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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設計跑道設計((三三))經文反思與行動實踐經文反思與行動實踐

走覽聖經協會創辦人魏金生在《改變生命的學習》

強調「應用」的重要性，提到聖經中強調 應用」的重要性，提到聖經中

應用性經文所佔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從聖經中得到崇高的屬靈教訓，接下來就是聖靈的工作，從聖經中得到崇高的屬靈教訓，接下來就是聖靈的工作，

讓學生根據這個教訓，去生活中自行應用。

研經的目的不是讓我們成為聖經達人，研經的目的不是讓我們成為聖經達人，

而是為了應用在生活中，使靈命成長

應用必須建立在聖經的基礎 才擁有要求人順服的權威性應用必須建立在聖經的基礎，才擁有要求人順服的權威性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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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反思與關連

TOOK
行動實踐

壹、經文反思與生活關連 LOOK：以聖經的原則

反思自己的生命 在那些方面應該要有所改變反思自己的生命，在那些方面應該要有所改變，

特別是自己需要悔改，讓聖靈工作的地方。

我們往往認為有正確的知識，就自然產生正確的行動，

在生活應用往往流於道德說教

聖經的原則要應用在生活，需要神的道在

我們理性、情感、人格諸多面向形成影響，

就像 羅馬書「心意更新而變化」

如果從認知，直接越過情感、意志的層面、進入行動，

或用意志力來督促自己行道，會造成情感的忽略或壓抑。

聖經讓我們看見靈命塑造的原則 ─ 我們先成為神的工作，經讓我們看見 命 造的原則 我 成為神 作

才能為神工作、讓神來使用作神的工。

建立與神的關係勝過為神做什麼，不是我們主動作什麼，建立與神的關係勝過為神做什麼 不是我們主動作什麼

而是被動讓神來工作，住在主裡面，就能自然結果子。

要將聖經應用在生活處境，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呢？

一、經文歸納出可應用的原則 ─ 信息的主旨：

好的教學必須找到經文的信息，也就是經文

背後的重要原則，這原則能使人悔改。

1. 有些經文很清楚的指出原則，例如：有些經文很清楚的指出原則 例如

弗五17-19 不要做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要被聖靈充滿；要用詩歌、頌詞、靈歌，

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只需正確理解經文，就可以應用。

或「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有病的人才需要醫生。」

應用原則 ─ 承認自己是ㄧ個需要神幫助的人。應用原則  承認自己是 個需要神幫助的人

即使字面很明確的命令，

應用仍然是側重精義、而非字句，應用仍然是側重精義、而非字句，

著重原則、而非細節。



2. 有些特別是敘事性的經文，就不容易發現原則，

需要透過比較 才能發現他的特點需要透過比較，才能發現他的特點。

可十二38-44 寡婦的奉獻：

應用時，把重心都放在寡婦如何捨己的奉獻

對照先一段經文文士侵吞寡婦的家業，

也藉此批判文士、聖殿管理者的腐敗

呼應前一段所提到 ─ 盡心、盡意、盡力愛神，

也必須愛人如己，特別是顧念弱勢的人

路十35-50 好撒瑪利亞人，呈現三類型的人：

˙強盜代表永不滿足，總以暴力、強勢來奪取資源的人

˙祭司、利未人，不幫助有需要的人、代表自我保護的人祭 未 不幫 有需 代表自我 護

˙好撒馬利亞人，不把自己擁有的當作自己的，愛人如己

讓學生反思：以上這三種人，我像哪一種人？讓學生反思 以上這三種人 我像哪 種人？

我應該有怎樣的悔改？

3. 有時經文須與其他經文對照，

以確立該原則是否合乎聖經的 致性以確立該原則是否合乎聖經的一致性，

適用於所有處境、或特定處境

如屬於特殊處境，仍須找出特殊處境背後的原則

為了找出原則，可以問以下兩個問題：

A.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關於神的真理是什麼？

神的屬性、作為、旨意、期望

B.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關於人的真理是什麼？

人的地位、角色、道路、使命、應有的反應

4. 可應用的原則必須具有實踐性：

需要一再默想、從實際的生活中去體驗。像耶穌說：需要 再默想 從實際的 活中去體驗 像耶穌說

人若立志遵著祂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

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約七17）。或是我憑著自己 的（約七 ）

可見實踐可以印證真理的真切性。

有時覺得聖經的要求過高，就產生延遲順服的想法，

或者會為自己的不能實踐去找許多藉或者會為自己的不能實踐去找許多藉口。

經常延遲順服，會讓行動力越來越弱、越來越不順服

與其延遲順服不如思想 ─ 現有的能力與信心的程度，

我能夠做什麼？至少我開始往順服邁進

即使現在只能做五分、十分，神會一步步引導我，

讓我在行動中獲得信心，藉著神的鼓勵，

讓我的信心逐步成長，以致於更容易順服，

就像亞伯拉罕所經歷信心成長的過程。

5. 用一句話把原則說出來，可以讓信息

更加明確、更容易被學習者記憶與接受。確 易 學習者

有人在廚房的水槽旁寫著「在這裡敬拜神」，

明確的提醒學習者 ─ 明確的提醒學習者

在生活中最不為人看見的服事，都是在敬拜神。

二、學習的遷移：把聖經人物的

學習經驗 遷移到我的處境學習經驗，遷移到我的處境。

描述這原則與生活的關連性，

應用之前先要有解釋，

在「傳達」聖經對生活的關連性

而非「製造」他的關連性

˙思想這個原則與我現在的生活有何關連？

我會在哪些處境面對這個問題 ―

家庭、學校、教會？

˙經文對我發出什麼挑戰？

提供什麼應許、期望？我是否願意順服？什 許 我 順

˙要求我在思想、態度、行為上應有哪些改變？

˙在實踐真理時，可能會遇到那些困難？在實踐真理時 可能會遇到那些困難？

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三、向靈魂提問 ─ 批判反思或觀點轉移：耶穌向學生提問，

1 求 道1. 你們所求的你們知道嗎？（可十38）

當要求坐在耶穌的左右，是否真正認知彌賽亞的使命？

是否了解乃是指與主同釘十架、為主受苦？

訴諸門徒內在的價值觀與信念。

2. 你們還是膽怯嗎？（可四40）

要門徒正視他們的情感，到底害怕什麼？

信心是建立在環境、還是耶穌的同在？

是否相信神會在患難中保守他們？

先前所聽的道是否已經因患難而動搖？

3 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心裡還是愚頑嗎？（可八17-18）3. 你們還不省悟 還不明白 心裡還是愚頑嗎？（可八17 18）

門徒因為沒有餅而議論，耶穌要門徒回想

先前才經歷過五餅二魚和四千人吃飽的經驗，先前才經歷過五餅二魚和四千人吃飽的經驗，

耶穌提醒他們要從過往的經驗中來學習。

以反思提出問題，針對思想、感覺背後的假設、前提問自己：

麼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這符合聖經的價值觀、世界觀，

還是出於我自己世俗的價值觀、文化帶給我的影響？

能深入自身的世界觀、意識形態，看見內在非理性、

未經批判而擁有的價值觀、態度、偏好是否成立，

這些往往左右直覺性選擇與行為模式

情感的面向也可以這樣進行批判反思，

人格形成，受到過去家庭、成長、文化、社會的影響，

憂慮、恐懼、敏感反應，出自經驗遺留的情緒按鈕、慮 懼 遺 情緒

人格理論所提到的陰影，是自己不自覺的

透過神的話挑戰，反省、覺察為何有此情緒反應透過神的話挑戰 省 覺察為何有 情緒 應

意識到自己真實的想法與感受、反省源頭是甚麼，

是否出自某些扭曲的自我觀、神觀，是否出自某些扭曲的自我觀 神觀

藉著神的話加以重塑，正是我們可以超越自己的所在。

Thomas Groome〈分享實踐反思的教學模式〉，

應當對自己的想法 態度進行批判反思應當對自己的想法、態度進行批判反思，

看到思想不合聖經、教義的地方，

以致重新面對屬神的價值觀，做出新的選擇。

耶穌經常對當時的人提出挑戰 ― 

對女性、小孩、稅吏、罪人、社會弱勢者的態度，

對公義、憐憫、公平、誠實原則的看法，

讓人衡量行事為人是否效法神、符合神兒女應有的樣式？

所有改變都會帶來抗拒，讓我們正視內心有罪的思想、

偏差的價值信念、需要聖化的情感，

意識到內心有抗拒、想迴避聖靈的感動、延遲順服，識到內 有抗拒 迴避 靈的 動 延遲順服

我們正在面對選擇：順從肉體還是順從聖靈？

這正是聖靈工作的證據，當願意倚靠、放手這 是聖靈 作的證據 當願意倚靠 放手

讓聖靈行事，就有自我超越的可能性

四、鼓勵悔改與獻身（羅十二1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教師會採用道德勸說 威脅利誘 向學生施壓教師會採用道德勸說、威脅利誘、向學生施壓，

學習者也會藉著意志力產生某種程度的回應。

正更正教信仰相信的是因信稱義、因信成聖，

生命的改變不是靠著人外在催促，而是當人心被恩典、

或恩典的代理人所感動，產生甘心樂意的順服

課堂是神恩典運作的環境，在教學處境中，

教師營造接納的氣氛，讓學生真實的表露思想、情感，

擺脫道德的面具，放下自我防衛的心理，

讓他們相信神可以接納他們現在的自我，當願意承認

自己的軟弱、倚靠神去面對，聖靈就會幫助他們

渴望聖潔，在內心產生由裡而外的更新

委身應當是出自對神愛的回應，委身應當是出自對神愛的回應

以至於產生使命感與真實的責任感。



五、榜樣的激勵：用具體的例證，讓原則活化。

例證的來源 歷 物 事物 想像 物例證的來源 ─ 歷史人物、聖經人事物、想像的人物

最好的例證來自教師本身的見證，

影響教師的應用，多半也會影響學生，當教師言行

越像基督，所傳的話語就越清晰

當想到必須親自把真理實踐，鼓勵我們

不要變成能說不能行的法利賽人，

而真正經歷行道的困難與掙扎；

當向學生發出挑戰，不會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他身上，

能體恤學生的困難，陪伴他們共同行過行道的過程。

使用例證須小心，不要把例證變成屬靈英雄的樣板，使用例 須小 不要把例證變成屬靈英雄的樣板

聖經中真正的英雄就是三一神，

正如保羅強調「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保羅強調 神的能力在 的軟弱 顯得完全」

軟弱的榜樣會更貼近學生的現實處境。

六、提供未來的遠景（應許）：

讓他們看見，如果我照著去做，

會為我的生命帶來哪些改變。

「人因夢想而偉大」，

要將夢想付諸實現，

必然會遇到許多困難，

需要犧牲與付代價。

跟從主是 條受苦的道路跟從主是一條受苦的道路，

需要堅忍，才能抵達目的地。

聖經提供許多夢想 應許聖經提供許多夢想、應許，

藉此，讓我們在盼望中忍耐。

貳、行動實踐 TOOK ：整個學習最後的目的是

據 志 有 變 析根據反思、立志要有所改變，經過評估分析，

提出行動計畫、方案，來建立新的行為模式，

也會成為下一堂課的學習起點。

通常回應行動在課堂外發生，也能在課堂中預先演練。

應用的層面可以分成…
一、個人生活面的應用：到底該應用在哪些面向？

需要考慮範圍與處境 ─ 哪方面最需要回應神

自己有那些資源 ─ 時間、能力、困難，

怎樣的應用才能帶來屬靈的成長

1 自我應用的重要性：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很特別的，1. 自我應用的重要性：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很特別的

老師清楚傳達原則後，就應鼓勵學習者按照自身的處境

來應用真理，讓學習者產生自我導向的應用，來應用真理，讓學習者產生自我導向的應用，

讓他對生活產生敏感的態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2. 幫助學生思考，在那些生活處境應用這原則，

透過彼此熟識的小組或同伴討論透過彼此熟識的小組或同伴討論，

可以看到學習者的盲點、需要改變的地方，

在群體的代禱與支持下，能看見應用真理的神奇果效

避免團體造成同儕壓力，而是強調個人向神負責

3. 提出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準備在下週去實踐

例：我要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對神的引導更敏感？

˙每天早上把一天要做的事情、要見的人求神帶領，

每天晚上都花十五分鐘回想一天所經歷的大小事情，

如何讓我經歷神的同在

˙針對目前最需要做的決定，求神引導我的思想，針對 前最需 神 導我 想

明白祂要我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記錄下來

˙透過家庭崇拜的時間，與孩子一起分享，透過家庭崇拜的時間 與孩子 起分享

在那些事上體驗到神的真實，孩子更加敏感…



例：養成速讀聖經的習慣

˙寫下目標期限與行動方式：

在下週每天用半小時速讀聖經，

週一至週五執行，週六補進度

˙列出以何種方式評估行動的進展？列出以何種方式評估行動的進展

採用一年一遍讀聖經的讀經表，

做到時打個勾，做到時打個勾

按讀經表的順序去讀

自˙訂下自我管束的方式

我可以向誰負責？

在週三與屬靈同伴連絡一次，

沒有做到時、請他為我禱告

˙下次在課堂見證分享

二、群體的應用：

都是教會 想在群體中個人都是教會的一份子，思想在群體中，

如何應用所學到的原則？

例如：在討論寂寞、孤單的問題，

就可以說，這就是教會設立的目的 ─
讓我們一起成長，就是所謂的團契

然後用五分鐘講解團契的意義

這讓人想到教會對於個人靈命成長的重要性 ―

來十24 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在教學中常常提醒學生，

來十24 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我們所學的對整個教會的眾肢體是有益的

增加世代之間、教會各項事工群體之間

有更多橫向的連結

三、宣教的應用：

教會是為 更大的世界而存在 需要培育國度的異象教會是為了更大的世界而存在，需要培育國度的異象、

將社會與世界的關注帶入課堂討論中 ― 

思考神的靈如何在世界工作

課堂所學，如何對世界產生影響力

以致讓課堂成為生活的實驗室。

例如：查考 以弗所書第三章 保羅提到

為了傳揚福音的奧祕而經歷苦難，

這福音的奧祕是神要透過教會，使所有人都能

與眾聖徒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於是我們特別介紹北緯十到四十度的於是我們特別介紹北緯十到四十度的

「宣教之窗」，未信主的族群狀況，

讓學生分組為這些地區未信主的族群禱告。讓學生分組為這些 區未信主的族群禱告

﹙接下來的課程，還會對這個部份有更詳細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