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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五片板块方法”去建立福音的桥梁 

Conversational Evangelism Seminar  

有果效的福音对话讲座 



传福音的关键 

记住我们传福音的重点不是在于我们的方法，而是 

我们的属灵程度！ 

 

 



EVANGELISM 

 用 “五片板块方法”去建立福音的桥梁 

 

1. 找出我们与福音对象的共同点。 

2. 从点共同的信念建立福音的桥梁（即使
对方不知不觉 罗马书1:20 ; 2 ：14-15 ） 

 

 

EVANGELISM 



EVANGELISM 

 



EVANGELISM 

 用 “五片板块方法”去建立福音的桥梁 

 

过渡到更深入的问题 
开始问题:  

• 你有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 我们相信什么宗教重要吗？ 

• 你怎样看香港佔中事件？ 

 

 

 
EVANGELISM 



EVANGELISM 

 用 “五片板块方法”去建立福音的桥梁 

 

过渡到更深入的问题 

• 现在ISIS这么残暴，你相信有報应的吗 ？ 

 

• 你认为有可能是因为某一个目的让我们存
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 如果你可以问我们的造物主任何问题，你
会问什么呢？ 

 

 

 

EVANGELISM 



EVANGELISM 

 用 “五片板块方法”去建立福音的桥梁 

 

• 你可否告诉我这五个想法当中，你认
同多少个？ 

EVANGELISM 



最大的反对： 

但我是传统华人是拜佛的。 

我不相信那西方的神  

（造物主 ）。 



 

古代中国人是相信一
神 

关键：要他们明白。。。。 



 

1. 祭天仪式 

有四方面的证据 



 

1. 祭天仪式 

祭天儀式起源于周朝（circa 1046 BC）
甚至更早，从那时开始，歷朝歷代的帝
王（天子）都對此極為重视，这传统從

未有间断，一直持续了几千年到清末
（AD 1911)。天子代表百姓，祈求国
家和平、人民飽足。这就是所謂的「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


1祭天仪式 

而 「皇天上帝」就是天坛崇
拜的对象。這四個大字正在祈

年殿內。明朝和清朝
（AD1500 – 1910）皇帝就在
这里祭天。 
 



历代天子对「皇天上帝」
祭祀是极为重視。 

 

天壇的面積是故宫的四
倍。。 

1. 祭天仪式 



1. 祭天仪式 

1046BC 
源自中国 

206BC年 
从天竺（印度）传来 

哪一个才是真正传统华人信仰？ 



2. 古文 

孔子 
（大约公元前500年） 

 

老子 

（大约公元前600年） 



老子：道的本质 

神是超然、永存、永恆不變和万有的创造
者。 
 
老 子: 「道 德 經」: 第 一 章 
道 可 道 ， 非 常 道 。 名 可 名 ， 非 常 名 。
无 名 天 地 之 始 ﹔ 有 名 万 物 之 母 。 
 
Dao De Jing Ch 1 
The Dao (Logos) that can be trodden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D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name. (Conceived of as) having 
no name, it is the Origin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conceived of as) having a name, it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老子：道的本质 

老子不明白的道，神已经向我们啓示，这道
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太 初 有 道 ， 道 与 神 同 在 ， 道 就 是 神。 

这 道 太 初 与 神 同 在 。万 物 是 藉 着 他 造 
的 ； 凡 被 造 的 ， 没 有 一 样 不 是 藉 着 他 
造 的 。（约1：1-3） 

http://www.kingjamesbibleonline.org/John-1-1/


孔子：上帝与人的关系 

上帝听祷告 

 

• 孔子说：獲罪於天，無
所禱也 (论语《八佾》
13) 

 

 



孔子：上帝与人的关系 

上帝关顧百姓、赐平安给他们 

• 《詩經》《皇矣》皇矣上帝、
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
之莫。 

 
 譯文：偉大上帝，臨視人間最
分明。觀察天下四方地，探求
人民可安定？ 

 

 

 

 



孔子：上帝与人的关系 

上帝详细察看世界、作出裁决 

 

• 《說文》：帝，諦也。 

• 《東觀漢記》、《後漢書》
（ＡＤ１００－２２０）孔
子曰：『帝者，諦也。』，
諦是何意呢？...審也。就是細
察、詳審的意思。 

 



3. 敬重祖先 

• 孔子反对崇拜祖先及一般
民间迷信， 他说“敬鬼
神而远之“。 《论语-雍
也》 

 

• 此话意味着要求远离：
“鬼”(祖先崇拜)和
“神”(自然崇拜)。 



3. 敬重祖先 

孔子教导尊重祖先，不是当
先人是上帝这样敬拜。 

 

 



3. 敬重祖先 

那孔子和他学生怎样看敬重
祖先？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
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
大报本反始也 《 禮記 -- 郊
特牲v24》 

 

 

 

 

 



4. 中文字 

Righteous (义) 
義（Traditional Chinese） 
= 羊 (Lamb) + 我 (Me) 

犧（Traditional Chinese ） 
= 牛 (Cow)+ 羊 (Lamb) 
+ 秀 (Pretty) + 戈 (Knife) 

Sacrifice (牺牲) ： 
Perfect sacrificial animals 



4. 中文字 

• Forbid 禁 = 林 (Two trees) + 示 (Reveal) 

两个木，加上示，成为禁字。上帝为
什么不是一个木或是三个木？原来上
帝啟示伊甸园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
子，不可以吃，犯罪以后也禁止他们
吃“生命树”的果子。 (创世纪2：9) 

• Greed 婪 = 林 (Two Trees) + 女 (Woman) 

夏娃贪吃那两，吃了“分别善恶树”
和 “生命树.” 上的果子。 



4. 中文字 

• Blessing 福 = 一 (one) + 口 (man) 
+  田 (field)   +   礻(God) 
 

耶 和 华 神 将 那 人 安 置 在 伊 甸 园 ， 使 他 
修 理 ， 看 守 。（創 2：15）  

Source: Discovering God in Chinese Characters Tract  
http://www.media.cru.org.sg/2012/03/12/discovering-god-in-chinese-
characters-english-chinese-tract/ 



1. 祭天仪式 

2. 古文 

3. 敬重祖先 

4. 中文字 

你怎样看待这些证据？ 

 

如果古人是对，那样比较严重？忽略我们对
年长父母的责任或忽略我们对造物主的责任？ 

 

 

四方面的证据 



 



EVANGELISM 

 



目标：帮助未信者思想我们在某个程度上要
对造物主负责的真相。 

（罗14：12） 

 

 

板块一: 
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向某些人负责 



– 身为儿女，我们要向自己的父母负责 

– 在学校我们要向老师负责 

– 我们要向我们的上司负责 

– 我们要向我们的政府负责 

– 我们希望在来世，一些坏人会为自己的行为付些代
价，比如像希特勒、本·拉登和ISIS！  

–如果我们都是被造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向
我们的造物主负责呢？ 

板块一: 
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向某些人负责 



– 如果我们都是被造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向我们的造物主负责
呢？ 

 

让我用个比方说明…… 
 

–你是否同意我们犯的错误越大，
我们要承担的后果就越大？ 
 

 

1.  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向某些人负责
（罗14：12） 
 



“比如说，假如有一个人在院子里挖掘，
他挥铲子的时候伤到一条虫，他大概不会
太在意。”  
 
Colin S. Smith, “Keeping Christ Central in Preaching,” in Telling the 
Truth: Evangelizing Postmoderns, edit. D.A. Cars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0), p. 119-120). 

 

我们犯的错误越大……  



“又比如他挥铲子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一只刚飞过的
鸟， 他应该会比较在意。可是如果他弄伤的是一条狗，
他大概会马上停工，然后送牠到兽医去治疗。如果更
加严重，他的铲子弄伤的是一个路人，他就很可能要
面对法庭的指控了。” 
 

 

Colin S. Smith, “Keeping Christ Central in Preaching,” in Telling the 

Truth: Evangelizing Postmoderns, edit. D.A. Cars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0), p. 119-120). 

 

我们犯的错误越大……  



“圣经对于罪恶的理解围绕在得罪上帝的
层面上，正是这一点，我们的罪才是这么
严重。我们做错事的严重性是在于我们得
罪的对方的身份。” 
Colin S. Smith, “Keeping Christ Central in Preaching,” in Telling the 
Truth: Evangelizing Postmoderns, edit. D.A. Cars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0), p. 119-120). 

 

我们犯的错误越大…… 



“罪的严重性就是得罪了全能的上帝。” 
 

Colin S. Smith, “Keeping Christ Central in Preaching,” in Telling the 
Truth: Evangelizing Postmoderns, edit. D.A. Cars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0), p. 119-120). 

 

 

你是否觉得我们可能要比想象中更加要向创造主承担
责任吗？ 

我们得罪了创造主 



EVANGELISM 

 



目标：帮助未信者看到我们的问题不单单只
是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赛64：6；太5：
48；雅2：10）的真相。其实我们的经验告
诉我们，有时候连自己的标准也达不到。 

板块二: 我们达不到标准 



例如，我为着自己不是一个更好
的______（对于儿女/兄弟姐妹）
或更好的______（为了我的另一
半/父母）而懊恼。 
 

板块二: 我们达不到标准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疏离的感觉，这是因
为我们与造物主有隔阂，有些人可能想靠
着做好事来弥补这个缺点，来与造物主和
好。 

 

 问题就是，无论我们做多少好事，还是没
有什么用。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板块二: 我们达不到标准 



例子: 

如果你做了一些事深深伤害过你的另一半，男女朋友或
好朋友。你怎样跟他们和好？你可以对他们父母做一些
很好，甚至自我牺牲的事来修补破裂的关系吗？当然不
可以。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却认为做善事会修补我们跟神
的关系呢？ 

 

板块二: 我们达不到标准 



EVANGELISM 

 



目标：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是罪人的
真理  (罗3：23) 

板块三:  我们都是罪人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是罪人的真理  
(罗3：23) 
 

 显然的，人类是有能力做很伟大的事情（比
如一些我们熟悉的伟人，德兰修女和圣雄甘
地） 

 

 但很不幸，我们也知道一些穷凶极恶的恶
人，如希特勒和史达林杀了千千万万的生
命，本•拉登和ISIS伤害许多无辜的人民 
 

 但我要坦诚的跟你说，困扰我的并不只是其
他人的罪恶，还有我自己的里面的罪恶！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是罪人的真理  
(罗3：23) 

事实上，你不需要在圣经里看神怎
样说我，只需要问我的_________ (
另一半，父母，最好的朋友。 

我发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轻易就可
以减少我差劲的选择的后果。 

事实是我对罪的看法与神对罪的看
法很不一样。 

有时我们的行为会带来超过我们
预期的后果！ 

 
 

 



 

水和污水的比喻: 

 如果我有3杯干净的水在你前面： 在第一杯放
一滴污水，在第二杯放两滴污水，在第三杯放
三滴污水，你会喝那一杯？ 

  



污水, 婚纱 

 你可以看见有一些东西可能
看来很微不足道，但在现实
上却有很大的影响? 

 你是否同意我们的罪可能产生
的障碍比我们想象得更大？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是罪人的真理  
(罗3：23)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你希望别人永远
不会知道的事情？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是罪人的真理  
(罗3：23)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上帝的叛逆
已经造成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分离。  

（罗6：23）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是罪人的真理  
(罗3：23) 

 现在，如果要按我们的罪来进行审判，而我们
自己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办
？ 

     答案： 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  

（这就使我们能够专注于耶稣） 

 

 

 

 



EVANGELISM 

 



目标: 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需要外来
的帮助来对付我们生命中的罪  

(罗7：19， 24: 太 5：48；弗2：8-9；多3：
5) 

 

板块四：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 
(罗7：19， 24) 

 

让我打个比方说明 

为什么你用一条干净的布来抹桌子？ 

你会同意肮脏的东西是不可能自己
变得干净吗？ 

你会同意那位可以洗净我们的罪的
人本身必須是全然圣洁的吗？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 
(罗7：19， 24) 

孔子也可能同意这点. 

 

孔子说：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论语《八佾》13) 

 

 

基本上他认为如果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做什么
都彌補不到.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 
(罗7：19， 24) 

 

你可知道耶稣是历史上唯一

的一个宣告可以赦罪的人、

而且同时他也全然无罪？ 

 

 

 

 

 



EVANGELISM 

比较耶稣、穆罕默德、佛祖 
这三个宗教领袖... ...谁没有犯罪？ 

1.        穆罕默德被告知需要寻求赦免 

     (Sura 40:55;48:1-2) 

 

2.        佛祖是不完美的 

他需要经过多次轮回，证明他的生命是不完美的 

极其量，佛祖只能指示和跟从追求善美的道路，
他自己并没有完全拥有。 

 

3. 耶稣自己 活出完全无罪的生命 

 就连可兰经也记录耶稣是没有罪的。 (参Sura 
3:45-46;19:19-21) 

 



EVANGELISM 



目标：帮助未信主朋友明白没有任何人像耶稣那
么独特 (约14：6，徒4：12；提前2：5) 

板块五：我需要的东西只有耶稣才
可以给予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朋友明白没有任何人像耶稣那么
独特  (约14：6，徒4：12；提前2：5) 

 

耶稣非常独特，祂不但从来没有犯

过罪， 祂还证明他有权力超越死亡。

你知道祂怎么显明? 

 答案：死后复活！ 

 

 

 

 
 

 

 

 

 



EVANGELISM 

耶稣的独特性 

“释迦牟尼指出「那条」道路，穆罕默
德说他是个「先知」 ，耶稣自称为「上
帝」 ，他一生无罪, 应验预言，死在十
字架上，第三天复活。” 

 
大卫，贾斯勒博士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朋友明白耶稣的独特性 

你知道历史上有没有其他人好像耶稣
这样死了，又复活过来，并留下了充
分的证据说明在另一边是怎么回事吗
？ 

你明白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于基
督徒是那么重要吗？（罗8：11）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朋友明白耶稣的独特性 

答案: 

因为令耶稣复活的能力也能令我过一
个更新的生命！ 
 

因为耶稣的能力， 我成为（对于子女/
兄弟/姐妹/父母)更好的_________及配
偶更好的_________。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朋友明白耶稣的独特性 
 

如果我欠了一大笔债，根本无力偿还
，我的债主说“不用还了，我决定不
再追讨，把你的债免了。“我免费地
得到了赦免，但对我的债主来说，是
免费的吗？ 
 

如果我说，是那个原谅了你的人付了
代价，你同意吗？ 

 

 

 

 

 
 

 

 

 

 



EVANGELISM 

帮助未信主朋友明白耶稣的独特性 

所以当神原谅你时，是谁付上了代
价？ 

当神原谅你的罪时，祂有没有付上
代价？ 

那你知道吗，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祂就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 

 

 

 

 

 
 

 

 

 

 



EVANGELISM 

 



EVANGELISM 

“接受耶稣就好比喝一杯茶，除非你
亲自品尝，只听别人的评价是无法真

正体会这杯茶的味道。”   
东亚神学院旧生 

 

EVANGELISM 

邀请他们踏出信仰的一步 



EVANGELISM 

角色扮演 

• 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做这个角
色扮演。你们各人会轮流扮演基督
徒和未信主的朋友。  

• 扮演基督徒的那一方，需要向未信
者问问题，慢慢带出这五个板块。 



EVANGELISM 

大衛．賈斯勒博士 



EVANGELISM EVANGELISM 

可是如果他们莫不关心呢？ 



 共同话题的板块 

 当你登上巴士的时候，你会用多长时间去选择座位？ 

 可能只需要几秒。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快就下车。 

但如果是你的终生大事，你会用多长的时间考虑呢？ 
可能是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你会如何考虑？你会很认真寻
求家人与朋友的意见。是要经过慎重考虑才可以下决定。为什
么呢？因为你要准备和他/她过一辈子。 

 
考虑终生大事的时间与精力和选择座位是截然不同的。 

新神旧生 



“那何况是关乎我们的永恒？如果我们的灵魂将会继
续存活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不是应该花更多
的时间与精力去选择吗？“ 

  

 共同话题的板块 

新神旧生 



     用五个板块 

去建立福音的桥梁 
 

      大衛．賈斯勒博士 

 
 

 

 

 
 

 

 

 
 

 
By Dr. David Geisler and Raymond Kwan 大衛．賈斯勒博士，关振华弟兄 
 

 

 

www.meeknessandtruth.org 



EVANGELISM 

We want to remember to LISTEN to them, 
LEARN their stories, and HEAR the gaps 
(sour notes) in their beliefs. We can then 
help them ILLUMINATE these gaps by 
ASKING QUESTIONS that will CLARIFY their 
BELIEFS and SURFACE UNCERTAINTY. Then 
we want to UNCOVER the REAL BARRIERS 
that keep them from Christ and BUILD A 
BRIDGE to help them take one step closer 
to Jesus Christ each day (1 Corinthians 3:6). 

    The Conversational Evangelism Model  
(In a nutshell) 



Meekness and Truth 

Understanding the scientific method 

 

• The method of searching for causes 

usually involves observation and 

repetition and assumes: 
 

 
 

 

• The Principle of Causality-- 

Everything that comes to be has a 

cause; 

• The Principle of Uniformity--  Causes 

in the past were like those we 
observe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