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的起点与终点：诊断需求与设定目标

乐在教学

第十一课…

单元目标：教学实务

教学的起点与终点

七至十课对学习者的发展与学习原则有了初步的认识，

这堂课开始将进入「教学预备的实务」，
教师该如何有效的预备教学课程，
以便能达到灵命成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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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六课教师在三一神的教学计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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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原本的含意就是「跑道」的意思，
教师就是一个预备道路的人，
帮助学生从自己的起跑点，
沿着课程的跑道，
使他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地。

只是多数时候，当我们与学习者相遇时，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过怎样的旅程经历，
作为教师，我们需要透过诊断来了解，
 学习者的起点在那里？
 如何为他设定阶段性的目标，
让学习者能朝向着最后的目的地迈进？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圣经经常用「奔跑」来描述基督徒的灵命旅程。
在这条灵命的旅程中 是否有一条「跑道」
在这条灵命的旅程中，是否有
条「跑道」，
可以让我们朝向我们既定的目标呢？

在先前认识学习者的分龄发展特征、人格成长的蓝图，
都是在对人类成长共同的特征有所了解。
都是在对人类成长共同的特征有所了解
当针对特定的对象开始预备课程的时候，
也需要针对这群学 者目前的情况有所 解 ─
也需要针对这群学习者目前的情况有所了解
 同样的教学内容，对不同年龄层的传达方式、
传达的程度都会有所不同
 面对同样的年龄层，由于个人的差异，
也可能会对教学内容产生不同的回应
认识学习者的起点、目前的需求是什么，
可以让教学内容更接近他们的生活面。
教师备课的过程，不仅要对所教的内容
有充分的研究与理解（参第六课），
要诊断学 者 需求、学
准备度，衡量
也要诊断学习者的需求、学习的准备度，衡量决定
预备哪些鹰架或阶梯，来支持他们的学习。

壹、诊断学习者的需求
一、一般性的需求识别：
般性的需求识别
人文主义的心理学家马斯洛 Abraham Maslow
曾提到 人有 个阶段的欲望与 求
曾提到，人有五个阶段的欲望与需求…
超越
自我实现
爱与归属感
安全感
生理

是逐步发展的…
人最终的满足乃是
来自超越性的 ─
从宗教或神得到满足。

也许基督徒会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可是 要体谅多数人是活在 实 活的
可是也要体谅多数人是活在现实生活的欲望中，
，
耶稣也用实际的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

二、评估学习者的现况
在教师预备课程之前，
在教师预备课程之前
可以从几方面来评估学习者的现况…
1. 列出这个年龄层的一般性发展特征：
列出这个年龄层的 般性发展特征
心理学在研究人的发展时，
会从身体、认知、社会心理、
道德、属灵需求来进行研究，
 这种区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人性是非常复杂而又彼此相互影响的有机体，
生理会影响情绪、情绪会影响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会影响道德选择与属灵的成长，
这些都彼此息息相关的
如果能理解人性的复杂面，
就不会把所有问题都归诸于单一因素。

我们不能让学生只停留在吃饼得饱，而是要让他
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 信神所差来的
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信神所差来的，
才能带来最终满足的目标（约六26-29)。
透过马斯洛的需求阶梯，可以让我们反省，
学生目前处在什么阶段？
所需要的是生存、安全、爱与归属的需要？
 教会经常传讲爱与归属，让信徒感到很温暖、幸福，
可是只停留在这里还不够，还应该鼓励他参与服事，
发挥神所赐的恩赐，才能获得更大的满足
 如果教会只是追求事工的扩大与发展，
虽然能让信徒得到自我实现，但过分强调功能性目标，
会忽略了与神联合这种超越性的需求
就像启示录以弗所教会，耶稣肯定他们努力为 做 ，
就像启示录以弗所教会，耶稣肯定他们努力为主做工，
可是要他们悔改，回到起初的爱心、与神亲密的关系。

2. 了解这个群体的发展史：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教学，
你需要知道 这群人过去有过那些学习经验
你需要知道，这群人过去有过那些学习经验？
群体学习的氛围？彼此的关系？属灵的成熟度？
 过往的经验往往是学习的资源库，
过往的经验往往是学 的资源库
可以建立在以往的基础上来建造
 过往的经验也可能是学习的障碍
过往
学
障
例如：长期接受填鸭式教育的学习者，还是希望
「老师讲、他们抄」，丰富的笔记就是学习成果；
当老师要求采用小组讨论，
运用过去所学自行搜集资料，
经过自己的思考判断来做结论时，
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抗拒或不适应。
要解除这种 往学习模式，需要很长 段时间，
要解除这种过往学习模式，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从囤积式的学习，转向批判反思为主的提问式学习。

3. 了解学生的个别差异：
 透过家庭访问、个别约谈、
与学生一起休闲运动，
学生在游戏中的表现，
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一手资料
 简单的问卷、学生的自我介绍，
也可以帮助老师认识学生的独特性
每个人的天路历程都是独特的，
 越了解个别学生，
越能进行教学的个别化
 让个别学生的资源，
可以贡献于整个班级的学习

四、教师的美德：聆听，
不但是学习者的美德，更是教师的美德。
但是学习者的美德 更是教师的美德
有时我们不一定能在上课前，
能够对学 者的现况有所了解 因此
能够对学习者的现况有所了解，因此
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不断透过发问，
聆听学习者所表达的
看法、眼神、表情、身体语言，
来对学习者进行诊断，
以了解他目前的身心灵状态、对学习的反应。
聆听也包括在神面前的聆听，
不论为学生个别祷告、在课堂中的默祷，
 圣灵陪伴在学生身旁，成为他的保惠师
 我们也用祷告陪伴在他们身旁，
我
祷
伴在
身旁，
成为他们的代祷者与聆听者

三、学习的准备度：学生能够、也愿意来学习。
1 能力：智力与过往的经验是否
1.
能力 智力与过往的经验是否
已经让他足以进入这门课学习。
有 教会 者学 会
有些教会或者学校会设立门槛，比如：
先经过测验、上过某些课程，然后进入这门课。
2. 意愿：学生的学习动机，
他上课是出于自己的渴望、或他人的决定 ─
可能父母帮他报名、朋友的邀约，才来参加课程。
 教师需要帮助这类学生，把别人的意愿
转为自己的学习意愿，才会有良好的学习效果，
否则很可能他会影响课堂的教学
 个别关怀这类的学生，是很有帮助的，
 帮助他反思自己的动机
帮助
机
 因为老师对他的关注而得到更强的动力

贰、设定层次分明的教学目标
一、为何目标这么重要：正中靶心、还是乱枪打鸟？
为何目标这么重要
中靶
还是乱枪打鸟
美国的教育学者杜宾博士说：「明确的目标，
可以使教师获得别人的信任和合作精神，
使教 获得
合作精神
教师由于他的职责而成为领袖。
领袖最简单的定义：一个有目的的人。
缺少目的，或许能挑起情绪、吸引注意、演说有力量；
可是不久会被弃绝。许多教师为甚么学生离开他…
很可能因为学生发觉他的领导无方。
没有目标的老师，必然是失败的老师，
他 直在教导 些模糊不清的观念，
他一直在教导一些模糊不清的观念，
学习者不明白他说了什么、该如何回应。
教师在教学开始 就确实知道他要得到怎样的果效
教师在教学开始，就确实知道他要得到怎样的果效，
那他就能把握明确的教导方向了。」

二、如何设定层次分明的课程目标？
1. 与教会整体课程、事工目标配合：
 从慕道、初信，针对信徒提供不同阶段的课程计画
 教师在备课开始，对教会整体、事工目标有所了解，
就知道所教的课程与教会其他课程的关连性，
让你的课程成为整体课程的一部份
2. 考虑对学生所产生直接的学习果效、间接的影响，
考虑对学生所产生 接的学习果效、间接的影响，
教学目标包括显性的目标、隐性的目标，
A. 显性目标：藉由查考马可福音，使学生明白
作主门徒的真谛，培养作主门徒的生活习惯
B 隐性目标：
B.
˙体会学习圣经的趣味，去除对查经的恐惧感
˙藉本课程教导归纳法研经的技巧
˙经由本次教学，预备学生进入服事的装备

4. 设定单课目标：
单 目
老师有如船长要负责掌舵，
船 航行在应有 轨道。
让船只航行在应有的轨道。


制定准确的教学目标，
可以让教学的方向
不会因为一时兴起的分享、
学生的提问 岔出轨道
学生的提问，岔出轨道



这是教师掌握课程的依据，
也让教师可以很具体的评量
评
学生是否达到学习的成果

3. 设定单元目标：设定目标有如登山，
在整季课程设立阶段性目标 来进行阶段性的评估
在整季课程设立阶段性目标，来进行阶段性的评估，
可以将几堂课形成一个单元。
单 教学的好处
单元教学的好处，
能将相关的课程彼此连结，来强化学习目标。


经卷课程，可以根据圣经本身分段进行单元的规划，
例如：创世记经常被分成
一一至十一章 人类历史四件事
十二至五十章 选民历史四位族长

乐在教学单元规划：
一一一至六课
至六课 让教师了解在三
让教师了解在三一神教学计画的角色与任务
神教学计画的角色与任务
一一七至十课 教师对学习者应有的理解 ─发展与学习理论
十一至十七课
十
至十七课 教学实务
十八至二十课 教师的专业成长与终身形塑


叁、教学的目标描述我们所期待的改变
先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二章 彼得五旬节讲道，
当他讲完道之后，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
彼得说：「你们众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 得赦 就必领受所 的圣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徒二37-38)
于是，众人照着去行，就产生
第 个信徒的群体 ─耶路撒冷教会。
第一个信徒的群体
耶路撒冷教会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三方面的改变：
一、认知的改变：听见彼得所讲的道，得到新的事实 ─
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基督了。
新的事实使他们感到震撼：以为自己在做
对的事情，没想到却是在敌对神的旨意，
因此，他们反省自己的作为、产生扎心的结果。

1. 认知的改变：
因新的资讯输
因新的资讯输入，让他们形成新的理解，
让他们形成新的理解
根据新的理解的来衡量、评估自己的行为，
发现自己的认知与神的认知有差距 因而带来
发现自己的认知与神的认知有差距，因而带来
认知的失衡，产生新的洞见 ─ 属灵的光照，
 新的资讯促使原本的认知（世界观）瓦解，
需要用新的认知（世界观）产生平衡
 在这认知改变的过程，学习者经历了
事实、理解、批判、反思、观点的转移
这种认知的转变正是圣灵的工作 ─
只有圣灵能参透万事，
 使人能看见神做事的方法
 使人看见真理对生活的含意，
使 看 真 对
含意，
知道该如何回应神的旨意

二、情意的改变：包括情感、意志二方面，
情感是感觉 情
情感是感觉、情绪、态度，意志包括价值观的判断与选择、
态度 意志包括价值 的判 与选择
最后带来委身与决志，这是行动的前导。
扎心是良心功能的反应，这群人原本对耶稣受难是麻木的，
心 良
能
甚至是耶稣受难过程的支持者，原本硬心的，
但当属灵认知被光照，看见自己的错误、
良心受责备，因此渴望用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1. 属灵成长的过程中，必然包含情感与意志的层面，
藉由情感、意志的转向，才能自然产生行为上的改变。
这部份长期以来是许多教师所忽略的，
 认为只要提供正确的教导（知识），
供
导（
），
圣灵就会让人自动产生行动
 使用道德、宗教劝说，
督促信徒的良心，让他们采取行动

2. 认知改变遇到的障碍：同样的教学，对某些人
却未必达到属灵的理解 反而会固守原本的认知
却未必达到属灵的理解，反而会固守原本的认知，
 教导者的用词没法被理解、内容缺乏条理、
逻辑性，都是教师可以去克服的
辑
都是教师 以去克服的
 有些障碍必须倚靠圣灵的工作才能突破，
神的真理符合神的属性，未必适应人理性的原则，
例如：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
得生命的反倒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
 有些真理与属世的价值观产生冲撞，思想与理性上的
属灵争战，需要众多的祷告、护教工作才能克服
林后十4-5
林后十4
5 我们不凭着血气征战，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 概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

如果没有情感上的悔罪、灵性中对圣洁深度的渴慕，
即使有时外表有所改变 但内心却可能产生
即使有时外表有所改变，但内心却可能产生
情感的压抑与意志的冲突，因此常有
「 志 善由得我
「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困境，
出来由 得我」
境
甚至变成伪善的基督徒。
要在人心中产生态度与价值观的转变，
不是单靠口头的说服，需要藉由榜样与同行。
保罗勉励腓利比教会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意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腓三17)
教师自身行道的见证，往往能鼓励学生做同样的尝试，
教师心灵的挣扎、选择的冲突、失败的经验，
就能让学生感到安心与放松，
因为他们知道教师跟他们 样，
因为他们知道教师跟他们一样，
是成长道路上的同行者。

2. 情意改变的障碍：
福音派教会可能过于看重理性 忙于服事主
福音派教会可能过于看重理性、忙于服事主，
往往对于情意的学习非常忽略，
甚 有
甚至有些人可能觉得情感是危险的。
觉得情感是危
爱德华滋《论宗教情感》特别详细的审视情感，
主张「正确的情感乃是
有效基督徒信仰的主要证据。」
基督徒需要学习去体会自己的情感反应，
并为这些情感命名。
在诗篇中，充满了各类情感的辞汇，
诗人诚实的向神表露心中各样的情感，
包括：恐惧、忧虑、郁闷、惊慌、
愤 、哀 、痛苦、 呼、喜乐、
愤怒、哀伤、痛苦、欢呼、喜乐、
感恩、赞美、得胜、平安、幸福、…。

4. 有时基督徒对于顺服有着过高的期望，
甚至会鞭策自己意志 去达到真理的要求
甚至会鞭策自己意志，去达到真理的要求。
圣经勉励我们 ─
靠圣灵行事，而不是靠肉体行事。
 对真理的回应 ─ 顺服，并不是一步登天
 当我们在回应真理时发现到自己的无能，
就是提醒我们应当倚靠神
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
内在产生对神的感恩与敬畏，
就能甘心乐意的来回应神的期望。
腓三16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3. 关乎是否接纳自己的本相？
基督徒内在的罪咎感 自卑感 优越感
基督徒内在的罪咎感、自卑感、优越感，
会让人对真理有不适切的回应。
追溯这些不适切的回应，
适切的 应
 是否来自对神的本性不够认识，
以致会想在神面前隐藏自己
 或把改变的焦点指向他人、归咎于外在环境
对于心灵上有着厚重外壳的人而言，
有时圣灵会给我们当头棒喝，
也有时会用很柔和的方式，揭开外壳，
看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
在情感上的扎心与悔改，能让心灵被炼净，
致于在神的爱中进深，就更容易
以致于在神的爱中进深，就更容易
回应神的爱，也就是意志上的顺服。

三、行动的改变：悔改就是转变方向，
从心意的转变、情感的转变、行为的转变。
意的转变 情感的转变 行为的转变
 知道在什么样的处境、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反应
 让悔改的行动能持续，养成新的属灵习惯，
悔
持续 养成
属
习惯成为本能，成为人格的一部份、也就是品格，
而最后目标乃是效法基督的样式
行动改变的障碍：我们的所是产生我们所行，
而不是我们所行说明我们所是。
使我们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三17）
弗二10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

造成的 使我们能行各样的善
造成的，使我们能行各样的善。
一切行为的改变乃是来自内在的改变，
而非藉由外在的行为来说明我是怎样的人。

对于基督徒行为上应有的改变，
 我们经常会从日常的讲台教导
我们经常会
常的讲台教导
得到一套固定的行为规范
 没有去深思如何在不同的
有去
何在
生活处境中去活出信仰的精义
这是属于基督徒伦理学的层面。
学
在基督徒的团体中，应当时常彼此讨论 ─
如何具体的行善，而非流于属灵口号。
行为的改变也需要动力
行为的改变也需要动力，
这个动力来自于基督徒群体的
彼此代祷 问责
彼此代祷、问责。
我们需要有属灵同伴
来帮助我们激发爱
来帮助我们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勉励行善

总结：学习爱神与爱人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
可十二30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尽心 heart ─ 整个心灵归向神
 尽性 soul ─ 尽意志、情感去遵行他的道、
守他的诫命
 尽意 mind ─ 用各种的思考、知识、智慧
寻求他 明白圣经的话语
寻求他，明白圣经的话语
 尽力 strength ─ 用身体、手脚，用行动来服事主


设定教学目标，正是指引学习者
在生命的每个领域去回应神的真理，
 这种回应就是目标
 需要在认知、情意、行为，设定
，
教学目标，向学生指出学习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