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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十四章 民俗與宣教民俗與宣教

引言：

「傳福音 是耶穌設立教會重要的使命「傳福音」是耶穌設立教會重要的使命。

耶穌升天之前吩咐門徒說：

「你 普 去 傳福音 萬 聽「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15)

如果基督徒沒有傳福音的使命，

會 會變教會將會變成鄉村俱樂部，

只有人的交誼和享受，

沒有知天命 盡天職沒有知天命、盡天職，

完成耶穌所託付的 –
往普天下傳福音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傳福音的大使命。

一、瞭解人類內心深層的需要

存在哲學思想祖師齊克果指出人類的「致死之疾」，

因為人類存在於兩極對立的緊張，

他需要遇見生命的創造者心靈才會平衡自然。

人類被造為「有靈的活人」(創二7) 的特質是存在於

1.「暫時與永恆」之間

2.「有限與無限」之間

「3.「肉體與心靈」之間

4.「可能性與必然性」之間

兩極對立的緊張 除非他遇見生命根源的上帝兩極對立的緊張，除非他遇見生命根源的上帝，

心中的衝突才能得以舒解與平衡。

類藉著春夏秋冬 生老病 等大地的自然時鐘人類藉著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等大地的自然時鐘，

感應到一位永生上帝的存在，

因為上帝將永生的感應器安置在人的心裡因為上帝將永生的感應器安置在人的心裡…

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傳三11) 這「永生」原文作永遠，即永遠生命的感應器。

傳道書的作者說明人在短暫的生命中，不可能滿足於現狀，

他渴想生命存在的更高境界他渴想生命存在的更高境界，

在有限的時間內，憧憬與響往永恆。

基督徒在傳福音的時候基督徒在傳福音的時候，

要確信唯獨人類的心靈感應到那位永生父上帝，

並且與神相交，他的喜樂才會滿足，並且與神相交，他的喜樂才會滿足，

並且會展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約壹一4)

耶穌就是這位永生父上帝的化身，耶穌就是這位永生父上帝的化身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上帝的像。(西一15)

耶穌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約十四9)耶穌說 看見了我 是看見了 」(約十 )

自已先相信耶穌、接受耶穌，

經歷「以馬內利」上帝的同在和祂的大能，

基督徒始能產生動力去擔負傳福音的使命。



二、透過禱告認知他們的世界觀 worldview
每 個社會群體 每 套文化體系均有它自己的世界觀每一個社會群體，每一套文化體系均有它自己的世界觀。

中國人因受中國長久文化歷史的薰染，

有自已一套牢固的世界觀。有自已一套牢固的世界觀。

世界觀乃是指一個社會群體

對自己、事物、人群、宇宙對自己 事物 人群 宇宙

及其彼此關係的特殊看法

這一套世界觀成為該社會成員這 套世界觀成為該社會成員

反應社會行為的參考架構

如果基督徒沒有下功夫去探討他們的世界觀，如果基督徒沒有下功夫去探討他們的世界觀

與他們對話不容易投機融洽，

產生「就說半句話、亦嫌太多」的反彈。產生 半句 亦嫌 多」的 彈

英國人類學者 Mary Douglas 在她的著作裡

提出一套很精緻的世界觀模式，可供我們參考…提出 套很精緻的世界觀模式 可供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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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義世界觀的界定是：這世界有一位公義的主宰，

好惡分明，獎懲有序，是宇宙的創造者。道德倫理之判斷者。

以中國古代宗教信仰而言，即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的上帝。

(2) 私情世界觀：認為這世界有兩個對立抗衡善與惡的勢力，

人可以藉著善神的幫助，用巫術的力量把邪惡的的勢力

驅除出去，使住家合境平安。

人與神的關係，沒有固定的權利和義務，

完全在於人的私情而定 般基層的 間信仰係屬此類完全在於人的私情而定。一般基層的民間信仰係屬此類。

(3) 因果世界觀：相信宇宙中存在著一種非人格的超自然力量，

產生魅力 ( ) 與禁忌 ( b ) 的因果關係產生魅力 (mana) 與禁忌 (taboo) 的因果關係。

所謂「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

這種世界觀大部份表現在這種世界觀大部份表現在

星象、八字、風水、算命等宗教行為。

(4) 世俗世界觀 堅持不相信這世界有任何超自然的因素(4) 世俗世界觀：堅持不相信這世界有任何超自然的因素，

不相信任何神聖的擬人化神明，

是 種世俗的「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 的個人主義。是一種世俗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個人主義。

這種世界觀的人只相信「愛國者飛彈」可打垮「阿拉的聖戰」。

基督徒向未信者傳福音，

首先要瞭解其世界觀是屬於哪一種，

才有對話的議題才有對話的議題。

我們要祈求聖靈

給我們智慧如何去分辨。給我們智慧如何去分辨。

三、認知生命週期的變化帶來的關口與心理的壓力，

做為傳福音的良機。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之道。

生命成長每 階段的變化 由舊生命的段落生命成長每一階段的變化，由舊生命的段落

跨入新生命的階段都會出現不安與徬徨的心情。

從出生 幼齡 童年 青少年 青年 成年 成家從出生、幼齡、童年、青少年、青年、成年、成家、

就業、中年、壯年、退休、老年、臨終，

必然面臨「跨越」的挑戰。必然面臨 跨越」的挑戰。

這些關口和危機即是向未信者傳福音的好機會，

讓他們明白「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讓他們明白「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雖然我行過死蔭的幽谷亦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飛機的飛行，最容易發生空難的時刻是在機場的起升和降落前，飛機的飛行 最容易發生空難的時刻是在機場的起升和降落前

因此空服人員會用盡各種安全措施，預防危機的出現。

如果你有心向未信者傳福音，如果你有 向未信者傳福音

必然會敏覺地意識到他們的需要。



四、建立你個人的關係網 (Oikos) 成為傳福音的管道。

人所屬的社會群體大約可分三大族群人所屬的社會群體大約可分三大族群：

親屬群、社區群、共同興趣群，

新約聖經形容這些群體為 Oikos，就是「家，家裡的人 。新約聖經形容這些群體為 Oikos，就是「家，家裡的人」。

社群的體系指著有親友關係或共同任務而連結在一起的人，

這些人包括親屬、鄰居、同事、同學、這些人包括親屬 鄰居 同事 同學

朋友和有共同興趣的小群體，

藉著個人的關係網去領人歸主是最有果效的管道。藉著個人的關係網去領人歸主是最有果效的管道

社群的關係體系可分為三大類：

1. 個人關係網：指每天生活中與他們有較多的時間相處，1. 個人關係網 指每天生活中與他們有較多的時間相處

平均每週有 30 到 40 分鐘的交誼。

通常他們信任你，尊重你，會跟你分享他們內心的世界，通常 們 你 尊重你 會 你 享 們內 的 界

平常不會隨便跟別人說的。

這表示你對他們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是你向他們介紹耶穌最佳的管道。

2. 廣義的關係網：

你的關係網中的每一位成員

都有他們自己的個人關係網，

這廣義的關係有可能是這廣義的關係有可能是

二百人左右的社會圈。

這個圈子是一個傳福音豐富的禾場這個圈子是一個傳福音豐富的禾場。

3. 潛在關係網：

這個圈子裡的人數無限量這個圈子裡的人數無限量。

這些人與你有共同興趣，或是共同的承諾，

使你有機會與他們建立關係網。使你有機會與他們建立關係網。

比方具有共同的嗜好者：

打籃球、爬山、旅遊、關懷社會、打籃球 爬山 旅遊 關懷社會

共同推動社會福祉的目標。

這個關係網的範圍更大，更有機會傳福音。這個關係網的範圍更大 更有機會傳福音

五、熟悉人際溝通的原則達成有效傳福音的目的

人際有效的溝通，除了學習傾聽之外，

還要有分辨之靈，知道選擇適當時機與地點溝通。

許多人不瞭解與人對話時 情境 理的重要性許多人不瞭解與人對話時，情境心理的重要性，

不合適的時間、不合適的地點，強硬地推銷福音，

必會造成傳福音的反效果必會造成傳福音的反效果。

有一位基督徒理髮師很熱心向顧客傳福音，一有機會

就向受理髮的客人談道 每次客人傾臥於理髮椅座上就向受理髮的客人談道，每次客人傾臥於理髮椅座上，

刮鬍刀在脖子上下滑動的時候，

就緊迫的問客人要不要信耶穌，就緊迫的問客人要不要信耶穌，

嚇得客人下一次不敢再上門。

有心傳福音的基督徒必定會刻意地有心傳福音的基督徒必定會刻意地

設計與安排合適的空間與時間，

未信者樂意敞開心門，跟你吐露內心的需要未信者樂意敞開心門，跟你吐露內心的需要

在傾聽的過程，默默地為對方禱告，讓聖靈做工

六、善用中國文化體系相關的文字、符號、理念做福音的媒介

中國的文字與文化充滿許多象徵的符號及宗教信仰的理念，

這些符號與理念即成為中國人的心智地圖 (mental map)。
自出生至成人毫無選擇地接受這些符號與理念自出生至成人毫無選擇地接受這些符號與理念，

這些符號與理念即交織成一個人的心智地圖

 生活中遭遇某些情境 將成為 個社會人 生活中遭遇某些情境，將成為一個社會人

反應其社會行為的參考資料

中國人 有重要事宜要運作 如喪葬 嫁娶 破土 遷居中國人一有重要事宜要運作，如喪葬、嫁娶、破土、遷居、

開市、開刀，他一定要核對「黃曆的忌與宜」的定規。

因中國人相信個體的生辰八字，源於十個天干與十二個地支組成的因中國人相信個體的生辰八字，源於十個天干與十二個地支組成的

六十甲子符號是小宇宙的時間，與大宇宙的時間(指黃曆)
如果不和諧，將會犯沖或犯煞，帶來疾病、惡運、死亡。如果不和諧，將會犯沖或犯煞，帶來疾病 惡運 死亡

這種信仰帶給中國人的心靈許多牽制與束縛、迷信和威脅。

向中國人傳福音至少會閱讀他們心智地圖，與他們溝通，向中國人傳福音至少會閱讀他們心智地圖，與他們溝通，

進一步向他們傳福音，讓他們明白真理，真理必叫他們得自由。



七、認識傳福音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林後十4~5)

使徒保羅曾警告我們：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

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

間的遺傳 和世上的 學把你們擄去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把你們擄去。(西二8)

這些理學、虛空的妄言，乃指當代與上帝的真理敵對的

希臘哲學與 想體系 都是希臘哲學與人類思想體系，這些都是

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自大之事，

亦成為 個人 中堅固的營壘亦成為一個人心中堅固的營壘。

以今日中國文化背景而言，

傳統儒家的倫理孝道與亡靈祭祀結合的祖先崇拜傳統儒家的倫理孝道與亡靈祭祀結合的祖先崇拜

以及那些玄學的命理風水、紫微斗數、奇門遁甲，

往往以科學的風貌，混合巫術，展現在國人面前往往以科學的風貌，混合巫術，展現在國人面前

令人深信不疑，形成牢不可破的營壘，掌控人的思想意念，

落入自已預設的圈套，成為苦毒的囚犯。落入自已預設的圈套，成為苦毒的囚犯。

所以傳福音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要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上帝的道要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的禱告祈求，

才能攻破堅固的營壘，將人的心意奪回，才能攻破堅固的營壘，將人的心意奪回，

使他順服基督。

使徒老約翰告訴我們：「弟兄勝過他使徒老約翰告訴我們：「弟兄勝過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啟十二11)

撒旦經常在上帝面前控告信徒，或用人自己的良心撒旦經常在上帝面前控告信徒，或用人自己的良心

控告自已，覺得自已一無所是，

產生嚴重的自卑感，自貶自賤，自我毀滅。產生嚴重的自卑感，自貶自賤，自我毀滅

信徒在傳福音的過程，要學習穿上全副軍裝 (弗六13~18)，

並且相信基督被釘十字架，所流的寶血，並且相信基督被釘十字架，所流的寶血，

和自己實踐出來的道，

用口傳或文字書寫見證出來，用口傳或文字書寫見證出來

會產生極大的力量，影響未信者。

八、舉辦家庭營會與休閒活動，

增進家庭成員互動的空間 達到傳福音的目的增進家庭成員互動的空間，達到傳福音的目的。

筆者的雙親於十多年前過世。家中七個兄弟姊妹曾聚在一起商議：

雙親雖然均不在，但手足之情應該繼續維持，雙親雖然均不在，但手足之情應該繼續維持，

故決議每年寒暑假選擇一個合適的禮拜六晚上

舉行一年一度思親念祖的追思紀念禮拜。舉行 年 度思親念祖的追思紀念禮拜

由此方案延伸出來的後續行動，便是每一年舉辦家族性的營會活動，

租借休閒性的山莊、營地、活動中心，大飯店，讓全家族成員，租借休閒性的山莊、營地、活動中心，大飯店，讓全家族成員，

成人、小孩團聚在一起，三十至四十人不等，熱鬧滾滾。

除了安排基督徒的「慎終追遠」嚴肅的紀念禮拜，還安排許多除了安排基督徒的 慎終追遠」嚴肅的紀念禮拜 還安排許多

輕鬆並具教育、娛樂意義的活動。如：…一家大小樂融融。

因著舉辦這種休閒活動，筆者的許多家人因著舉辦這種休閒活動 筆者的許多家人

悔改接受耶穌做他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數位長輩過世，其子女均能接受數位長輩過世 其子女均能接受

用基督教的儀式辦理喪葬事宜。

九、邀請未信者加入教會

同齡層或同業團體的小組團契，

培養他們對教會的歸屬感。

按心理學家研究一個人的社會行為之改變，

需要有一個支持團體，惠予支持與鼓勵。

個人從未信轉變為基督徒一個人從未信轉變為基督徒、

從慕道友變成基督徒，一定要鼓勵他

加入教會相關的小組或支持團體加入教會相關的小組或支持團體，

他們信仰的生活或教會活動，才得以持續與栽培。

這有如捕魚 魚網有破洞 必然有漏網之魚這有如捕魚，魚網有破洞，必然有漏網之魚；

信主的朋友一定要帶入教會，

並進行個人栽培的工作。並進行個人栽培的工作。

耶穌要我們得人如得魚，

教會有愛網重重，這些魚才留得住。教會有愛網重重，這些魚才留得住。



結論：不管用任何方式引導人歸主，最基本的要素，

還是基督徒本身屬靈生命的品質 聖經說還是基督徒本身屬靈生命的品質。聖經說：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8)

耶路撒冷就是我們最親近的家庭及家人。耶路撒冷就是我們最親近的家庭及家人

聖靈的更新內住，基督徒必然有能力向家人朋友做見證，

然後逐步地向外發展，然後逐步地向外發展，

對不同社會圈現有的潛在人際關係的未信者佈道。

「直奔標竿」的作者華理克牧師說：直奔標竿」的作者華理克牧師說：

「從耶穌給教會的大使命，我相信對於地方的教會，

果子的定義必定包括帶領未信者成為基督徒。」果子的定義必定包括帶領未信者成為基督徒 」

在職場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亦不願意傳福音的基督徒，

會變得自我滿足，自我為中心，停止結果子。會變得自我滿足 自我為中心 停止結果子

這樣的教會亦會承受不結果子的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