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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 527 個人佈道 Personal Evangelism 3 學分 

 

講    師：劉富理牧師 Ph. D. felixliu@les.edu  

客    座：黃文雄長老 MACS：得人見證分享 

  韓偉炫牧師 M. Div.：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 

  龔偉鴻牧師 D. Min.進修中:「懷相」得人策劃及實踐 

  葉明翰牧師 M. Div.：如何向民間宗教信仰的百姓傳福音（video） 

助    教：柯炳煌牧師 D. Min. mile61225@gmail.com 

 

目    的: 本課程是為鼓勵學員用心在傳福音得人事工，盼望藉著課堂中之分享，

相互激動帶著大使命、愛之福音熱參與搶救靈魂之行列。不但自己實際

操練得人之實際，並且能帶動基督徒在生活職場中為主得人。 

 

內    容：本課程注重培養個人談道之基礎，即建立和調整個人與上帝生命之關

係，激勵學員以天父之事為念，領受得人心志的負擔，學習個人談道的

內容、方法、分享得人之見證。特別注重如何在每天生活、職場圈中，

帶領我們骨肉之親歸主策略的探討；實際參與醫院佈道；實際瞭解教會

佈道會的籌備；認識聖靈在傳福音中的角色，並靠著聖靈在教會中推動

個人談道、領人歸主。 

mailto:felixliu@les.edu
mailto:mile6122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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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2021 年 4/13-4/30 每星期二、三、五，下午 1;00-5:00pm,  

 4/24（星期六）培靈佈道會 晚上 7:00-10:00 

 

上課地點：恩慈台福基督教會會堂 

          101 Great South Road, Epsom, Auckland 

 

課前要求：為上這課程好好禱告，預備自己，降服在神的主權下，學會敏銳於聖靈

的帶領，向人傳福音。 

 

上課方式：1. 老師課堂教課 

2. 同學實際得人分享 

3. 分組討論相互學習 

 

課程要求： 

1. 每次上課操練敏銳於聖靈的感動，下課後寫一封信給耶穌和主談到你上課

的感受，你的回應。（一頁） 

2. 繼續靈命塑造的操練，每日靈修並記錄，期待主的話語。每日寫信給耶穌

（靈程扎記）與主談心，操練與主的同在。 

3. 學會以福音圖講福音，背誦談道有關經文﹙ 課堂測驗﹚ 。 

4. 學會以學園傳道會的「關係你人生的好消息」向人傳福音。 

5. 寫讀書報告： 從下列書籍中，學到甚麼？ 

i. 醫生奇遇記(Wilson) 讀後心得。（電子版） 

ii. 認祖歸宗敬拜真神或行善積德能否得救？ (王武聰)，讀後心得。 

iii. 佈道要訣 (Ford) 讀後心得。 

iv. 當代個人佈道：理論與實踐（何啟明）（電子版）。 

v. 關係佈道與跟進實用手冊(Frying)讀後心得(約 500 字)。 

vi. 信耶穌，免驚！（葉明翰）。 

vii. 怎樣向遵從民間傳統信仰的中國人傳福音？（黃彼得）讀後心得（電

子版）。 

6. 福音圖及其經文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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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得人報告：向七位傳福音，並寫得人報告。  

 

評分辦法:  

1. 上課參與、參與佈道會的回應報告                           20%                   

2. 讀書報告                                                 30%              

3. 自己蒙恩得救的見證                                     5%                                         

4. 得人報告(七份報告)                                       35% 

5. 福音圖及個人談道經節                                     10% 

                                        100% 

                                            

教 科 書: 

    1. Bright, Bill 

1988 無懼的見証(Witnessing Without Fear)，何玲慧、果蓓 譯。台北:學

園。 

    2. Ford, Leighton 

       1978 佈道要訣 (The Christian Persuader)，王崎 譯。香港 : 宣道     

    3. Frying, Alice （傅萊琳） 

   2009 關係佈道與跟進實用手冊  (Disciple makers ’  Handbook —

Helping people Grow in Christ)，顧華德譯。 台灣：中國主日學會 

    4. Newman, Randy (蘭迪‧ 紐曼)  

       2013 提問式佈道法：向耶穌學習與人交心（Question Evangelism） 劉

美津譯。美國麥種傳道會 

  5. Wilson, Walter 

        1969 醫生奇遇記 (A Doctor in the Wonderland)，樓鎧 編譯。 美國 : 中 

華基督翻譯中心（在講義的附錄中）   

 6. 何啟明 

       2001 當代個人佈道：理論與實踐。Ontario, Canada: 恩福協會 。 

 7. 王武聰 

    2001   認祖歸宗敬拜真神。台北 : 天恩。 

 8. 王武聰 

    2007   行善積德能否得救？。台北 : 天恩。 

    9. 葉明翰 

       2012   信耶穌，免驚！。台南：公報社。 

    10. 黃彼得 

2013 “ 怎樣向遵從民間傳統信仰的中國人傳福音？” （效法耶穌的榜

樣） 澳洲中國信徒佈道會 （在講義的附錄中）   

 

參 考 書:  

 1. Albdrich, Joseph C 

       1987 佈道生活化(Life Style Evangelism)。香港 : 亞主協會 

 2. Hyles, Jack 

   1974 佳美腳蹤(Let‘ s Go Soul Winning)，陳昆華 編譯。美國 : 中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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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翻譯中心 

    3. Little, Paul 

1968 把別人介紹給主(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胡問憲 譯。 香

港 :  証主         

    4. Neighbour, Ralph W. 

        1991 創建新關係(Building Bridges, Opening Hearts)。香港 : 高接觸有

限公司 

    5. Neighbour, Ralph W. 

1992 扣門開門(Knocking on Doors, Opening Hearts)。香港 : 高接觸有

限公司               

    6. Newman, Randy(蘭迪‧ 紐曼)  

        2013 提問式佈道法：向耶穌學習與人交心（Question Evangelism） 劉

美津譯。美國麥種傳道會 

    7. Thompson, W. Oscar Jr., With Thompson, Carolyn 

1981 推己及人(Concentric Circles of Concern)，任炎林譯。香港 : 浸信

會 

    8. Torrey R. A. (叼雷) 

        1998   如何領人歸像基督(How to lead men to Christ) 王峙 譯。香港：  

宣道出版社。（第十一版） 

    9. 張玉明 

  2008   永恆的福音。 台北：靈糧堂 

   10. 范學德 

        2004   走近心靈—如何向大陸人傳福音 美國，海外校園雜誌社 

   11. 黃文雄 

        1993   有愛才有羊。洛杉磯 : 台福 

   12. 梁斐生 

        1985   常勝兵法--實用個人佈道手冊。台北 : 中國信徒佈道會  

   13. 王武聰 

        1993   為我骨肉至親。洛衫磯：台福  

   14. 王武聰 

  1995   台灣本土化談道之探討。台北 : 天恩 

   15. 余俊銓 

        2009   實用個人佈道手冊。 香港：大洋洲華文三福中心 

   16.  黃學齡 

        2010   個人佈道錦囊。加拿大：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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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談道當熟習的一些經文             
 

詩五十一：6, 10-11；詩一三九：23-24；箴四：23，二十三：7, 26；王上五：

17；羅十二：1-2；約五：30 

 

太二十六：39, 42；約八：28；來十：7；路十九：10；提後二：4；彼後三：

9；路十五：10；太九：37 

 

約四：34-35；提前一：15-16；徒四：12；羅一：19-20；約四：24；約三：

16； 賽五十四：8；約壹四：8 

 

約壹一：9；詩一○ 三：8；彼前五：7；賽二十六：3-4；來十三：20；羅十

五：13；箴三：5-7；詩二十五：12 

 

詩一三九：1-4, 7-8；太十九：26；彼前一：16；創一：1；詩一百：5；詩八：

1, 9 

 

太五：48；林後一：3；羅三：23；雅四：17；約十六：9；耶十七：9；羅

二：11；賽五十九：1-2；羅七：15, 18-25 

 

羅六：23；創三：6-13；約一：12；羅八：15-16；羅五：6,8；來一：3；弗

二：8-9；約壹一：7 

 

林前十五：3-7, 55-57；羅七：25；來七：25；約四：24；啟三：20；約壹

五：12； 林後五：17 

 

林前十三：4-8；羅五：6；徒四：29-30；徒二：37；約十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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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道 福 音 神 學 院  

個人談道報告 

學    生：                     教    授：                      

報告日期：                     

談道對象：                     男，女。電話：           

住址(若有資料)：                                     

此人背景： 

 

 

 

 

補助教材： 

 

談道情形： 

 

 

 

 

 

 

 

 

 

 

 

 

結    果：作決志禱告，  清楚主耶穌在心裡，  清楚是基督徒 

其他 

 

可能的栽培計劃 Foll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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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評估：從這一個談道中我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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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道 福 音 神 學 院  

個人談道讀書報告表 

學    生：                       報告日期：                      

書    籍：（作者、書名、地點、出版社、日期），若是翻譯的書，請寫原作者、

書名、原出版社、日期等資料。 

所讀頁數：                  ， 總 共：         頁。 

本書簡要內容： 

 

 

 

心得、嘉言錄（寫下至少五句嘉言心得可用在個人的服事上，註明其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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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第一節、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 

 

第二節、個人談道 

 

第三節、生命生活與事奉 

 

第四節、作個佈道人 

 

第五節、福音圖—簡明福音的表達 

 

第六節、關係佈道 

 

第七節、認識聖靈的工作 

 

第八節、有愛才有羊 

 

客座(3/20):實際得人見證分享 （柑縣台福教會黃文雄

長老） 

 

客座(3/23):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韓偉炫牧師） 

 

客座(3/27):「懷相」佈道策略的實踐（龔偉鴻牧師） 

 

客座(3/28):Video 如何向民間宗教信仰的百姓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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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明翰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