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弗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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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以下文章是译自美国传道
人 THOMAS H. HOLLAND 弟兄所
著 的  SERMON DESIGN AND 

DELIVERY 《传道的设计与传
讲》一书。译者期望能够通过
此书所提及的事项让每一位传
扬神话语以及立志传扬神话语
的弟兄认识到传扬神话语的重
要性以及严肃性,切勿将此事等闲视之,因为晓得“我们要受
更重的判断”（雅各书 3:1）。译者更期待此书能够帮助传
扬神话语的弟兄们晓得其工作的重要性,从而鼓励诸位“务
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后 15:58） 

第一章:讲道必须要准备 
          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出讲道必须要准备的若干原因



以及建立起一种评估讲道准备充分与否的参考标准。 
          早期的使徒们在讲道的形式或内容上不会面对任何的
问题。因为圣灵直接引导他们的传道事工,所以使徒们“就
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
行传 2: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圣灵为使徒们传扬的信息提
供了内容,从而使人可以晓得神的旨意。“众人听见这话,觉
得扎心”为什么?不是因为使徒彼得所陈述的无懈可击的逻
辑或者极具说服力的演讲,而是因为这些人当时面对的是
神。1 使徒保罗如此写到:“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
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
属灵的事”(哥林多前书 2:13)。保罗也曾这些写到:“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
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
的“(加拉太书 1:11-12)。 
          然而,我们必须要明白被圣灵引导明白一切真理之应许
只是针对于使徒们而言的。(参考约翰福音 13-17 章以及马
太福音 26:20)。而那些受教于使徒们的人也需要去教导别
人。保罗曾如此嘱咐提摩太,“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
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提摩太后书
2:2)。 
          今日的传道人们必须查考神的话语从而获取传道的内
                                                           
1 Robert H. Mounce,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New Testament Preaching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 Co., 
1960), P.154 



容。他们必须学习布道学,从而获得有效之布道方式中那些
已经被确认为至关重要的技巧。 对此奥古斯丁曾做过这样
的评述: 

  如今,修辞艺术可以被拿来强化真理或者错谬,谁敢说
捍卫真理之人无需装备自己来抵挡错谬?…… 雄辩之
能力既然可以为二者所用,而且能够在加强是或非的方
面都可以提供巨大的帮助,当那些为非作歹之人利用它
为恶以及无益之事谋求胜利,导致更多的不义和错谬之
事,谦谦君子们为何不加以学习继而使其为行为真理服
务呢！2 

1. 讲道准备之捷径 
          当然,在讲道准备方面也是有捷径可循的。但是我们需
要警惕这些投机取巧的捷径, 加以拒绝而不是利用。 
         首先,在讲道准备方面人可能会走“剽窃/抄袭”之路。“剽
窃/抄袭”顾名思义就是“把别人的工作或者想法偷来充当自
己的”(WEBSTER);把别人的讲道默记下来或者直接拿来充
作自己准备的布道加以传讲之事是极有可能的。但是一位
布道者将通过对于他人所作某些资料的自我学习研究以及
吸收之后,这人不是摧毁了原著的原创性,而是通过此学习将
其加强升华了。 
         其次,在讲道准备方面人也可能走“批判“之路。而这一

                                                           
2 Augustin, On Christian Doctrine, Book IV, (Translated by Shaw,(Vol. XVIII of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52, PP. 675-
76). 



方式完全是消极的。传道者只是将罪,缺点以及弟兄们的不
足之处指出来。而对弟兄们的罪吹毛求疵是不用花太多心
思就可以做到的。传道者们可能会以圣经中所提过的“要责
备人、警戒人”这样的话来为自己的方法狡辩。但是这样的
传道者可能忘记了同样的经文还提到“并用百般的忍耐,各
样的教训劝勉人” 。传道者需要意识到布道在某种意义上是
一种自我心理分析。在其大肆披露呵责弟兄弱点之时,他也
同时暴露出了自己的缺点。传道者需要明白只是议论他人
的错误并不没有任何帮助,除非相应的努力被付诸来激励人
改正这些错误。 
          再者,在讲道准备方面人也可能走“替代”之路,比如,传道
者可能会以重视团契活动的方式来弥补布道讲坛上的不
足。这样的布道者可能会给自己树立起 “个人布道方面强,
布道讲坛上弱的传道者”之美誉。当然,个人布道是领人归
主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是,若传道者以此来代替有效的讲坛
工作,那么失败是必然结果。最终,这样的传道者将会面对信
徒们带着可以从讲坛中得到指教以及激励来过忠实的基督
徒生活的期望,却败兴而归的现实。 
          传道者也有可能变成“左右逢源”的跑腿小弟。这样的
传道者可能会成为所在教会的一名良好的公关人员,从而让
很多人来参加原本 “门可罗雀”之教堂的礼拜活动。但是若
人们被鼓励来参加教会的敬拜活动,而在参加了之后却发现



传道者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挑战,而且也没有让
他们真正获益。那么以后这些人可能还会出席,但那时他们
出席的原因可能仅仅出于对布道者的喜爱或者是对其有几
分敬意而已。这种情况下除了这位明显不安传道者得到自
我膨胀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最后,在讲道准备方面人也可能采取对布道文稿“通篇
阅读”的方式。对于文稿中的所有信息一概诵读。这种方式
会让听众留下传道者没有充分准备的印象。其结果必将是
无法与听众形成共鸣。  

2. 布道必须准备的三大原因 
        “呼召传道”的性质就表明了布道必须要准备的事实。 一
个人若想过舒适生活,那么他就不是被“呼召传道”的。传道
生活绝不是一种舒适生活,因为传道者的生活在精力以及情
感方面都是繁重的。同样地,若一个人要找一份工作少,薪金
高的职业;或者想要达到某种职业地位;又或者是想要逃避兵
役而做此工作都不能符合“呼召传道”这一标准。如果有人
因以上所提及的原因而开始传道工作,那么他将很快发现传
道工作是枯燥的,对于时间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魅力开始慢慢
削减而且薪金也没有吸引力。 
          第一,人因为成为基督徒而被呼召传道。新约圣经明确
教导人被呼召成为基督徒(使徒行传 2:39;以弗所 4:1-3)。
而这种呼召则是通过福音而来的(帖撒罗尼迦后书 2:13-



14)。“呼召(KALEO)” 在新约中特指“那些因听了神福音的信
息而被呼召的人们。”3 
           这种源自福音的呼召同时将教导以及传扬神话语的责
任加在了被呼召之人的身上(马太福音 28:19-20)。主耶稣
吩咐他的门徒去教导那些受浸了的信徒们去遵行主所吩咐
的,也就是去教导人且给他们施浸。 
          被呼召成为基督徒,从而成为基督福音的教师不是某种
神秘,玄妙,无法理解的“呼召”。而是人听了福音之后,相信了
关于基督救恩的真理,悔改了自己的罪并且受浸除去罪(使
徒行传 2:38)。既然这样的呼召是通过福音而来的,那么人
就必须心智上对这个呼召作出回应。而在传道方面一个人
也必须在心智上来指教他人(提摩太后书 2:2) 
         至少有三件事情可以激励基督徒去传福音:首先,他的主
(基督徒所敬重的权柄)吩咐基督徒要如此行;还有,对于灵魂
价值的认识也当促使基督徒去传福音;再者,对于神以及按着
神之样式受造之人的真爱也会导致基督徒想要为主所用去
拯救人的灵魂。 
        第二,传道工作的潜力要求人要有所准备。传道者所处
理的乃是神拯救人的信息,所传的是可以拯救人灵魂的福音
(罗马书 1:16;哥林多前书 1:21)。如果传道者真的相信人的
灵魂比全世界更宝贵,而且深信所传的乃是可以让人灵魂拯
                                                           
3 Joseph Thaye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889),P.321 



救的信息。那么他又怎么会对所传讲的信息之准备工作掉
以轻心或者对于人灵魂的迫切需要而漠不关心呢? 
          再者,传道者所传讲的道理被称之为“一把两刃的剑”(希
伯来书 4:12)。一把锋利之物,人在使用时通常都会分外小
心。而对于神话语漫不经心或者疏忽大意的运用都会带来
巨大的伤害。  
          第三,准备不充分的危害也应当激发传道者对所传之神
的真理做充分的准备。福音,关于在基督里之拯救的好消息
是能够被人歪曲的(加拉太书 1:6-9)。歪曲神福音之人会受
到神的咒诅。而那些信从那些假教训的人也会沉沦(帖撒罗
尼迦后书 2:10-12)。因此,一名传道者也可能因为故意或者
无心地歪曲基督的福音而使自己以及那些听从他的人受到
神的惩罚。 

3. 布道应该从何时开始准备? 
          该花多少时间来准备一篇布道呢?传道者又如何得知
一篇道理是否得到充分的准备呢?一些在社会领域里非常著
名的演说家们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台上一分钟,台下一
小时工”。既然传道者们在主日传道,有时需要在丧礼上布道
以及教导查经班,因此很多传道者可能会觉得一周之内很难
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再者,传道者对于所传之信息的认识
以及传道课题复杂或者简单程度的不同也会相应地影响准
备工作中需要花费的时间。 



         下列的五步骤的标准可能会对一位传道者在评估一篇
布道是否得到充分准备方面有所帮助。符合了下列条件的
一篇道理很大程度来说是得到了充分准备的: 

1) 一篇准备充分的道理必然是依据圣经来发展的主
题。布道必须是基于而且其中充满了“主如此说”的
信息。查尔斯 W. 科勒(CHARLES W.KOLLER)曾如此
说:“所有真实的布道都是基于对“主如此说”的基本肯
定。而这种主张在圣经中出现了大约 2000 多次”。4 

传道者以及听众都需要清楚所传讲的主题与自己的
联系。 

2) 一篇准备充分的道理必然是所应用的经文都是在符
合上下文意思的情况下被查考和讨论的。断章取义
的做法只会导致错谬。忠实的布道者必须是诚实的
圣经诠释者。 

3) 一篇准备充分的道理必然是传道者在阅读,撰写,组
织,做出纲要以及仔细思考了所要传讲的内容之后,
明确知道自己走上讲台之后该讲什么的产物。虽然
布道者没有死记硬背这篇道理,但这篇道理的结构框
架他已经了然于胸了。 

4) 一篇准备充分的道理必然是在布道者对所要传达的

                                                           
4 CHARLES W. KOLLER, EXPORSITROY PREACHING WITHOUT NOTES (GRAND RAPIDS, MICHIGAN:BAKER BOOK HOUSE, 
1962,P.15) 



信息做了诚心祈祷之后的结果(使徒行传 6:4)。倘若
使徒们都认定祈祷在传道事工中的重要性,那么今天
的传道者们如果拒绝神的帮助则实在需要自感惭愧
了。 

5) 一篇准备充分的道理必然是布道者迫切想要与他的
听众分享福音信息的结果。不是不得不说一些事情,
而是有些事情不得不说。源自传道者的热情可能在
潜意识里影响听众从而激发他们也燃起热情来。  

          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没有任何传道原则可以保证传道
者每次都能够成功,但是充分的准备却可以将失败率降到最
低。的确,准备充足与否并不会自动地让一个人成为卓越的
传道者,同样地,没有充足的准备一个人也不会成为优秀的传
道者。据说在强调布道的准备工作方面, 亚述 艾伦(ARTHUR 

ALLEN)曾如此说:“良好的布道离不开精心的准备。它是勤奋
学习以及严肃脑力劳动的成果。没有充分准备就进入布道
讲坛是对会众的侮辱和对造物主的不敬。”5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人
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

                                                           
5 Arthur Allen, The Art of Preaching(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9,p12)  



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前 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