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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思考你的方法 

 

我的族人有这样一句谚语：“一根木棒可以管 100 只羊；

但要管 100 个人，就得要 100 根木棒了。“ 

人都是各不一样的。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部落，

或同一个家庭里面，你也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在我的

国家可行的方式未必在你国家也行得通。而同样在你国家行

得通的未必在我国家也能行。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人身上就

需要用几种方法。讲到个人宣教的方法，我们指的是为基督

得着一个人所采取的步骤。 

你可能会说：“那我怎么知道某一种方法可以用在某一

个人身上呢？”老实说，我不知道。你一定要自己不断尝试，

直到找到 合适的方法。当有必要的时候也要愿意改变自己

的方法，让圣灵带领你。 

我们已经学习了怎样克服某些文化障碍。当你学习如何

接近人们时牢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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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课中，你会学到…… 
表现自然 

不要定罪 

表现尊重 

心存关切 

这一课将帮助你…… 

■ 理解正确的方法如何能帮助你为基督赢得人。 

■ 操练使用正确的方法跟别人分享福音。 

表现自然         

目的 1：给出一个分享福音时正确自然的方法。 

如果我们要赢得灵魂，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样的方法能帮

助我们分享福音。首先，我们必要让自己的言行举止成为活

生生的例子。然后，我们要很自然地寻找方法向他们传福音，

从一种他们能够理解的角度。 

主耶稣以需要帮助的过路人的身份接近那位撒玛利亚

妇女。即使这位妇女活在罪中，但她也能够给主耶稣很大的

帮助。主耶稣没有想过自己太圣洁，她不配帮助祂。相反，

祂说：“请你给我水喝。”（约翰福音 4：7）。在我的国家，我

们管这方法叫“陌生人”或“旅行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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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一个很自然的方法，主耶稣满足了那妇女内里

迫切的需要。祂给她活水。我们在旧约里也读到，亚伯拉

罕的仆人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走到井边，跟利百加说：“求你

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创世记 24：17） 

我没有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我去到何处，我都留意到

人们喜欢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你给别人一个小小的机会为

你做点什么，那人很容易会喜欢听你向他传福音。 

使徒保罗曾使用自然的方法。他去到雅典的时候，他看

到整个城市都是偶像，他很伤心烦恼。当他跟人们说话的时

候，他有智慧地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话。他说： 

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

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使徒行传 17：
22，23） 

通过这样一种讲论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法，保罗能够抓住

他们的注意力。尽管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保罗能够利用他

们平日所拜的偶像向他们传福音。结果，他们中有些跟他信

主了（使徒行传 17：34）。 

现在，假设保罗说：“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要下地狱。

拜偶像的人永远看不见神。”我相信众人的反应肯定变了样，

也许那天没有人会信主。 

想一想别人是怎样跟你说主耶稣的。他们使用的是一个

很自然的方法吗？我们用反面的方法是不可能赢得众人的。

我们必须表现出自然积极的认同他们。 

几年前的一天，我们把我的双目失明的叔叔带到一个村

庄。他是一位牧师，他接近村民的方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这个村庄的人以动物献祭，希望他们的神能够悦纳。我的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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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告诉他们献动物祭并非新鲜事。他告诉他们神悦纳献祭，

曾有一个时候神告诉祂的百姓要定期这么做。 

就在那个时刻，整个村庄的人都站在那听他讲话。他们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事。他们习惯了别人的反面的方法。

接着我的叔叔就解释说，时候到了， 神差遣了祂的独生子

耶稣作为祭。他告诉他们主耶稣为拯救人类而死在十字架

上。从那时候开始甚至到现在，神再也没有要动物祭了。主

耶稣已经一次献上了。我们可以去到祂那，跟祂说，祂就会

听我们了。 

 

我们这位盲人叔叔就使用了一个正面的方法，讲大家都

感兴趣的话题，使他们很多都转回到基督。现在正轮到他们

其中的一些人传基督的福音了。 

做一做 

1． 我们怎样能 好地帮助到一个活在罪中的人？ 

a) 告诉他如果他不改变就要下地狱 

b) 参与他所做的事情，以便能帮助他更多 

c) 让他看到我们过去罪的生命在基督的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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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何被改变了 

2． 在正面的方法前写“1”，在反面的方法前写“2”。 

____ a 批评   ____ b 表现自然   ____ c 帮助他们 

____ d 接受帮助   ____ e 论断    ____ f 表现出爱 

不要定罪    

目的 2：给出圣经里面关于神如何看待罪人的两个例子。 

神从来没有定我们的罪。当亚当和夏娃堕入罪的时候，

神本可以立刻就毁了他们。但神没有这么做，祂走近他们，

用恳切的语气呼唤着他们：“亚当，你在哪里？”（创世记 3：
9） 

大卫王的时代，整个世界充满了罪。各国人们都在拜偶

像。有些甚至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火里面，当作祭物献给他们

的神（利未记 18：21）。即使是以色列民也抛弃了他们的神，

他们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大卫写到： 

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
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

没有。（诗篇 14：1，3） 

你可能会认为当神看着这个世界和世界里的罪时，神一

定会定我们的罪，一定会把祂的愤怒倾倒在我们身上。但祂

没有，听听祂是怎么说的： 

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硃红，必变成雪

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以赛亚书 1：18） 

神在跟人辩论。神确实是憎恶罪，但祂爱罪人。当神从

天上看下来时，祂不仅仅只看到罪人，祂看到罪人处在黑暗

中，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要做什么。祂看到他们被罪伤

害，祂再也不可能说一切都甚好了。我们读到祂如此的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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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致将祂的独生子都给了他们。祂不想定世人的罪，而想

要拯救世界（约翰福音 3：16－17）。 

主耶稣没有定我们的罪。定罪不在祂的使命以内。祂跟

那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时，祂知道她活在罪中。祂知道依据律

法她早该被人用石头打死了。但祂有慈爱，祂赐给她永生的

活水。祂知道这活水能使她走近神而远离罪（约翰福音 4：
10）。 

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另外一个妇女被控告犯了淫乱的

罪。有两个以上的人可以做证。没有人，甚至包括她的丈夫

也不能救她免受石头打死，她孩子的呼求声也没用。但主耶

稣在那里。祂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

石头打她。”（约翰福音 8：7）。没有无罪的人拿起石头打她，

主耶稣是唯一一个能拿起石头打她的人。但祂说：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主啊，没有。”她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

福音 8：10－11）。 

 

尝试想象这一个妇女回到家里是多么的喜乐，因为她得

自由了。主耶稣被差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赐信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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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命。 

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我们的工就是要给那些已经被罪

定罪了的人希望的信息。我们必须以祂的爱来接近他们，以

祂的眼光看待他们。 

做一做 

3． 主耶稣对那两个罪妇女的态度是怎样的？ 

a) 祂惩罚她们。 
b) 祂赦免她们。 

4． 当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神对他们的态度是怎样

的？ 
a) 祂想惩罚他们。 
b) 祂想洗净他们白如羊毛。 

5． 神对人所处的罪恶的状况的回应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为什么 神要差遣主耶稣来为我们的罪而死？ 
a) 因为祂很憎恶罪。 
b) 因为祂很爱我们。 

7． 我们对罪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现尊重        

目的 4：给出一个在个人宣教中尊重人的态度如何带来果效

的例子。 

我们已经讨论过知道如何接近年龄、地位与自己不一样

的人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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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一个以色列女孩是如何接近她的女主人的。她说：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治他的大麻

风。”（列王记下 5：3）在这样一个方法上，有着过人的智慧。

这一个女孩年纪轻轻，身为仆人，还住在国外，她只能建议

自己觉得能帮上忙的事情。当她这样做的时候，果效是非常

正面了，她的主人乃缦去见先知了。 

当先知告诉乃缦到约旦河洗净自己时，乃缦有可能会作

出错误的抉择。由于他的地位，他不愿意在那么脏的河水里

面冲洗。他没有做先知要他做的，就回家去了。但他的仆人

靠近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岂不作

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列王记下 5：13） 

 

这样一个非常谨慎正面的方法使主人愿意谦卑自己到

约旦河这样泥巴污水里洗净自己。结果，他完全得医治了。 

在我的国家，由于方法的正面，很多村庄都已打开了福

音的大门。有些还是很封闭，是因为错误的方法，即使基督

徒工人有着正确的意图。 

有一天，有一个人去到大卫王那里，坐在他的王位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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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大卫王欢乐回答：“人对

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诗篇 122：1）。

这也是一个普通人接近以色列王的正面的方法。 

有时候正确的方法可能是直接和困苦的。但我们必须肯

定圣灵在任何时候都在带领着我们。 

做一做 

8． 你能给出你尊重人的态度帮助你向某人作见证

的例子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那个以色列女孩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

_____来表现尊重。 

a) 表现出关切 

b) 不要说心里面想的 

10． 如果乃缦的仆人害怕跟他讲出事实，那么你

认为乃缦会发生什么事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存关切       

目的 4：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向人们表现出关切。 

个人宣教比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更需要我们对他人的

所需表现出关切。作为基督所差遣的人，我们应该学习走祂

走过的地方，让自己的心能被周围人的需要所触摸到。 

人的需要可能因地而异。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主

耶稣应邀去参加一个婚宴。祂去了，也因为祂在那里，祂能

满足到了一个需要。假设祂拒绝邀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首先，婚姻的欢乐会变为悲哀。第二，祂错过了一次行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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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祂的门徒不会那么快就信祂。我们也不会听到祂爱

的关怀和关切（约翰福音 2：11）。 

当西顿一个妇女为她被鬼附的女儿向主耶稣呼求的时

候，她的需要被满足了。虽然主耶稣早期的传道只限于耶路

撒冷，但祂对那妇女的呼求没有冷漠以待。确实主耶稣与哭

泣的人同哭泣，与欢喜的人同欢喜。你和我都受托同样的使

命。 

1974 年，在我们其中一个宣教运动期间，我和一位执事

往一个个村庄去。我们邀请人们参加我们的晚上侍奉，跟他

们分享基督的佳音。 

 

在其中一个村庄里，我们看到一个妇女，她的孩子刚刚

死了。很多人在那里安慰她。于是，我们找这妇女和她的丈

夫谈。我们跟他们分享夏娃的经历，她失去了一个儿子后  
神是如何赐给她另一个儿子来安慰她的（创世记 4：25）。我

们也谈到大卫王，一个明白悲哀的人，神有时如何安慰他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对父母的心被打开了。他们两个一起要



 86

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安慰他们，就像祂对夏娃和其他

人所作的一样。 

一年之后，这妇女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婴。她亲自经历

了神的安慰。这对父母唯一懊悔的就是以前没有遇见基督。 

由于我们关切他们的所需，神就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中作

奇妙的工。由于他们的见证，村庄里的其他人都信主了。 

做一做 

11． 关切的同义词是______  （关心/信仰）。 

12． 当我们向人们表现出关切的时候，他们会知

道我们______ （需要/爱）他们。 

13． 在这一本学习指南一开始，我们看到一节经

文告诉我们  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你还记得是那一节经

文吗？写下来，并记住它。 

14． 现在是练习你所学的时候了。在前面的课

里，你写下了一个你希望能向他传福音的人的名字。你

已经在为那个人祷告。现在跟他分享你的基督徒经历。

在这里写下他的名字，还有你跟他分享福音的第一天的

日期。之后当你向其他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把他们的名

字也加上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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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c)  

2．a 2) 反面     b 1) 正面     c 1) 正面    

 d  1）正面      e 2) 反面     f 1）正面 

3．b)  
4．b)  
5．祂赐下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献祭。 
6．b)  
7．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的榜样，爱他们而不是定他们

的罪。 
8．你的个人答案。我希望你一直都尊重别人。记住，

如果你话语里面带着爱，那么当你面对人们的时候，你可以

很诚实地对待他们的精神所需。 
9．a)  
10．也许他就得不到医治了。 

11．关心 

12．爱 

13．那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 3：16。查看圣经并把它记住。 

14．记住你要播种和浇水。神会作剩下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