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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复习详细布道法 

方法 1—五词布道法 

 

引言:     

在过去的七课里，我们详细地学习了五个基础福音点。在这课，我们综合五个基础福音点
成为一个详细布道法，第一个详细布道法方式叫五词布道法。 

     

重要性: 

五词布道法是其他详细布道法的基础。如果学生学会纯熟地使用这个详细布道法，以下的
方法将很容易学会。 

  

目标: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学生将会： 

1. 能够使用五个福音点组成五词布道法。这样他们就能系统地传福音。 

2. 能够将五个福音点与五词布道法结合在一起，给听者一个丰富的福音经历。 

 

大纲: 

介绍详细布道法 

五词布道法的开头用词 

1. 上帝的爱 

2. 罪 

3. 代替 

4. 信/受洗 

5. 成长 

结束活动 

  

课前预备:  

上课前，在五张大纸上面写上五个福音点(爱，罪，代替，信/受洗，成长) 

 

课堂: 

 

作业讨论:   

1. 谁愿意分享第 8 课的作业填空? 

2. 谁愿意分享他其中一个已得到回应或未得到回应的祷告? 

3. [教学笔记：复习第 2 至第 8 课教的五个福音点] 

 

选择性的作业讨论:  

1. 有谁愿意分享教导人“用五个手指, 记得五个祷告”的经历? 

2. [教学笔记：记得 1 个月后问学生谁愿意报告他们的祈祷事项。再次提醒学生关于这个
选择性作业] 

 

介绍详细布道法 

 

1. 打开目录 (第 1 页)。特别留意第 2 至第 8 课的目录。每一课教了什么福音点? 

1) 第 2 课 [爱] 

2) 第 3 课 [罪] 

3) 第 4 课 [代替] 

4) 第 5 课. [信/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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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6 课 [成长] 

6) 第 7 课 [成长] 

7) 第 8 课 [成长] 

 

2. 在第 2 课到第 8 课，你学习了每个福音点的含义。这些课都作了详细教学。因此，你传
福音时，就有很多资料和许多圣经章节可选用。当然不是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用上所有
学过的资料。一起读出五个福音点。[爱，罪，代替，信/受洗，成长] 

 

3. 当五个福音点都在传好消息时用到，这个就叫详细布道法。 

 

4. 在这一课，你会练习将五个点放在一起组成详细布道法的第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叫五词
布道法。这一课是以后学习所有详细布道法的基础。 

 

5.  在这个布道学里，你会学到详细布道法的五种不同方法。看►第 1 课, 实用布道学大纲, 

2. 第一种布道法，一起读出详细布道法的五种方法。 

1) 第一种方法—五词布道法 

2) 第二种方法—无字书 

3) 第三种方法—福音八爪鱼 

4) 第四种方法— 上帝美好的计划 

5) 第五种方法—罗马书传福音的方法 

 

6. 每一个方法使用不同的圣经章节和新的方法解释五个点。 

1) 解释五个福音点的不同经节，图画，方法可交替地使用。 

2) 如几个信徒已经学了这种方法，你们可轮流跟随在你脑中五个大纲讲信息。这样的
传福音方法更能使听者感兴趣。 

 

7. 今天你会学习到第一种详细布道法，它叫什么?  [五词布道法]   

 

8. 在五词布道法里，使用你已经学了的五个福音点大纲传福音。 

 

五词布道法的开头用词 

 

1. 在世界上你认为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注意东西不包括上帝或人。[教学笔记：在告诉
答案是爱之前，让学生作任何回答。]   

 

2. 当你向非基督徒传福音, 你可以问他，在世界什么东西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作为话题开
始。他给你不同答案后，你告诉他你相信在世上最重要的东西是爱。   

 

3. 在这点上，你就很自然地继续说到关于谁的爱? [上帝] 祂是爱的源头。 

 

4. 你认为“爱”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过多少次? [教学笔记：在告诉答案 981 次—差不多
一千次前，让学生猜猜答案。] 

  

1. 上帝的爱 

 

1. 一起打开 ►第 2 课, 基础福音点, 第 1 点—爱 (第__页)。 

 

2. 如果你要选一节经文来解释上帝的爱, 你会选哪一节? 你或者会从第 2 课，或其他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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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教学笔记：这活动是帮助学生复习第 2 课，让他们选任何经文] 

 

3. 这一课我们会使用╬约壹 4:10 上。 这经节讲了什么？[上帝的爱]  [教学笔记：在墙
上贴上写着第一点，爱的那张大纸] 

 

4. 为什么以传讲爱作为与人交谈的开始? [可能答案：因为你要他知道真上帝是充满爱的；
或许他喜欢听关于上帝的爱]  

 

5. 上帝以哪两种主要的方式表达对我们的爱？ 

1) [祂赐给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所需，包括身体上的需要和丰盛的生活] 

2) [祂藉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恩，因此我们死后能回天堂美丽的家。] 

 

6. 听者愿意听多少爱的信息，你就分享多少。  

 

2. 罪 

 

1. 打开►第 3 课, 基础福音点, 第 2 点—罪(第__页)。 

 

2. 如果你要选一节经文来解释罪, 会选那一节? 你或者会在第 3 课或其他圣经经文中选。 

[教学笔记：这个活动是让学生复习第 3 课，让他们选任何一节经文。] 

 

3. 这课我们会使用╬罗 3:12。这节经文是否说人只行善，没有行恶? [不是] [教学笔记：
贴上第二个点罪到墙上] 

 

4. 第 3 课提供你更多关于罪的资料。以便你有不同的选取。 

 

5. 我们所有人都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了罪，以这种方式足以解释罪，举出例子 

1) 错误思想—[可能答案：贪婪、欺骗、嫉妒、骄傲、轻视某人、恼怒、自私] 

2) 错误语言—[可能答案：撒谎、谣言、对某人怒骂、争吵、轻视某人] 

3) 错误行为—[可能答案：打架、打、偷盗、诡诈、犯奸淫] 

 

6. 解释应想, 说, 或做的事没做也是罪 

 

7.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告诉听者他愿意听的。你讲的方式是随听者意愿，他会乐意欢迎你再
跟他说更多。加上，说到罪的问题要留意—恐怕你不断地说而没留意到对方有什么反应。 

 

                            3.  代替 

 

1. 打开►第 4 课, 基础福音点, 第 3 点—代替(第__页)。 

 

2. 如果你要在第 4 课里选 一个经节来解释代替, 会选哪一个节? 你或许会选第 4 课的或
其他经节。[教学笔记：这个活动是帮助学生复习第 4 课，让他们选任何经节] 

 

3. 这一课会选用╬罗 5:8。我们还在作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为我们死]  [教
学笔记：贴代替这个词到墙上] 

 

4. 这一点是告诉听者，耶稣是他的代替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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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4 课讲了许多故事，你会选哪一个来解释代替的概念? [教学笔记：问这问题是帮助
学生思想如何使用这些故事来解释代替] 

 

                   4.  相信/受洗 

 

1. 打开►第 5 课, 基础福音点, 第 4 点—信/受洗(第__页)。 

 

2. 如果你要在第 5 课里选一个经节来解释信/受洗, 你会选哪一节? 你或许会在第 5 课或
其他经文中选。[教学笔记：这个活动是帮助学生复习第 5 课，让他们选任何的经节。] 

 

3. 这一课会选用╬可 16:16。当你向一个人传福音，最终的希望是什么? [就是他能相信基
督且受洗]  [教学笔记：贴信/受洗，到墙上。] 

 

4. 圣灵会使用什么以致人能相信? [上帝的话语]  当一个人相信了，或许他会有以下的反
应： 

1) 他或许想听更多关于上帝的事。想知道对方是否愿意听更多，你可以问对方是否
想听关于上帝更多的事和上帝的爱。如果对方说愿意，你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帮
助他学习更多上帝的话语? 

[可能答案： 

a. [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与他分享上帝的话语，继续向他传福音。]  

b. [邀请他到教会聚会] 

c. [送他圣经或基督教书籍] 

 

2) 他或许要向上帝祷告。问他现在是否愿意与你一起祷告向上帝说话。这样他就有
机会藉着祷告马上回应上帝的话来表达他的信心。    

a. 与他的祷告里或许要包括些什么内容? 

a) 感谢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甘愿受苦，死在十字架上。   

b) 教导他一个简单的祷告，如经上写的：“主啊!我一个清洁的心”。这个祷告
在圣经哪里?  [诗 51:10 上] 

b. ╬林前 2:10 谁给人显示真理以致他回转归向上帝，且祈求赦免? [圣灵]     

a) 圣灵已经在此人心里作工，祷告是信心的回应。    

b) 那人祷告的行为并不能使他得救。  

 

3) 他或许要受洗。╬徒 22:16 当你向某人传讲基督，他相信了，你会鼓励他做什么?  

[受洗] ╬徒 2:38 当一个人悔改和受洗，他的罪就怎样了? [罪得赦免] 洗礼有着特
别的意义，是圣灵将上帝的恩典独特地应用出来。 

a. ╬徒 2:41 听完彼得讲道后，那三千人做了什么? [相信上帝的道，受洗了]    

b. ╬徒 8:35-38 太监—相信了就想做什么? [受洗] 

c. ╬徒 16:25-33 在禁卒和他全家相信主的那夜，保罗和西拉为他们做了什么?  

[给他们施洗] 

 

5. 成长 

 

1. 打开►第 6 课, 基础福音点, 第 5 点—成长(第__页)。 

 

2. 如果你要选一节经文解释成长，你会选哪一节？你或许在从第 6 课中或其他经文中选。
[教学笔记：这个活动是帮助学生复习第 6 课，让他们选任何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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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一课我们会用╬弗 4:15。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元首是谁? [基督] 

一个人相信主以后，你会鼓励他做什么? [在基督里成长] [教学笔记：贴上成长这个词
到墙上。] 

 

4. 在基督里成长的方式是什么? 

1) [教会生活] 

2) [个人读经] 

3) 祷告（包括生活上悔改的祷告）] 

4) [亲密朋友的选择] 

5) [爱人如已的生活方式] 

6) [传福音] 

7) [信靠上帝] 

 

5. ╬林前 12:3 是谁能够使基督徒说耶稣是他人生的主，并且在这七方面成长? [圣灵] 

  

                              结束活动  

 

1. 将学生分成每三人一组来练习这个传福音方法。他们应扮演以下的角色： 

1) 基督徒传福音的人—他应使用五词布道法向非基督徒传福音。 

2) 非基督徒—他要回应，并且可能要问问题，但不要表现得过火，以致使扮演活动
不能完成。 

3) 旁观者—他在整个过程中也不用说话，当角色扮演完后，他就告诉扮基督徒的那
位他在哪方面做得好，哪方面需要改进。 

 

2. 学生需要练习三次，使到每位都有机会扮演每个角色。 

 

3. 活动完成后，问一些学生在角色扮演中学到了什么。 

 

作业: 

 

一起读出作业► 作业: (第__页). 

 

第 9 课答案 

 

 

 

 

介绍:  信/受洗, 五个   

1.  爱, 忧虑, 平安   

2. 言语，听   

3. 刑罚，上帝，胜利   

4. 上帝，上帝，圣灵，受洗   

5. 悔改，朋友，信靠，圣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