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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设计跑道设计((二二) ) 学习圣经学习圣经
上次的课程提到

 课程就是「跑道」的意思 课程就是「跑道」的意思

 介绍了美国基督教教育学者

劳伦˙李察 Larry Richards 提出劳伦˙李察 Larry Richards 提出

架构课程的四个步骤：

HOOK
引起兴趣BOOK

学 经学习圣经
LOOK
生活的反思

TOOK
行动实践

生活的反思
与关连

行动实践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第二个步骤…

学习圣经 BOOK：阐明圣经的事实与内容 ─

让学生获得知识与事实的理解 需要 确让学生获得知识与事实的理解，需要正确

把经文原本的处境与含意发掘出来。

当我们完成归纳法研经，基本上，就已经对经文的

主要思想脉络、中心思想，有相当程度的掌握，

接下来就需要根据学生的程度、所预定要传达

教学的内容与目标，组织手中所有的材料。

 在这个步骤，并不是把自己研经的心得告诉学生，

这样做只是把我们所咀嚼的二手资料提供给学生

对于已经有学习能力的学生，应当尽可能让他来参与，

引导他学习自己查考圣经 ─ 给他鱼竿而不是给他鱼，

也就是鹰架理论，

 没法做到的部份，为他架设鹰架来支持他做到 部 ，为 架 鹰架来支持

 已经做到的，把鹰架拿开，让他自己去做到

壹、根据经文本身的结构来组织内容

一、背景介绍：

从背景、整体来看一段经文 ─

如：温习书卷大纲、

介绍这段经文的结构、

这段与上一段经文的关联性、

先前曾提到的相关主题，

帮助学生对圣经有整体的认识
 知道圣经有如无缝的天衣，

每段经文彼此之间都有紧密的关连

许多综览性书籍、圣经注释，

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整理。



二、进行文学分析：

根据书卷的文体进行分析根据书卷的文体进行分析。

1. 叙事体：

史 序A. 历史性、地理性、时间的顺序、

地图，建立叙事顺序、架构

B. 事件发展的顺序，人物的描述与关系图

2. 论述体：

根据整个论述的大段、小段

的分段结构来分课

3. 诗歌体：

诗歌智慧书、先知书，

也有独特的分析方式

参考「实用释经学」参考 实用释经学」

有详细的说明。

贰、有意义的读经

一、直接阅读圣经的文本：

鼓励学生运用圣经不同的版本、译本，

正确理解一段经文或某些字句的正确含意

提供圣经的平行记载，

如：四福音合参、旧约历史书合参

相关记载，如：约拿书，参照 王下十四24-29

神曾经透过约拿向以色列百姓发预言：

神要透过耶罗波安二世来拯救他们，

而神果真这么做了。

耶罗波安二世是以色列历史难得的盛世，

这也是先知约拿很光荣的记录，

就如撒母耳，所预言的都应验了！耳，所 言 都应

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再来看约拿书，会非常有趣。

二、用不同的方式来「读」圣经，体会读经的感觉。

多数时间我们用「看」的方式读经多数时间我们用「看」的方式读经，

这时学习用「听」的方式来读经，

用不同的方式读 ─
教师读、请志愿者读、默读、

录音读、轮流读、用戏剧的方式读、

用合唱的方式（诗篇）、用画的方式、

用表演的方式（哑剧）

请学生把圣经合起来，请学生把圣经合起来，

 用说故事的方式把圣经读出来

 老师再读第二遍， 老师再读第二遍，

中间的关键片语让学生来填充

可以让学生非常专注可以让学生非常专注、

而快速的记忆圣经的内容

叁、采用不同的教学法来呈现教学的内容。

如果圣经内容非常多 采用传递式的教学法一、如果圣经内容非常多，采用传递式的教学法 ─

演讲、提供综览大纲，快速掌握经文很有帮助

纲要或图表教学法 帮助学生快速分析整理资料二、纲要或图表教学法，帮助学生快速分析整理资料，

运用归纳方式，对照、比较，找出重要的概念与原则。

例一、可四15-20 四种田地的比喻

分析内容

遇到成长的
障碍

心中没有根，
只是暂时欢喜领受

结果 为道遭难或逼迫，
就跌倒了

如何克服 要让道能生根



例二、太廿五14-30 按才干受责任

如何运用银子
随即拿去做生意，

分析内容 五千两 两千两 一千两

如何运用银子

主人的

，
又赚了五千

肯定他忠心与良善，
主人的

奖赏或责备
把更多的事交给他管理，
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

比较差异

例三、创世记卅二至卅三 雅各在雅博渡口前后的转变例三、创世记卅二至卅三 雅各在雅博渡口前后的转变

渡河前

送礼物解以扫的恨

渡河后

自己在妻子儿女前头先过去送礼物解以扫的恨
妻子、使女、儿女先过河
非常懦弱、心虚

自己在妻子儿女前头先过去
一连七次俯伏于地
有勇气面对问题非常懦弱、 虚 有勇气面对问题

讨论：为何雅各有此转变？从观察中分析。

肆、怎样增进学生对经文的理解与感受

一、尽可能让学生自主学习：

透过学习过程、自己掌握研经的方法，

 老师预备讨论题目，让学生根据经文进行讨论

请学生提出答案，经过学生思考后的答案，

比老师把自己独到的读经亮光告诉他们，

更印象深刻、建立学生对查经的信心

「教得少，学得好」，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看见原先没有看到的部份，也能发出「阿哈」…，看见原先没有看到的部份，也能发出「阿哈」…，

教师将拥有更大的成就感。例如：

1 请同学根据经文，找出六何 ─1. 请同学根据经文，找出六何
「何时、何地、何者、何物、为何、如何」观察法

2 分组根据所分配的经文 来设计问题2. 分组根据所分配的经文，来设计问题

3. 根据所分配的经文，预备口头报告或进行辩论

二、增加参与度：学习柱

记忆力记忆力记忆力记忆力 参与度参与度参与度参与度
各类教学法

记忆力记忆力记忆力记忆力 参与度参与度参与度参与度

越被动能记住越少

越主动增加非常多

当学生参与度越高，记忆就越深刻。

尽量鼓励学生以参与表现的方式 ─

用海报画出来、把经文表演出来，去呈现教学内容，

可以让他们记忆更深刻、更久。

例如：用「访问式」的方式查考 创世记廿七章：

利 加怂恿雅各去欺骗他的父亲 撒利百加怂恿雅各去欺骗他的父亲以撒，

希望藉此取得

以撒想要给以扫的祝福，

这个家庭的关系有如谍对谍。

请各组用这四个人物的角度来读这段经文，

 派代表来访问每一组，

让他们说出为什么当初会这么做？

让学生能设身处地去思想

 这四个人物当时的心情

 当发现事情的发展与他们

预期的不同时，产生了什么反应？

这就是参与式的一种读经方式。



三、运用想象力去身历其境：

不仅用理性去理解 也进入圣经的场景不仅用理性去理解，也进入圣经的场景，

打开五官去体会当时环境的氛围、

会有 感受人物可能会有的感受。

例如：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时的感觉，

新约雅各面对的信徒正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所有的圣经都有他所在的处境，

如果具体呈现出当时作者与听众那时的处境，

就能更多情感面的投入
需要发挥想象力，

不仅用眼睛看、耳朵听、

触觉 ─衣服的质料，如血漏的妇人，

味道 ─马利亚的香膏、彼得的鱼腥味，味 马 香膏、 得 味，

用五官的感觉投入在经文的场景

几种能够带来参与感的研经活动
1 角色扮演 演出当撒该信主之后1. 角色扮演：演出当撒该信主之后，

想对过去得罪的人认错、对曾讹诈的人赔偿四倍、

家产 半 穷把家产一半分给穷人，

当他这么做，可能会得到哪些回应呢？

˙文士与法利赛人

˙税吏同事们

˙穷人

˙藉此机会占他便宜的人

˙曾被他欺压的人

撒该面对不好的回应会怎么做：

˙继续向人述说耶稣在他身上的救恩

˙忍耐、请求原谅，还是很灰心

可以透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投入在撒该的情境当中，

让人看到当撒该要悔改的时候，看到 该要悔 时 ，

有可能面对的回应、场景、与他所要付的代价。

2. 戏剧研经：

表演出雅各书中表演出雅各书中，

教会当时出现三类型的问题，

类 分组讨论三类型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舌A. 勒不住的舌头：

爱争论、结党纷争、好为人师、产生冲突

B. 不顾念有需要的人：

忽略孤儿寡妇、欺压工人的工价

C. 沾染世俗的价值观：

˙对贫富有差别待遇

˙与世俗为友的生活态度

˙追求个人的野心梦想 ─到另一个城扩大生意

讨论后，雅各书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甚么。

3. 模拟：模拟当时的情境 ─ 腓利门书，

腓利门接到腓利门书之后腓利门接到腓利门书之后，

考虑是否要按照保罗的建议去做？

其实 有 确 希 怎其实保罗没有明确的讲希望他怎么做，

只是讲出几种可能性让他来做选择。

把同学分成四组，分别不同的立场，

根据各自立场 对腓利门提供建议：根据各自立场，对腓利门提供建议：

A. 与腓利门同一阶级的奴隶主人：

如果不严惩阿尼西母 让其他奴隶主如果不严惩阿尼西母，让其他奴隶主

难以管理奴隶，造成更多奴隶的叛逃。

B 敬畏神 受旧约思想影响的犹太奴隶：B. 敬畏神、受旧约思想影响的犹太奴隶：

熟悉新旧约的原则，

腓利门应当释放阿尼西母 让他自由腓利门应当释放阿尼西母，让他自由。



C. 从前是奴隶，现在已是自由人：

成为自由人固然美好 是面对生存的问题成为自由人固然美好，可是面对生存的问题，

未必比在大户人家做奴隶更好，

自由未必是 最 选让阿尼西母自由未必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主张圣经并没有要所有奴隶都脱离主人，反而提到

应当以服事主的心来服事自己的主人，

即使阿尼西母信主，

也应该守住蒙召时的身分（林前七20-24)。

D. 崇尚自由的奴隶：

认为阿尼西母在基督里已经是自由人，

不受法律所约束，应当由阿尼西母来决定
想要留在主人身边，或者去到保罗身边。

四组都有圣经根据，分别对腓利门提出建议，四组都有 根据，分别对腓利门提出建议，

当经过讨论，就知道腓利门所要考虑种种面向的问题。

4. 专案研究：拯救哥林多，

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 课堂 开始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课堂一开始，

列出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形成专案，

让同学分组认领 研读 之后让同学分组认领、研读 歌林多前书 之后，

提出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

一至四章 因属灵领袖而分裂的领导力，

属世的价值观来论断、造成结党

五至六章 道德与弟兄相争

七至八章 家庭关系、祭拜偶像食物、

文化习俗的问题

十二至十四章 恩赐问题

接下来各组以专案企划的方式，

呈现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呈现他们所研究的问题，

然后带领全班进行专案研究讨论。

四、让圣经人物更加人性化
尽可能去体会圣经人物所经验的问题 困难尽可能去体会圣经人物所经验的问题、困难，

˙少年官在听到耶稣的挑战时的内心交战

在 到神 呼˙亚伯拉罕在听到神的呼召时，

所可能有的考虑与外在的拦阻

解释虽然圣经未必提供明确的描述与解释，

 尝试进入圣经人物的人性经验，去体会

在面对顺服时的挣扎、神的呼召带给他们的冲击

虽然与圣经人物之间有文化、时空的差距，

体会圣经人物与我们正面对着同样的遭遇，

而有助于学习经验的迁移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圣经人物的反应制式化，

忘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不是属灵超人，是有 有肉 平 、 是属灵 ，

让他们的信仰经验与我们现实生活脱钩，而缺乏感动力。

特别是许多人对耶稣的看法往往过于神性，

耶稣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其实耶稣的人性经验是与我们一样（来二18）。

 认为耶稣比我们更容易胜过试探，

也从来不曾有过凡人的困难、问题

 更多从人性的角度去思想耶稣，

因为耶稣本来就是完全的人

就能体会耶稣能同理我们的生命处境。

这样去读经所归纳出的原则
不是抽象的道德教训或属灵高调，

而是具有感动力与释放能力的信息，

可以与我们的人性经验产生共鸣与连结。



五、经过痛苦的学习往往让人印象深刻，

学习遇见挫折未必是不好的学习遇见挫折未必是不好的，

在耶稣的教学中，经常看见祂给学生当头棒喝 ─
斥责 得是 警告 将卖斥责彼得是撒旦、警告他即将卖主，

这些经验、场景可能在学生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擅长「两难诘问法」，

经常给学生带来头脑上的冲击、折磨，

却有助于他们认识真理

六、研经的最后须带出归纳的原则，

也就是具有普世性的真理原则，

这原则是可以适用于所有人。

如此，才能进入下一步骤 ─

让真理与我们的生活产生关连，真理与我 生活产 关 ，

向我们的生命发出挑战。

结论：

在学习圣经的部份要注意的在学习圣经的部份要注意的 ─

由于教学时间有限，教导圣经

太多 节不须提供太多知识的细节，

教学不是在做研究、也不是在查经，

查经的目的是对经文有周全的理解

教学的目的是要带来学生生命的改变

因此，在选择要呈现哪些材料时，

需要去芜存菁，筛选的原则就是

根据教学目标、学习者的程度。

每次的教学只需要明确传达一个真理原则，

让这个原则能被被充分的讨论与应用，

才能对学生的生命带来改变，才 对学 命带来 ，

让整个教学能命中目标，而不是乱枪打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