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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明。《當代個人佈道》。加拿大：恩福協會，2001。 

-、內容簡介 

本書乃作者的博士論文整理而來。 

全書共有十二章及一篇附錄，可大概分為：（一）第一至七章一佈道 

內容及佈道手法；（二）第八至十章——佈道工具；（三）第十一至十二章及 

附錄——為向華人佈道的策略把脈及處方。 

(-)一至七章——佈道內容及佈道手法 

作者認為佈道的核心內容離不開三個重點：第一、主耶穌是誰，祂作 

了什麼事；第二、人要悔改，接受洗禮；第三、信的人能得赦免、救恩、新 

生及聖靈內住。但有趣的是，從作者在第八至十章對三種佈道方式的批評來 

看，他顯然認為佈道時若只傳講以上內容並不足夠，理想的佈道內容必須再加 

上以下內容，包括神是獨一的，祂創造世界並護理一切；罪是什麼、罪的後 

果和人必須認真面對罪的問題；聖靈是誰？祂的位格、工作和對信徒的幫 

助；提醒決志者必須參與教會生活。 

關於佈道手法方面，作者認為佈道者必須認定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 

但他們都有其共通性，就是屬靈的真正需要。作者又認為佈道的手法可改 

變，但傳講的內容不能改變。傳講的時候，要體貼受眾的文化背景、思想方 

式，因此佈道者所用的詞彙、論點和例子，該順應對方的領悟能力作調適。 

後作者指出，龄聽是整個佈道工作中 重要的一環。 

關於個人佈道訓練方面，作者認為以兩至三人為一隊 合宜，因可互補 

不足，且較有力量抵檔試探。訓練時要提醒隊員應帶甚麼，不應帶甚麼；衣 

著、態度、特別注意事項等。此外所傳的必須是天國的好消息。對未有經驗 

者來說，單一主題的罐頭式佈道方法較易掌握，待汲取足夠經驗後，才能以 

生活佈道的方法傳福音。開始的時候，導師可嘗試尋找較易接受福音的群 

體，以加強初學佈道者的信心。 後，應設立匯報時間，讓各組透過匯報分 

享喜樂、分擔困難、彼此鼓勵、給予肯定或協助解釋疑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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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者介紹了兩種個人佈道法，並分析其優、缺點；首先是直接佈 

道法。這佈道法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人只負責傳基督，將結果交給神。 

並相信無論何時何地，得時不得時，總要向人分享福音，務求全世界的人， 

一生都有一次聽福音的機會。而生活佈道法則認為信徒不單傳福音，更要學 

效主耶穌進入人群，關懷對方。並相信當愛心成為可見和可觸摸時，福音信 

息才能真正深入人心。認同要同時施行話語（word)與工作（deed)。 

無論是直接佈道法或生活佈道法，皆要留意以下幾點：避免用挑動對方 

情緒或罪咎感等方式傳福音。要省察自己傳福音的動機是否純正，是否有私 

心、內疾感、建立宗派勢力等不良動機。此外，佈道隊及整個教會的動員， 

需要事先議定配合承接的栽培，按部就班。而在佈道時，佈道者要避免陷入 

兩個極端：強迫別人就範或對別人的信與不信無動於衷。 後，作者強調兩 

種佈道法可彼此補足，並非互相排斥的。 

兩種個人佈道法的比較 

直接佈道法 生活佈道法 

能用很短時間培訓大量學員 須先有長期的佈道經驗，故難作大量 

培訓 

全攻型’非常主動 以受眾為主’較被動 

時間短促’受眾難完全掌握福音真義 時間充裕，能詳細講解’受眾能認真 

理解福音內容 

耀頭式單一訊息內容 為受眾度身訂造訊息內容 

初信者/缺乏經驗者都能受訓參與佈 

道 

初信者/缺乏經驗者較難掌握佈道的 

竅門 

不耗費時間閒話家常’佈道需用時間 

不多 

彼此對談’建立關係’需要花上一定 

時間 

栽培有漏洞’受眾難融入敎會生活 彼此已建立關係’較容易融入敎會生 

活 

雖決志人數可觀，但流失率亦大 一旦願意決志’流失率相對較少 

缺乏經驗的直接佈道者’可能不理會 

對方是否有興趣，強行講解福音甚或 

迫對方決志，令受眾對福音留下負面 

印象’甚至覺得被侵犯私隱 

在自然的情況下分享福音’關注彼此 

的溝通’使用聆聽藝術’慢慢建立關 

係’不會強迫聽福音或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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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至十章——佈道工具 

在這部分’作者分別介紹了四律、三福，及十架故事法等三種工具，並 

評價其優、缺點°作者認為，四律的優點在於能以簡單圖表說明事實、信心 

和感覺的關係’關於自我管理的生命與基督管理的生命的圖畫亦簡明清晰， 

若對象本身對基督教文化有基本認識’ 能收效。而三福的優點是，十七星 

期的探訪報導訓練，既注重內容，著重實際培訓，加上導師親身臨場示範， 

學員更能掌握佈道方法。此外，對談式內容使受眾有親切感。以永生為主題 

入手，由傳福音、決志，直至即時栽培，全套齊全。兩個簡單的診斷問題， 

也能喚醒對方注意永生的問題。而且佈道時間可濃縮至十五分鐘，又可伸延 

至個多小時，極富彈性。 後，三福強調初信者要參加教會，成為教會的一 

分子，這是很重要的。至於十架故事法則能針對亞洲人的多神信仰，強調獨 

一真神，受眾必須離棄偶像。這工具用圖象化的手法講解信仰，避免抽象理 

論，較合華人的思維方式。加上十字架的圖畫歷歷在目，讓受眾深深感受到 

神的愛和救贖。 

至於三種佈道方法的缺點，則作者指出，三者皆對罪本身解釋不足夠， 

也沒有深入分析罪的後果和牽連，對悔改的真正意義也沒有清楚解釋。再 

者，三種方法都沒有詳細論述聖靈的位格、工作、賜能力幫助信徒面對曰常 

挑戰等真理，對神的存在、屬性、創造及護理世界等重點，都缺乏整全的訊 

息。作者又指出，四律和十架故事法皆沒有提及受眾決志後，應參與教會生 

活。而三種佈道方法的內容皆未能真正本色化，惟有靠佈道者自己應變補 

足 ° 

(三）十一至十二章——為向華人佈道的策略把脈及處方 

解構華人的文化傳統及建議佈道入手方向 

作者認為華人，看重關係和具體經驗，強調現實，喜用比喻、故事等方 

法解釋事物；不重視理論、推理、抽象的邏輯思維。宗教傾向折衷性而非教 

條性，看重善惡多於真理過錯。針對以上的華人特性，作者認為適合華人的 

福音內容，需特別強調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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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的屬性——神的獨一無二、祂的創造與維護、祂的內住等。 

2.罪與後果——針對華人的羞恥感、愛面子的特性，由年青人對長輩直 

接談罪並不適當，不妨用受苦這課題著手，引入罪的問題。 

3.神的主權與救恩——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對於多神信仰的華人’這 

是必須強調的。尤其需要先宣告基督的主權——祂勝過一切靈界，這 

對於釋放華人對靈界的恐懼非常重要。 

4•真正的悔改——強調悔改包括完全棄絕偶像、生肖、命理、風水、 

運程等迷信’不可單要求對方籠統地認罪’愈具體愈能幫助對方真正 

明白何謂悔改，靈命才能更堅固。 

5•分享見證——對講求經驗和喜歡以具體例子理解真理的華人，分享見 

證尤為奏效。 

二、本書不足之處 

本書作者所徵引多為外國學者對中國文化之研究，當中錯漏頗多，兹列 

舉一二 ° 

作者說：「中國傳統上是儒家、道教和佛教的孕育之地。這三大宗教數 

百年來一直和諧共存……這三種宗教正是殊途同歸，向著一個共同的目標進 

發。」（頁160)其實’以中國一地的佛教發展，是否可以代表整個佛教的發 

展？且不論印度本身的佛教演變，單看藏傳佛教和斯里蘭卡等小乘佛教國的 

發展和特色來看，說佛教孕育於中國，實在大有勘酌餘地！至於儒家方面， 

其本身既未真正發展一套敬拜的模式，也沒有敬拜的場所和事奉人員體制’ 

何以稱之為宗教？（可能作者的真正意思是，儒、佛、道三大思想而非宗 

教)再者，作者顯然對中國儒、佛、道的歷史發展並無深入認識’以致說此 

三者數百年來一直和諧共存。（實際上孔子乃公元前六世紀的思想家，道教 

的創始者張道陵於公元二世紀創五斗米道’而佛教方面，據典藉記載可上溯 

至公元一世紀已傳入中國，故作者所說的數百年不知從何計算？）歷史上’ 

佛、道之間的競爭十分劇烈’漢朝至清代期間，雙方為了皇帝信佛還是信道 

而衝突屢起。中國歷史上曾出現三武滅佛事件，其中一次是信奉道教的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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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皇帝’於公元446年把治下（北中國）的所有寺廟焚毀，和尚尼姑，不 

論老少，一律處斬；另一次為唐武宗下令禁佛，以至景教亦被誤作是佛教的 

一支而被滅掉；另外，明代開國時，又為了前朝（元）的皇帝相信道教，致 

令明代道教的勢力一度衰落。佛、道今天看似分別不大，這是千多年來雙方 

為了爭取香客與供奉，互相抄襲對方受歡迎的宗教儀式的結果（道教的信仰 

系統本來就含糊，所信的仙佛更如流行榜上的歌手般，誰熱門誰就位列仙 

班，因此才把佛教內熱門的佛、觀音和菩薩等神明都捧上了自己的神檯，這 

就給人一種佛、道二教相近的錯覺）。至於佛教、道教和儒家的終極理念與 

關懷，只要稍作考究，都不難發現彼此間南轄北轍，如何能說是殊途同歸？ 

作者又說：「中國的黃河，被冠以『中國的悲痛』的稱呼。」（頁162) 

筆者相信這稱號必屬外國學者的傑作（作者的附注證實了這一推測）。中國 

有古諺說「黃河百害，唯利一套」，比喻她流經陰山山脈的几字形河套地 

區，是唯一肥沃富庶的地方。但黃河又名甚麼中國的悲痛，可從未聽聞！至 

於黃河為害的主因，也不是如作者所說的「從流經之地帶走大量肥沃土壤， 

加上雨量不足，令附近土地貧瘠。」（頁162)她的災害，在於黃河流經北方 

的潮海沙漠群，以及陝西、山西等黃土高原時夾雜了大量泥土，當流至河南 

省三門峽以下時，突然進入坡度極小的平原，水流減慢，致水中夾帶的超過 

百分之六十的含泥量，開始沉澱而造成的災害。黃河經典籍記載決口一千五 

百餘次，另曾有七次大改道，每次大改道都改變了河流出口的地方，令生靈 

塗炭。即使黃河不泛濫，其所夾帶的大量泥土仍每日不斷加高河床，故禍根 

難除。 

作者又說：「一直到十九世紀，中國才受外國入侵。」（頁162)自古 

以來，中國的北方和東北方，都不斷有夷、狄、五胡的入侵，否則沒有必要 

興建萬里長城。唐朝的吐蕃從西南方入侵，宋朝的女真、遼、蒙古復從北及 

東北方而來，明朝有東面海上來的倭寇，甚至後來東北方的滿族吞滅漢人所 

立的明朝。我國從未斷外敵的威脅，作者所說的中國自十九世紀後才受外國 

入侵云云，真不知從何說起！ 

至於其他諸如作者對中國古代神話的錯誤引證’對道家所倡議的哲理的 

偏頗引述’和對中國歷史的各種謬見等’都因整個十一至十二章的訊息包含 

太多錯誤，恕筆者不再細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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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話說回來，所謂瑕不掩瑜，本書所洋溢出作者對佈學方面的博學及 

深情，仍令筆者深為敬佩及稱許。 

三、本土實況的反思 

不論主耶穌或保羅，都常帶著使徒，或與同伴一起作工佈道，以作訓 

練。世上沒有速成的事，一個出色的佈道者’除了聖靈的導引外，長期受訓 

是必不可少的一環。回看今天，本地的教會如何長期培訓有佈道恩賜的平信 

徒？不同的教會是否都有一套整全的系統施行培訓？以筆者所觀察，本地許 

多教會（幸好並非全部）乃按中國人一貫的處事方法，就是誰坐位子上，誰 

就可以發施號令，牧者個人的喜惡、影_，遠大於一套方針不變、上了軌道 

的人才培訓系統。 

再者，有些教會只有佈道事工，卻沒有安排跟進工作。筆者就曾親歷了 

兩次佈道會，主辦的教會竟未作任何準備，承接佈道會後決志者的栽培信仰 

工作（這兩次佈道會，一次為教會自己主辦的長者佈道會，另一次為地區性 

的跨宗派大型青少年佈道會）。兩次佈道會都出乎意料的成功，分別有過百 

人決志信主，可惜兩次的決志小羊’在佈道會後都因教會沒有準備承接的事 

工’流失於茫茫人海之中’多麼可惜！故筆者非常同意作者所說：「佈道涉 

及整個教會的動員，配合承接的栽培需要事先擬定，按部就班。」否則祇是 

一場表演，毫無意義。 

「了解受眾的文化背景、思想方式和生活喜好，乃是個人佈道工作不可 

少的環節°」（頁27 )這是至理名言。但如何了解受眾？佈道者首先要付出 

時間建立關係。可惜本地教會往往人手緊絀，一般教牧人員都未必能騰出時 

間細意膀聽群羊的需要，更遑論關顧圈外迷羊的心聲了！以筆者的個人經驗 

為例’在教會作全職事奉時’個人要照顧超過七百位教友’及五個圃契、栽 

培小組的活動’另加上家訪、探病、安息禮等’教友能平均分到的關顧時間 

可想而知°所以 理想的個人佈道工作’極難由教牧人員負擔，必得訓練教 

會中有負抢又有恩賜的肢體作個人佈道的主力’以彌補教會因人手不足而不 

能照顧的工作。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弟兄姊妹接受個人佈道訓練時，不 

難發资坊問現有的個人佈道材料’不論三福、四律，其實都是舶來品’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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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言，不將其本土化，很難有得心應手的效用。單靠改動外地材料，實 

難切合本土需要°既然近年本地的基督教機構，不論於文字出版及影音傳播 

媒介上均基礎漸穩’筆者實在希望本地（甚至內地）能發展一套以華人為主 

的個人佈道材料，面對數以億計的廣大禾場。 

在香港’參與個人佈道多以青年人為主（這是教會的政策所致，並非其 

他年齡的教友無意作個人佈道）。佈道者向同齡的人傳福音 易收效，然而 

當這些年青人用罐頭式的直接佈道法向年紀大、閱歷多的長者傳福音，若非 

聖靈感動’則收效必定甚微；而面對這些長者，年青人使用生活佈道法亦未 

必是適切的。一來，年青人很難騰出時間，與長輩建立生活佈道法必需的長 

期關係，再者，彼此在適切話題這方面難有共鳴一長者們所經歷的，與中國 

近百年來坎坷的歲月大有關係。長輩們經過北伐、抗日、抗共以後，又飽嚐 

共黨一波接一波的運動(文化大革命只是 猛烈的一波，其他如三反五反、 

土改、大躍進、反右傾、反右傾翻案風等不勝枚舉的運動，使來自內地的長 

輩們內心千瘡百孔），年輕人向其傳福音，未必有能耐能先理解他們，並撫 

平其內心創傷，使他們有所共鳴。至於一直在本港生活、成長的長輩，經歷 

抗曰、韓戰禁運、工業起飛一一由穿唐裝和木屐到今天的衣著，由以往到會 

式的宴客到今天的酒樓酒席，由板間房的七十二家房客式生活過渡到七重天 

公屋，再入住今日的獨立單位等，許多可以和長輩建立關係與拉近距離的話 

題，都不是年青人所認識的。既然「了解受眾的文化背景、思想方式和生 

活喜好，乃是個人佈道工作不可少的環節。」（頁27)那該如何打破現有的 

困局？ 

筆者認為，教會可考慮多訓練較年長的肢體（五十歲以上）彌補這方面 

的不足，一方面他們與年長的受眾更同聲同氣，也更能互相了解；另一方 

面，這年齡群的肢體大都子女已長成，或已經退休，空閒時間既多，更願意 

在初暮之年重新為人生方向及意義定位；教會若能鼓勵他們起來做個人佈道 

工作，相信會有意想不到的果效’也大大減輕教會牧養人手嚴重吃緊的困 

難。 

總括來說，筆者認為以年青人為對象的佈道事工，不妨繼續使用坊間現 

有的個人佈道材料，因為年輕人對接受新思想、新觀念的彈性較大，現代傳 

媒的宣傳力量’不論歌曲、漫畫、電視、電影等媒介，都已經在有效的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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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的工作。只要佈道者在傳福音時補充某些不足的課題即可(可參考上 

文第十一至十二章的內容簡介）。至於較年長的個人佈道材料，就非坊間現 

成的材料，稍加本土化便能適用的了。筆者期望在不久的將來，有志者能發 

展適合本土情況的佈道材料，幫助本土的個人佈道者更有效地領人決志信 

主° 

劉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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