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關係佈道~打開未信者的心



目的

1.認識講述福音前的預備工夫的重要性

2.信主是一個過程(其中改善對象對信仰的不良印象)

3.與對象建立較深入，信任的關係（預備其心可開放
接觸信仰或福音）



信主是一個過程（徒2：41-47）

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
人，
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43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44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45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
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社區人士的反應

A. 懼怕(v.43)
 43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
神蹟

抗拒信仰：
(1)懼怕～因為陌生，以致擔心被騙。所以拒絕
(2)事前對信仰，或教會，基督徒的不良印象而
抗拒
(3)誤解的理由



問：一般人對信仰
拒絕的理由?



社區人士的反應
A. 懼怕(v.43)
 43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
神蹟

B.喜愛(v.47上)
C.加入教會(v.47下)
47 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主
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教外的人對教會／信仰印象如何？

社區的人，由「懼怕」，進而至「喜愛」；再進而
至「加入」這個群體。

信徒的生活見證：服侍有需要
的人，行動和物質幫助
群體的見證：生活的態度，開
放和坦誠，敬拜主

中間發生什麼事?



一個人願意接受主，是有一過程：

1. 起初：可能懼怕，擔心（因陌生），或抗拒(對教會/
信仰一些不正確的印像)
2. 接納(不懼怕, 放心)
3. 欣賞(喜歡)
4. 加入這群體



關係佈道的目的：
(1)改善對方對信仰的印象
(2)以便容易接受信仰的分享

「負面」印象  「零」  「正面」印象
（抗拒） （接納） （欣賞／歡喜）

～除草，翻土，播種的工夫



例：清朝中後時期，基督教藉不平等條約之便
利，進入中國傳教，中國人很懼怕又憎恨。認
為文化侵略，發生教案。

宣教士如何如改善人們的印象:
1.慈惠事工
2.教育事工
3.醫療事工
4.文字事工

今天的醫院院牧事工
～先愛心，後福音
～愛心軟化人心



關係佈道的目的：
(1)改善對方對信仰的印象
(2)以便容易接受信仰的分享

「負面」印象  「零」  「正面」印象
（抗拒） （接納） （欣賞／歡喜）

～除草，翻土，播種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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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作準備－禱告記念



藉着一些方法與人建立友誼

2.1 關係網絡

2.2 常作準備(活動/祈禱/關懷/趁機)

2.3 建立友誼(心/眼/耳/口)

第二：建立友誼，了解對象



傾偈，活動

幫助，探望，祈禱

(多次會面，暫不提及
信仰) 

(心/眼/耳/口)



常作準備－
趁機關懷



常作準備－
趁機佈道



日期：2022年第四季(10-12月)
時間：週四晚上8:30-10:00
地點：ZOOM
對象(及要求)：有心志者、至少提供二位福音對象、

必須完成所有課堂、口試和出隊
人數：4-8人 堂數：12堂 材料費：$40元
報名方法：請在報名處填寫，或whatsapp 56134502
查詢：黃牧師，許姑娘，郭姑娘

關係佈道訓練：三福故事編織法





第四：佈道者
突破心理障礙



約4:1-18
1 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他收門徒施浸比約翰還多
2 （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浸，乃是他的門徒施
浸），
3 他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
4 必須經過撒馬利亞，
5 於是到了撒馬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靠近
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
6 在那裡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
旁。那時約有午正。



7 有一個撒馬利亞的婦人來打水，耶穌對她說：“請你給我水
喝。” 
8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
9 撒馬利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
馬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沒有來往。
10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 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
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11 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裡得活
水呢？

12 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
都喝這井裡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13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
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15 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
用來這麼遠打水。” 
16 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裡來。” 
17 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
是不錯的。

18 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
你這話是真的。” 



a.突破民族隔閡（約4:7）～與撒瑪利亞人接觸
b.突破習慣常規（約4:3-5）～直入撒瑪利亞，
不繞道而行

「必須」：當日的猶太人都是繞過約旦河來往加
利利與猶太地，因此耶穌的「必須」並非路程上
的「必須」，或許是使命上的「必須」。



約但河



C.突破體能極限（約4:6）～正午休息，卻外出接
觸人

6 在那裡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時約有午正。



e.突破宗教差異（約4:20-24）～只有五經



突破限制－從聖經開始 *
突破習慣常規 (v4)
突破體能極限 (v6)
突破界限 (v9,27)

a/ 男女之別
b/ 民族之間的隔膜

突破宗教差異 (v20-24) 





討論問題：

1.甚麼使你容易與人建立友誼？
甚麼是你與人建立友誼的限
制？ 怎樣突破自己的限制？

2.約4:1-27耶穌如何與撒瑪利亞婦人接觸，
我們從耶穌身上學習到甚麼？



行動

三福故事編織法開課(ZOOM)：
10-12月周四晚上8:30-10:00(12堂)

1.從關係網絡中，選擇一位福音對
象。
2.定時代禱，聯絡，了解，會面，
活動
3.趁機關懷
4.敏銳分享信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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