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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流程) 

1. 什麼是福傳？     WHAT  
 「福」是指福樂、幸福，「福音」就是指好消息、喜訊；傳福音就是指向人通傳、傳遞

好消息，為信仰耶穌的人，這特別是指「天主愛人、信仰耶穌能使人幸福的好消息」。 

 我們向人宣講的重點是耶穌基督，使人人都認識基督，從而體會到與祂一起的共融喜樂。 

如有需要，導師也可重溫/解釋門徒繼承了耶穌的使命： 
耶穌來到世上傳揚福音，讓人認識天國的喜訊。當我們領洗後，成為基督的門徒，就

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作為肢體的信徒，我們每人都肩負這同一的使命去宣揚福音；

不論是透過個人的宣講，還是福音化的生活表樣，都讓不認識耶穌或沒有信仰的人，

接觸福音的喜訊和認識天主的愛。 

 信徒可從以下三大範疇，與人分享福音的喜訊： 

A.  傳揚基督降生和救贖人的喜訊 
(1)  讓人認識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奧蹟 

我們最重要是分享這位死而復活的基督，祂為救贖人類死於十字架上；祂的復活，

為我們帶來新生命和希望，這是我們宣講的核心訊息。 

(2) 讓人認識耶穌基督的教導及祂愛人的言行 
耶穌來到世界上，教人認識真理，並且身體力行去活出「愛」的生活，祂接納不

同的人，有富有、有權勢的人，但也有貧窮、被人輕視的人，那些跟隨基督而生

活的人，得到更豐盛的生命。 
 

B. 分享自己跟隨基督的喜樂 
(1) 成為天父子女：我們藉著洗禮而得到新生命，成為天主的子女；我們知道自己生

命的來源是來自天主，而最終也是回歸父的家裡。這天父是在任何境況中，都守

候子女、愛子女。 

(2) 聖言和聖體的助佑：生活常面對誘惑和挑戰，基督徒可從聖言（天主的說話）中

得到滋養，從而懂得辨別，選擇走美善、聖潔的路；亦因領受基督的聖體，與基

督結合。這「與基督的相遇和結合」就成為門徒生活中的許諾、陪伴和力量。 

(3) 教會大家庭的生活：分享自己如何在信徒團體中成長，與主內的兄弟姊妹之間彼

此扶持，一起學習、分享、犧牲、聽命、服務及傳福音的經歷。 
 

C. 跟別人分享個人皈依、信仰生活的經驗 
(1) 個人皈依小故事：分享自己過去怎樣走向上主、今天如何不斷「轉向」上主的個

人經歷。 

(2) 天主的許諾：天主許諾天天與我們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分享天

主怎樣在日常生活中陪伴自己，一起跨越生命中的「高高低低」，就如宗徒伯多祿

說：時常準備與人分享自己希望的理由（參閱伯前 3:15）。 

(3) 基督徒價值觀：分享如何以天主的慈悲和信仰的眼光，去看自己的生命、世間的

人與事（態度和看法），怎樣指引自己找到更幸福、更豐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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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講福音的對象   FOR WHOM 

A. 未認識基督的人 (福傳) 
福傳對象時刻會出現在我們身邊：如家人、朋友、同事或其他人士，如隔壁的長者、

大廈管理員、超級市場的收銀員、街市檔口的老闆、報紙檔的員工……等，只要我們

每天願意留心在身旁經過的人，總會找到一個是尚未認識天主的兄弟姊妹。 
     

B. 與教會少聯繫的教友 (新福傳) 
我們有沒有發現身邊有些教友，或許是家人、朋友或同事，他們因某些原因已與教會

缺少了聯繫，甚至離開了。如果我們知道這種情況，就要抓緊機會，關心他們、為他

們祈禱；在合適時，再邀請他們參與教會的活動和禮儀，樂意與他們同行，引導他們

再與耶穌、教會建立「新關係」。新教友的心火時常是信仰的美好見証，能再次激起

人在內心已淡忘或隱藏了的渴求。 
 
3.  為什麼要福傳？   WHY 

A. 我們福傳，因為這是耶穌基督升天前的囑咐 
「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瑪 28:19）這章

節就是記錄耶穌在升天前對門徒的吩附－－繼續基督的使命，那就是福傳。基督派遣

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境況中，向人介紹耶穌，讓他們也成為耶穌的跟隨者，然後受

洗加入教會。  
 

B. 我們福傳，因為這是天主愛人的計劃 
「因為祂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弟前 2:4）基督徒明白一個人

領洗，接受信仰，是天主的奇妙救恩，但天主的救恩不單是為你、我或少數人，天主

愛每個人，祂願意所有人都得救，這是天主愛所有人的計劃。所以，我們去傳福音，

就是參與天主這奧妙的計劃，我們是祂的「合作者」呢！ 
  

C. 我們福傳，因為這是教會的使命 
「教會」不是指一幢幢的建築物，也不只是指神父、執事、修女和熱心教友，而是指

教會的全體成員，他們都是基督的大使（參閱格後 5:20）。《平信徒勸諭》9 更提示

每一個信徒要意識自己「不但屬於教會，他們也是教會」。所有信徒雖然生活在不同

的境況中，但當他們讓身邊的人認識真理和天主的救恩，「他和她」就是教會了，正

在履行教會的同一使命。 
 

A) 我們福傳，因為既領受了這福份，就與人「有福同享」 
就如我們與人分享好東西、好電影時，都會感到「有福同享」的喜樂。再者，我們能

認識基督，多是因為身邊的人（不論是我們認識或不認識的信徒），他們向我們介紹

信仰，讓我們藉著洗禮，成為天主的子女，可見這份恩賜是「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

分施」（瑪 10:8），當福傳時，我們正是與人分享「福中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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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傳舞台劇」  （ 20 分鐘）  

1. 這舞台劇共有三個場境：（ 1）朋友圈子；（ 2）公司；及（ 3）家中。每場境內

有兩個角色：沒有信仰的人士和教友。  

2. 導師首先把所有新教友分組，建議每組人數不要太多。邀請 6 位新教友參與

「角色扮演」（角色 A/B/C/D/E/F），為每個角色提供「角色咭」參考。  
**建議「角色扮演者」來自不同小組。  

3. 每組討論其中一個處境，鼓勵人人參與討論。可討論同組演出的場境，也可

討論別的場境。  

3 分鐘   三場演出   （每場 1 分鐘）   分發角色咭  

8 分鐘   分小組討論下列兩題（其中一個場景）  

(1) 對劇中人的回應，有什麼意見（看法、感受）  

(2) 如果是你是那位教友，你會怎樣「回應」這個

福傳機會？  

 

5 分鐘   大組報告  

 第 (1)題可直接分享  

 如時間充裕，第 (2)題可以「演出」方式報告其

中一個最富代表性的回應。  

 

4 分鐘   導師小結（只供參考）：  

i )  在日常生活中，其實有許多傳福音的時機，但

若自己沒有準備，就會讓他人錯過認識耶穌的

機會。  

i i )  所以，我們每人也要先裝備好，如多認識聖

經，並且身體力行天主的教導，讓聖言時常滋

養自己的生活，這樣遇著什麼人或場景，也可

以自然流露、簡潔地分享信仰。  

iii) 當然遇上某些情況，未能直接分享耶穌的故

事，但至少自己保持友善，不偏激，也不畏縮，

總不要讓別人對信仰或教會起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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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1: 朋友圈子   角色扮演 

A（沒有信仰的朋友）： 
我有個朋友瑪利（Mary）啱啱生咗 BB，我

買咗張賀咭，想寫 D 嘢喺張咭上，但唔知

寫乜嘢好，佢同你一樣係天主教徒，你有

無乜嘢聖經說話可以介紹，等我可以祝福

佢、同 BB？ 

B（教友）： 
Eh。。。Eh。【面有難色】我都唔喺識得好

多聖經，唔好意思，我都幫唔到你。 

場景 1: 朋友圈子  回應參考 

 好呀！係聖經裡面可以找到合適、有意

思的金句嚟祝福佢地，例如：…… 
 好彩我平時都有睇聖經，遇到啲特別有

feel（感動）的，我都會抄低。等我幫

你搵下有沒有適合架啦。 
 好呀！等我番去睇下聖經，幫你搵幾

句，然後再比你啦！  

場景 2：公司     角色扮演 

C（沒有信仰同事）： 
睇見你 Facebook 啲相，你係咪信咗教？點

解嘅？ 

D（教友）： 
Eh…一言難盡，遲 D 先講啦… 
【轉身走開，細聲說】：早知唔放相係

facebook。 

 

場景 2：公司    回應參考 

 唔…係前兩年，我老爺過身，佢係天主
教徒，我哋唔識教會啲儀式，但教堂啲
朋友教我哋點做，又為老爺安息祈禱。
佢地同我地非親非故，仲安慰我地，好
感動。喺殯葬禮祈禱時，我又覺得好平
靜。之後就想黎認識下呢個教會，去咗
參加慕道班，慢慢就認識到天主對我哋
的祝福。你有無興趣都想認識下？…有
就，話我知。（日後有機會，再同你分
享多 D） 
 
 

場景 3：家中    角色扮演 
E （沒有信仰的家人）： 
唉，你領咗洗就成日唔見人，剩係掛住去

聖堂，都唔駛理屋企。【帶投訴的語氣】 

F （教友）： 
係咩？唔係呀！我唔同你講住，依加要返

聖堂先，返嚟再講。【連聲否認，迴避】 

場景 3：家中    回應參考 
• 都可能真係多咗時間唔係屋企，因為領

咗洗，多咗參加教會啲活動。你想唔想
同我一齊返教堂？咁就可以大家一齊
囉！下個月有堂區大旅行，報埋你個
名？好唔好？ 

• 我都關心屋企架，咁我再留意下時間安
排，唔好連續幾日都返聖堂。（不立即
以理由反駁，也不即時離家，和家人閒
聊多一陣）  

• 呢個月係多咗 D，又真係忽略咗屋企
人。我調配下 D 時間啦！ 

• 留係屋企時間喺少咗，希望我脾氣好
咗，補番數。教會道理提我多 D 關心家
人，我要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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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角色咭) 

福傳舞台劇 「角色咭」 

 

場景 1: 朋友圈子     角色 （A） 
 

場景 1: 朋友圈子     角色 （B） 

A（沒有信仰的朋友）： 
我有個朋友瑪利（Mary）啱啱生咗 BB，
我買咗張賀咭，想寫 D 野喺張咭上，但

唔知寫乜嘢好，佢同你一樣係天主教徒，

你有無乜野聖經說話可以介紹，等我可以

祝福佢、同 BB？ 

B（教友）： 
Eh。。。Eh。【面有難色】我都唔喺識得

好多聖經，唔好意思，我都幫唔到你。 
 

  A（沒有信仰的朋友）： 
我有個朋友瑪利（Mary）啱啱生咗 BB，
我買咗張賀咭，想寫 D 野喺張咭上，但

唔知寫乜嘢好，佢同你一樣係天主教徒，

你有無乜野聖經說話可以介紹，等我可以

祝福佢、同 BB？ 

B（教友）： 
Eh。。。Eh。【面有難色】我都唔喺識得

好多聖經，唔好意思，我都幫唔到你。 

  

場景 2：公司        角色 （C）
 

場景 2：公司      角色 （D）

C（沒有信仰同事）： 
睇見你 Facebook 啲相，你係咪最近領咗

洗？點解嘅？ 

D（教友）： 
Eh…一言難盡，遲 D 先講啦…【轉身走

開，細聲說】：早知唔放相係 facebook。
 

 C（沒有信仰同事）： 
睇見你 Facebook 啲相，你係咪最近領咗

洗？點解嘅？ 

D（教友）： 
Eh…一言難盡，遲 D 先講啦…【轉身走

開，細聲說】：早知唔放相係 facebook。
 

     

場景 3：家中       角色 （E）
 

場景 3：家中      角色 （F）

E （沒有信仰的家人）:  
唉，你領咗洗就成日唔見人，剩係掛住去

聖堂，都唔駛理屋企。【帶投訴的語氣】

F （教友）： 
係咩？唔係呀！我唔同你講住，依加要返

聖堂先，返嚟再講。【連聲否認，迴避】

 E （沒有信仰的家人）:  

唉，你領咗洗就成日唔見人，剩係掛住去

聖堂，都唔駛理屋企。【帶投訴的語氣】

F （教友）： 
係咩？唔係呀！我唔同你講住，依加要返

聖堂先，返嚟再講。【連聲否認，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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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小故事分享) 

我與耶穌基督相遇的小故事 

(1) Fergus 

我信天主是源於我幼子的一次經歷。當時幼子 3 歲，因感冒去看醫生，由於我見幼子腹部較

一般小孩漲大，便順道叫醫生檢查，這個檢測結果震驚了我們。超聲波發現幼子腹部滿是腹

水，醫生推算是腫瘤，由於年紀太小，若確定是此病，亦束手無策，這個推論把我和太太推

至無底的深淵。幼子當晚即進入瑪麗醫院接受多種測試，前後共留院 20 天，我和太太天天進

出醫院，以照顧每天都接受不同檢查的幼子。雖然只是 20 天，但甚是漫長，亦是我 40 多年

人生的最低潮，太太更是終日以淚洗面。當時我倆感到十分無助，因為醫學已無法幫助幼子。

在徬徨之際，我發現太太晚上開始祈禱，那時我才知太太是天主教徒，只是平時沒見過她祈

禱。太太鼓勵我和長女與她一起祈禱，雖然我不是教徒，但當時只有任何機會能幫助幼子，

我都會嘗試，包括我認為沒有科學根據的信仰。雖則半信半疑，但祈禱那一刻，我還是誠心

希望上天給予我們和幼子一個希望。 

20 天後，因查不出病源和病因，醫生建議我們繼續觀察好了。這查不出的結果，或許為我們

是最好的結果。離開醫院後，我們全家 4 人每晚仍一起祈禱，半年後，奇蹟的事開始發生了。

我發現幼子腹部慢慢開始收細，幾個月後到醫院覆診，發現腹水全部消失了，我和太太相擁

喜極而泣。醫生說，這事很神奇，但亦無須追究原因，重要是幼子已確定完全康復。我感恩

得到天父聆聽我們的呼求，而且給予我們希望和幫助。因此，我決心去了解信仰，適逢聖堂

慕道班開始，我便加入，去認識天主教信仰，更於 2015 年領洗了。 

有了信仰後，我發覺人變得更堅強和開心，遇到逆景時更能從容面對，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

你可以從天父裡得到力量和安慰，這亦使我們的家庭關係更加融洽。 

                           (2) 亞淘 

話說，在 2015 年 1 月，我爸爸因癌症離世。因為爸爸是天主教徒，所以他的意願是以天主教

儀式進行喪禮。那時的我不是教友，也對聖堂內的事一曉不通，只好膽粗粗走進聖堂內，找

堂區神父幫忙。因爸爸不是經常去聖堂，我怕堂區的人也不知道他是誰，不幫忙就頭痛了。

那天神父不在堂區，我留下聯絡方式就離去了。過了幾小時，神父打電話給我，他說：「請別

太傷心，你爸爸只是回歸天國，不用擔心。你明天會否在家？我想探訪一下你們及了解你爸

爸的事多一點。」第二日神父來了。他跟我說了很多東西。那時我真的不明白，心裏只想神

父幫我完成父親喪禮的事就好了，要我做什麼也願意。我最記得神父一段說話，我沒有想清

楚就應承了，就是神父提議我返慕道班。最後，堂區無條件地為我爸爸完成了喪禮，過了幾

個月，慕道班開始了，我就走去報名，心想報名也是為回報神父，就是這樣開始了我的慕道。 

第一天去慕道班，老實說感覺不是太好，覺得有點悶，不過我都繼續去上堂。慢慢我發覺每

堂導師都會提出一些常見的人生問題，讓大家去分享如何以耶穌的教導去解決，就好像說給

我知一樣，使我越來越有興趣了解更多。很快年半時間就過去，我就領洗加入了教會啦！ 其
實我發現，可能慕道前大家都因個人不同的意願去慕道，但神師，導師及陪談員，其實一路

為我們這些新人「放入」天主的智慧，令我們學習到如何跟隨天主去發揮愛。現在我們一班

人，由同學一同成新教友，又成立了我們的信仰小團體。有時間我們還會一同為堂區活動盡

一分力，天主一路引領我們，所以我也希望發揮到天主給我們的能力(塔冷通)。每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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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去愛身邊的任何人，「愛人愛己」就是我在慕道學到的最好東西。 

 不如，下次我們信仰小團體有聚會，我約你一起去呀！ 

               　              　         (3) 成 

是這樣的，我小學時，有位老師對我說，通常一個令人信服的人，必定在能力或地位上有卓

越之處。我留意到一些本領不凡、地位超卓的人，往往都有基督信仰。例如一些國家元首、

科學家或醫生等。為什麼他們仍會信靠天主呢？這個問號一直存留在我心中。後來經過觀察

信主的家人和朋友的生活態度及與他們相處，我決定要進一步認識天主。經過年半的聚會，

我終於領洗加入教會。我深切體會有信仰思想和生活，個人與社會及天主的關係互相連繫，

可使生命更充實和豐盛。 

如果你問我信仰帶給我什麼，我的答案是信仰使我多關心社區，因為加入教會前的我經常為

自己的事忙碌。加入之後，我領悟到「主為我牧，我實在一無所缺」，我將金錢、聲譽及地位

都可以看輕，明白知足常樂，常存感恩的心。我曾參加聖堂和一個義工組織合辦的義工服務，

此項服務是派發物資給深水埗的露宿者，在過程中，一些露宿者會好奇地問：「你們是屬於哪

一個組織來派東西的呢? 」我們回答是來自教堂的，跟著他們會回應：「你們的天主真是好

呀！」不過記得有一位相信是住在附近的一位街坊，怒氣沖沖過來說你們就派東西給他們吃，

但他們就將食剩的東西隨處掉，將香蕉皮亂拋，差點兒令一位小朋友跌倒。當時我心中就想：

「我們有沒有做錯呢？」但很快天主就令我想到只要用心做的事就是好事，而且我們所做的

都是善行，是愛德的工作，一定不會有錯的，而且我們派給的每一位他們表面上是露宿者，

其實他們都是耶穌基督。記得耶穌基督曾對門徒說：「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

的，就是對我做的。」而我們所做的都是為了光榮天主、愛主愛人。  

你有興趣的話，下個月我們團體聚會，歡迎你來看看。 

                             (4) Mani  

我之前覺得，自己只是不斷工作，生活好似欠缺了一些東西，即使擁有很多物質，仍然覺得

生活得不快樂。我於是開始去尋找生命的意義，這時我想起了天主。從小到大，我在天主教

學校讀書，比一般人對天主多了一份認識，於是希望透過認識天主，來嘗試解答心中的困擾。 

後來我參與慕道班，發覺原來有不少同學和我一樣，有一種渴求心靈滿足的願望。慕道班的

導師好友善和熱心地傳授知識，解答我們的疑問，也澄清了同學對天主教的誤解。課程還有

分組討論和朝聖，令我們可以在一個活潑互動的環境下學習和思考。 

當我每次回到教會參與彌撒時，都會被教堂的神聖和教友的友愛所觸動，內心也會不期然多

了一份平安，這正是驅使我每星期回教會的動力。透過聆聽聖言和神父講道，令我學會反省

自身的不足和加以改善。 

未信教前，我是一個悲觀和易焦慮的人。信教後，信仰使我學會放下，明白人生的經歷是上

主巧妙的安排。漸漸地，人變得較從前樂觀和事事感恩。當我遇到困難時，不再只是害怕和

退縮，而是相信上主會陪伴和幫助我學會堅強地面對和克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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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偉盛 

我雖然不是在天主教家庭成長，但家人安排我入讀了一間天主教幼稚園，之後中小學都是天

主教學校，我想媽媽是認為天主教學校校風純樸，又鄰近屋企吧。回頭想學校裡的聖經課、

彌撒、念經、唱聖詠，也播下了認識天主的種子。 

直至我認識了我的女朋友，我不時跟隨她及她的家人到聖堂望彌撒，她有時亦邀請我參與慕

道班，成為教友，但初時沒有太大的動力，她亦沒有強迫我。初認識她時，她爸爸的身體已

經抱恙，需不時進出醫院。直至和她結婚後幾年，外父身體情況日漸惡化，直至他返回上主

的身邊。 

雖然我並非第一次經歷親人離世，但這次的經歷卻很不同，因為太太在一個天主教家庭成長，

她們一家人面對死亡的看法，令我感到有很大的差異，亦因為外父的一句說話，令我對死亡

的看法有所改變，外父曾對家人說：「我會去上面，攞定位先。」太太解釋外父的意思：「每

個人都會返到天主的身邊，爸爸只是比我們早一步返去，在天國裡預留位置給我們，到時會

重聚。」雖然對家人離世少不免感到悲傷，但我從太太一家人的反應中，亦感受到多一份平

安，這份面對死亡的平安，成為我加入天主教的原動力。所以我由太太帶領下，在我熟悉的

學校堂區參與了慕道班。 

經過慕道班的課程，我對天主教有更深入的認識，在導師帶領、其他慕道者的同行和分享中，

信仰改變了我的想法，令我更積極去面對生活中的難題，建立人與人的關係，信仰並非只是

相信，而是要生活出來的，並為堂區服務，傳播天主的福音。 

 

 

 

 

 



  

福傳新丁 (起步篇) 導師參考資料    
� �

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培育組 ) /福傳新丁 (起步篇 )  /導師參考資料 (附件五 )  HOW  第 9 頁  

附件五 (HOW) 

4. 如何福傳       HOW   

 小組討論「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履行福傳使命，有什麼困難 / 挑戰」後，請導師先扼要綜

合學員提出的實際困難。若時間許可，也可邀請大家分享一些心得/小點子。 
 例：害羞、怎樣打開話匣；無信心、不知如何回應他人的質詢/疑問；環境不容許等。 

 
福傳者先培育自己，才能讓福傳達到更好效果；學習「福傳的 HOW」（如何福傳），包括： 
（1）福傳者的裝備； （2）福傳者應有的態度；和 （3）一些福傳具體的途徑。 

A. 福傳者的裝備  

（1） 建立關係：雖然人人也是福傳對象，但作為新起步，可先向我們的親戚、朋友、同事及鄰

居分享，但分享前，先要認識對方的生活和了解他的個性和生活處境。當彼此了解、建立

信任的關係之後，就可以就從他的立場，去分享福音的喜訊，而對方也會樂意去聆聽及認

識福音。 

（2） 準備話匣：許多人說傳福音最困難的地方就是不懂得如何打開話匣，其實不需要擔心，只

要事先準備一些合適的話題，在閒談中自然地帶岀來。如： 

 近期生活開心事件（例：剛領洗、朝聖、旅行），可同時分享手機的圖片 
 在工作上或家庭中發生的感恩事件 
 就對方的生活，說安慰、鼓勵、希望等說話 
 對媒體一些的報導作出信仰的反省（天災人禍的啟示） 

（3） 祈求聖神的陪伴：福傳者必須明白自己只是上主福傳的工具，背後實是聖神正在工作。所

以必須先祈禱，邀請聖神親自做我們的導師，仰賴祂的助佑，求賜智慧和口才，讓我們懂

得用「人的語言」與福傳對象傾談，也求聖神賜與勇氣和信心，堅強我們福傳的心火。 

（4） 加強靈修：福傳和靈修有關係嗎？福傳者的個人靈修是非常重要。福傳者是分享天主的

愛，不是宣講「死文字」。福傳者自己如果沒有在祈禱、讀經、聖事方面，經驗天主，得

到滋養，又如何使信仰與生活整合起來？只有能「生活信仰，宣講生活」才可有效傳福音。

每天善用手機的靈修應用程式（例：我靈讚頌主、禮儀小百科），或閱讀靈修書籍也有莫

大的裨益，因為有充盈的內在力量，才能與他人分享福音的喜樂和活力。 

（5） 持續信仰培育：福傳者要不斷求知，充實自己，在教義、聖經、倫理和禮儀各方面，不斷

提昇個人的認知和實踐；也常留意時事新聞、堂區報告/展板、公教報、Facebook 的資訊，

並選擇參加合適自己的課程和講座。如因工作或家庭關係，未能參加面授課程，可考慮網

上的信仰培育課程，自我增值（例：福傳學校、教友總會的再慕道課程等）。 

（6） 多加練習：初次做福傳通常都會有點怯懦，因為技巧和信心不足。透過參加福傳工作坊，

學習相關技巧並加以實踐，便會得心應手；同時也觀察他人福傳的過程，逐漸便能掌握福

傳的竅門，累積相關的經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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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福傳者的態度 
(1) 常懷喜樂和平常心 

福傳者應是一個怎樣的人？憂愁、喜樂、憤怒、平和？耶穌曾吩咐門徒向所有人分享福音

的喜訊，但同時亦提醒他們，若有人拒絕福音，只需拂上腳上的塵土及離去，平安仍會歸

於門徒。所以，當別人暫時不接受福音，我們也不要失去喜樂和平安。福音最終在人身上

何時發芽生長，這是天主計劃，我們只需懷著平常心去完成天主要我們做的工作就好了，

其他一切自有聖神默默工作。 

 
(2) 應謙遜、忍耐和溫和 

基督的福音是如此豐富深奧，是時常超越我們的理解，所以福傳者需謙厚地與他人分享福

音 （參閱《福音的喜樂》128）。我們的言談要溫和，如遇到抗拒或挑戰，無需爭持不休，

要有耐心，不用急燥地「硬銷」，強迫其他人「即時」接受基督。如遇到他人拒絕，也不

用氣餒，因為讓他人感受到信徒的善意和包容，就已經是福傳的第一步了。 

(3) 要主動積極、發掘機會、把握時機 

「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前 9:16）福傳是基督徒的首要使命，況且在宗教自

由的香港，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做福傳，實應感恩。想想在香港，無論在公司、食肆、候車、

乘港鐵、坐電梯時，到處都是散播福音種子的好時機。聖保祿訓勉我們，無論身在何處，

都要有智慧，要把握時機（哥 4：5）。 

 
(4) 尊重他人的 （i）生活經歷和感受；（ii）宗教和文化 

人的生命何其奧妙！福傳者要懂得以尊重與溫和的態度，與人交談，讓對方自由分享個人

的喜樂、希望、對親愛的人的關心、或很多其他的內心需求。只有交談之後，才可帶出天

主的話語（參閱《福音的喜樂》128）。每一個人的生活經歷和感受都是獨一無二，我們要

用心聆聽，更要尊重他人的宗教和文化的差異，因為聖神也存在那裡。 

 
(5) 接納個人不完美的表達，願意改善，不怕吃苦，要堅毅、持續福傳 

我們很努力做見證，但基於個人的有限，表達未必一定取「滿分」，或未能讓對方感受到

天主的愛。我們確是不完美，但不應成為借口而不努力福傳 (參閱《福音的喜樂》121)；

只要我們願意改善，不怕吃苦，仰賴上主的許諾和力量，憑著堅毅的精神，持續為福傳而

努力，就一定可以進步，讓人分沾福音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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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福傳行動    ACTION 

導師可先讓團員思考，選擇一至兩項，然後大家分享，互相鼓勵；在釋奧期完結前，大家再分

享、檢視這些福傳行動的實踐經驗。  

   你願意選擇哪一/兩項，作為「福傳新丁」的起步點？ 

 具體途徑 方法 導師補充說明 

 生活言行  常留意別人的需要，關心近人，讓天主的慈悲成

為我們日常生活的意向和態度。  

如自己有一些相反

福 音 的 說 話 、 行

為，就要改善了。

 通訊平台  透過電郵、Facebook、WhatsApp 分享：  

 福傳的訊息；  

 YouTube 短片(如歌曲)；  

 個人與主相遇的片段或感恩的時刻。  

內容是正面 /積極 /
樂觀 /和平 /包容 /友
愛，避免鼓吹偏偏

頗/負面訊息。  

 福傳標記   衣服、掛包、背包等；  

 隨身物品（如文具、飾物、電話套）；  

 工作間案頭小擺設（如聖經金句、十字架）； 

 家庭佈置（如聖像畫、聖經、福傳揮春）；  

 公司掛畫設計、宣傳單張、個人咭片(如你

是僱主)。  

 

 口頭禪  感恩的說話，如感謝天主；  

祝福語，如：願天主祝福你和家人、祝你平安。 

 

 福傳小禮物  送贈附有聖言祝福語的心意咭、書簽、福傳筆、

福傳利是封等。  

自製小禮物，或善

用堂區或教友總會

製作的物品，送贈

親友。  

 福傳活動  在聖誕、復活節或新春時，邀請親友一起參加活

動或禮儀，如堂慶活動，愛德服務、祈禱會、堂

區旅行等，或邀請出席福傳聚會（如 101 聚會）。 

宜先選定一至兩位

親友 / 同事作為福

傳對象，並為他祈

禱。  

 其他  更可自行發掘福傳的新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