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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起點與終點：診斷需求與設定目標教學的起點與終點：診斷需求與設定目標

一至六課 教師在三一神的教學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任務，

七至十課 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原則有了初步的認識，

這堂課開始將進入「教學預備的實務」，

教師該如何有效的預備教學課程，師 何有 學課

以便能達到靈命成長的目標？

腓三13-14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腓三13 14 我只有 件事 就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頭召我來得的獎賞。要得神在基督耶穌 召我來得 獎賞

來十二1 當放下各樣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存 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聖經經常用「奔跑」來描述基督徒的靈命旅程。

在這條靈命的旅程中，是否有一條「跑道」，在這條靈命的旅程中，是否有 條 跑道」，

可以讓我們朝向我們既定的目標呢？

「課程」原本的含意就是「跑道」的意思，

教師就是一個預備道路的人，

幫助學生從自己的起跑點，

沿著課程的跑道，

使他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地。

只是多數時候，當我們與學習者相遇時，

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有過怎樣的旅程經歷，

作為教師，我們需要透過診斷來了解，

學習者的起點在那裡？

如何為他設定階段性的目標，

讓學習者能朝向著最後的目的地邁進？

在先前認識學習者的分齡發展特徵、人格成長的藍圖，

都是在對 成長共 特 有 解都是在對人類成長共同的特徵有所了解。

當針對特定的對象開始預備課程的時候，

也需要針對這群學習者目前的情況有所了解 ―

同樣的教學內容，對不同年齡層的傳達方式、

傳達的程度都會有所不同

面對同樣的年齡層，由於個人的差異，

也可能會對教學內容產生不同的回應

認識學習者的起點、目前的需求是什麼，

可以讓教學內容更接近他們的生活面。

教師備課的過程，不僅要對所教的內容教師備課的過程 不僅要對所教的內容

有充分的研究與理解（參第六課），

也要診斷學習者的需求、學習的準備度，衡量決定也要診斷學習者的需求 學習的準備度 衡量決定

預備哪些鷹架或階梯，來支持他們的學習。



壹、診斷學習者的需求

般性的需求識別一、一般性的需求識別：

人文主義的心理學家馬斯洛 Abraham Maslow
曾提到，人有五個階段的慾望與需求…

超越超越

自我實現

愛與歸屬感

是逐步發展的…
人最終的滿足乃是

愛與歸屬感

安全感
來自超越性的 ―

從宗教或神得到滿足。
生理

也許基督徒會說：許 督徒會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說的一切話。

可是也要體諒多數人是活在現實生活的慾望中，可是也要體諒多數人是活在現實生活的慾望中

耶穌也用實際的五餅二魚來餵飽五千人。

我們不能讓學生只停留在吃餅得飽，而是要讓他

為永 食 來 差來為永生的食物來勞力，信神所差來的，

才能帶來最終滿足的目標（約六26-29)。

透過馬斯洛的需求階梯，可以讓我們反省，

學生目前處在什麼階段？

所需要的是生存、安全、愛與歸屬的需要？

教會經常傳講愛與歸屬，讓信徒感到很溫暖、幸福，

可是只停留在這裡還不夠，還應該鼓勵他參與服事，

發揮神所賜的恩賜，才能獲得更大的滿足

如果教會只是追求事工的擴大與發展，

雖然能讓信徒得到自我實現，但過分強調功能性目標，雖 讓 我實現 調 標

會忽略了與神聯合這種超越性的需求

就像啟示錄以弗所教會，耶穌肯定他們努力為主做工，就像啟示錄以弗所教會 耶穌肯定他們努力為主做工

可是要他們悔改，回到起初的愛心、與神親密的關係。

二、評估學習者的現況

在教師預備課程之前在教師預備課程之前，

可以從幾方面來評估學習者的現況…
1.列出這個年齡層的一般性發展特徵：

心理學在研究人的發展時，

會從身體、認知、社會心理、

道德、屬靈需求來進行研究，

這種區分只是為了研究的方便

人性是非常複雜而又彼此相互影響的有機體，

生理會影響情緒、情緒會影響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會影響道德選擇與屬靈的成長，

這些都彼此息息相關的

如果能理解人性的複雜面，如果能理解人性的複雜面

就不會把所有問題都歸諸於單一因素。

2. 了解這個群體的發展史：如果這是你第一次教學，

你需要知道 這群 去有 學習你需要知道，這群人過去有過那些學習經驗？

群體學習的氛圍？彼此的關係？屬靈的成熟度？

過往的經驗往往是學習的資源庫，

可以建立在以往的基礎上來建造

過往的經驗也可能是學習的障礙

例如：長期接受填鴨式教育的學習者，還是希望

「老師講、他們抄」，豐富的筆記就是學習成果；

當老師要求採用小組討論，

運用過去所學自行蒐集資料，

經過自己的思考判斷來做結論時，過自己的思考判斷來做結論時

可能會產生強烈的抗拒或不適應。

要解除這種過往學習模式，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要解除這種過往學習模式 需要很長 段時間

從囤積式的學習，轉向批判反思為主的提問式學習。



3.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

透過家庭訪問、個別約談、

與學生一起休閒運動，

學生在遊戲中的表現，

可以讓我們觀察到一手資料

簡單的問卷、學生的自我介紹，

也可以幫助老師認識學生的獨特性

每個人的天路歷程都是獨特的，

越了解個別學生，

越能進行教學的個別化

讓個別學生的資源，

可以貢獻於整個班級的學習

三、學習的準備度：學生能夠、也願意來學習。

1 能力 智力與過往的經驗是否1. 能力：智力與過往的經驗是否

已經讓他足以進入這門課學習。

有些教會或者學校會設立門檻，比如：

先經過測驗、上過某些課程，然後進入這門課。

2. 意願：學生的學習動機，

他上課是出於自己的渴望、或他人的決定 ―

可能父母幫他報名、朋友的邀約，才來參加課程。

教師需要幫助這類學生，把別人的意願

轉為自己的學習意願，才會有良好的學習效果，

否則很可能他會影響課堂的教學會影響課 學

個別關懷這類的學生，是很有幫助的，

幫助他反思自己的動機幫助他反思自己的動機

因為老師對他的關注而得到更強的動力

四、教師的美德：聆聽，

是學習者 美德 是教師 美德不但是學習者的美德，更是教師的美德。

有時我們不一定能在上課前，

能夠對學習者的現況有所了解，因此

在教學的過程中，需要不斷透過發問，

聆聽學習者所表達的

看法、眼神、表情、身體語言，

來對學習者進行診斷，

以了解他目前的身心靈狀態、對學習的反應。

聆聽也包括在神面前的聆聽，

不論為學生個別禱告、在課堂中的默禱，不論為學 個別禱告 在課 中的默禱

聖靈陪伴在學生身旁，成為他的保惠師

我們也用禱告陪伴在他們身旁，我們也用禱告陪伴在他們身旁

成為他們的代禱者與聆聽者

貳、設定層次分明的教學目標

為何目標這麼重要 中 還是亂槍打鳥？一、為何目標這麼重要：正中靶心、還是亂槍打鳥？

美國的教育學者杜賓博士說：「明確的目標，

可以使教師獲得別人的信任和合作精神，

教師由於他的職責而成為領袖。

領袖最簡單的定義：一個有目的的人。

缺少目的，或許能挑起情緒、吸引注意、演說有力量；

可是不久會被棄絕。許多教師為甚麼學生離開他…
很可能因為學生發覺他的領導無方。

沒有目標的老師，必然是失敗的老師，

他一直在教導一些模糊不清的觀念，他 直在教導 些模糊不清的觀念

學習者不明白他說了什麼、該如何回應。

教師在教學開始，就確實知道他要得到怎樣的果效，教師在教學開始，就確實知道他要得到怎樣的果效，

那他就能把握明確的教導方向了。」



二、如何設定層次分明的課程目標？

1.與教會整體課程、事工目標配合：

從慕道、初信，針對信徒提供不同階段的課程計畫

教師在備課開始，對教會整體、事工目標有所了解，

就知道所教的課程與教會其他課程的關連性，

讓你的課程成為整體課程的一部份

2.考慮對學生所產生直接的學習果效、間接的影響，考慮對學生所產生直接的學習果效 間接的影響

教學目標包括顯性的目標、隱性的目標，

A. 顯性目標：藉由查考馬可福音，使學生明白A. 顯性目標 藉由查考馬可福音 使學生明白

作主門徒的真諦，培養作主門徒的生活習慣

B 隱性目標：B. 隱性目標：

˙體會學習聖經的趣味，去除對查經的恐懼感

˙藉本課程教導歸納法研經的技巧˙藉本課程教導歸納法研經的技巧

˙經由本次教學，預備學生進入服事的裝備

3.設定單元目標：設定目標有如登山，

在整季課程 階段性目標 來在整季課程設立階段性目標，來進行階段性的評估，

可以將幾堂課形成一個單元。

單元教學的好處，

能將相關的課程彼此連結，來強化學習目標。

經卷課程，可以根據聖經本身分段進行單元的規劃，

例如：創世記經常被分成

一一至十一章 人類歷史四件事

十二至五十章 選民歷史四位族長

樂在教學單元規劃：

一一一至六課 讓教師了解在三一神教學計畫的角色與任務至六課 讓教師了解在三 神教學計畫的角色與任務

一一七至十課 教師對學習者應有的理解 ─ 發展與學習理論

十一至十七課 教學實務十 至十七課 教學實務

十八至二十課 教師的專業成長與終身形塑

4.設定單課目標：設定單課目標

老師有如船長要負責掌舵，

讓船隻航行在應有的軌道。讓船隻航行在應有的軌道

制定準確的教學目標，

可以讓教學的方向可以讓教學的方向

不會因為一時興起的分享、

學生的提問，岔出軌道學生的提問，岔出軌道

這是教師掌握課程的依據，

也讓教師可以很具體的評量讓教師 具體的評量

學生是否達到學習的成果

叁、教學的目標描述我們所期待的改變

先舉一個例子：使徒行傳第二章 彼得五旬節講道，

當他講完道之後，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

就對彼得說：「弟兄們，我們當如何行？」

彼得說：「你們眾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徒二37-38)

於是，眾人照著去行，就產生

第 個信徒的群體 耶路撒冷教會第一個信徒的群體 ─ 耶路撒冷教會。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三方面的改變：

一、認知的改變：聽見彼得所講的道，得到新的事實 ―

所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基督了。

新的事實使他們感到震撼：以為自己在做

對的事情，沒想到卻是在敵對神的旨意，

因此，他們反省自己的作為、產生扎心的結果。



1. 認知的改變：

新 資 輸 讓 成新 解因新的資訊輸入，讓他們形成新的理解，

根據新的理解的來衡量、評估自己的行為，

發現自己的認知與神的認知有差距，因而帶來

認知的失衡，產生新的洞見 ─ 屬靈的光照，

新的資訊促使原本的認知（世界觀）瓦解，

需要用新的認知（世界觀）產生平衡

在這認知改變的過程，學習者經歷了

事實、理解、批判、反思、觀點的轉移

這種認知的轉變正是聖靈的工作 ─
只有聖靈能參透萬事，只有聖靈能參透萬事

使人能看見神做事的方法

使人看見真理對生活的含意，使 看見真理對生 的含意

知道該如何回應神的旨意

2.認知改變遇到的障礙：同樣的教學，對某些人

卻未必達到屬靈的理解 反而會固守原本的認知卻未必達到屬靈的理解，反而會固守原本的認知，

教導者的用詞沒法被理解、內容缺乏條理、

可邏輯性，都是教師可以去克服的

有些障礙必須倚靠聖靈的工作才能突破，

神的真理符合神的屬性，未必適應人理性的原則，

例如：在前的要在後、在後的要在前，

得生命的反倒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就必得著生命…
有些真理與屬世的價值觀產生衝撞，思想與理性上的

林後十4-5 我們不憑著血氣征戰，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屬靈爭戰，需要眾多的禱告、護教工作才能克服

林後十4 5 我們不憑著血氣征戰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攔 識神 那 自高之事 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順服基督。

二、情意的改變：包括情感、意志二方面，

情感是感覺、情緒、態度，意志包括價值觀的判斷與選擇、

最後帶來委身與決志，這是行動的前導。

扎心是良心功能的反應，這群人原本對耶穌受難是麻木的，

甚至是耶穌受難過程的支持者，原本硬心的，

但當屬靈認知被光照，看見自己的錯誤、

良心受責備，因此渴望用行動來改變自己的處境。

1. 屬靈成長的過程中，必然包含情感與意志的層面，

藉由情感、意志的轉向，才能自然產生行為上的改變。藉由情 的轉向 才能自然產 行 改變

這部份長期以來是許多教師所忽略的，

認為只要提供正確的教導（知識），為 要提供 確的教導（ 識）

聖靈就會讓人自動產生行動

使用道德、宗教勸說，使用道德 宗教勸說

督促信徒的良心，讓他們採取行動

如果沒有情感上的悔罪、靈性中對聖潔深度的渴慕，

即使有時外表有所改變 但內心卻可能產生即使有時外表有所改變，但內心卻可能產生

情感的壓抑與意志的衝突，因此常有

「「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的困境，

甚至變成偽善的基督徒。

要在人心中產生態度與價值觀的轉變，

不是單靠口頭的說服，需要藉由榜樣與同行。

保羅勉勵腓利比教會說：「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那些照著我們榜樣行的人。」（腓三17)

教師自身行道的見證，往往能鼓勵學生做同樣的嘗試，

教師心靈的掙扎、選擇的衝突、失敗的經驗，師 掙 選擇 衝

就能讓學生感到安心與放鬆，

因為他們知道教師跟他們一樣，因為他們知道教師跟他們 樣

是成長道路上的同行者。



2.情意改變的障礙：

福音派教會可能過於看重理性 忙於服事主福音派教會可能過於看重理性、忙於服事主，

往往對於情意的學習非常忽略，

甚至有些人可能覺得情感是危險的。

愛德華滋《論宗教情感》特別詳細的審視情感，

主張「正確的情感乃是

有效基督徒信仰的主要證據。」

基督徒需要學習去體會自己的情感反應，

並為這些情感命名。

在詩篇中，充滿了各類情感的辭彙，

詩人誠實的向神表露心中各樣的情感，詩 誠實 神表露 中 樣 情感

包括：恐懼、憂慮、鬱悶、驚慌、

憤怒、哀傷、痛苦、歡呼、喜樂、憤怒 哀傷 痛苦 歡呼 喜樂

感恩、讚美、得勝、平安、幸福、…。

3.關乎是否接納自己的本相？

卑基督徒內在的罪咎感、自卑感、優越感，

會讓人對真理有不適切的回應。

追溯這些不適切的回應，

是否來自對神的本性不夠認識，

以致會想在神面前隱藏自己

或把改變的焦點指向他人、歸咎於外在環境

對於心靈上有著厚重外殼的人而言，

有時聖靈會給我們當頭棒喝，當

也有時會用很柔和的方式，揭開外殼，

讓我們看見自己的軟弱。讓我們看見自 的軟弱

在情感上的扎心與悔改，能讓心靈被煉淨，

以致於在神的愛中進深，就更容易致於在神的愛中進深 就更容易

回應神的愛，也就是意志上的順服。

4.有時基督徒對於順服有著過高的期望，

甚 會 策自 意志 去達 真 求甚至會鞭策自己意志，去達到真理的要求。

聖經勉勵我們 ―

靠聖靈行事，而不是靠肉體行事。

對真理的回應 ─ 順服，並不是一步登天

當我們在回應真理時發現到自己的無能，

就是提醒我們應當倚靠神

求聖靈把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讓我們領受神的恩典，讓我們領受神的恩典

內在產生對神的感恩與敬畏，

就能甘心樂意的來回應神的期望。就能甘心樂意的來回應神的期望

腓三16 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 著什麼地步行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三、行動的改變：悔改就是轉變方向，

意 轉變 情感 轉變 為 轉變從心意的轉變、情感的轉變、行為的轉變。

知道在什麼樣的處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反應

讓悔改的行動能持續，養成新的屬靈習慣，

習慣成為本能，成為人格的一部份、也就是品格，

而最後目標乃是效法基督的樣式

行動改變的障礙：我們的所是產生我們所行，

而不是我們所行說明我們所是。

使我們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17）

弗二10 我們都是神的工作，在耶穌基督裡面

造成的 使我們能行各樣的善造成的，使我們能行各樣的善。

一切行為的改變乃是來自內在的改變，切行為的改變乃是來自內在的改變

而非藉由外在的行為來說明我是怎樣的人。



對於基督徒行為上應有的改變，

我 常會 常 講台教導我們經常會從日常的講台教導

得到一套固定的行為規範

沒有去深思如何在不同的

生活處境中去活出信仰的精義

這是屬於基督徒倫理學的層面。

在基督徒的團體中，應當時常彼此討論 ―

如何具體的行善，而非流於屬靈口號。

行為的改變也需要動力行為的改變也需要動力，

這個動力來自於基督徒群體的

彼此代禱 問責彼此代禱、問責。

我們需要有屬靈同伴

來幫 我們 發愛 勉勵 善來幫助我們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總結：學習愛神與愛人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課。

可十二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盡心 heart 整個心靈歸向神盡心 heart ─ 整個心靈歸向神

盡性 soul ─ 盡意志、情感去遵行祂的道、

守祂的誡命守祂的誡命

盡意 mind ─ 用各種的思考、知識、智慧

尋求祂 明白聖經的話語尋求祂，明白聖經的話語

盡力 strength ─ 用身體、手腳，用行動來服事主

設定教學目標，正是指引學習者

在生命的每個領域去回應神的真理，

這種回應就是目標

需要在認知、情意、行為，設定需 在 情意 行為

教學目標，向學生指出學習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