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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評估與反思教學的評估與反思

從這堂課開始，將進入這門課的

最後一個單元 ─ 教師的持續成長與塑造。最後 個單元  教師的持續成長與塑造。

如果把教導看作基督徒生命中的呼召，

因著這個呼召 我們透過教導參與在神的救恩計畫因著這個呼召，我們透過教導參與在神的救恩計畫，

就需要知道如何持續的在教導的事奉中成長，

目的 在於獲得證書目的不在於獲得證書、

累積教學資歷、取得肯定或成就感

是向主負責 為 教導職 我而是向主負責，因為祂把教導職分托付給我們

儘管在教學中，我們只是聖靈的助教，可是在

預備教導的過程，有許多發揮可以創意和努力的空間 ─
與不同的學習者互動，讓我們的生命更加豐富

更多機會經歷神使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神蹟

我們雖然在備課中要花許多的工夫，

在教學時會經歷許多風險 ―

不知道所預備的課程，是否真的可行、

對學習者的奔跑天路有幫助？

可是，仍然對這樣的事奉樂此不疲，

希望一次比一次更符合神的心意，

讓我們透過這個過程來效法基督。

要讓我們的教學精益求精，

在這堂課要分享的就在這堂課要分享的就是

「教學的評鑑與反思」。

這是一個比上許多教學課程、

參與一些教學工作坊

更有效的一種學習方式。

壹、重新思考教學的評估與反思

「評估 對許多 都 是 字「評估」對許多人而言，都不是很正面的字眼，

落入由他人為我們的表現打分數的景況中。

在教育界也漸漸在轉移評估給人的負面印象 ―

鼓勵人從比較積極的角度來看評估，

或採用更具建設性的方式，來進行評估。

對評估的方式，會盡量避免強調分數或等級，

更多兼顧學習的過程與結果，因應不同的

學習目標、採用多樣式的方式來評量

強調以學生為中心，而非以教師為中心

強調跟自己比較，而非與他人比較調 自 非

重點是在於發揮評估的教育意義 ―

讓評估成為下一次學習的動力，讓評估成為下 次學習的動力，

帶來終身學習的果效。



評估在教學中仍有其必要性，

經由評估 對先前的學習活動進行反省經由評估，對先前的學習活動進行反省，

回想先前的教學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

以致不是盲目往前衝，而有修正調整的機會。

評估就像聖經中安息的意義，

安息日讓人停下工作腳步來親近神，享受工作的成果

安息年讓土地得到修生養息的機會

評估就像安息一樣，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要的。

一般教師如何進行教學的評估？

一、根據教學目標來進行評估：

老師在預備一堂課的一開始，就已經在考慮評估。師在 課 開 在考慮評

十一、十二課談到教學的目標、起點、終點，

老師為了把握教學能有明確的方向，老師為了把握教學能有明確的方向

一開始就為學生設定學習的目標、果效。

因此我們設法訂出認知、情意與行動的目標，

以便可以從學生的改變中 看出學習的成果以便可以從學生的改變中，看出學習的成果，

教學目標就是從評估學習成果的角度來設立的

要求儘可能用量化、具體的用詞寫出學習指標

不過這種做法，近代許多教育專家認為太過制式化，

好像是企業、工廠的目標管理，

一開始就設定預期的目標、設定學習的內容，

要求有設定的成果、把教學當作製造商品。

認為真正的教學「應該是一種藝術，過程當中要有

意想不到的生命交會，要有懸念和驚喜的成分，

喚醒人某些將來才會明白的事情。」

這種說法當然非常浪漫、很有魅力，不過，

在學習教學一開始，如果沒有提供人在學習教學 開始 果沒有提供

奔跑的跑道，很可能讓人迷失在沙漠中。

因此，還是建議初學者中規中矩照著這種方式來學習，

因為學習設定目標、按照步驟來組織教學過程，

對老師是很重要的思想訓練、聚焦聖經的思想脈絡，

而且事先對整個教學過程進行模擬。

當然教學不是製造業，雖然事先有縝密周詳的計畫，

在生命與生命相遇時，一定會有意外、驚喜、驚慌，

有周詳計畫的老師，比較有餘裕去應變

毫無計畫的老師，整個教學過程都是意外，

一切都不曾在計畫中，要不斷的應變

在備課的過程中，寧可建議老師「寬備窄用」―

有周詳的計畫、兩三個備用的方案，有周詳的計畫 兩 個備用的方案

以便可以視情況選擇採用哪一個方案。

對於基本功非常熟練的老師，運用得出神入化，對於基本功非常熟練的老師 運用得出神入化

也就真的能體會教學真是一門卓越的藝術。

二、根據教會的異象、發展目標來進行評估：

靈命成長是 條 長信徒的靈命成長是一條漫長的天路旅程，

很難從一堂課、一個面向來加以評量。

有些教會根據信徒靈命成長的面向，提供評量的項目，

像美國馬鞍峰教會，主張健康的教會

需要發揮平衡的五方面功能 ─
團契、成長、服事、宣教、敬拜

把五項功能用來貫徹、衡量小組與個人的

健康程度，每項功能下列出若干描述，

讓信徒衡量自己這五方面的健康程度，

不好、…、非常好，也就是五點量表

這也是一種可以讓信徒自我評量的做法，

在評量之後，信徒還是要思考 ─在評量之後 信徒還是要思考

如何在強項持續的成長、在弱項去加以補足。



三、從評估到反思：

由於人性的多變 複雜性由於人性的多變、複雜性，

教育界進行教學評量時，發現

認知與行動的衡量，

是比較明顯而容易做到的

情意的評量涉及態度、感覺、內在自我的選擇，

很不容易直接透過量化的方式來衡量，

必須運用質性的方式來衡量，

或運用反思來達到改進教學的目的，

這樣，對接下來的學習更有幫助，

也更加符合人性化

什麼是反思？美國教育學者杜威提到：

「反思乃是主動、持續、關懷的考慮我的信念，反思乃是主動 持續 關懷的考慮我的信念

以及支持這個信念的知識形式，它想達到的結論。」

在生活中，我們因為知覺到一種處境、就產生思考的行動，

但多半時候 都是以非反思的方式但多半時候，都是以非反思的方式 ─ 
基於習慣去反應處境，

義或把這種處境與意義，視作理所當然

有時當我們發現慣常用的反應或判斷

不能解釋現有的處境、或解決現有問題時，

就會重新思考 ─ 我對處境和學習者的判斷

是否正確？背後的假設是否出了問題？

這種對於過程、前提的反思，

會讓我們對自己、對學習者都有新的認識與發現，

對教學進行反思會帶來教育的改革，對 學 行 會帶來 育 革

也能促進心思意念的更新。

由於反思對於人的學習與成長有如此重大的影響，由於反思對於人的學習與成長有如此重大的影響，

我們要從兩方面來看，如何進行教學的反思？

貳、引導學生進行反思

自我的評量與反思一、自我的評量與反思：

積極學習的學生都渴望獲得老師的指導，

以便知道自己做對了什麼、還有什麼需要改進？

這類的學生，「師徒」的帶領會很有幫助 ―

客觀的幫助他們，藉由示範、演練，

讓他能掌握自己的學習進度與成果、持續成長。

在教會的教育，不太會用學校所用的客觀評量方式，

而比較尊重各自的旅程進展，

鼓勵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責，跟自己來比較，

比較符合「成人教育」的原則。較符合 成人教育」的原則

但與其注意自己的成長與進步，

教師更需要讓學生反省 ─ 在這段教師更需要讓學生反省 在這段

學習歷程中，神如何在他生命中工作？

耶穌會創辦人羅耀拉

擅長 (省察)來督 靈命成長擅長運用反思(省察)來督促個人靈命成長，

他在《神操》中提到 ―

( )反思(省察)不是去想我做錯了什麼，

而是去思想神是怎樣的一位、祂做了什麼？

如此，可以把目光從自己、

轉移到神的身上

讓我們在神的恩典之下去改正錯誤、

產生創意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為了這個緣故，教師在設計作業的時候，

除了知識性的學習要求外，除了知識性的學習要求外

可以更偏向「反思性」的作業 ―

讓他們回顧自己的學習過程，讓他們回顧自己的學習過程

寫學習日記、定期的退省(事後自我反省)。



二、同儕反思(焦點群體)：

「焦點訪談 是 群體 式來 省學習「焦點訪談」是運用群體的方式來反省學習的過程，

可以讓學生一起分享教學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

例如：在一次教學結束後，我運用焦點訪談的方式，

讓同學分享對哪一堂課印象深刻、

感覺自己的生命被挑戰？

結果讓我非常驚訝 ― 

在這樣的分享場合，我才知道

有一位同學正面對人生的重大選擇，

就讓我看見

聖靈如何在那時保守了我，聖靈 何在那時保守了我

沒有誤判情形，做出不當的回應

同學之間彼此支持與鼓勵，同學之間彼此支持與鼓勵

遠勝於我所能提供的知識與指引

三、教師面晤：

老師在課程中能對每一位學員進行個別面晤，

當然對彼此都非常有幫助。

面晤的過程中，

老師的主要角色就是聆聽學生的感受，

而不是解決他們的問題、或提供指導

這是一個讓學生整理自己想法、感覺的時刻，

教師只是陪伴者或禱告者

除了教師與學生，除了教師與學

還有一個重要的同在者就是聖靈，

教師一面聆聽學生，一面也聆聽聖靈，教師 面聆聽學生 面也聆聽聖靈

並適時的提出問題，

來澄清學生真正想表達的意思，來澄清學生真正想表達的意思

引導他留意分辨聖靈的同在與引導。

叁、教師的教學評估與反思

教師對教學的省思一、教師對教學的省思

1. 課後教學記錄：

在課後記錄課堂中發生的事情，

就像學生對自身學習的反思一樣。

在課堂中，其實教師也是學習者，

記錄課堂中同學的反應、自己對這些反應的回應，

讓老師進一步思考當下所沒有注意到的事實

特別留意，自己內在的一些律動，

是否呈現一種行為模式、行為背後的假設

有些反思可以在公開的情況下，例如：有 反思可以在公開的情況下 例如

老師在網路上開設專門課程的分享討論區，

讓學生與教師都有機會進行課後的反思，讓學生與教師都有機會進行課後的反思

就把課堂的學習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2. 透過學生的作業、表現來進行評估：

走覽聖經協會創辦人魏金生《改變生命的學習》走覽聖經協會創辦人魏金生《改變生命的學習》

強調教師要為引起學生的學習來負責，

學生的分數就是教師的分數

如果學生沒有學到、教師就沒有教導

這句話也對，也不對，

的確教師要為學生的學習負責的確教師要為學生的學習負責，

但要知道自己並不是唯一的老師，

當 時 教 責當他說這句話時過於凸顯教師的責任，

學習者才是決定學習的主要因素

當我們把自己的成就放在學生的表現上，

可能有時會讓教師去取悅學生，

而不是取悅神



希伯來書的作者也面對了一群不想學習的學生，

他指責他們說他指責他們說：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做師傅，誰知還得有人

將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 (來五12a)。

這些學生似乎有些閒懶，

不想效法那些憑信心與忍耐繼承應許的人 (來六12)。

因此，問題好像出在這些學生不願意委身在學習。

當然，我們也可以問問：到底那些收信者

在掌握基要信仰的原則時，遇到了哪些困難？

不能從初信者進展成為教師，過程中出現什麼問題？

藉由真誠的分享對話，看見彼此需要改進的地方，藉由真誠的分享對話 看見彼此需要改進的 方

或許就可以讓他們相互認罪，一起在聖靈面前悔改，

而產生更有創意的做法，而產生更有創意的做法

讓他們漸漸成為神應許的後裔。

3. 同儕鏡射或教練視導：

儕 觀摩教學像是鏡 有同儕之間的觀摩教學像是鏡子，照出所沒有

意識到的慣性反應、教學對學生的影響。

同儕的鏡射，仍會產生自我防衛機制，

教學錄影也是發現自己盲點的方式。

4. 前輩教師的啟發：

從有經驗的教師學習、透過閱讀教育學者的書籍，

作者在書中提供的洞見，基於多年的經驗與反思，

很有助於擴展我們的觀點

教會歷史的前輩，都是偉大的屬靈教師，讓我們

超越時空背景，得到他們的智慧與經驗談超越時 背景 智慧

例如巴默爾《行動靈修學》，

從閱讀《莊子》獲得教育洞見，從閱讀《莊子》獲得教育洞見

幫助我們對教育問題有更深的思考。

5. 聖經的光照：神是人類的首位教師，

聖經留下 神教導人的軌跡聖經留下了神教導人的軌跡，

用聖經禱告，特別是默想式讀經，

導讓聖靈親自指導我們，在教學上裝備成為更忠心的教師。

6. 投入研究與禱告，改進教學：

一切反思的目的是在發現問題後，採取新的行動方向，

新的行動方向就引導我們進入到研究中。

神學家巴特 Karl Barth 說：

「禱告若沒有研究，將會很空洞，

研究卻沒有禱告，卻是瞎眼的。」

禱告能將基督的心放在我們裡面，禱 將基督 在我

研究則讓我們進入從基督的樣式來思考

神在世上的做法、人如何回應神神在 上的做法 何回應神

研究與禱告預備我們進入下一階段的教學任務中。

二、對自己靈性的省思，面對教師的心魔

1 恐懼 勇氣1. 恐懼 vs.勇氣：

《教育靈修學》作者巴默爾提到 ―

好的教學不是技巧，乃是教師的身分與品格，

教師的心理健康比教學知識與技巧更重要。

多年的研究後，發現什麼原因造成困擾老師的靈魂、

使得老師在身分、品格受到扭曲？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恐懼。

他說：「學習的敵人不是無知，而是恐懼。」

教師有三方面的恐懼 ―

A. 認知方式的恐懼，害怕與世界產生關連，認知方式的 懼 害 界產 關連

而保持客觀的態度，不敢進入與世界的對話。

當然與啟蒙運動之後當然與啟蒙運動之後

整個西方學術的知識論有關。



教師有三方面的恐懼 ―

害怕學生B. 害怕學生，

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學習、渴望學習、

害怕他們會論斷教學

C. 教師害怕自己不知道答案，

使我們想要控制，不容許學生帶給我們威脅

對付恐懼最好的方式，

當然就是意識他、正視他。

巴默爾寫了一本在教育界非常有影響力的書籍

《教學的勇氣》提到：

遵循內在最深刻的價值觀，遵 在最 價

以致有勇氣對抗內心的恐懼

根據良心與內在真實的自我行事根據良 與內在真實的自我行事

建立教學的群體，一同面對內心的恐懼

2. 挫折 vs.自我認識：之所以會產生挫折

是因為人或事物沒有達我們的期望是因為人或事物沒有達我們的期望。

挫折會懷疑自己的呼召，覺得自己不適合做教師，

神對我的 識因而是用自己的判斷，取代了神對我的認識

教師也因為學生的不負責任，輕忽他在

備課上的用心和努力，而感到失望

挫折的確會消彌教學的熱情。

根本的做法還是要回到對自我的認識 ―

不但認識我是怎樣的人，而且從神的眼光來看，

我是如何蒙神的恩典塑造。就如保羅說：

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

並且祂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10)

這使得保羅雖然知道他在各方面都是眾使徒中最小的，這使得保羅雖然知道他在各方面都是眾使徒中最小的

他沒有因此退縮，反而格外努力。

在《蒙神教導》特別提到，

這種自我認識會帶來三件事情這種自我認識會帶來三件事情：

A. 自由：讓我們不會被內在的情緒所捆綁

B. 智慧：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

可以成為他人學習的資源，可 成為他 學習的資源

是神賜給學習者的禮物。

就像愛利克森在「人生八階」就像愛利克森在 人生八階」

的最後一階段提到 ―

智慧是成熟的學習者所留給世人的禮物智慧是成熟的學習者所留給世人的禮物

C. 盼望：知道我們有改變的可能性，C. 盼望：知道我們有改變的可能性

因此，靠著主，

我們可以創造出不同的未來我們可以創造出不同的未來

3. 權力的誘惑 vs.倒空自己：

然 在師道 彰 教師 覺得教師是有權 地雖然現在師道不彰，教師不覺得教師是有權力的地位，

可是當我們渴望成功、教學有好的成果，

甚至渴望榮耀神、讓神使用，

有時會不自覺的把對成功與成就的需求，

與榮耀神劃上等號，這就是權力、影響力的誘惑，

會讓我們失去蒙召教導的初衷。

我們要經常回到小孩子的樣式，

承認不過是學生、仍需要接受神這位教師的指教

小心的檢查自己的教學計畫與活動，

是否符合神對人教學的總體目標符 神對 學 標

跟學生一起評估教學的成果，當人們發現

他們的成長完全與我們無關，不是我們的功勞，他們的成長完全與我們無關 不是我們的功勞

我們不會有失落感，就是我們最成功的時候



被稱為印度之母宣教士賈艾梅

寫過 本靈修小品《若》 有 段話提到寫過一本靈修小品《若》，有一段話提到：

「若我發現了別人苦思不解的答案，

可是我卻忘記了神才是顯明一切深奧的隱密事，

又知道向我們啟示暗中所有的；

若我忘了是神把亮光賜給最不配的僕人，

那我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

若我要人家知道某一件被證實是對的事

是我做的，或者我提議做的，

那我就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

這本小書幫助我們了解，這本小書幫助我們了解

「加略山的愛」就是「倒空自己」的愛。

教學的挑戰正是讓我們學習倒空自己，教學的挑戰 是讓我們學習倒空自己

以致在效法基督的路上，又向前邁進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