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信息的訓練
第一章
一、

傳信息（講道）的源起——幾個重要的字

傳信息的人

（一）「先知」的論述
1. 一個負擔和信息的興起（What is lifted up, a burden, message）
2. 公開說明陳述一個（Public position）
3. 預言的公開說明（prophecy public expounded）
4. 一個看見的人（A seer）
5. 負擔和啟示是同一個字
6. 第一是負擔，第二是看見，第三是公開說明
（二）宣教師、傳道者
1. 呼喊者
2. 傳揚或宣告好信息者
3. 報信者的宣告
二、

公眾傳道的源起和重要

（一）主是「傳道人」的源起和榜樣
（二）保羅是「傳道」或「傳道人」最早的啟用者，也是傳道者的榜樣
1. 『他們彼此談論所遇見的這一切事。正談論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
們同行；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了，不認識他。』（路 24：14~16）
2. 『保羅又上去，擘餅，吃了，談論許久，直到天亮，這才走了。』（徒 20：11）
3. 『腓力斯又指望保羅送他銀錢，所以屢次叫他來，和他談論。』（徒 24：26）
（三）把講章在公開群眾中傳播
（四）「講道」是一種偉大的學問，是「傳道者」一生所努力追求以達到完美者
三、

講道在聖經中的源起

（一）開始於耶穌基督神的工作
1. 在會堂拿起聖經來講論
『耶穌來到拿撒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了會堂，站
起來要念聖經。』（路 4：16）
2. 在公開場合對群眾講論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說』（太 5：2）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太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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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徒行傳多半的工作都是藉著講道完成
1. 彼得是第一個講道者
1) 『就是從約翰施洗起，直到主離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
作伴的人中立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復活的見證。」』（徒 1：22）
2)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說：「猶太人和一切住在耶路撒冷的人哪，這
件事你們當知道，也當側耳聽我的話。』（徒 2：14）
3) 『禱告完了，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靈充滿，放膽講論

神的道。』

（徒 4：31）
4) 『有一個人來稟報說：「你們收在監裏的人，現在站在殿裏教訓百姓。」』
（徒 5：25）
專心禱告的話語職事是第一次說到「話語的職事」
2. 腓利是第一個傳福音者
『西門說：願你們為我求主，叫你們所說的，沒有一樣臨到我身上。』（徒 8：24）
3. 保羅是新約因信息來見證主的範型
1) 『但掃羅越發有能力，駁倒住大馬士革的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徒 9：22）
2) 『到了撒拉米，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裏傳講

神的道，也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

（徒 13：5）
3) 『這二人是為我主耶穌基督的名不顧性命的。』（徒 15：26）
四、

在新約教會歷史講道（傳信息）成為一項突出的藝術

（一）奧古斯丁是第一個用「講道法」這一個詞的人
（二）司布真是開現代講道的先河
（三）新約教會歷史的工作絕大多數是藉著「講道」完成
（四）新約教會歷史是藉著主興起多少偉大的講道者來完成
（五）在近二、三百年中，講道已經成為一種可學習的學問
五、

使徒行傳是說到「傳道」最偉大的示範

（一）主的工作絕大多數是藉著講道作成
（二）行傳的講道概括可分為
1. 對聖徒的講道
2. 傳福音
3. 臨時的做見證
（三）若把講道去掉就沒有行傳轟轟烈烈主的工作，也就沒有使徒行傳，可見講道是何等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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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傳道者的構成

為主得著一個優秀和訓練有素的傳道人是有條件的，並且一定也要下功夫，天下沒有一件事、
一種技能是能靠天然聰明不努力而得著；一個優秀的傳信息的人必定要具有幾項根基．
一、

聖經的根基

（一）一個傳道人開宗明義的意義是聖經的真哩，所以一個優秀的講員，他一直以聖經為中
心，並整篇信息都離不開要講的聖經。一個對神兒女講話的人，若在講台上常離開所
講的聖經，扯出去講自己的話，他已經失去講道人的地位和意義
（二）所以聖經的根基對一個講道人太重要了，講聖經的人平常一定是一個讀聖經的人
（三）幾項聖經的讀法
1. 精讀聖經
有人只一天一章，卻是精讀聖經，吸取聖經的生命如同骨吸髓一樣，使神的話深深
銘刻在我們的生命中，使我們能自然得著聖經的默示，這些經文將成為講員一生的
講道生命
2. 熟讀聖經
利用空的時間，儘量多讀幾遍聖經，明白神的話和各卷書結構的精密，使聖經能彼
此對照，發出亮光。神的話是聖靈的寶劍，當你一旦使用時，就法案兵器庫裏有很
多兵器可以使用
3. 聖經知識的豐富
這就需要在聖經之外多看、多聽關於對我們明白聖經有幫助的書或話
二、

生命的經歷

（一）一個有口才並有很多的知識，卻缺少經歷的傳道人就多會成為——對自己和神兒女沒
有幫助，對教會沒有真實價值的傳道人
（二）所以我們要一直追求生命的經歷，並且是平衡而且深入的追求
（三）十架生命和道路是惟一能使一個講員老練並且有能力
（四）缺少十架，有仗著口才或只有一些超然經歷會對自己著迷，長久下去會傷害教會
三、

世界和人生的閱歷

（一）不能作自己脫離社會和人群
（二）處處留意皆學問，使你成為一個老練而有深度的人，這三項已經大概能構成一個傳講
主話語之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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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講道的性質和種類

一、查經類信息
二、追求生命經歷的信息
三、講個專題的信息
四、一般供應生命的信息（包括主日信息）
五、傳福音的信息
六、傳遞一個負擔的信息
七、臨時供應的信息
八、應付事故的信息
九、一系列聚會的信息

第四章
一、

主日聚會的信息

信息的種類
（一） 一篇單獨的信息或一連串幾個主日的信息
（二） 信息的類別
1. 一篇靈感的信息
2. 為應付教會需要而有的信息
3. 為教導或引領而有的信息
4. 查經式的信息
5. 教導的信息
6. 街道的信息
7. 傳福音的信息
（三） 七大類信息的不同特點
1. 一篇靈感的信息
（1） 純靈感的信息
從聖靈得著一點靈感
舉例：兩位不同地方來的神的僕人得著靈感，一位講詩篇 29：1~2，10~11；
一位講 3~9 節，使神的兒女敬服主的話語
（2） 在主面前得著一點感受而從神的話中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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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得著一點感覺從主話中發揮
B. 從聖經中得著感覺發揮成信息
2. 為應付教會需要而有的信息
（1） 跟隨聖靈在教會中特別的工作而有的信息
（2） 因遭遇危機而有的信息
（3） 壓迫和壓力
（4） 眾人的感覺
（5） 臨時發生的事
3. 為教導或引領而有的信息
（1）教會的方向感
（2）教會的整體感
（3）神兒女發生的事
4. 查經式的信息
（1）查一個題目
（2）查一段聖經
（3）查一卷書
5. 教導的信息
（1）錢財（奉獻）的教導
（2）婚、喪事的教導
（3）倫理的教導
（4）生活的教導
6. 街道的信息
（1）對付異端
羅馬教、摩門教、耶和華見證會、科學基督教、通天派、基督復臨安息會
（2）異端的定義
（3）極端的定義
（4）甚麼是信仰？甚麼是神純正的話？
（5）防衛信仰和保護教會
7. 引領經歷的信心
8. 傳福音的信息
（1）愛
（2）罪
（3）審判
（4）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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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命
（6）虛空
（7）十架救贖
二、

主題的重要

（一） 每一篇信息都需要有主題
（二） 主題不要離開聖經
（三） 主題必須清楚和突出
（四） 主題成了這篇信息的負擔
（五） 講道切忌沒有負擔
（六） 信息不離開主題，主題成為今日聚會的中心
（七） 主題需要給神兒女一個深刻的印象
（八） 主題容易啟發要講的信息
（九） 主題必須對神兒女有吸引力
（十） 主題要簡短精粹
（十一） 一路要學習著改進
（十二） 選用主題
1. 從詩篇中選主題——大衛的牧者詩篇（詩篇 22~24 篇）
好牧人、大牧人和牧長配新約三處聖經：
約 10：11，來 13：20，彼前 5：4
（1） 好牧人——救贖的牧人
（2） 大牧人——復活作群羊的大牧人
（3） 牧長——升天和再來的牧長
2. 復活詩篇——哈利（Holly）詩篇（詩篇 115~118 篇）
可講的是 116 與 118 兩篇
（1） 復活詩篇——116 篇
主的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
（2） 復活詩篇——118 篇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了房角的頭塊石頭
3. 彌賽亞詩篇
（1） 彌賽亞詩篇
我已經立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了——第 2 篇
（2） 彌賽亞詩篇
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 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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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彌賽亞詩篇
你比世人更美；在你嘴裏滿有恩惠——第 45 篇
（4） 其餘彌賽亞詩篇
22 篇~24 篇，68 篇
4. 可拉後裔的詩篇
5. 亞薩的詩篇
6. 哈利路亞詩篇
7. 其餘重要可作信息的詩篇
（1） 19 篇——神的話語
（2） 27 篇——渴慕與追求
（3） 39 篇——世事虛空
（4） 42 篇——我的心切慕你，如鹿切慕溪水
（5） 46 篇——我靈鎮靜
（6） 47 篇——升天詩篇
（7） 49 篇——救贖詩篇
（8） 51 篇——認罪詩篇
（9） 63 篇——渴慕詩篇
（10） 65 篇——犁地詩篇
（11） 71 篇——清心詩篇
（12） 73 篇——福分詩篇
（13） 77 篇——道路詩篇
（14） 84 篇——主的道路
（15） 87 篇——聖民源歌詩篇
（16） 90~91 篇——摩西詩篇
（17） 103 篇——法則和作為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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