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群福音堂主日崇拜
靈命成長系列－第五課


路加福音 2:1-40



向三個朋友傳福音
他們見過以後，就把

天使對他們論這孩子

的話傳開了。


路加福音 2:17



你有無一個傳福音嘅生活方式？



路加福音 2:1-3
那時，有諭旨從凱撒奧古士督頒

發下來，叫普天下的人登記戶口。

這是第一次戶口登記，是在居里

紐作敘利亞總督的時候舉行的。

眾人各歸各城去登記戶口。



路加福音 2:4-7
約瑟本是大衛家族的人，也從加利利的

拿撒勒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伯利恆，

與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登記戶口。那時

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那裡的

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生了頭胎兒

子，用布包著，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

裡沒有地方。



路加福音 2:8-12
在伯利恆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間看
守羊群。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他們就非常害
怕。天使說：“不要怕！看哪！我報給
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於萬民的：今天
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
主基督。你們要找到一個嬰孩，包著布，
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路加福音 2:13-15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一
起讚美　神說：“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
與他所喜悅的人！”＂眾天使離開
他們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說
：“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主所
指示我們已經成就的事。”＂



路加福音 2:16-20
他們急忙去了，找到馬利亞、約瑟和
那臥在馬槽裡的嬰孩。他們見過以後，
就把天使對他們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聽見的人，都希奇牧人所說的事。馬
利亞把這一切放在心裡，反覆思想。
牧人因為聽見的和看見的，正像天使
對他們所說的一樣，就回去了，把榮
耀讚美歸與　神。



傳開了
耶穌誕生的事蹟


天使傳給牧羊人


牧羊人傳給普天下人



點解要傳福音？

四個乞丐的故事


列王記下7章



點解要傳福音？
我傳福音原是沒有可誇的，因我不能

不傳。如果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


如果我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即使

不甘心，這職責還是託付我了。


哥林多前書9:16-17



如何建立一個傳福音嘅生活方式？

離開舒適地帶


願意被打攪



離開舒適地帶

工作好忙

家庭好忙

服事好忙



願意被打攪
花十二分鐘


聆聽一下身邊人的心聲


嘗試滿足對方需要



救啲容易救嘅先
牧羊人


他們見過以後，就把天使對他們

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路2:17


知道有神、但要親自查證的人



救啲容易救嘅先
西面


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公

義虔誠，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

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聖靈啟示他，在死

前必得見主所應許的基督 路2:25-26


期待著遇見神的人



救啲容易救嘅先
亞拿

又有一個女先知，就是亞拿，
是亞設支派法內利的女兒。她
已經上了年紀，從童女出嫁，
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
直到八十四歲。 路2:25-26

相信了，但仍在等待的人



點傳福音？
滿足需要


講見證


福音橋



滿足需要
耶穌聽見了，就說：“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馬太福音9:12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接待我所差遣的，

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來

的。 
約翰福音13:20


聽人訴吓苦、為人分擔一下、禱告代求



講見證
分享耶穌如何幫你渡過相似難關


介紹有相似經歷的弟兄姊妹認識


帶朋友參加見證分享會



福音橋
第一部分:神愛你,為你設下美好的計劃。


第二部分: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問題,罪使人

與神分隔了。


第三部分:耶穌基督是神為人類的罪所預

備的贖罪祭。惟有籍着祂人才能經歷神的

救贖大愛。


第四部分: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你個人

主宰和救主嗎？



福音橋
第一部分:神愛你,為你設下美好

的計劃。


第二部分: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問

題,罪使人與神分隔了


第三部分:耶穌基督是神為人類

的罪所預備的贖罪祭。惟有籍着

祂人才能經歷神的救贖大愛。


第四部分: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

為你個人主宰和救主嗎？



獨一真神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1:1


神是宇宙的主宰，創造並且

統管萬有。


這位真神是怎樣的一位神呢？



神就是愛
全地充滿神的慈愛。 詩33:5


神永遠愛你、顧念你，並且

超過父母的愛


神這麼愛人，但人整天所想

的都是...



以地上為念
人...所想的都是地

上的事。 腓3:19


人卻吃喝玩樂，追

逐名利，刻意為己，

心不滿足


人為了地上的這些，

常常不擇手段...



罪的結局就是死
因為人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　神的榮耀 

羅3:23


人生充滿惡念，達不

到神的標準，結果就

是痛苦和死亡。


你我都有罪，結局都

要死，怎麼辦呢？



基督降世救人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

救罪人 提前1:15


耶穌是人類唯一的希

望，祂來拯救迷失的人


祂怎樣拯救人呢？



基督為人受死
神愛世人，甚至把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3:16


耶穌本為神的羔羊，卻為贖

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

了你我的代罪羔羊。


耶穌為人死了以後怎樣呢？



基督榮耀復活
就是基督照著聖經所記
的，為我們的罪死了，
又埋葬了，又照著聖經
所記的，第三天復活了 
林前15:3-4

耶穌是神的兒子，從死
裡復活，其後升天衪還
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

現在是你該採取行動的
時候了！



人的辦法或神的救法
有一條路，人以為是正

路，走到盡頭卻是死亡

之路 箴14:12


你要靠自己行為得救；

還是因信靠耶穌得救？


請問，你要選擇那一條

路呢？



不安或平安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
把自己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給你們的，不像世
界所給的 約14:27

世事無常，轉眼雲煙，
除了耶穌，再也沒有安
全感。

現在不安與平安擺在你
面前，你要怎樣選擇
呢？



悔改
要他們悔改歸向　
神，信靠我們的主耶
穌 徒20:21

真實的悔改，是在神
面前承認你的罪，並
下決心離棄罪惡，從
黑暗轉向光明。

決心離棄罪惡之後，
應打開心門



接受
看哪！我站在門外敲門；如

果有人聽見我的聲音就開門

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

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

在一起吃飯 啟3:20


信耶穌很簡單，不需要麻煩

的手續


信耶穌得永生



獨一真神
凡求告主名的，都

必得救 羅10:13


禱告就是與神說話，

很簡單


現在就向神祈禱吧！



決志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承認我係一個罪人。我願意相信耶穌

基督，我現在打開心門，邀請耶穌進入

我的心中, 作我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宰，

求祢救我，赦免我的罪過。謝謝祢這麼

愛我，永遠不離開我！


奉主耶穌的聖名祈求。阿們!



確據
凡有　神兒子的，就有

生命；沒有　神兒子的，

就沒有生命。我把這些

事寫給你們信　神的兒

子之名的人，是要你們

知道自己有永生。 
約壹5:12-13


恭喜你！你已經成為神

的兒女了！



新人新生活
如果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

已經過去，你看，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5:17


1. 每天與神說話 － 祈禱


2. 每天聽主聲音，跟隨祂 － 讀經


3. 時時找機會介紹耶穌給他人 － 作主見證


4. 常常與其他基督徒一起 － 團契交通


5. 每個星期日去教會 － 以耶穌為中心生活



挑戰大家
同10個人講復活節快樂


用福音橋向三個朋友傳福音


邀請三個朋友參加 
五月見證分享會



邀請三個朋友參加五月見證分享會

5月24日下午2:30-4:00

如何敵擋工作壓力及 
得著屬天的祝福見證分享會

對象：在職人事－正在面對工作壓力 
      或想事業更上一層樓的人士

25分鐘敬拜

短講及三個10分鐘見證分享



恩群福音堂主日崇拜
http://bchk.org

http://b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