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結教學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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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 Urie Bronfenbrenner
曾經提出「生態系統理論」，
曾經提出「生態系統理論
借用生態的觀念，說明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以同心圓來解釋，
 每一個個體都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
 與他沒有直接關係的大環境所發生的事情，
都會對個體造成影響
個體
微觀系統
研究個體的發展與成長，
發展
長
中介系統
須要考慮的面向可以從
外部系統
微觀、中介、宏觀，
微觀
中介 宏觀
甚至是歷時性的。
宏觀系統

一個關懷教師的機構所作的研究報告指出 ―
教師在課堂中最感到士氣低落的就是孤單，
在課堂中，面對學生，只是孤單一人，
不為學生或家長所了解，也不被同儕所理解，
 當有困難時，不知道能向誰求助
 當快樂的時候，也沒有分享的對象
當快樂的時候 也沒有分享的對象
在教會的屬靈教育中，雖然情況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許多主日學教師、輔導也同樣感到
許多主日學教師 輔導
樣感到
 所擺上的，似乎常常被別人所忽略
 在面對現代兒童與青少年所出現的問題，
心中的無力感不亞於學校的專業教師
因此，連結教學的群體是支持教師長期服事很必要做法。

主角：主日學的學生
建立橫向的關係
主日學老師
其他老師、家長、與兒童有關的事工單位
學校 社區 媒體 父母職場 國家教育
學校、社區、媒體、父母職場、國家教育
政治、經濟、人口結構、城鄉差距、
種族歧
種族歧視、社會所傳遞的價值信念、
社會所傳遞的價值信念
國際間戰爭與生態的問題
如果同心圓的主角是教師，
影響教師的因素不僅是課 的範圍內
影響教師的因素不僅是課堂的範圍內，
更是跟整個大環境有關 ―
 哪些與我們的教學有關連，
哪些與我們的教學有關連
就可以成為教學的資源、建立關連的群體
 我們的教學對大環境的貢獻是甚麼？
也可以使我們的教導感到更有意義，也更有使命感

壹、認識教會是教育的群體（微觀與中介系統）
生態系統理論 — 聖經正是把教會比喻為基督的身體…
聖經正是把教會比喻為基督的身體
弗四16 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連絡得合式，

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宗教教育學者何瑞絲 Maria Harris《塑造與更新》
教會本身就是教育者、塑造信徒生活方式，
教育使命乃是落實在教會生活的五種形式 ―
教導、團契、宣道、服事、禮拜。
 藉參與群體活動、相互溝通、聯繫來學習團契
 藉祈禱、敬拜、靈性塑造來學習禮拜
藉祈禱 敬拜 靈性塑造來學習禮拜
 藉領受實踐神的話語來學習宣講、傳福音
 藉個人化、社區、地方、全球性事工來學習服事
藉個人化 社區 地方 全球性事工來學習服事
 藉參與適當的教導與學習，來學習教導

貳、從教會群體延伸到社會的群體（外部系統）
一、從教會的大家庭延伸到社會各年齡層的教育需求。
教會是包含所有年齡層、好像大家庭的群體，
在提供教會各個年齡層屬靈的需求時，
要關注這些人如何受到社會生活的影響，
當他們面對社會生活的種種壓力時，
教會能為他們做什麼？例如：
 國家目前的教育制度對兒童學習的影響
 青年人面對失業、前途選擇的焦慮
 經濟不景氣、中年轉業、年長者照顧
這 問題不單是社會普遍的問題
這些問題不單是社會普遍的問題，
也是信徒所面對的問題。
在教會中 可以共同來研究這些題目
在教會中，可以共同來研究這些題目、
提供相關的服事。

發揮教會作為祭司、先知、君王的角色 ―
 祭司以具體表現，表達上帝
對人受苦與犯罪的憐憫之情
 先知宣揚福音、實踐信仰生活，將生命帶入全世界
 君王受託管理世界，建立世上的生活
每種範疇都是彼此相關，每個事工群體都有這五方面功能。
作為教導者，意識所作的乃是教會整體教育課程的一部份，
作為教導者
意識所作的乃是教會整體教育課程的 部份
對象就不只限於教會內的信徒，乃是為了世界而存在。
約翰衛斯理的豪語 世界是我的教區」
約翰衛斯理的豪語「世界是我的教區」，
我們也應該說：「不要讓教會成為我們的世界，
而是要讓世界成為我們的教區 」
而是要讓世界成為我們的教區。」
未信主的百姓或許未必進入教會，但是他們需要
從基督徒身上看見，道就活在他們當中，
就像神的道也曾活在一世紀巴勒斯坦百姓當中。

二、差派、訓練各種領域的傳道者、宣教士，
培養他們閱讀文化與解釋信息的能力：
培養他們閱讀文化與解釋信息的能力
教會把人從社會中召聚，也要把他們差派到社會，
如何支持他們，能到職場、生活、學校、
社會的各種角色成為見證人？
 宣教士到族群宣教，先學會當地的文化和語言，
然後用當地人能理解、接受的方式來傳福音
 需要裝備信徒學習，透過生活來向人見證福音
許多基督徒認為，傳福音要將聖經稀釋到一種程度，
才能讓人理解與接受。
 聖經並不是為信徒而存在的，是神向世人的啟示
不 為
存在
神向 人的啟示
 他的信息是普世性的，也是超越時空的
經過適當的解釋 表達 聖經是針對所有人說的
經過適當的解釋、表達，聖經是針對所有人說的，
把握聖經普世性原則、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來表達。

三、培養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
建立神學反思的能力：
建立神學反思的能力
在課程分類中，除了外顯、潛在課程之外，
還有一種稱之為懸缺課程或虛無課程，
指有一些課程內容，因著文化偏見
或某種意識形態的選擇，
以致於被排除或忽略的內容。
在教會的教育課程中，我們也需要反省，
是否刻意迴避某些社會上敏感性的話題、
對於某些族群或議題的迴避。
這 議題可能是教會尚未形成共識
這些議題可能是教會尚未形成共識、
或者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例如：
同性戀與多元成家 和平與公義
同性戀與多元成家、和平與公義、
綠色生態、多元文化的議題。

四、培養對弱勢、邊緣群體的關注與憐憫，
站在悲劇的裂縫中：
站在悲劇的裂縫中
 除了以神學反思建立對某些社會議題的參與，
也要實際進入那些心碎的人當中
 並不是因為我們能為這些心碎的人做些什麼，
而是去真實的體會、而不是去迴避世界的苦難
太四16 耶穌的傳道乃是進入那些

坐在黑暗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當我們體驗人類受苦的經驗，才能真正看見 ―
十字架如何為受苦的人帶來醫治、生命，所傳的信息
 不是表面的慰藉，而是真正憐憫與同理
不 表
藉
真 憐
 不是用我們的口傳，而是用我們的行動
因此 連結教學的群體
因此，連結教學的群體，
也是指讓與世上受苦心碎的人產生連結。

這些當代的議題可能沒有簡化、現成的答案，
需
需要從聖經與實務面持續的探討與辯論，
與實務 持續
與辯
才能找到適合我們這個時代的因應方案。
 這也促使我們在教會當中，須有更多人 ─
跨教會、跨宗派，投入在這些議題的研究中，
倚靠聖靈尋求神的引導、在張力中去尋求平衡
 或許具有共識性的答案不一定在這一世代會出現
教會早期面對異端的挑戰，經歷了三、四百年的爭辯，
教父們才從研經與禱告中，對大公教會
如今所公認的三一教義、基督論、救恩論，
建
建立了正確的認知與教義的基礎。
確
義 基礎
我們這個時代也有獨特的議題，
需要我們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需要我們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讓教會在社會中，成為造在山上的城。

五、網路科技對人類學習的影響：
1 因著網路的無遠弗屆，不僅將教育的資源
1.
因著網路的無遠弗屆 不僅將教育的資源
提供給不方便到教會或神學院受教的人，
也補足課堂有限的時間、不能讓人人參與的缺點。
 擁有成人教育的優點 ─ 按自己的進度學習、
鼓勵自主學習、自己蒐集資料、安排學習的進度
 讓人更真實的表達自己的觀點與感覺，
不會因為不好意思，被動的接受老師加諸的觀點
2. 網路鄉民影響著許多社會議題，
使得政治人物都必須考慮鄉民的意見。
網路也有可能成為亞略巴古
網路
有可能成為亞
─ 公共論
公共論壇，
漸漸形成一種文化處境，
雖不能取代真實生 的信仰處境
雖不能取代真實生活的信仰處境，
卻可以成為神學學習的輔助環境。

3. 網路也拉近了教師與學習者之間的知識差距，
讓
讓他們更多的追求神的真理可以落實在生活中。
多 追求
真
落實在
中
因而，除了知識的傳遞，
 需要更多有一對一的交流、
學習群體的分享
 讓看似虛擬的教學環境
能變得更加真實性
當然教會的某些功能，
例如：崇拜、團契、聖禮、聖餐，
不可能透過網上學習來達成。
在使用網路來學習
在使用網路來學習，應該促進團體討論、
該促進團體討論
強調教會肢體生活的重要性、合作學習，
而不是用網路的虛擬關係
取代了真實的人際往來。

當我們在關懷社會或世界的問題，
一定也會碰觸到體制上的問題，
定也會碰觸到體制上的問題
當我們要求外在的體制要有所改變時，
需要看見一切問題的根源來自人的內在。
巴默爾提到「體制乃是人心的投射」，
教育的問題有其人性的根源。
這個世界的問題其實是人心的縮影，
除非神的國先降臨在我們內心，內心要先被神改變，
否則我們的教學就不能帶來任何改變，
這又回到教師的靈命塑造。
在我們的教學中 需要將對世界的關注
在我們的教學中，需要將對世界的關注，
帶入到這個學習的空間，
宇宙的主 在這空間與我們相遇
宇宙的主正在這空間與我們相遇，
讓我們透過所學習的，帶回到日常的世界中。

總結：基督徒的教師並不是在教會當中閉門造車，
需 建立 連結教學 群體 ─ 教會內、外的，
需要建立、連結教學的群體
教會
外
讓我們的教學，可以成為無牆的教學。
要做到這點還有很重要的 ─ 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聖經提供了兩個意象讓我們思考，
 落在惡者的權下，有如被鬼附的人，
需要用能力將鬼驅逐，使他清醒過來
 有如血漏的婦人，需要被神醫治、被神的愛來保抱
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會決定我們跟世界的關係，
征服、敵對的關係，還是憐憫、和平的夥伴關係？
影響我們對教育的看法與做法
也影響我們對教育的看法與做法，
 征服者，採用從上而下的教條化過程
 站在他身邊、服事他的需要，產生自發性轉變
站在他身邊 服事他的需要 產生自發性轉變
這是我們都需要去思考與禱告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