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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的選擇與應用教學法的選擇與應用

近年來對教學的討論，越來越發現教導不在於技巧與方法，

而是教師的人格影響，這並不會否定教學法的合法地位，師 人格影響 這 不會 教學法

所謂「戲法人人會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了解為何要使用這些方法、這些方法的優缺點，了解為何要使用這些方法 這些方法的優缺點

與如何運用這些方法是同樣重要。

壹、耶穌的榜樣：因應不同對象、環境，採用不同的教學法，壹、耶穌的榜樣：因應不同對象、環境，採用不同的教學法，

約翰福音 描述耶穌在面對文士與法利賽人時，

極具爭論性、針鋒相對、經常採用長篇大論，極具爭論性、針鋒相對、經常採用長篇大論，

祂非常了解拉比的論證方式，

針對這群高度了解律法的知識分子，針對這群高度了解律法的知識分子，

採用理性思辯的方式來說服他們。

就像保羅在希臘學術之都雅典 也採用類似的方式就像保羅在希臘學術之都雅典，也採用類似的方式，

在亞略巴古發表福音性演說（徒十七章）。

耶穌面對加利利海邊的群眾，他們所關注的是人切身的需要，

許多 喻 事 讓 容易 憶 覆 想耶穌使用許多比喻、故事，讓他們容易記憶、反覆思想、

探究屬靈意義；還有許多短句格言，讓他們口耳傳誦。

比喻借用生活實例，是一種解除心靈武裝的解釋方式，

也間接把真正渴慕真理的人與好奇的民眾區隔開來。

門徒進一步要求耶穌解釋比喻，主動探問的態度，

讓耶穌開啟了新的教導、進入到真理的深處。

耶穌也挑戰門徒日常生活接受信仰的考驗 ―

打發去傳道，從服事中體會神國(福音)的權能

更多時候，進行個別或小組教學，

像是讓他們回答：「人說我是誰？」像 讓 我 誰 」

或帶領他們進入變像山的神祕經驗。

針對不同的對象，聽眾的理解力、靈命程度，針對不同的對象，聽眾的理解力 靈命程度，

運用合適的教學法，是老師需要操練的技能。

貳、教學法的分類

一、教師本位 ─ 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法

1. 演講法：組織綱要調理分明，嚴謹的結構，

講述時，能重複提醒大綱，以便前後連貫。

2. 說故事法：比演講法更能帶來情緒的投入，

適合所有年齡層，

能透過想像力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像耶穌的比喻，

能讓人認同、或不認同故事中的角色，

也能讓人反思。

教師為中心教學法的優點教師為中心教學法的優點：

可以在短時間內，提供大量的資訊內容

教師可 掌握教學的進度教師可以掌握教學的進度



教師為中心教學法的缺點：

是教師 戲 掌 教學往往是教師唱獨腳戲、掌控教學，

學習者沒有參與的機會，容易造成聆聽疲乏。

彌補這種缺點的做法，

˙教師加強在演講、說故事當中，

增加學生參與的機會

˙演講時採用輔助的視聽媒體，

把抽象的內容或者聖經的背景，

像是地圖、聖地的文物、風俗具象化

˙說故事時，搭配繪本、玩偶、法蘭絨、音樂、遊戲

忽略學生的個別差異，忽略學 的個別差異

˙教師演講時，加強與學生目光的接觸、

注意學生的反應，適時的提問注意學生的反應 適時的提問

˙在課後評估學習者的接收程度

二、群體互動性：強調班級是群體的關係，

真理是在參與者的互動中所產生真理是在參與者的互動中所產生。

1. 問答討論、小組互動式：較靜態，包括

小組座談、辯論、個案討論、腦力激盪、兩人小組…
建立小組的群體動力，發揮合作學習的功效，

也會透過小組競賽來刺激學生積極的投入

老師事先預備好要討論的題目，

甚至由小組設計問題，彼此問答

提問是引導學生自己發現答案的教學方式，

提問技巧非常重要，盡量問開放性的問題 ―

˙分享真實的感覺、想法，不是是非分明的問題享真實 感覺 想 不 非 問

˙問刺激思考、而非記憶事實的問題，

帶來反思、生活關連，而非知識理解層次帶來反思 生 關連 而非 識理解層

˙提問中容許學生沈默，避免自問自答

設計問題時，需要有層次感，

第 個層次事實性的問題A.第一個層次事實性的問題：

針對事實的情節，

同學只要透過觀察經文就能回答。

像是六何 ─ 何人、何事、何地、

何物、為何、如何的問題

例如：約八有罪的女人

在什麼情況下被帶到耶穌面前？

B. 感受性的問題：

讓學生感受故事中人物的感受、當時場景、

可以帶來聯想與假設性的問題。可以帶來聯想與假設性的問題

有罪的女人在群眾圍繞耶穌時，可能在想什麼？

她對群眾、耶穌的反應有何感覺或想法？對群眾 耶穌的反應有何感覺或想法？

聖經沒有告訴我們，可是學生可以設身處地去聯想…

C. 解釋性、價值澄清的問題：

建立故事與生活的關連性 釐清問題 做出比較建立故事與生活的關連性、釐清問題、做出比較，

或從不同角度切入，刺激學生顛覆原有思考，

強化討論的密度與張力，例如：

跟有罪女人犯姦淫的男性也在場，會有什麼反應？

被耶穌赦免的女人，是否還會犯同樣的錯誤？

D. 應用性的問題：

將真理加以應用，帶來一些洞察 ─ 經由討論
你發現什麼，如果照著去做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例如：從耶穌的赦罪中，可以經歷什麼樣的自由？

我們該如何運用這樣自由？我 何 這樣自

發問當中老師需要提供討論規則：

勿集中某幾位同學、時間限制、幫助分工，勿集中某幾位同學 時間限制 幫助分工，

設立記錄、報告討論結果，設立觀察人



2.互動性 ─ 經驗學習

從實踐到理論 再進入實踐的循環成長模式從實踐到理論、再進入實踐的循環成長模式，

老師提供一種經驗、操練、關係的環境，

讓學生參與在經驗過程當中

幫助學生反省這個經驗，

把所學加以內化

經過操練所學的洞見與技能，再次

投入真實的生活處境，產生真實生命的改變

在使用經驗學習的重要原則：

A. 老師需要善加架構學習經驗

B. 經驗的反思才是造成學習的重要元素經驗的反思才 成學習 素

經驗學習的教學法包括：

角色扮演、模擬、戲劇、遊戲、角色扮演 模擬 戲劇 遊戲

個案研究、體驗學習。

經驗學習包含四個步驟：

親身體驗 投入在 個經驗中 角色 演A. 親身體驗：投入在一個經驗中 ─ 模擬、角色扮演、

實際生活情境，自動回應在處境中的反應、行為模式

B.經驗的反思：思想背後的前提、想法、感受？

藉由小組或同伴的分享、群體動力的學習活動，A
分享在經驗中我的體驗是甚麼…

認知感官 ─ 看到、體會，情緒 ─ 感受、察覺，
BD

意志 ─ 想要有什麼改變，行動 ─ 打算怎麼作

C.形成原則：從反思中，決定未來的方向與行動

C

D. 實際操練：根據新的原則體會，投入在經驗當中，

實際的嘗試，進入到新的學習處境當中

經驗學習經常是在群體互動的過境中，

學習者可以伸展觸角，觀摩別人的體驗，學習者可 伸展觸角 觀摩別 的體驗

培養對這個學習經驗的敏感度。

3.互動性學習的優缺點：

合作或競爭的學習A. 合作或競爭的學習：

把學生根據同質性或異質性分組，

透過彼此協助達到個人學習的成效，

透過學習能力有差異的同學彼此幫助，

達到團隊的目標

增加學生人際關係的能力

但要注意，在團體中容易被忽略的同學

有時會採用小組競賽，去刺激學生積極投入團隊，

但造成小組間衝突，需要與合作學習交替使用。

B.不能因為趣味而採用遊戲或體驗學習的活動，不能因為趣味而採用遊戲或體驗學習的活動

遊戲新奇、有趣，會產生遞減的效果

所有經驗必須有反思的過程，所有經驗 須有反思的過程

才有可能真正產生學習效果

三、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

適合已經擁有相當學習能力的學習者適合已經擁有相當學習能力的學習者

教師扮演的是督導、教練、提示、

指引學習資源，輔助性角色

1. 發現學習法：

學生主動蒐集資料，解決問題，

像專案研究、探究式學習、解決一些問題

2. 設計教學法：

共同參與創作，如專題海報、共同參與創作 如專題海報

企劃福音行動、主持晚會，

完全在於學生自己規劃、設計、執行完全在於學生自己規劃 設計 執行

也需要在事後有經驗反思的過程，

更加強學習效果。



叁、選擇教學法的原則

依據教學目標一、依據教學目標：

知識的獲取

演講、小組討論、團體討論、傾訴團體、

回應講座、主題演講、研討會、傾聽團體

啟發思考

個案研究、遊戲、情境練習、辯論、

探究教學、問題解決、批判思考

實作取向

實作示範、模擬、嘗試錯誤、技巧練習、

發表教學、設計教學法

情意陶冶與價值取向

角色扮演、模擬、團體討論、欣賞教學、

故事敘述、比喻分析、遊戲練習、經驗學習

二、根據學生特性：年齡、智力、學習程度

1 參與度的不同1. 參與度的不同

高度參與：遊戲、模擬、團體討論…
中度參與：

傾聽、角色扮演、故事、觀察…
低度參與：演講、小組討論、研討會、示範…
2. 學習風格

教師的教學若能配合學生的學習風格，

會達到更好的成果。

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風格，

讓他們在學習時更有自信讓 在學習時 有自

透過不同的風格擴充本身的學習習慣，

可以學習他人的學習風格可 學習他 的學習風格

讓課堂成為彼此學習、團隊合作的場合

學習風格的類型

想像/感官 感受型想像/感官 - 感受型

特徵：喜歡與人互動，看重人際關係，

重感性，充滿好奇心，愛發問

動機：我為什麼要上這堂課？強調意義

活動：群體學習、角色扮演、專案

分析/直覺 - 思考或理解型

特徵：希望老師是資訊提供者，

可以安靜坐著，分析、過濾資訊，

追求完美、正確的答案，

在做決定時，希望獲得完整的資訊，在 時 希 獲 資

喜好理性。

動機：我需要學些什麼？強調內容動機 我需要學些什麼？強調內容

活動：演講、閱讀、邏輯討論、辯論

務實/感官 - 思考或精熟型

特徵 喜歡 解 完成 務為 標特徵：喜歡測試理論、解決問題，以完成任務為目標，

善於處理實際存在與切身有關的問題，

理論配合操作，信心乃是動詞。

動機：我如何運用所學習的東西？強調實驗

活動：訓練、示範、練習、動手操作

動力/直覺 - 感受或自我表達型

特徵：冒險家，喜歡在學習過程中的行動，

不喜歡單向邏輯作出結論，試試看不同的可能性，

喜歡嘗試或發明新點子。非常具有感染力。

動機：我怎樣推陳出新？強調創新動機 我怎樣推陳 新 調創新

活動：藝術性活動、開放討論、腦力激盪

針對學習者學習風格來設計教學活動，針對學習者學習風格來設計教學活動，

有助於教學效果、讓四類型學生都有發揮的機會。



3. 霍華德‧加納 Howard Gardner 多元智能理論：

今 會 輯 式現今社會過於強調語文、邏輯的認知方式，

以致忽略其餘的認知方式，智能是指

人適應環境的能力，每個人都有八種學習能力，

有些較強，有些較弱，強的可以幫助弱的

每種學習活動都是多種智能的運用

˙語言智能：使用語言文字，如：朗讀詩篇

˙邏輯數理智能：了解因果關係，操弄數字，

如：分析詩篇的結構律、平行體

˙視覺、空間智能：表達空間、影像設計，

如：用圖畫或雕刻表達詩篇的意象圖畫或雕 表達詩篇 象

˙音樂智能：音樂思考、聽、辨識、

記憶、操作音符或歌曲的能力，記憶 操作音符或歌曲的能力

如：運用經文編一首歌、選擇與這個詩篇有關的詩歌

˙肢體、動覺智能：使用肢體解決問題、製作物品，

這 詩篇表演 來如：把這個詩篇表演出來。

˙人際、社會智能：了解別人、處理與他人有關的能力，

口語與非口語溝通，對別人的動機、情感比較敏感。

如：將詩篇與類似處境的人分享。

˙內省、直覺智能：了解自己，認識自我的能力。

如：運用詩篇來進行默想、靈修。

˙自然探索智能：分辨生物、非生物的能力。

如：觀察詩篇中大自然背景，在什麼環境讀這篇詩？

˙1999第九種 ─ 存在智能、屬靈智力：

思考終極關懷與意義，處理生命、

宗教、歷史與古文明的意義能力。

如：詩人怎樣面對生死、生命最終的目的與意義？

多元智能是屬描述性的，學生的學習不是只有一種方式。

三、根據教師教學風格、擅長使用教學法：

有 「教學 格 查表有一份「教學風格」的調查表…

闡述型教導 探就式教導闡述型教導 探就式教導

教導者主動的安排與計畫， 讓學生尋找資料、

以課程內容為學習出發點

教師為學習過程的中心，

解決困難、回應問題

將學生的學習活動教師為學習過程的中心，

教師控制學習的過程、

將學生的學習活動

放在學習過程的中心，

老師與學生一起控制教師控制學習的過程、

目標、內容、方向、

進度與評量

老師與學生一起控制

學習過程、目標、內容、

方向、進度、評量的權力進度與評量

真理從學習者以外的

方向、進度、評量的權力

從學生的理智思考、經驗、

外在權威來建立 價值判斷來決定真理

四、考慮實際問題

1 可以使用的教學時間1.可以使用的教學時間：

作好時間分配

2. 場地、班級人數：

大班、小組？課室空間的大小、

可移動的桌椅設備，根據狀況做調整

大班教學似乎採用演講法是最適合的，

老師還是可以設計若干環節，

讓大班也產生小組的果效

3.預備輔助教材的時間與經費：

有些教學法需要運用輔助媒體，如：有些教學法需要運用輔助媒體 如：

影片、模型、展覽，遊戲道具，

都需要考慮預備教具的都需要考慮預備教具的

時間、預算、技術的配合



肆、使用教學法應注意的原則、態度

變與不變 根據實際的需要採用一、變與不變：根據實際的需要採用，

不要為了想求變化而使用不熟悉的教學法

新的教學方式帶來新鮮感，也是教師自我突破的機會

讓學生在課堂退縮，是因為沒有被賦予正面的價值，

讓學生感覺被重視，比使用很多的教學活動要更好。

二、教學法是工具、是教師的延伸，不要主客易位…
特別老師在選擇輔助媒體要非常謹慎，

要注意是否能烘托主題、還是轉移教學的重心

在媒體傳播過剩的時代，學生的注意力被嚴重分割，

對深度思考或批判的理論或內容，造成不利影響對 度 考或 判 或 成不 影響

利用課堂的時間，讓學生的感官獲得休息與淨化、

心靈學習專注，才能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心靈學習專注 才能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

讓他們產生更深度的學習經驗。

三、教學是生命影響生命：一項研究調查詢問 ─
麼樣 老師是學 中 老師什麼樣的老師是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

這些老師的教學法都不一樣，各有其擅長…
一致性都願意與學生同在、充滿熱情，

對所教的主題認同、關注學生、有某種偉大的心靈

是真實、正直、表裡一致的人，不是說沒有缺點，

而是不隱藏自己的缺點，不假裝自己是完全人

真正帶給學生的影響，就是活的道 ─ 如何活出自己，

教師是個怎樣的人，永遠比方法更重要

學生期待看見什麼？發現教師與神之間關係的祕密，

以此開啟他們與神關係的祕密通道開 神關 密通道

所有的屬靈追求只是為了一個目的 ─ 讓神回到

我們心靈中專門被神保留、專屬於神的寶座，我們心靈中專門被神保留 專屬於神的寶座，

這才是帶來我們心靈最大的滿足與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