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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的选择与应用教学法的选择与应用
近年来对教学的讨论，越来越发现教导不在于技巧与方法，

而是教师的人格影响，这并不会否定教学法的合法地位，

所谓「戏法人人会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了解为何要使用这些方法、这些方法的优缺点，解为何要使用这些方法、这些方法的优缺点，

与如何运用这些方法是同样重要。

壹 耶稣的榜样：因应不同对象 环境 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壹、耶稣的榜样：因应不同对象、环境，采用不同的教学法，

约翰福音描述耶稣在面对文士与法利赛人时，

极具争论性 针锋相对 经常采用长篇大论极具争论性、针锋相对、经常采用长篇大论，

他非常了解拉比的论证方式，

针对这群高度了解律法的知识分子针对这群高度了解律法的知识分子，

采用理性思辩的方式来说服他们。

就像保罗在希腊学术之都雅典 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就像保罗在希腊学术之都雅典，也采用类似的方式，

在亚略巴古发表福音性演说（徒十七章）。

耶稣面对加利利海边的群众，他们所关注的是人切身的需要，

耶稣使用许多比喻 故事 让他们容易记忆 反复思想耶稣使用许多比喻、故事，让他们容易记忆、反复思想、

探究属灵意义；还有许多短句格言，让他们口耳传诵。

比喻借用生活实例，是一种解除心灵武装的解释方式，

也间接把真正渴慕真理的人与好奇的民众区隔开来。

门徒进一步要求耶稣解释比喻，主动探问的态度，

让耶稣开启了新的教导、进入到真理的深处。

耶稣也挑战门徒日常生活接受信仰的考验 ─

 打发去传道，从服事中体会神国(福音)的权能

更多时候，进行个别或小组教学，

像是让他们回答：「人说我是谁？」

或带领他们进入变像山的神秘经验。

针对不同的对象 听众的理解力 灵命程度针对不同的对象，听众的理解力、灵命程度，

运用合适的教学法，是老师需要操练的技能。

贰、教学法的分类

一、教师本位 ─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

1. 演讲法：组织纲要调理分明，严谨的结构，

讲述时，能重复提醒大纲，以便前后连贯。

2. 说故事法：比演讲法更能带来情绪的投入，

适合所有年龄层，

能透过想象力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像耶稣的比喻，

能让人认同、或不认同故事中的角色，

也能让人反思。

教师为中心教学法的优点教师为中心教学法的优点：

 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资讯内容

教师可以掌握教学的进度 教师可以掌握教学的进度



教师为中心教学法的缺点：

往往是教师唱独脚戏 掌控教学 往往是教师唱独脚戏、掌控教学，

学习者没有参与的机会，容易造成聆听疲乏。

弥补这种缺点的做法弥补这种缺点的做法，

˙教师加强在演讲、说故事当中，

增加学生参与的机会

˙演讲时采用辅助的视听媒体，

把抽象的内容或者圣经的背景，

像是地图、圣地的文物、风俗具象化

˙说故事时，搭配绘本、玩偶、法兰绒、音乐、游戏

忽略学生的个别差异，

˙教师演讲时，加强与学生目光的接触、

注意学生的反应，适时的提问意学 应， 时

˙在课后评估学习者的接收程度

二、群体互动性：强调班级是群体的关系，

真理是在参与者的互动中所产生真理是在参与者的互动中所产生。

1. 问答讨论、小组互动式：较静态，包括

座 个案 荡小组座谈、辩论、个案讨论、脑力激荡、两人小组…
建立小组的群体动力，发挥合作学习的功效，

也会透过小组竞赛来刺激学生积极的投入

老师事先预备好要讨论的题目，

甚至由小组设计问题，彼此问答

提问是引导学生自己发现答案的教学方式，

提问技巧非常重要，尽量问开放性的问题 ─

˙分享真实的感觉、想法，不是是非分明的问题

˙问刺激思考、而非记忆事实的问题，

带来反思、生活关连，而非知识理解层次带来 、 关 ， 非 解

˙提问中容许学生沈默，避免自问自答

设计问题时，需要有层次感，

第 个层次事实性的问题A. 第一个层次事实性的问题：

针对事实的情节，

同学只要透过观察经文就能回答同学只要透过观察经文就能回答。

像是六何 ─ 何人、何事、何地、

何物、为何、如何的问题

例如：约八 有罪的女人

在什么情况下被带到耶稣面前？

B. 感受性的问题：

让学生感受故事中人物的感受、当时场景、

可以带来联想与假设性的问题。

有罪的女人在群众围绕耶稣时，可能在想什么？

她对群众、耶稣的反应有何感觉或想法？对群众、耶稣 应有 感觉或想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学生可以设身处地去联想…

C. 解释性、价值澄清的问题：

建立故事与生活的关连性 厘清问题 做出比较建立故事与生活的关连性、厘清问题、做出比较，

或从不同角度切入，刺激学生颠覆原有思考，

强化讨论的密度与张力 例如强化讨论的密度与张力，例如：

跟有罪女人犯奸淫的男性也在场，会有什么反应？

被耶稣赦免的女人，是否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D. 应用性的问题：

将真理加以应用，带来一些洞察 ─ 经由讨论

你发现什么，如果照着去做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

例如：从耶稣的赦罪中，可以经历什么样的自由？

我们该如何运用这样自由？

发问当中老师需要提供讨论规则：

勿集中某几位同学 时间限制 帮助分工勿集中某几位同学、时间限制、帮助分工，

设立记录、报告讨论结果，设立观察人



2. 互动性 ─ 经验学习
从实践到理论 再进入实践的循环成长模式从实践到理论、再进入实践的循环成长模式，

老师提供一种经验、操练、关系的环境，

学 参 在 中 让学生参与在经验过程当中

 帮助学生反省这个经验，

把所学加以内化
经过操练所学的洞见与技能，再次

投入真实的生活处境，产生真实生命的改变

在使用经验学习的重要原则：

A. 老师需要善加架构学习经验

B. 经验的反思才是造成学习的重要元素

经验学习的教学法包括：

角色扮演 模拟 戏剧 游戏角色扮演、模拟、戏剧、游戏、

个案研究、体验学习。

经验学习包含四个步骤：

亲身体验 投入在 个经验中 模拟 角色扮演A. 亲身体验：投入在一个经验中 ─模拟、角色扮演、

实际生活情境，自动回应在处境中的反应、行为模式

经验的反思 背 前 法 感受B. 经验的反思：思想背后的前提、想法、感受？

藉由小组或同伴的分享、群体动力的学习活动，

我
A

分享在经验中我的体验是甚么…
认知感官 ─看到、体会，情绪 ─感受、察觉，

BD

意志 ─想要有什么改变，行动 ─打算怎么作

C. 形成原则：从反思中，决定未来的方向与行动

C

D. 实际操练：根据新的原则体会，投入在经验当中，

实际的尝试，进入到新的学习处境当中

经验学习经常是在群体互动的过境中，

学习者可以伸展触角，观摩别人的体验，学 者可 伸展 角， 摩 体 ，

培养对这个学习经验的敏感度。

3. 互动性学习的优缺点：

合作或竞争的学习A. 合作或竞争的学习：

把学生根据同质性或异质性分组，

透过彼此协助达到个人学 的成效透过彼此协助达到个人学习的成效，

 透过学习能力有差异的同学彼此帮助，

达到团队的目标

 增加学生人际关系的能力

但要注意，在团体中容易被忽略的同学

有时会采用小组竞赛，去刺激学生积极投入团队，

但造成小组间冲突，需要与合作学习交替使用。

B. 不能因为趣味而采用游戏或体验学习的活动，

 游戏新奇、有趣，会产生递减的效果

 所有经验必须有反思的过程，所有 有 程，

才有可能真正产生学习效果

三、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

适合已经拥有相当学习能力的学习者适合已经拥有相当学习能力的学习者

教师扮演的是督导、教练、提示、

指引学 资源 辅助性角色指引学习资源，辅助性角色

1. 发现学习法：

学生主动搜集资料，解决问题，

像专案研究、探究式学习、解决一些问题

2. 设计教学法：

共同参与创作，如专题海报、共同参与创作，如专题海报、

企划福音行动、主持晚会，

完全在于学生自己规划、设计、执行完全在于学生自己规划、设计、执行

也需要在事后有经验反思的过程，

更加强学习效果。



叁、选择教学法的原则
依据教学目标一、依据教学目标：

知识的获取
演演讲、小组讨论、团体讨论、倾诉团体、

回应讲座、主题演讲、研讨会、倾听团体

启发思考
个案研究、游戏、情境练习、辩论、

探究教学、问题解决、批判思考

实作取向
实作示范、模拟、尝试错误、技巧练习、

发表教学、设计教学法

情意陶冶与价值取向
角色扮演、模拟、团体讨论、欣赏教学、

故事叙述、比喻分析、游戏练习、经验学习

二、根据学生特性：年龄、智力、学习程度

1 参与度的不同1. 参与度的不同

高度参与：游戏、模拟、团体讨论…
参与中度参与：

倾听、角色扮演、故事、观察…
度低度参与：演讲、小组讨论、研讨会、示范…

2. 学习风格
教师的教学若能配合学生的学习风格，

会达到更好的成果。

 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风格，

让他们在学习时更有自信

 透过不同的风格扩充本身的学习习惯，

可以学习他人的学习风格可 学 学

让课堂成为彼此学习、团队合作的场合

学习风格的类型
想象/感官 感受型想象/感官 - 感受型
特征：喜欢与人互动，看重人际关系，

重感 奇 爱重感性，充满好奇心，爱发问

动机：我为什么要上这堂课？强调意义

活动活动：群体学习、角色扮演、专案

分析/直觉 - 思考或理解型
特征：希望老师是资讯提供者，

可以安静坐着，分析、过滤资讯，

追求完美、正确的答案，

在做决定时，希望获得完整的资讯，资

喜好理性。

动机：我需要学些什么？强调内容机 我需要学些什么 内容

活动：演讲、阅读、逻辑讨论、辩论

务实/感官 - 思考或精熟型

特征 喜欢测试理论 解决问题 完成任务为 标特征：喜欢测试理论、解决问题，以完成任务为目标，

善于处理实际存在与切身有关的问题，

合 作 是理论配合操作，信心乃是动词。

动机：我如何运用所学习的东西？强调实验

活动活动：训练、示范、练习、动手操作

动力/直觉 - 感受或自我表达型

特征：冒险家，喜欢在学习过程中的行动，

不喜欢单向逻辑作出结论，试试看不同的可能性，

喜欢尝试或发明新点子。非常具有感染力。

动机：我怎样推陈出新？强调创新

活动：艺术性活动、开放讨论、脑力激荡

针对学习者学习风格来设计教学活动针对学习者学习风格来设计教学活动，

有助于教学效果、让四类型学生都有发挥的机会。



3. 霍华德‧加纳 Howard Gardner 多元智能理论：

现今社会过于强调语文 逻辑的认知方式现今社会过于强调语文、逻辑的认知方式，

以致忽略其余的认知方式，智能是指

境 每个 都有 种学 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八种学习能力，

有些较强，有些较弱，强的可以帮助弱的

学 活动 多 能每种学习活动都是多种智能的运用

˙语言智能：使用语言文字，如：朗读诗篇

˙逻辑数理智能：了解因果关系，操弄数字，

如：分析诗篇的结构律、平行体

˙视觉、空间智能：表达空间、影像设计，

如：用图画或雕刻表达诗篇的意象

˙音乐智能：音乐思考、听、辨识、

记忆、操作音符或歌曲的能力，记忆、操作音符或歌曲的能力，

如：运用经文编一首歌、选择与这个诗篇有关的诗歌

˙肢体、动觉智能：使用肢体解决问题、制作物品，

如 把这个诗篇表演出来如：把这个诗篇表演出来。

˙人际、社会智能：了解别人、处理与他人有关的能力，

语与非 语沟通 对别人的动机 情感比较敏感口语与非口语沟通，对别人的动机、情感比较敏感。

如：将诗篇与类似处境的人分享。

能 解 我˙内省、直觉智能：了解自己，认识自我的能力。

如：运用诗篇来进行默想、灵修。

˙自然探索智能：分辨生物、非生物的能力。

如：观察诗篇中大自然背景，在什么环境读这篇诗？

˙1999 第九种 ─ 存在智能、属灵智力：

思考终极关怀与意义，处理生命、

宗教、历史与古文明的意义能力。

如：诗人怎样面对生死、生命 终的目的与意义？

多元智能是属描述性的，学生的学习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三、根据教师教学风格、擅长使用教学法：

有 份「教学风格」的调查表有一份「教学风格」的调查表…

阐述型教导 探就式教导阐述型教导 探就式教导

教导者主动的安排与计画， 让学生寻找资料、
以课程内容为学习出发点

教师为学习过程的中心

解决困难、回应问题

将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师为学习过程的中心，

教师控制学习的过程

将学生的学习活动
放在学习过程的中心，

老师与学生一起控制教师控制学习的过程、

目标、内容、方向、

进度与评量

老师与学生 起控制
学习过程、目标、内容、
方向 进度 评量的权力进度与评量

真理从学习者以外的

方向、进度、评量的权力

从学生的理智思考、经验、
外在权威来建立 价值判断来决定真理

四、考虑实际问题
1 可以使用的教学时间1. 可以使用的教学时间：

作好时间分配

2. 场地、班级人数：

 大班、小组？课室空间的大小、

可移动的桌椅设备，根据状况做调整

大班教学似乎采用演讲法是最适合的，

老师还是可以设计若干环节，

让大班也产生小组的果效

3. 预备辅助教材的时间与经费：

有些教学法需要运用辅助媒体，如：有些教学法需要运用辅助媒体，如：

影片、模型、展览，游戏道具，

都需要考虑预备教具的都需要考虑预备教具的

时间、预算、技术的配合



肆、使用教学法应注意的原则、态度
变与不变 根据实际的需要采用一、变与不变：根据实际的需要采用，

 不要为了想求变化而使用不熟悉的教学法

教学 带来 鲜感 是教 自我突破 会 新的教学方式带来新鲜感，也是教师自我突破的机会

让学生在课堂退缩，是因为没有被赋予正面的价值，

让学生感觉被重视，比使用很多的教学活动要更好。

二、教学法是工具、是教师的延伸，不要主客易位…
特别老师在选择辅助媒体要非常谨慎，

 要注意是否能烘托主题、还是转移教学的重心

 在媒体传播过剩的时代，学生的注意力被严重分割，

对深度思考或批判的理论或内容，造成不利影响

利用课堂的时间，让学生的感官获得休息与净化、

心灵学习专注，才能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心灵学习专注，才能提升他们的学 能力，

让他们产生更深度的学习经验。

三、教学是生命影响生命： 一项研究调查询问 ─
什么样的老师是学生 中的好老师什么样的老师是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

这些老师的教学法都不一样，各有其擅长…
致性都愿意 学 在 热情一致性都愿意与学生同在、充满热情，

对所教的主题认同、关注学生、有某种伟大的心灵

真实 直 致是真实、正直、表里一致的人，不是说没有缺点，

而是不隐藏自己的缺点，不假装自己是完全人

真正带给学生的影响，就是活的道 ─ 如何活出自己，

 教师是个怎样的人，永远比方法更重要

学生期待看见什么？发现教师与神之间关系的秘密，

以此开启他们与神关系的秘密通道

所有的属灵追求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 让神回到

我们心灵中专门被神保留 专属于神的宝座我们心灵中专门被神保留、专属于神的宝座，

这才是带来我们心灵最大的满足与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