经文 

5． 附录简要（学生本） 

传福音指引 

 

课堂 

 

实用布道学的介绍 

1． 目录解释，包括五个基础福音点。 

1．首先， 我们一起来看全部的目录，称为实用布道学。整个布道学是以五个基础福音点

作为基础。接下来的七课里将会详细介绍这些基础福音点。 

2．看课文►目录（第 1 页），找出前八课的标题。 

1）哪几课会教福音点第 1 点，第 2 点，第 3 点和第 4 点？[第 2，3，4 和 5 课]。每个

点会上多少课？[一课一个点]。 

2）福音点第 5 点成长，哪三课教这个福音点？[第 6，7，和 8 课]。 

3．在之后的课程里将会用不同的方法介绍这五个点。 

      1）这些资料给你提供到丰富的资源，作传福音所用。 

         a. 有些学者讲到，一个老师应知道的比他所教的要有十倍多。 

         b. 虽然你所知道的并没有你所分享的有十倍之多。但是，有广泛的、多种的方法和

例子分享这珍贵的救恩是很重要的。 

    2）用不同的方式阐述福音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面向的是不同年纪、背景的人。有需要

考虑到你所传的对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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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有些人可能受的教育程度较低，不会读和写。而其他人则可能受的教育较高，会

有许多问题要问。 

        b. 有些人只欢喜知道一些基本的。然而，其他人则想知道得更详细。 

c. 你的听众的经历也是多样的。对不同的人，你要更深层次地使用不同的福音点。 

 

2．实用布道学的重要性 

 

基督徒领袖必须知道如何用清晰的、有组织的方式传达这救恩的信息给基督徒和非基督

徒。为什么？[可能回答： 

1．[非基督徒需要听到一个清楚的且与他们有关联的救恩信息。] 

2．[基督徒跟随他们领袖的模样来学习传讲救恩信息] 

一起来看第一课，►实用布道学的重要性（第 2 页）。让我们一起来读，然后填空。 

回答： 

 

3．实用布道学的大纲 

 

在这个布道学里，我们将会学到三种主要的布道法。看第一课实用布道学大纲。►2. 实用

布道学大纲（第 2 页） 

1．简介 

1）实用布道学大纲第 1 点“详细解释五个基础福音点”。五个基础福音点所列的是

什么？[爱，罪，代替，信/受洗，成长] 

2）第 2 点“第一种布道法”，称为详细布道法。 

3）第 3 点“第二种布道法”。第二种叫什么？[简短布道法] 

4）现在看第 4 点。在这个布道学的第三种布道法是什么？[生活方式的布道法] 

现在让我们一起详细地看第 2，3，和 4 点。 

 

2．第 2 点是详细布道法 

 

1）在这个布道学里，目录里包括有几个福音点？[五个] 

2）重新命名这五个点。[爱，罪，代替，信/受洗，成长] 

3）这种布道方法应该在对方有时间，而且希望听到整个信息的情况下使用。 

4）详细布道法教了多少种方法？[五种] 

5）这些方法是什么？[五词布道法、无字书、福音八爪鱼、上帝的美好计划、罗马书

传福音的方法] 

 

3．第 3 点简短布道法 

 

1）在这种布道法里，不会用到全部的福音点。 

2）这种方法是用在对方不想听长的信息，但愿意听简短的。 

3）这种布道法教了多少方法？[五种] 

4）这些方法是什么？[上帝爱你，用一节经文传福音方法，上帝怜悯我们] 

 

4．第 4 点是生活方式的布道法 

1）虽然我们不能坐下来与对方详谈关于我们的主，但有许多方法是能够使我有意识

地、主动地向非基督徒传福音。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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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些方法可使用在某人的家或日常生活中。 

3）这种布道法教了多少种方法？[四种] 

4）这些方法是什么？[日常生活对话、饭前祷告、向孩童传福音、在特别日子上传福

音。] 

复习: 

我们继续来看课本第一课，►三种主要布道法的介绍（第   页）[教学笔记：找一个学生

读课文，然后填空]。像这样的练习将来会编排为作业。 

回答： 

 

2． 实用布道学中使用的经文 

 

在这个布道学中，有许多经文或部分经文会被应用到解释福音。 

1. 目的不是每次用来解释整节圣经经文。 

1）有时只是会用到经文的一小节，使人知道我们所讲的是从上帝的话中来。 

2）当只用到一节经文的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时，“上”指的是某节经文的上半部分。

“下”指的是某节经文的下半部分。因此，如参考经文约 3：16 上，指的是第 16 节经文

的上半部分需要读。如果是约 3：16 下，指参考第 16 节经文的下半部分。 

 

2．圣经是直到 1560 年才编排章节的。 

 

3．耶稣与使徒常引用旧约的某章经文证明论点。 

 

5．附录简要 

 

翻到教材后面，附录第一页。► 附录，第    页）。当我们学到第 7 课时，将会第一次用

到附录。所以应当保存好资料，附录所有的页面都要保持整洁与干净，以备用来复印，这

是很重要的。你不应该在附录上作任何标记或记录。 

传福音指引 

 

1． 随时准备传福音 

 

╬彼前 3:15 按照这段信息，我们应当何时预备好传福音？[随时] 

1．时常准备好传讲的信息。 

1）╬徒 7:2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信徒，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名执事。他讲了一篇长且有条

理的道。他是谁？[司提反] 

2）粗略看完剩下的章节，讲出司提反所传的道包含哪些经文章节。[徒 7：2 -53] 

3）司提反清楚知道什么？[上帝的道] 他有条理地、清晰地传讲上帝的道。 

4）因此，在司提反的讲章里，我们看见哪两样是向人传讲主耶稣基督的重要东西？  

a.  [明白上帝的道] 

b.  [能够清楚传上帝的道] 

2． 方便别人，随时准备好传福音。 

1）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不管心情如何，也应当随时做好准备传福音。 

a.  ╬约 4:7 耶稣跟谁谈了很长时间？[撒玛利亚妇人] 

b.  ╬约 4:6 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时，心情如何？[在旅途里感到疲倦] 

       a) 在约 4，哪些经节显出祂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第 7- 26 节] 

福音，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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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耶稣更关心的是祂自己的疲累还是撒玛利亚妇人对福音的需要？[妇人对福音的需

要] 

1）╬提后 4:2 上 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准备传福音？[得时还是不得时？这

是—— 不论在任何情况] 

 

2． 不要限制向何人传福音 

 

1．╬约 4:9 耶稣作了个榜样，我们不应限制向某些人传福音。相反，愿意向任何人传扬上

帝的大爱。一起看例子。 

      1）在耶稣时代，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是仇敌。 

      2）耶稣是哪个国籍的？[犹太人]妇人是哪个国籍的？[撒玛利亚人] 

    3）耶稣还愿意与这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吗？[愿意] 

      4）耶稣想撒玛利亚妇人得救吗？[想] 

2．╬提前 2:4 上帝愿什么人得救？[万人] 

3．我们向人传福音，应包括什么特殊的人？ 

[可能的答案：孤独的人、我们的仇敌、智障的、瞎眼的、未受教育的、残疾的、老人等

等。] 

 

 

3．不骄傲，不气馁传福音 
1．气馁 

╬赛 55:11 上帝应许什么？[上帝的话语不会落空，照祂的旨意成就祂要作的事]。 

1）我们经常会立刻看到结果吗？[不会] 

2）我们看不到结果时应当气馁吗？[不应] 为什么？[因为上帝会在适当的时候成就祂话语

要作的事]  
2．骄傲 

1）我们只是作上帝的工具来向人传福音。╬约 4:37 – 38  

a. 撒种是什么意思？[向人传扬主耶稣基督] 

b. 收割是什么意思？[与某人谈话的部分经历，看到对方愿意相信且受]。 

c. 撒种者和收割者—哪个更重要？[同等重要] 

 

2）是圣灵给你上帝的话语与别人分享。╬约 14:26。是谁在我们传福音时，教导和提醒我

们应该说些什么？[圣灵] 我们不能把功劳归功于在只因为我们说了适当的话语，或自己有

个令人信服的品格以致说服人相信基督。 

 

3）当某人相信基督，通常只是一个基督徒作全部传福音的工作，他就应该为他的成就感

到自豪？[不] 为什么？[ 圣灵通常带领许多人一起工作，帮助某人成长，以致他相信基督]

在带领某人信主的过程，不同的人会责任什么的工作？[可能答案： 

      a. [为他代祷] 

      b. [带他回教会] 

      c. [送他圣经或一些基督教书籍] 

      d. [介绍给某人，此人能清楚告诉他基督的事] 

      e. [自己个人的见证] 

      f. [向他传讲他已听过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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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正确的动机传福音 

 

1．╬太 18:12 – 14 为什么牧羊人会找寻那失了的一只羊？[他爱它并且不想它灭亡] 

2．╬罗 5:5 为什么我们会寻找人，并且想他们得救？[因为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所以

我们爱别人并且想他们得救] 

1）如果我们得知有个地方免费大派好东西，我们不也希望所爱的人能得到好的东西

吗？[是的] 

2）同样，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份永生的礼物，我们也不自然地告诉大家

吗？ 

[教学笔记：在课文的结束里，有些关于错误动机的额外资料。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也可

教那些资料。] 

5．传福音是一种喜乐!!! 

 

1．╬徒 13:48 – 52  

     1）哪两个人在安提阿受逼迫？[保罗与巴拿巴] 

     2）他们仍喜乐吗？[喜乐]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语传遍那地方] 

2．╬路 15:6，9，23 – 24 

     1）哪三种失去的东西被寻回？[羊、银币、儿子。] 

     2）那三样东西被寻回时，人有什么反应？[大喜乐，庆祝。]  

3．╬路 15:10 

      1）当一个罪人悔改时，他的喜乐在哪里？[在天堂里，天使面前。]  

      2）当你看到某人归信基督时，你自然感到什么？[快乐] 

 

                                                      6． 清楚你自己的救恩 

1. ╬可 16:16 

1) 在一个人传福音前，什么是必须要做或计划要做的?  [受洗] 

2) 如果见证人没有受洗或没有计划受洗，听者对洗礼有什么看法?  [他会认为洗礼不

重要] 

 

2. ╬约壹 5:13 在一个基督徒向别人传福音前必须要知道他自己的救恩是什么?  [他自己得

救、有永生] 如果一个传福音的人，连自己对自己的救恩也缺乏信心，他还能带领其

他人对他们的救恩有信心吗?  [不能]   

 

7. 与基督有正确的关系 

 

基督徒藉着上帝的话和圣礼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 

1. 我们怎样花时间与耶稣一起?  [可能答案: 个人或小组圣经分享, 祷告崇拜; 定期领受圣

餐]  

2. 如果我们不愿意告诉别人关于基督的事, 该怎样做?  [多花时间与祂亲近] 

1) ╬约 4:28-29  撒玛利亚妇人与耶稣谈话许久后, 她自然地做了什么?   [出去, 并且告

诉别人耶稣的事]   

2) 如果我们像那妇人一样花时间与耶稣一起, 我们自然会做什么?  [向别人传讲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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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拥有好基督徒特质和行为 

 

1. 好特质  ╬加 5:22-23  当我们花时间与主耶稣一起, 圣灵会在我们心里作什么工?  [圣灵

的果子—包括的特质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 节制.]   

 

2. 好行为  ╬太 5:16  这些经文所说的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是什么?  [好行为] 谁因为我们所

作的好行为而应得到荣耀?  [天父] 

 

3. 不在黑暗中行事  ╬约壹 1:6-7  如果你在黑暗中行事, 就是活在公然的罪中, 为什么很难

向别人传福音?  [因为你的言语与行为不相称, 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你所说的] 

 

 

结论: 应该向谁传福音? 

 

1. 让我们翻开第一课, ►结论: 应该向谁传福音? (第__页) 一起读出第一段. 

 

2. 现在, 用几分钟时间去想一想上帝让你想起的一个人（或多人）。在空白处写上那个

(些)人的 名字, 为他们代祷，计划如何向他们传福音。 

 

3. [教学笔记: 给学生几分钟时间填空。然后，告诉他们应该继续在这张纸填上上帝让他

们想到更多人的名字.] 

 

作业: 

 

从第一课起, 一起来读出作业, ►作业 (第__页).  这次不需要派发任何东西，但应该准备好

在课堂作口头回应。. 

 

[教学笔记:学生填上的空白处，在下次上课时应该检查。以下是答案.] 

 

     第一课答案 

 

     传福音指引 (第__页)   

 

 

 

 

 
[教学笔记:  这里有些与 传福音指引 相关的资料。 4. 以正确的动机传福音.  如果有时间，

这些关于 错误 动机 也应作为课堂教学.] 

 

1. 为什么以下的动机是 错误的?  使用圣经经文回答. 

1) 要得到在天堂的奖赏.  ╬林后 5:14-15  [这是个错误的动机，因为我们只应被上帝的

爱掌管，而不是为着自己的私欲.] 

2) 害怕有一天站在上帝的审判宝座前，因没有向多人传福音感到尴尬。   

1. 准备， 疲倦  2.  妇人, 万人  3. 徒然，圣灵  4.  爱  

5.  喜乐  6.  受洗，得救  7.  耶稣  8.  圣灵， 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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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太 25:31-36  耶稣讲到在最后的审判会将绵羊从山羊中分出来，祂会提到绵羊

(基督徒) 的罪吗?  [不会]  祂只会记山羊(非基督徒) 的罪。在审判日上帝不会提

起我们的罪。 

b. ╬赛 43:25 下, 来. 8:12 下, 10:17 按照这些经文，上帝决定不作什么?  [不 记 念 你 

的 罪 恶]  这不代表祂会忘记，祂可能会再次记得。但，祂主动不再记念我们任

何的罪 

c. 在审判日，上帝会公开地提及我们所犯过的罪吗?   [不会—祂已决定不再记念]   

d. 因此，我们应该畏惧审判的宝座吗?  [不应该] 

e. 列出两个原因为什么因为惧怕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而向人传福音是错误的? 

a) [上帝不再提及我们的罪，所有的罪上帝不再记念] 

b) [害怕惩罚而去传福音是自私的] 

 

2. 总结，我们不应因为自私的动机而传福音。如得到在天堂的奖赏，或害怕站上上帝的

审判台前，或没有向多人传福音感到尴尬。我们传福音是因着上帝的爱，而不是自己

的欲望得到赏赐（林后 5:14-15）重要的是记得上帝不再记念我们的罪。在审判日，祂

不会提及我们没有向某人传福音（太 25:31-36，赛 4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