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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什麼是福傳？       WHAT  

 福音：好消息、喜訊  
（天主愛人、救贖人的福樂；信仰耶穌使人幸福的好消息。) 

 傳：向人傳遞、宣講（透過說話/行為/態度，讓人認識和體會信仰的喜樂和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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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耶穌基督的教導及愛人的言行。 

 
 B. 分享自己跟隨基督的喜樂 

(1) 成為天父子女：因藉著洗禮而得到新生命，成為天主的子女；明瞭自己

生命的來源、意義和終向。 
(2) 聖言及聖體的助佑：自己的生命得到聖言的滋養和教導，因而願意選擇走

平安、美善和聖潔的路；亦因領受基督聖體，而與基督結合，生活中看到

祂的許諾和陪伴。 
(3) 教會大家庭的生活：找到同路人，一起走信仰的路，互助互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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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自己轉向/走向上主的小故事(初信/領洗) 
(2) 天主的許諾：天主怎樣在生活中陪伴和帶領自己，給自己安慰和支持。  
(3) 基督徒的價值觀：信仰看法如何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待人處事的態度，讓

自己找到幸福的生活。 
 
2. 宣講福音的對象     FOR WHOM 

A. 向未認識基督的人：介紹耶穌基督和天主教信仰  (福傳) 
B. 與教會少聯繫的教友：引導他們與耶穌、教會重新建立關係  (新福傳)  

 
3. 為什麼要福傳？     WHY 
 A. 我們福傳，因為這是基督升天前的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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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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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我們福傳，因為這是教會的使命 
      「所以我們是代基督作大使了，好像是天主藉著我們來勸勉世人。」(格後 5:20) 

 D. 我們福傳，因為既領受了這福份，就與人「有福同享」  
  「我所行的一切，都是為了福音，為能與人共沾福音的恩許。」(格前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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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福傳？         HOW 
 A. 福傳者的裝備 

(1) 建立關係：首先要認識及了解福傳對象的個性和生活處境，透過友善和

信任的關係才能坦誠溝通和分享。  

(2) 準備話匣：隨時準備與身邊的人分享，並選擇合適的話題，自然地、巧

妙地打開生活的話匣，分享「好消息」，如個人信仰天主的小故事、安慰

或鼓勵說話，或對傳媒報道的信仰反省。 

(3) 祈求聖神的陪伴：邀請聖神親自做我們的導師，賜與智慧、信心、平安，

堅強我們福傳的心火。 

(4) 加強靈修：常從聖言、祈禱和聖事中，得到力量，與天主建立親密關係，

使信仰與生活整合起來，才能「生活信仰，宣講生活」，把「生活的天主」

介紹給他人。 

(5) 持續信仰培育：參加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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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要經常關心為社會、普世及本地教會的消息。  

(6) 多加練習：透過參加工作坊，學習福傳技巧並加以實踐；同時也觀察他人

福傳的過程，逐漸掌握福傳的竅門。 

 
 B. 福傳者的態度 

(1) 常懷喜樂和平常心 

(2) 應謙遜、忍耐和溫和  

(3) 要主動積極、發掘機會、把握時機  

(4) 尊重他人的  (i) 生活經歷和感受；(ii) 宗教和文化 

(5) 接納個人的不完美，願意改善，不怕吃苦，要堅毅、持續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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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祝福──聖言陪著你走 

祝賀婚姻，勉勵相愛同行 

1. 上主天主說：「人單獨不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手。」（創 2:18）  

2. 「願主使你們彼此間的愛情，和對眾人的愛情增長滿溢，就像我們對你們所有的

愛情。」（得前 3:12） 

3. 「愛是含忍的，愛是慈祥的，愛不嫉妒，不誇張，不自大。」（格前 13:4） 

4.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 13:7） 

5. 「凡事要謙遜、溫和、忍耐，在愛德中彼此擔待。」（弗 4:2） 

 

恭賀生辰，祈求感恩知足 

1. 「願恩寵與平安，因認識天主和我們的主耶穌，豐富地賜予你們。」（伯後 1:2） 

2. 「願祂滿全你心中的志願，願祂玉成你的一切籌算！」（詠 20:5） 

3. 「求你教導我們詳數年歲，使我們達到內心的智慧。」（詠 90:12） 

4. 「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詠 118:24） 

 

安慰親友，重拾平安希望 

1. 「義人的靈魂在天主手裏，痛苦不能傷害他們。」（智 3:1） 

2. 「在愚人看來，他們算是死了，認為他們去世是受了懲罰，離我們而去，彷彿是歸

於泯滅；其實，他們是處於安寧中；雖然在人看來，他們是受了苦；其實，卻充滿

著永生的希望。」（智 3:2-4） 

3. 「倚恃上主的人，必明白真理；忠信於上主之愛的人，必與他同住，因為恩澤與仁

慈，原歸於他所選拔的人。」（智 3:9） 

4. 「我聽見有聲音從天上說：「你寫下：『從今而後，凡在主內死去的，是有福的！』

的確，聖神說，讓他們勞苦之後安息罷，因為他們的功行常隨著他們。」（默 14:13） 

5. 「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他要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要作他的人民，他親自

要『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天主；他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切淚痕；以後再也沒有

死亡，再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都已過去了。 」（默 21:3-4） 

 

祝福嬰兒，感恩頌讚生命 

1. 「的確子女全是上主的賜予，胎兒也全是他的報酬。」（詠 127:3） 

2. 「那是上主的所行所為，在我們眼中神妙莫測。」（詠 118:23） 

3. 「孩子漸漸長大而強壯，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祂身上。」（路 2:40）  

4. 祝願 BB 如耶穌一樣，「在智慧和身量上，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 

（路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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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福傳行動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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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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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訊平台 透過電郵、Facebook、WhatsApp 分享： 

 福傳信息； 

 YouTube 短片； 

 個人與主相遇的片段或感恩的時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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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口頭禪  感恩的說話，如感謝天主； 

 祝福語，例如：願天主祝福你和家人、祝你平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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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福傳活動 在聖誕、復活節或新春時，一起參加禮儀或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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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他 更可自行發掘福傳的新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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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傳使命歌曲 

我是教友 (頌恩 399 首/心頌 552 首) 

(重句) 我是教友，頂大光榮，領洗以後，做耶穌兵； 
  現在唱歌，發顯愛情。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 
在天聖父，是我父親；在天聖父，是我上主。  (重句) 

 
傳揚福音 (頌恩 402 首/舊頌恩 272 首) 

1. 使我的生命，充滿着活力，時常傳揚福音真理的喜訊。  
救主！我願意，奉獻我生命，用來傳揚福音真理的喜訊。 

(重句) 有耶穌在我心，一切都必如意，祂能使最憂傷心靈得安寧。 
   救主！我願意，奉獻我生命，用來傳揚福音真理的喜訊。   

2. 使我的生命，充滿着活力，時常宣揚上主對人類的愛。  
救主！我願意，奉獻我生命，用來宣揚上主對人類的愛。(重句)  

 
宣揚福音 (頌恩 403 首/舊頌恩 268 首) 

（重句） 我們都是基督宗徒，多麼光榮！ 
   我們盡忠跟隨基督，宣揚福音。 

1. 我的口號不怕吃苦，喜歡祈禱；我的精神熱愛耶穌，傳教救靈。  
2. 我的旗幟愛人如己，四海一家；我的食糧聖體聖血，充滿活力。  
3. 我的軍火聖寵聖佑，充實豐富；我的刀槍祈禱讀經，多麼精良。  
4. 我的工作犧牲服役，促進友愛；我的雄心感化萬眾，領受福音。   

 

鹽與光 
求能滿載信望愛，求能拋開心裡哀，求能不惜犧牲奉獻將來，  
我願發亮，這路縱長，照耀旅途福音與你分享。  
常懷勇氣與謙遜，常懷歡欣不歎息， 
常懷堅忍的心面對艱辛，所有是主賜與， 
主愛常在我心裡，縱遇障礙，基督與我共去。 

(重句) 求我可成為鹽與光，傳送愛念到達各地光照四方， 
  我願我能驅散黑暗，完全彰顯基督以愛解困， 
  而你可成為鹽與光，傳送愛念到達各地光照四方， 
  你若去尋世上最真，只需信賴基督照耀人群。 
  (你若去尋世上最真，只需信賴基督繼續前行。) 

YouTube 短片：https://youtu.be/Ubo68s_Bp4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