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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臺人傳福音的 「 五ft 」策略
向家人傳福音， 尤其是向 父毋必定 目難重重 ， 有先輩份方面就構成很大的心理厙礙。

向別人傳福音 －難 ，

向朋友傳福音 －更難 ，

向家人傳福音－ 難上難 '

這種現象似乎是一般基督徒對傳禧音的反應，其實

大家都清楚自己所負的責任· 「應該向人傳福音，更須向

朋友傳福音，必須向家人傳福音。」可惜，很多基督徒總

是有很多託辭 不肯傳、不敢傳 、 也不知如何傳。聖經明

言「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謂「你和

你一家都必得救」，不是因一人信主全家受惠，一人得救

帶挈全家都可上天堂，而是家中信主者，能影響及帶領整

家人都相信主。全家信主是神的應許，也是我們責無旁貸

的託負。

所 謂「 你和你 一 家都 必 得

救 」 ， 不是因 一人信主全家受惠 ，

一 人得救帶挈全家都可上天堂 ；

而 是家中信主者， 能影零及帶領

整家人都相信主 。

初期教會有－普遍現象，同時也顯示了不是明文的

原則當人認識福音 、 願意接受主耶穌時是整家人歸向主，

全家得救。哥利流一家（徒十 24 、 34) ; 呂底亞一家（徒

十六 14 、 l S ) ; 禁卒一家（徒十六 34); 基利司布一家（徒

十八 8) ; 安得烈碰到主耶穌後第一時間帶領自己的哥哥

彼得一同跟隨主，樹立了傳福音的楷模。

初期教會使徒的福音工作，最令人彆訝的，是他們無

比的膽量，他們原是無知小民，經不起任何風浪，可是信

主後竟不畏強權 、 不受威嚇，甚至置生死於度外。他們勇

往直前 、 直言敢言的膽量擴闊了福音的領域，也大大增強

了福音的效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實有足夠力量拯救任

何人。向家人傳福音，可有「五化」策略

生活化＿生活見諮先於話語見證

與經常接觸、甚或一起居住、一同工作的人，生活見

證是最有效的傳福音方法，因篦活的生命令人羨慕，美的

生命令人讚賞；聖潔的生命令人敬佩， 很多基督徒的家人

不肯信主是由於他們在家中失了光的見證，欠缺基督徒應

有的香氣。單憑口傳， 既不能影響人，很多時反成為別人

的絆腳石，令人對基督教抗拒及增厭。活出信仰、生活帶
出見證是最直接及有果效的策略。

感染化－潛移默化強於絮絮滔滔
有些極權主義者以洗腦方式，使人的意識及行動完全

改變，此原理應用在傳磻音上也是相當有效的，這是長線

的、不用刻意的 、 不著痕跡的將信仰意識灌輸 。 跟別人接

觸閒談時，有意無意間提及一些見證、信仰經歷或感受，將

抽象的信仰帶到活生生的生活中， 經常將教會生活及所發

生的事描述得有聲有色，使他們在長期薰陶下， 容易鬆開

頑梗的心結，對你經常提及的信仰及教會中的人或事產生

好奇。適當的時候詳細將福音介紹給他們或邀請他們參加

教會聚會，通常都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再者，我們應該抱著鋰而不捨的精神，對信仰充滿信

心，對生命充滿盼望， 常具滿足的喜樂，主動與人接近，不

放過每一個作見證的機會，如此才易感染他人。

具體化－愛心行動美於高言大志
細心的關懷 、 愛心的饑贈、親切的慰問或是體貼的清

意通常都可以帶來非常的果效。主耶穌最能影響人的除

了祂的話語帶著權柄外，就是祂對人的憐憫與實際的愛，

很多時由於祂細心又具體的愛感動了人，縱使罪大惡極 、

頑梗固執的人也不能抗拒愛心的攻勢， 在生活中最細微的

清節不忘愛心的表現，將基督的愛心具體化 、 實用化，勿

小覷一些不顯眼的行動，別忽略及時適切的協助，勿吝嗇

時間或物質的犧牲， 愛心的投資終必獲致豐碩的回報。

基督教是講「愛」的宗教，而真正的愛不是空談的，主

耶穌論到最得賞賜的人是那些實踐愛的人，且是做在別人

身上的，祂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喫 ， 喝了，你們給我喝，

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 ， 我病

了，你們看顧我 ， 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這些事你們

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



我們應雷試透過視聽媒介，

善用已有材料，隨時隨地讓他們

接觸到福音及見證。現時有才目當

多福音錄音帶及錄影帶可供租借

及供購買，也有福音刊物。

間接化＿善用媒介優於直接傳講
向太熟的親友直接談論福音，很難啓齒，就算障礙衝

破了，隨之而來的有太多使人分心的事物，內心因素等都

造成不少攔阻，我們應嘗試透過視聽媒介，善用已有材料，

隨時隨地讓他們接觸到福音及見證。現時有相當多福音錄

音帶及錄影帶可供租借及供購買，也有福音刊物。最收效

的方法是陪他們一起收聽或收看，節目完畢後按內容與他

們討論，如此容易將一個完整的僊息傳遞，也可以減少很

多尷尬場面及障礙，很多向家人傳福音成功的個案都是用

此方法。

個別化－逐個擊破勝於集體進逼
經驗告訴我們，同一時間向一群相熟的親友傳福音總

是吃力不討好的，除非以聚會形式，因篦很容易被他們打

岔，若他們七口八舌的爭辯，很難有果效。若同時向父母

談福音，他們通常都借故互相推搪，要他們決定僊仰時，

易產生惡性影響，除非他們一同表示相信，否則其中一人

會感篦難，所以最好選定一個福音對象， 在單對單清況下

（男對男，女對女），讓其獨自面對信仰問題，在不受客

觀條件影饗下，可以更深入福音內容，也較容易有直接反

應。

結論

最好選定一個福音對象，在單

對單情況下（男對男，女封女），讓

其獨自面對信仰問題，在不受客觀

條件影攀下，可以更深入福音內容，

也較容易有直接反應。

無論用甚麼策略，我們必須認定最重要的定律—這福

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們深信，一個人能

夠相信神、接受主、完全是聖靈的工作，所以要放膽、有

恆心的開口去傳，用信心的禱告，胂必爲我們成就大事。

O 陳錫安（摘錄）

與決志巾奉者互勉
最能鼓勵信徒起來事奉者，應該是教會的傳道同工，

惟有他們最了解會友的恩賜和事奉背景。

基督教聯會舉辦的全澳培靈會，已於十月十三至十五

日，在志道堂舉行。在第三天的聚會中，約有七十人回應

講員楊牧谷牧師的呼召， 決志委身事奉包括等候上帝全職

事奉的呼召。眼見眾多青年立志委身，感動之餘，想到澳

門教會和福音機構，若有更好的合作關係，將更有效地栽

培信徒，使其踏上帶職或者全職事奉之路。

其實， 最能鼓勵信徒起來事奉者，應該是教會的傳道

同工，惟有他們最了解會友的恩賜和事奉背景。如果傳道

人在堂會事奉長久，或者是親自帶領這些門徒歸主的，就

更令人鼓舞。栽培信徒承擔事奉，是傳道人的重要職責，而

福音機構對於訓練和發揮信徒的恩賜，亦有貢獻。

因此，無論由堂會提供事奉機會，或者推薦參與福音

機構都是好事。澳鬥教會和福音機構關係密切，傳道人

易於了解每間機構的背景和現況，想參與機構事奉的僧徒，

應該主動徵詢傳道人的意見，以免誤用恩賜，浪費時間。

信徒如果配合教會的事工，全職或者義務參與機構事奉，

對自己、教會和機構三方面．都有好處。教會也應關心福

音機構的事工，教導信徒有選擇地參與，同時解釋教會的

差傳方向，及爲何支持某些機構''o

福音機構固然可以提供專門的訓練和事奉機會，但教

會始終是屬靈的家和後勤基地，我們可以義工身份參加不

同的機構，但要保持對教會的投入和歸屬感。恩賜的運用，

當以造就教會爲本。

福音機構因然可以提供專

門的訓練和事奉機會，但教會

始終是屬靈的家和後勤基地。

筆者信主以來，一直在教會帶職事奉，及至參加福音

機構作義工，仍然分配時間在教會配搭。蒙召全職事奉之

前，有機會代表機構參加大型會議，對於宣教有新的體

會。其實，很多信徒尤其不是大宗派教會的會友，都是參

加福音機構舉辦的活動，從而肯定承擔宣教工作。其後，筆

者辭職接受裝備，同時得到教會和機構的支持，可以專心

學習然後受託牧養教會。期望有心事奉的兄姊，在忙碌

的事奉之餘，多與教牧和長執交通，分享自己的負擔或者

憂慮，在同心禱告中等候上帝的帶領。

O廖卓堅（基誓教聯會本屆執委）



爲什麼敎會星I*上七19U钅日皇皇那麼大光？
在新世紀裡教會將無可避免地缺乏男性領神去維持傳統教會的運作

启孺可加有一位已婚姊妹心有不甘地責問．爲什麼
教會的男女比例相差那麼大呢？（她的意思是指陰盛陽衰

的現象）她們怎樣面對自己的婚姻大事呢？教會有否正視

這個問題？姊妹與不信者談戀愛，在現實情況下，是情有

可原嗎？

不容改變。難怪每當教會面對人事變遷之後，仍然留下來

且默默委身的，都是以姊妹爲主，教會歷史如是，主耶穌

時代也如是。

然而 ， 弟兄剛好相反，特別年青的一代，他們較理

性 、 熱情和進取 ，自然對教會的人
首先，我很欣賞這位姊妹的愛

心，她不是爲問而問，乃篦關心他

人，對那些尙未找到對象同伴表示

關注，這是很難得又很勇敢的。老

實說，不單是你的教會如是，澳門

大部份教會也面對同樣的問題，更

遠一點 ， 西方的教會也是如此。它

特別困擾我們，因爲相差率特別嚴

重，而教會又好像視若無睹，久而

久之就成了今天教會不敢觸碰的難

題 。

他們的要求很多時候被

誤解為「不順服」，新觀點

成了「不屬靈」，試問這樣

如何使他們能夠在教會呆

下去呢！又試問有多少年

青人願意在傳統的束縛下

消磨時間呢！

與事都有所要求；他們對傳道人有

要求，對講道有要求，對教會有意

見 等等。但很可惜，教會往往

就不能滿足這樣的一群，他們的要

求很多時候被誤解危「不順服」，新

觀點成了「不屬靈」，試問這樣如何

使他們能夠在教會呆下去呢 l 又試

問有多少年青人願意在傳統的束縛

下消磨時間呢 ！

篇幅所限 ， 不能一次過回應一連串的問題。先回應

首要的問題爲甚麼教會男女比例相差那麼大？這是小題

目大問題，不論怎樣說也會有人不高興 ，但鴕鳥政策無助

解決問題。當然 ，做成教會這種不健康的現象原因很多，

這是牽涉到男女心理結構或需要有關 ，

一般來說，姊妹偏於感胜，比較容易受感動，同時對

福音的接受也較男性來得強列。加入教會後也較願意接受

栽培，成長當然也會好一些。姊妹對教會的要求比較少，和

諧的人際關係和安全感，往往成昆他們留下來的主要原

因。她們天生的母性，愛教會如家的意誠也較強烈，而且

·詛牘，，

話說回來，是不是我大男人主

義，硬把撐着大半邊教會的姊妹們說成是「一無所求」的

人呢 0 。斷乎不是＇只是她們比弟兄更有愛心和包容，不

像弟兄們般動不動就用腳投票去了。約十年前已有學者指

出，教會講譜若繼續感性重於理往的話，在新世紀裡教會

將無可避免地缺乏男性領袖去維持傳統教會的運作，這是

下一世紀的牧養危機。

0牧者

「牧者心語」是新闢的固地，歡迎弟兄姊妹來稿討論

或詢問，來信請寄 ． 溴門郵箱 6199 號，或傳真 552 834, 須
具真實姓名及聯咯電語。

我三歲時

一位神學生首次作見證，心中有點害怕。他本來想說 「我三歲的時侯，我母親便死了。」可是他開口時，竟如

此說「我三歲的時侯，我便死了。」「嗉，不對。」他心裏想，他知道自己講錯了，就趕緊改正說「我母親三歲的時

侯，我便死了。」大家都想笑。「嚷，又不對了。」他又在改正於是趕決再說一遍「我母親三歲的時侯，我母親便死

了。」全體嘩然。（味佐捲）

笑 0 常開

病人 「醫生， 我的工作鼯力太大，已經使我接近精神崩潰的邊緣，再不治療，我一定會得神經病。請問我該如

何鬥 醫生說「你如果笑口常開，就不會得神經病。」一段時日後，病人再去看醫生。病人「我照做了，可是四周

的人都當我是神經病。」（世界日赧）

馱暑助手

公公是歐醫。有一天，他叫助手給馬吃藥並吩咐得非常仔細「首先往嘴裏插一根管子，把半節留在外面。然後

把藥放在管中，用力一吹，藥丸便會掉進馬的食道。」助手回來後，公公問他「馬把藥吃了嗎？」「沒有，」助手回答，「我

吃了。那匹馬吹氣比我快。」（讀者文摘）



新世紀前五隻 f姦： -;.~ 尺聯合佈道會

生令i這繯
時間： 1999 年 11 月 5 -7 日（禮拜五至日） 晚上八時

地點： 澳門浸信教會禮堂（白馬行 4 1 號，即浸信中學）

日期 講題

11 月 5 曰（五） 長青秘訣（長者）

11 月 6 日（六） 金色年華（長者）

11 月 7 日 ( B ) 驕陽似我（青年）

墮
陳黔開牧師

陳黔開牧師

楊懷恩牧師

曰巴曰 紅虹－－粵劇名伶紅虹小姐乃粤劇舞台表演藝術家，生
於粤闞藝術世家，父親爲粤劇一代宗師馬師曾先生，母親篦紅派藝術創

始人－－－ －紅線女。

紅虹幼年在香港接受鋼琴和芭蕾舞教育，後赴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

中學鋼琴及上海戲曲學校主修京、昆劇，開始踏足梨園。不久後加入廣

東粤劇院，主修粵劇，並以表演粤劇爲業。期間曾於北京中國戲曲學校

進修京劇，又在中國歌劇舞劇院進修中國古典舞， 繼往紐約進修西方表

演藝術。曾任教台北國立藝專，九零年創立「紅虹粤劇團」 ，率團到美

國 、 澳洲、馬來西亞、加拿大、新加坡等地表演，又在歐美各园巡迴演

唱粤曲。

紅虹曾獲頒授獎項， 一九八六年被選爲 Fulbright Foundation 的交換

藝術家，一九八九年在紐昀獲美華藝術協會頒贈「亞洲最傑出藝人獎」，

九九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獲東方藝術中心頒贈「傑出藝人獎」。其表演

粤劇的足跡遍及北美 、 南美 、歐洲、亞洲及澳洲，被譽爲粤劇紅派藝術

的傳人 。

近年來，紅虹醉心匯區音粤曲演唱，深受觀眾喜愛。這次是紅虹首次

踏足濠江，除了分享個人的心路歷程外，亦會一展歌喉以證主恩 。

祀握機會全家信主
這是新世紀前的最後一次聯合佈道會， 譜把握良機，積極領人赴

會。今年佈道會的對象以信徒的家人爲主，且因會場座位有限，大會鼓

勵信眾採取「一領一」的方式赴會。

此外 ， 大會尙欠大量工作人員及陪談員，有意參與事奉者請於會前

丰小時（即 7:30)報到，大會提供陪談資料及指引。

兒童佈道同時進行
每晚會場另設兒童佈道會，由澳門讀經會統籌， 三晚主題分別篦

信 、望、愛，且由信心堂 、循道衛理會澳鬥堂、華人基督會負責節目內

容，第二晚更蒙中華福音使命團安排香港筲箕灣浸信會短宣隊協助。

奉獻： 今年大會財政預算為澳門幣 34,000 元，目前尙欠萬多元，歡迎

信眾積極奉獻，奉獻可存入「中國銀行」本會澳門幣戶口 16-00- 10-091158,

支票抬頭澳門基督教聯會，現金可交往聯會辦事處（上午辦公）。

主辦澳門基督敎聯會 （電 353 170) 

唧堪精

敎牧同工月會
時間十一月四日（禮拜四）早 11 : 00

地點氹仔以琳書房禱告中心

（華寶花園二期 33 樓 G, 電 840394)

交通聯會安排專車接送，早上 1 0:30 志

道堂開出， 10:45 經關閘（出境門前）。

科學與信仰講座
講員吳宣倫博士

講題世紀末的警醒

日期十一月廿二日（星期一）晚上八時

地點澳門神召會（皇都對面）

主辦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電353 306) 

聖誕醫院報佳音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自一九九四年始，

每年聖誕節均組織基督徒前往山頂醫院
及鏡湖醫院報佳音，派贈福音單張及禮

物予住院病人和醫護人員們。今年該會

已預備成人禮品 300 份，兒童禮品 70 份，

澳門日誌 500 本及大量福音單張和書籍，

預算開支為五千元。

該會現招募詩班員及義工，協助報佳

音及派贈禮物。報佳音日期如下

山頂 12 月 18 日（六） 下午四至六時
鏡湖 12 月 19 日（日） 下午一至三時

査詢吳婉儀（傳呼 345345 - 1017)

朱德慧（傳呼 2992168-345)

搬遷啓示
晨光福音堂

新址青洲街 233M/N 宏建大廈第三座地下 D

電話 260 990 傳真 220 404 

（洪門是骨敖昷獄苓工協會通訊地址同上）

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

新址黑沙環斜路新盆花園第三座 4 樓 E

基督教聖約教會澳門堅中堂

新址 昰1少還祐濮新村第八街景和籃瑒地下 V 鏟

電話 511 400 傳真 431 974 

浸信會書局聖經課程新訂價

爲迎接新世紀的來臨，浸信會書局決

定全面調低「主題式聖經課程」的售價，
更增設售後支援服務。新訂價如下

幼稚級 小學級 初中級

原價＞新價 原價＞新價 原價＞訢債

學生本 25>16 23.50>16 31>20 
教師本 40>30 39>29 40>37 
教材冊 52>48 
浸信會書局白里行 41 號（電323 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