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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在备课中要花许多的工夫，
在教学时会经历许多风险
许多 险 ─
不知道所预备的课程，是否真的可行、
对学习者的奔跑天路有帮助？
可是，仍然对这样的事奉乐此不疲，
希望一次比一次更符合神的心意，
让我们透过这个过程来效法基督。
要让我们的教学精益求精，
在这堂课要分享的就是
「教学的评鉴与反思」。
这是一个比上许多教学课程、
参与一些教学工作坊
更有效的一种学习方式。

从这堂课开始，将进入这门课的
最后一个单元
最后
个单元 ─ 教师的持续成长与塑造。
教师的持续成长与塑造
如果把教导看作基督徒生命中的呼召，
因着这个呼召 我们透过教导参与在神的救恩计画
因着这个呼召，我们透过教导参与在神的救恩计画，
就需要知道如何持续的在教导的事奉中成长，
 目的不在于获得证书、
目的不在于获得证书
累积教学资历、取得肯定或成就感
 而是向主负责，因为祂把教导职分托付给我们
而是向主负责 因为祂把教导 分托付给我们
尽管在教学中，我们只是圣灵的助教，可是在
预备教导的过程，有许多发挥可以创意和努力的空间 ─
 与不同的学习者互动，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
 更多机会经历神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

壹、重新思考教学的评估与反思
「评估」对许多人而言 都 是很 面的字眼
「评估」对许多人而言，都不是很正面的字眼，
落入由他人为我们的表现打分数的景况中。
在教育界也渐渐在转移评估给人的负 印象 ─
在教育界也渐渐在转移评估给人的负面印象
鼓励人从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评估，
或采用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来进行评估。
对评估的方式，会尽量避免强调分数或等级，
 更多兼顾学习的过程与结果，因应不同的
学习目标、采用多样式的方式来评量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而非以教师为中心
 强调跟自己比较，而非与他人比较
重点是在于发挥评估的教育意义 ─
让评估成为下 次学习的动力，
让评估成为下一次学习的动力
带来终身学习的果效。

评估在教学中仍有其必要性，
经由评估 对先前的学习活动进行反省
经由评估，对先前的学习活动进行反省，
回想先前的教学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
以致不是盲目往前冲，而有修正调整的机会。
是盲
前冲
有修正调整
会
评估就像圣经中安息的意义，
 安息日让人停下工作脚步来亲近神，享受工作的成果
安
 安息年让土地得到修生养息的机会
评估就像安息一样，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要的。
一般教师如何进行教学的评估？
一、根据教学目标来进行评估：
老师在预备一堂课的一开始，就已经在考虑评估。
十一、十二课谈到教学的目标、起点、终点，
师为
教学 有明确 方 ，
老师为了把握教学能有明确的方向，
一开始就为学生设定学习的目标、果效。

因此，还是建议初学者中规中矩照着这种方式来学习，
因 学 设定目标 按照步骤来组织教学过程
因为学习设定目标、按照步骤来组织教学过程，
对老师是很重要的思想训练、聚焦圣经的思想脉络，
而且事先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模拟。
当然教学不是制造业，虽然事先有缜密周详的计画，
在生命与生命相遇时，一定会有意外、惊喜、惊慌，
 有周详计画的老师，比较有余裕去应变
 毫无计画的老师，整个教学过程都是意外，
一切都不曾在计画中，要不断的应变
在备课的过程中，宁可建议老师「宽备窄用」─
有周详 计 、
有周详的计画、两三个备用的方案，
个备用 方案，
以便可以视情况选择采用哪一个方案。
对于基本功非常熟练的老师，运用得出神入化，
也就真的能体会教学真是一门卓越的艺术。

因此我们设法订出认知、情意与行动的目标，
以便可以从学生的改变中 看出学习的成果
以便可以从学生的改变中，看出学习的成果，
 教学目标就是从评估学习成果的角度来设立的
 要求尽可能用量化、具体的用词写出学习指标
求
量
出学
不过这种做法，近代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太过制式化，
好像是企业、工厂的目标管理，
一开始就设定预期的目标、设定学习的内容，
要求有设定的成果、把教学当作制造商品。
认为真正的教学「应该是一种艺术，过程当中要有
意想不到的生命交会，要有悬念和惊喜的成分，
唤醒人某些将来才会明白的事情。」
这种说法当然非常浪漫、很有魅力，不过，
在学 教学 开 ， 果 有 供
在学习教学一开始，如果没有提供人
奔跑的跑道，很可能让人迷失在沙漠中。

二、根据教会的异象、发展目标来进行评估：
信徒的灵命成长是 条漫长的天路旅程
信徒的灵命成长是一条漫长的天路旅程，
很难从一堂课、一个面向来加以评量。
有些教会根据信徒灵命成长的 向 提供评量的项目
有些教会根据信徒灵命成长的面向，提供评量的项目，
像美国马鞍峰教会，主张健康的教会
 需要发挥平衡的五方面功能 ─
团契、成长、服事、宣教、敬拜
 把五项功能用来贯彻、衡量小组与个人的
健康程度，每项功能下列出若干描述，
让信徒衡量自己这五方面的健康程度，
不好、…、非常好，也就是五点量表
这也是一种可以让信徒自我评量的做法，
在评量之后，信徒还是要思考
在评量之后，信徒还是要
考─
如何在强项持续的成长、在弱项去加以补足。

三、从评估到反思：
由于人性的多变 复杂性
由于人性的多变、复杂性，
教育界进行教学评量时，发现
 认知与行动的衡量，
衡量
是比较明显而容易做到的
 情意的评量涉及态度、感觉、内在自我的选择，
很不容易直接透过量化的方式来衡量，
必须运用质性的方式来衡量，
或运用反思来达到改进教学的目的，
这样，对接下来的学习更有帮助，
也更加符合人性化
什么是反思？美国教育学者杜威提到：
「反思乃是主动、持续、关怀的考虑我的信念，
反思
动、持续、关
考虑我的信念，
以及支持这个信念的知识形式，它想达到的结论。」

贰、引导学生进行反思
一、自我的评量与反思：
自我的评量与反思
积极学习的学生都渴望获得老师的指导，
以便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还有什么需要改进？
道自
有
进
这类的学生，「师徒」的带领会很有帮助 ─
客观的帮助他们，藉由示范、演练，
让他能掌握自己的学习进度与成果、持续成长。
在教会的教育，不太会用学校所用的客观评量方式，
而比较尊重各自的旅程进展，
鼓励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跟自己来比较，
比较符合「成人教育」的原则。
但与其注意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教师更需要让学生反省
教师更需要
学 反省 ─在这段
在 段
学习历程中，神如何在他生命中工作？

在生活中，我们因为知觉到一种处境、就产生思考的行动，
 但多半时候，都是以非反思的方式
但多半时候 都是以非反思的方式 ─
基于习惯去反应处境，
或把这种处境与意义，视作理所当然
种 境 意
作
 有时当我们发现惯常用的反应或判断
不能解释现有的处境、或解决现有问题时，
就会重新思考 ─ 我对处境和学习者的判断
是否正确？背后的假设是否出了问题？
这种对于过程、前提的反思，
会让我们对自己、对学习者都有新的认识与发现，
对教学进行反思会带来教育的改革，
也能促进心思意念的更新。
由于反思对于人的学习与成长有如此重大的影响
由于反思对于人的学习与成长有如此重大的影响，
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如何进行教学的反思？

耶稣会创办人罗耀拉
擅长运用反思 省察 来督促个人灵命成长
擅长运用反思(省察)来督促个人灵命成长，
他在《神操》中提到 ─
反思 省察 不是去想我做错了什么
反思(省察)不是去想我做错了什么，
而是去思想神是怎样的一位、祂做了什么？
 如此，可以把目光从自己、
转移到神的身上
 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去改正错误、
产生创意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为了这个缘故，教师在设计作业的时候，
除了知识性的学习要求外，
可以更偏向「反思性」的作业 ─
顾
学
程，
让他们回顾自己的学习过程，
写学习日记、定期的退省(事后自我反省)。

二、同侪反思 (焦点群体)：
「焦点访谈」是运用群体的方式来反省学习的过程，
「焦点访谈」是运用群体的方式来反省学习的过程
可以让学生一起分享教学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
例如：在一次教学结束后，我运用焦点访谈的方式，
让同学分享对哪一堂课印象深刻、
感觉自己的生命被挑战？
结果让我非常惊讶 ─
在这样的分享场合，我才知道
有一位同学正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
就让我看见
 圣灵如何在那时保守了我，
没有误判情形，做出不当的回应
 同学之间彼此支持与鼓励，
学 间
支持与
，
远胜于我所能提供的知识与指引

叁、教师的教学评估与反思
一、教师对教学的省思
教师对教学的省思
1. 课后教学记录：
在
在课后记录课堂中发生的事情，
堂中
事情
就像学生对自身学习的反思一样。
在课堂中，其实教师也是学习者，
学
记录课堂中同学的反应、自己对这些反应的回应，
 让老师进一步思考当下所没有注意到的事实
 特别留意，自己内在的一些律动，
是否呈现一种行为模式、行为背后的假设
有些反思可以在公开的情况下，例如：
老师在网路上开设专门课程的分享讨论区，
学 与教师都有机
行课
，
让学生与教师都有机会进行课后的反思，
就把课堂的学习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三、教师面晤：
老师在课程中能对每一位学员进行个别面晤，
在
中
每
学 进 个
当然对彼此都非常有帮助。
面晤的过程中，
 老师的主要角色就是聆听学生的感受，
而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或提供指导
 这是一个让学生整理自己想法、感觉的时刻，
教师只是陪伴者或祷告者
除了教师与学生，
还有一个重要的同在者就是圣灵，
教师
教师一面聆听学生，一面也聆听圣灵，
聆听学 ，
聆听 灵，
并适时的提出问题，
来澄清学生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引导他留意分辨圣灵的同在与引导。

2. 透过学生的作业、表现来进行评估：
走览圣经协会创办人魏金生《改变生命的学习》
强调教师要为引起学生的学习来负责，
 学生的分数就是教师的分数
学
是教
 如果学生没有学到、教师就没有教导
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的确教师要为学生的学习负责，
的确教师要为学生的学习负责
但要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的老师，
 当他说这句话时过于凸显教师的责任，
当他说这句话时过于 显教师的责任
学习者才是决定学习的主要因素
 当我们把自己的成就放在学生的表现上，
当我们把自 的成就放在学生的表现上
可能有时会让教师去取悦学生，
而不是取悦神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面对了一群不想学习的学生，
他指责他们说：
他指责他们说
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
将 言小学的 端
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教 你们 (来五12a)。
这些学生似乎有些闲懒，
不想效法那些凭信心与忍耐继承应许的人 (来六12)。
因此，问题好像出在这些学生不愿意委身在学习。
当然，我们也可以问问：到底那些收信者
 在掌握基要信仰的原则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不能从初信者进展成为教师，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
藉由真诚的分享对话，看见彼此需要改进的地方，
或许就可以让他们相互认罪，一起在圣灵面前悔改，
产 更有创意 做 ，
而产生更有创意的做法，
让他们渐渐成为神应许的后裔。

5. 圣经的光照：神是人类的首位教师，
圣经留下了神教导人的轨迹，
圣经留下了神教导人的轨迹
用圣经祷告，特别是默想式读经，
让圣灵亲自指导我们，在教学上装备成为更忠心的教师。
灵亲自 导我
在教学 装备成
忠
教
6. 投入研究与祷告，改进教学：
一切反思的目的是在发现问题后，采取新的行动方向，
新的行动方向就引导我们进入到研究中。
神学家巴特 Karl Barth 说：
「祷告若没有研究，将会很空洞，
研究却没有祷告，却是瞎眼的。」
 祷告能将基督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研究则让我们进入从基督的样式来思考
神在
神在世上的做法、人如何回应神
做 、
应神
研究与祷告预备我们进入下一阶段的教学任务中。

3. 同侪镜射或教练视导：
同侪之间的观摩教学像是镜子 照出所没有
同侪之间的观摩教学像是镜子，照出所没有
意识到的惯性反应、教学对学生的影响。
同侪的镜射 仍会产生自我防 机制
同侪的镜射，仍会产生自我防卫机制，
教学录影也是发现自己盲点的方式。
4. 前辈教师的启发：
从有经验的教师学习、透过阅读教育学者的书籍，
 作者在书中提供的洞见，基于多年的经验与反思，
很有助于扩展我们的观点
 教会历史的前辈，都是伟大的属灵教师，让我们
超越时空背景，得到他们的智慧与经验谈
例如巴默尔《行动灵修学》，
阅读《庄子》获得教育
，
从阅读《庄子》获得教育洞见，
帮助我们对教育问题有更深的思考。

二、对自己灵性的省思，面对教师的心魔
1 恐惧 vs. 勇气：
1.
勇气
《教育灵修学》作者巴默尔提到 ─
好的教学不是技巧，乃是教师的身分与品格，
教学 是
是教
身
教师的心理健康比教学知识与技巧更重要。
多年的研究后，发现什么原因造成困扰老师的灵魂、
魂
使得老师在身分、品格受到扭曲？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恐惧。
他说：「学习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恐惧。」
教师有三方面的恐惧 ─
A. 认知方式的恐惧，害怕与世界产生关连，
而保持客观的态度，不敢进入与世界的对话。
当然 启蒙
当然与启蒙运动之后
之后
整个西方学术的知识论有关。

教师有三方面的恐惧 ─
B. 害怕学生，
害怕学生
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学习、渴望学习、
害
害怕他们会论断教学
会
教学
C. 教师害怕自己不知道答案，
使我们想要控制，不容许学生带给我们威胁
对付恐惧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意识他、正视他。
巴默尔写了一本在教育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书籍
《教学的勇气》提到：
 遵循内在最深刻的价值观，
以致有勇气对抗内心的恐惧
 根据良心与内在真实的自我行事
根 良 与内在真实
我行事
 建立教学的群体，一同面对内心的恐惧

在《蒙神教导》特别提到，
这种自我认识会带来三件事情：
这种自我认识会带来三件事情
A. 自由：让我们不会被内在的情绪所捆绑
B. 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成
学
资 ，
可以成为他人学习的资源，
是神赐给学习者的礼物。
就像爱利克森在「人生八阶」
的最后一阶段提到 ─
智慧是成熟的学习者所留给世人的礼物
C. 盼望：知道我们有改变的可能性，
因此，靠着主，
我们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未来

2. 挫折 vs. 自我认识：之所以会产生挫折
是因为人或事物没有达我们的期望。
是因为人或事物没有达我们的期望
 挫折会怀疑自己的呼召，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教师，
因而是用自己的判断，取代了神对我的认识
是 自 的判断
代了神对我的认识
 教师也因为学生的不负责任，轻忽他在
备课上的用心和努力，而感到失望
挫折的确会消弥教学的热情。
根本的做法还是要回到对自我的认识 ─
不但认识我是怎样的人，而且从神的眼光来看，
我是如何蒙神的恩典塑造。就如保罗说：
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祂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10)
这使得保罗虽然知道他在各方面都是众使徒中最小的，
他没有因此退缩，反而格外努力。

3. 权力的诱惑 vs. 倒空自己：
虽然现在师道 彰 教师 觉得教师是有权力的地位
虽然现在师道不彰，教师不觉得教师是有权力的地位，
可是当我们渴望成功、教学有好的成果，
甚至渴望荣耀神 让神使用
甚至渴望荣耀神、让神使用，
有时会不自觉的把对成功与成就的需求，
与荣耀神划上等号，这就是权力、影响力的诱惑，
会让我们失去蒙召教导的初衷。
我们要经常回到小孩子的样式，
 承认不过是学生、仍需要接受神这位教师的指教
 小心的检查自己的教学计画与活动，
是否符合神对人教学的总体目标
 跟学生一起评估教学的成果，当人们发现
他们的成长完全 我们无关，不是我们的功劳，
他们的成长完全与我们无关，不是我们的功劳，
我们不会有失落感，就是我们最成功的时候

被称为印度之母宣教士贾艾梅
写过 本灵修小品《若》 有 段话提到
写过一本灵修小品《若》，有一段话提到：
「若我发现了别人苦思不解的答案，
可是我却忘记了神才是显明一切深奥的隐密事，
是我却忘记了神才是
奥 隐密事
又知道向我们启示暗中所有的；
若我忘了是神把亮光赐给最不配的仆人，
那我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
若我要人家知道某一件被证实是对的事
是我做的，或者我提议做的，
那我就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
这本小书帮助我们了解，
「加略山的爱」就是「倒空自己」的爱。
教学 挑战 是 我 学 倒
教学的挑战正是让我们学习倒空自己，
，
以致在效法基督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