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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课  探访指引和使用视觉教材传福音 

 

引言:   

这课包括有关于去家访的指引，以及如何使用视觉教材传福音的指示。 

 

重要性:  

1. 学习更多有关探访事项是很重要的。这样，在他人家里所花的时间，就能够仔细使用

所学习的作为传福音和坚固众基督徒。如计划安排得妥善，就没有让人有时间说闲话

和抱怨。  

2. 学习使用视觉教材是重要的，因为它能在以下三方面帮助我们传福音: 

1) 吸引人的注意 

2) 帮助人容易地明白上帝的道 

3) 帮助人记得所听到的信息 

 

目标:  

 通过这棵的学习，学生会: 

1. 家访时，知道如何有效地将福音传给他人。 

2. 有动力地思考用创意的方式，使用视觉教材清晰地向个人或群体解释福音。 

 

大纲: 

1.  探访指引 

2.  使用视觉教材传福音 

 

课堂: 

 

作业讨论:  

 

1. 关于作业填空是否有任何问题？谁能站起来读出正确的答案？ 

2. 区分律法与福音经节的作业练习 

1) 谁能与大家分享他是如何填上三个空格的? 

2) 你是如何标记那 23 节经节的? 

3. 关于你从第 19 课学到的，有谁愿意告诉大家你的教唱歌或教诗句的经节?   

4. 在上一节课我们所学的内容中，有谁愿意分享你将来会教的经节、诗句和歌曲的计划? 

5. 谁做了选择性作业，谁愿意给大家展示你的，你是如何标记那些经节的? 

 

1. 探访指引 

 

1. 当基督徒一起去探访他人的家庭时，他们要完成两个明确的目标？是什么明确的目

标？ 

1) ╬路 24:47—[传福音给非基督徒]  

2) ╬徒 18:23—[坚固众基督徒] 

 

 

2. 你在探访之前，应准备几样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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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 4:6 出发前，你应为谁祷告?  [为你们自己得着圣灵的带领祷告，为着你将要探

望的人祷告]  为你们自己祷告包括一个明确决定，就是关于谁会做当天的领队。 

2) ╬彼前 3:15 下 探访之前，最重要准备些什么? [你计划要分享的信息，可以的话，

包括视觉教材] 因此，翻查探访记录，看看你上次分享了哪些经文和今次分享哪些

经文。 

3) 你要带什么东西去探访? 

a. [被探访者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b. [派发的印刷品，如圣经，歌谱等等] 

c. [纸和颜色笔，在要画图说明时候使用] 

d. [自己的笔记本和铅笔，记录下你答应此家庭的事，电话号码，刚认识的人的名

字等等：注意：在你探访的家庭面前，可以记下电话号码和家庭成员的名字。

但是在你探访的时候，不要在他们面前写下其他笔记，他们的反应和状况等

等。你应该回到家中后再作笔记] 

e. [你上次探访时答应过他们要带的东西] 

 

3. 留意在场的所有人，并且主动关心每一个人。   

1) ╬赛 45:22 上帝要拯救谁?  [地极的人—就是每一个人]   

2) ╬路 14:13  从这节的经文例子中，对于哪些人我们要特别看顾?  [贫穷的、残疾

的、腐腿的、瞎眼的] 

3) 还有什么例子，其他特别的人在我们探访时是特别要留意的?  [可能答案： 

a. [身体上或精神上有缺陷的人] 

b. [那些安静的人和很容易让人不注意的人] 

c. [儿童，长者] 

d. [那些对福音不感兴趣的人] 

e. [那些在你探望时，忙于给你倒茶和照料其他事情的人] 

 

4. ╬腓 2:4  在探访时，你应对什么事感兴趣?  [即使被探访者不想听福音，也要顾及他们

感兴趣的事] 

1) 如何显示你对被访家庭感兴趣?  [可能答案: 

a. [留意墙上的照片] 

b. [看看小学上挂上的奖状] 

c. [寻找被访家庭有何种爱好或兴趣，可能他们会泡药酒和编织等等] 

2) 为什么不要不断地说你当天已经探访了多少人，你要去哪里，你要坐什么交通工

具等等?  [受访者才是你对话的重要对象。你不应让受访者感到他们只是你探访对

象的其中一个，他们并不重要。你不应该让他们认为你最大的关心是完成你长长

的探访清单] 

 

5. 很多时候你探访的一些人当中，他们在家很清闲，他们想与你一起探访其他人。这为

什么不是一个好主意?  [可能答案: 

1) [他们可能不像你的团队，有同样的异象和心志坚固其他人] 

2) [他们可能会在探访时或探访后，说闲话] 

3) [他们可能不能与你的团队或被探访的人相处得来] 

       领队就要在此关键时刻作出决定，是否让某人加入你的团队当中。如果被探访的其中

一个家庭成员提出要带团队去附近的朋友或亲戚传福音，领队也当作去与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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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可以的话，在离开被探访的家庭前，给家庭每一个成员一些基督教资料。有什么

资料你是要派发的?  [可能答案：圣经或（部分的圣经），基督教印刷品，手写经

文，歌曲，儿童圣经故事图片，儿童圣经故事书等等] 

 

7. ╬雅 2:15-16  这经节提醒了我们什么是在探访一个家庭时，也应当关心家庭的?  [他们

或者有的物质需要]   

1) 有什么例子?  [可能答案: 

a. [生活环境，如屋顶漏水] 

b. [因为缺乏资金，而导致儿童不能读书] 

c. [有家庭成员有身体缺陷] 

2) ╬太 25:35-36  这经节提到什么其他需要?  [贫穷的、饿的、渴的、没衣服穿的、孤

单的、有病的、坐监的] 

3) 如果我们没能力提供帮助，可以做些什么?  [可能答案: 

a. [祷告] 

b. [寻找能够帮助他们的人] 

4) 换言之，我们应该留意到被访家庭的物质需要，并且尽可能帮助他们，但紧记不

要让这个家庭认为你无论怎样，都会帮助他们，除非你预备了这样做。 

 

8.  ╬路 10:1  当耶稣差遣七十人去传福音时，祂是怎样差遣他们吗?  [两个两个地] 

1) 我们如何按着这个榜样做?  [最少以两个人出去探访和传福音] 

2) 如果你要探访的对象只是自己一个人住，不必多于 两个人去探访此人。只是二人

去做这样的探访，有什么原因？选择性答案: 

a. [被访者可能只会趟开心跟这二人说话，如果有太多人，他可能不愿意说太

多。] 

b. [如果你要探访挺多的单生人士，最好善用时间和资料，将你团队分成多组或

二人一组来探访更多人] 

3) 不管有多少人一起去探访，每人都应有个明确的责任。没有人不应是因为没事干

才跟着去探访。 

4) 如果多于两个人在某人的家传福音，每人都有重要的工作做。去探访的不同成员

还应负责什么任务?  [可能答案: 

a. [传讲福音信息] 

b. [祷告] 

c. [拣选和派发基督教资料] 

d. [看看探访者是否至少有一对一与被访家庭成员谈话] 

e. [观察是否能够帮助到任何特别的物质需要] 

f. [处理使人分心的事] 

a) 什么事会使人分心?  [可能答案：一个人对话题不感兴趣，打断对话或换

话题，小孩制造噪音，家庭主妇进进出出厨房] 

b) ╬贴前 2:7-8  我们应当如何处理这些令人分心的事?  [温柔地—通常好的主

意就是将“搅扰的人”拉到一旁，全时间注意在他身上，这样他就不会阻

碍到传福音] 

 

9. ╬多 3:2  除了要温柔地，经文还提醒我们哪三样是在探访时要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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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说恶言恶语—意思就是你不应说人闲话。当然这意思是你不应说任何人的短

处。你也当然不应提及在先前探望中发生的事。] 

2) [避免争论—即使有些事是你和在场的其他人也不同意，也由它吧。如果是神学的

错误，说出真理然后继续。你在那里不是表现你有多聪明，或要赢得争论] 

3) [要有礼貌—不要说任何不礼貌的话，以致冒犯别人。当然这些经文也能应用到不

同队员彼此之间的关系。╬约 13:15 耶稣的门徒有何特征?[彼此相爱]你去探访的

人会很清楚知道你团队里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你们队员之间是一个爱的关

系] 

 

10. ╬路 14:28-30  这些经节如何说到，跟进你探访的人的工作?  [经节提醒我们，探访完

后 依然有工作要做] 会包括些什么工作?  [可能答案: 

1) [完成你答应被探访家庭要做的事] 

2) [计划何时再探访他们] 

3) [拣选好下次见他们要用的经文] 

为了记得你需要做哪些跟进的工作，你应该用一本探访笔记本。在笔记本里你写下你

探访的人，何时探访了每一个家庭，所使用的经文，关于探访要记住的事情如，名

字、电话号码、对福音的反应，你对每个家庭所答应要做的事等等] 

 

11. ╬撒上 12:23 上 按照这些经文所说的，其他“跟进”的工作应包括哪些?  [祷告—很好

的做法就是，每次探访都将你所接触过的人列名单，并且为他们每人祷告至少一个星

期] 

 

复习活动:  

我们一起翻到第 20 课, ►1. 探访指引 (第__页)。[教学笔记：让学生二人一组，给他们几

分钟时间，按照指示划出错误的词。在完成课堂前，让一组学生一起读出正确的答案   

 

  

 

 

 

 

 

2. 使用视觉教材传福音 

 

引言:   

谁 30 岁?  [教学笔记：让此人来到课室前面]  耶稣开始祂的事工时就是此人的年龄。你有

没有意识到我刚才做了什么？我只是使用（学生的名字）作为视觉教材，帮助你清楚看到

耶稣开始祂事工时的年龄。 [教学笔记：如果没有人是 30 岁，问有谁是 33 岁，告诉学生

耶稣死时 33 岁。如果都没有人是 33 岁，问谁最接近这个年龄，将他们带到课室前，然后

说耶稣开始祂事工时大概是这个年龄] 

 
耶稣教学时经常用到视觉教材。╬太 18:2-3  耶稣使用什么“视觉教材”放在人群当中，

解释除非我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一个小孩] 

     

在旧约和新约有许多视 觉 教 材的例子 

两个，重要，必须不要，当，每一个，温柔地，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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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 

 

1. 使用视觉教材的圣经例子 

 

我们一起查看第 20 课的经节, ►2. 使用视觉教材传福音 (第__页), 一起完成填空。 

 

         经文         视觉教材             透过视觉教材所解释的意思 

 

1) 新约 

 

a.  可 4:4, 14-15   种子   上帝的道 

   

                                       那撒在路旁的   听了道的人 

 

         飞鸟    

 

         b.  约 10:14            好牧人  

 

 c. 来 4:12        两刃的剑  

 

2) 旧约 

 

a. 诗 119:105       灯/光   

  

 

b. 赛 64:6         污秽的衣服              

 

c. 赛 64:8                                                   我们 

                                                                                                                                                                                                                                                                                                                                                                                                                            

                                       窑匠                                                                                                                                                                                                             

                                                 

3) 旧约的其他例子 

圣经中还有什么是使用视觉教材解释基督教真理的例子？你可以在课本的空白处写

上例子。[教学笔记：首先，让学生说出一些例子，然后，如果他们没有用到以下

的经节，你或者可以提及当中的一些例子]  

 

      [可能答案: 

 

经文……..………视觉教材…………….....透过视觉教材所解释的意思 

 

[╬诗 46:1………….…..避难所…………….……..…….上帝] 

 

      [╬诗 62:2….….…….…磐石，高台……….….……...上帝] 

 

[╬赛 53:7 ….…..……..羊羔，羊…………….……...耶稣] 

 

[╬林前 12:12-26…….....身体……………….教会] 

                         ….….....身子的肢体………….教会各个的人] 

撒但 

耶稣 

所有的义 

上帝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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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子的头………………基督]  

 

[╬太 13:24-30..…….....麦子 (好的种子)...…………..信徒] 

                      ………….稗子…………………..…非信徒]  

. 

[╬太 13:31-32……..….一粒芥菜种………….……..天国] 

 
2. 使 用 视 觉 教 材 的 原 则 

1) 使用视觉教材的时候，要确保视觉教材 

a. 能帮助你清楚简明你要说的神学观点 

b. 简单—视觉教材太复杂的话，会使人混淆，而不是使用清楚 

c. 画得清晰 

d. 适当的尺寸 

a) 如果你只向1个人见证，视觉教材不需太大 

b) 但如果你是向一大群人传福音的话，确保在房里后面的人也能清楚看到视

觉教材 

 

2) 如果你要展示一幅图画或一张海报，确保你将图画或海报举得高，能让大家看见 

 

3) 关于所画的视觉教材，应注意以下几点: 

a. 除非你是一个很好的画家，不然不要画基督的图画。确保你所画的是尊重主耶

稣。 

b. 如果你使用圆圈代表上帝，为什么应该画大的圆圈?  [显示上帝是全能的，不

是小小的神] 

c. 应该用火而不是用坟墓来表示地狱。如果用坟墓来表示地狱，人会怎样认为那

死去埋在坟墓里的人，会有什么事发生?  [他们入地狱] 

d. 如果你要画人，他们的衣着和样貌要跟你周围所住的人一样。如果你跟人说上

帝爱所有人，但你画的是其他人种、文化和服饰，别人会从你的画中得到什么

错误的思想?  [上帝特别爱那些你画中所画的人]  

 

4) ╬出 20:7  ╬申 5:11  [教学笔记：找两个学生同时读出这两节经文。你会发现这两处

经文是完全相同的。当圣经重复提及一些事情时，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是重要的  

a. “妄称上帝的名”是什么意思?  [可能答案：随便地使用上帝的名，轻看圣洁

的事情] 

b. 我们要小心地制作或使用视觉教材，免得轻看圣洁的事情。你可以举些什么例

子? 

a) 不尊重基督，轻率地画基督的样子 

b) 用有趣的方式画魔鬼，引致大家笑，并且不严肃看待魔鬼 

 

5) ╬罗10:17上  人信道是因为你的好视觉教材吗?  [不是]  信道是从哪里来的?  [听道]  

因为这是真的，视觉教材有什么好处?  [帮助解释上帝的道] 

 

6) 我们是否依靠视觉教材来说出我们的中心点?  [不是]  ╬来 4:12  什么是活泼的，有

功效的，在人心里作工的?  [上帝的道]  我们是依靠什么来说出我们的中心点？ [上

帝话语的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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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当然不能依靠视觉教材带领人得救。人得救是藉着圣灵在他心里面作工，圣

灵当然使用上帝的话语感动人。使用视觉教材是用来说明上帝权能的话语。   

 

 

我们一起翻到第 20 课，►2.使 用 视 觉 教 材 的 原 则 (第__页)。用几分钟时间，安静地

完成填空。[教学笔记：几分钟后，找一个学生读出下面打印出来的正确答案] 

 

 简明，大的，看，尊敬，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