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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人的祝福：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昌盛繁茂

•创世纪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
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世纪 9:1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创世纪 9:7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0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1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神赐福亚伯拉罕的子孙
•创 22:17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
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创 35:11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
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
君王从你而出。（雅各）

•创 48:16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
这两个童子。 ‧‧‧‧‧‧‧‧‧‧‧‧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
养众多。‧‧‧‧‧‧‧‧‧‧‧‧愿他们多子多孙，在地上
昌盛！
（雅各祝福约瑟之子以法莲、玛拿西）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44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02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456&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出埃及記

•1:6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1:7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
满了那地。

•1:11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
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
兰塞。
1:12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
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



•1:16「你们为希伯来妇
人收生，看她们临盆的
时候，若是男孩，就把
他杀了；若是女孩，就
留她存活。」

•1:22法老吩咐他的众民
说：「以色列人所生的
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
里；一切的女孩，你们
要存留她的性命。」

为何要杀男孩，
留女孩？

埃及王如何谋
害以色列人？



灭族



生物最强大的
力量是什么？

繁衍力



COVID-19为何可怕？
繁衍力 扩散遍满全地



群体免疫

•Vaccine

•对病毒產生抗體
•使病毒無法散佈

•產生群体免疫



消灭物种的方法是什么？

使其无法繁衍



新加坡灭蚊行动

• 2020/08/29 〔综合报导〕

• 新加坡采取「以蚊攻蚊」的手

段，国家环境局启用新的蚊子

繁殖设施，预计一周内可孵出

约500万只雄蚊。释放携带「沃

尔巴克氏体」（Wolbachia）的

蚊子以对抗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 感染了沃尔巴克氏体的雄蚊使

雌蚊无法受精，使蚊子无法繁

衍后代。



现今全球
教会的光景

•软弱不振

•兴旺的教会极为少数

•教会合并后，教堂拍
卖

•传统的基督教国家逐
渐离弃神



教会荒凉、基督徒减少、信徒软弱的原因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魔鬼掌权）

•COVID-19聚会受到限制

•世界太诱惑人了

•教会带不出来属灵的复兴

•信徒流失

•受洗者人数很少

•下一代已不去教会了，甚至离弃了神

•老人雕零，教会拍卖



教会的困境
是什麼？

•没有新血的加入

•没有积极地传福音

•传福音的模式没有果效

•基督徒只想“坐而得”，却不想
“起而行”、“出而给”。

•近百年来教会以聚会、内聚型
的牧养模式是否需要改变？

•我们享受在神的恩典中，却忽
视了神给我们的使命

•省思怎样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



我们在这里真
好！

马太福音（耶稣登山变相）

17:1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
地上了高山，
17:2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
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17:3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
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17:4彼得对耶稣说：「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
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对比初代教会的景象
•徒 2:46~47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
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面对逼迫
•门徒四散
•福音因此传开



如今

魔鬼如何滅絕基督徒？



如今魔鬼
如何灭绝
基督徒

使信徒离开教会、离弃神

使基督徒不会传福音

使基督徒不再传福音

造就了一群不传福音的信徒

教會受洗得救的人日漸減少



教会没有能力

基督徒对社会

没有影响力

当面对同性恋议题

Safe School Program

禁止性别压制法案

(The Conversion Bill)



It ignores the fact that biblical values like 
human dignity, equality and freedom form 
the basis of our democracy or that 
Christianity continues to be the dominant 
religion in Australia.

https://www.acl.org.au/cm_nat_schoolcurriculum



对(傳)福音的群体免疫

•人们拒绝福音 •多数教会也不甚关心



物种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频临灭绝



频临灭绝的动物



我們是否忘記了

•不要只是享受教会团契生活的美好

•不要单顾个人灵命成长的自我满足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为了什么？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

救罪人。 （提前 1:15)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

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

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45)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付上无比的代价，
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救恩吗？

世人为何还未得救？



耶稣复活升天前

向门徒显现，

做了哪些事？



耶稣基督
复活后向
门徒显现

差派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父

怎样差遣了我，我

也照样差遣你们。」
(约翰福音20:21)



大使命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

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

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马太福音28:18~20》

耶稣复活升天前给门徒的命令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
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
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
人都悔改。 （彼得后书3:9）



什么是
爱主？

做我爱做的事？

做主喜悦我们做

的事？



真理与策略

真理 – 真理是恒久不变的

策略 – 策略和方法是随着
時代与环境而改变

的



我们传扬他，是用
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
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
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

神面前。

歌罗西书1:28



传福音的策略与方法

1. 教会传统传福音的方式有哪些？

•举办全教会的布道大会

•教会开办福音班、慕道班 ……

•带人至教会或小组参加聚会

•街头、公园发福音单张

•扫街敲门

•个人带领



传福音的

策略与方法

2. 现今教会传福音的模

式有哪些？
•媒體新科技

•微信、Line、

Facebook…

•啟發課程（α Course）

•幸福小組
•……



幸福小组是什么？

•是设计一个适合现时代的传福音模式

•以各个细胞小组为单位，举办的小型福音聚会

•是一个专为慕道朋友开办的小组福音聚会

•以团队的整体力量、有策略的传福音模式



幸福小组如何组成

•一位幸福Leader(福长)及3~5位幸福同工组成
团队

•预计邀请3~7位福音朋友

•教会统一举办幸福同工的培训

•8周亲切的幸福聚会，循序渐进的福音信息



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

•向我们的亲朋好友建立关系
与联系

•在适当的时机提到福音

•邀请他们参加8周的幸福小组

•生命短促无常，给他们机会
得着最宝贵的福音

•预计10月举行



迷茫、无助
担心、害怕

福音



有做有得分
没做是零分



大使命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

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

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马太福音28:18~20》

耶稣复活升天前给门徒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