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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教学的群体连结教学的群体
一个关怀教师的机构所作的研究报告指出 ─

教师在课堂中最感到士气低落的就是孤单教师在课堂中最感到士气低落的就是孤单，

在课堂中，面对学生，只是孤单一人，

不为学生或家长所了解 也不被同侪所理解不为学生或家长所了解，也不被同侪所理解，

 当有困难时，不知道能向谁求助

 当快乐的时候 也没有分享的对象 当快乐的时候，也没有分享的对象

在教会的属灵教育中，虽然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许多主日学教师 辅导也同样感到可是许多主日学教师、辅导也同样感到

 所摆上的，似乎常常被别人所忽略

 在面对现代儿童与青少年所出现的问题，

心中的无力感不亚于学校的专业教师

因此，连结教学的群体是支持教师长期服事很必要做法。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 Urie Bronfenbrenner
曾经提出「生态系统理论」曾经提出「生态系统理论」，

借用生态的观念，说明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同心圆来解释，

 每一个个体都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

 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大环境所发生的事情，

都会对个体造成影响

研究个体的发展与成长，

个体
微观系统

须要考虑的面向可以从

微观、中介、宏观，

中介系统

外部系统微观 中介 宏观，

甚至是历时性的。 宏观系统

主角：主日学的学生
主日学老师

建立横向的关系
主日学老师
其他老师、家长、与儿童有关的事工单位

学校 社区 媒体 父母职场 国家教育学校、社区、媒体、父母职场、国家教育

政治、经济、人口结构、城乡差距、
种族歧视 社会所传递的价值信念种族歧视、社会所传递的价值信念、

国际间战争与生态的问题

如果同心圆的主角是教师，

影响教师的因素不仅是课堂的范围内，

更是跟整个大环境有关 ─

 哪些与我们的教学有关连，哪 我 教学有关 ，

就可以成为教学的资源、建立关连的群体
 我们的教学对大环境的贡献是甚么？我们的教学对大环境的贡献是甚 ？

也可以使我们的教导感到更有意义，也更有使命感



壹、认识教会是教育的群体（微观与中介系统）

生态系统理论 圣经正是把教会比喻为基督的身体生态系统理论 — 圣经正是把教会比喻为基督的身体…

弗四16 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连络得合式，
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宗教教育学者何瑞丝 Maria Harris《塑造与更新》

教会本身就是教育者 塑造信徒生活方式教会本身就是教育者、塑造信徒生活方式，

教育使命乃是落实在教会生活的五种形式 ─

教导 团契 宣道 服事 礼拜教导、团契、宣道、服事、礼拜。
 藉参与群体活动、相互沟通、联系来学习团契
 藉祈祷 敬拜 灵性塑造来学习礼拜 藉祈祷、敬拜、灵性塑造来学习礼拜
 藉领受实践神的话语来学习宣讲、传福音

 藉个人化 社区 地方 全球性事工来学习服事 藉个人化、社区、地方、全球性事工来学习服事
 藉参与适当的教导与学习，来学习教导

发挥教会作为祭司、先知、君王的角色 ─

祭司 体表 表 帝祭司以具体表现，表达上帝

对人受苦与犯罪的怜悯之情

先知宣扬福音、实践信仰生活，将生命带入全世界

君王受托管理世界，建立世上的生活

每种范畴都是彼此相关，每个事工群体都有这五方面功能。

作为教导者，意识所作的乃是教会整体教育课程的一部份，作 教导者，意识所作的乃是教会 体教育课程的 部份，

对象就不只限于教会内的信徒，乃是为了世界而存在。

约翰卫斯理的豪语「世界是我的教区」，约翰卫斯理的豪语「世界是我的教区」，

我们也应该说：「不要让教会成为我们的世界，

而是要让世界成为我们的教区。」而是要让世界成为我们的教区。」

未信主的百姓或许未必进入教会，但是他们需要

从基督徒身上看见 道就活在他们当中从基督徒身上看见，道就活在他们当中，

就像神的道也曾活在一世纪巴勒斯坦百姓当中。

贰、从教会群体延伸到社会的群体（外部系统）

一、从教会的大家庭延伸到社会各年龄层的教育需求。

教会是包含所有年龄层、好像大家庭的群体，

在提供教会各个年龄层属灵的需求时，

要关注这些人如何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

当他们面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压力时，

教会能为他们做什么？例如：

 国家目前的教育制度对儿童学习的影响

 青年人面对失业、前途选择的焦虑

 经济不景气、中年转业、年长者照顾

这些问题不单是社会普遍的问题，

也是信徒所面对的问题。

在教会中，可以共同来研究这些题目、在教会 ，可以共同来研究 题目、

提供相关的服事。

二、差派、训练各种领域的传道者、宣教士，

培养他们阅读文化与解释信息的能力培养他们阅读文化与解释信息的能力：

教会把人从社会中召聚，也要把他们差派到社会，

如何支持他们 能到职场 生活 学校如何支持他们，能到职场、生活、学校、

社会的各种角色成为见证人？

 宣教士到族群宣教，先学会当地的文化和语言，

然后用当地人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来传福音

 需要装备信徒学习，透过生活来向人见证福音

许多基督徒认为，传福音要将圣经稀释到一种程度，

才能让人理解与接受。

 圣经并不是为信徒而存在的，是神向世人的启示
 他的信息是普世性的，也是超越时空的

经过适当的解释、表达，圣经是针对所有人说的，经过适当的解释、表达， 是针对所有人说的，

把握圣经普世性原则、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



三、培养对社会议题的敏感度，

建立神学反思的能力建立神学反思的能力：

在课程分类中，除了外显、潜在课程之外，

还有 种称之为悬缺课程或虚无课程还有一种称之为悬缺课程或虚无课程，

指有一些课程内容，因着文化偏见

或某种意识形态的选择，

以致于被排除或忽略的内容。

在教会的教育课程中，我们也需要反省，

是否刻意回避某些社会上敏感性的话题、

对于某些族群或议题的回避。

这些议题可能是教会尚未形成共识、

或者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例如：

同性恋与多元成家、和平与公义、性 与多 成家、和平与 、

绿色生态、多元文化的议题。

这些当代的议题可能没有简化、现成的答案，

需要 圣经与实务面持续的探讨与辩论需要从圣经与实务面持续的探讨与辩论，

才能找到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因应方案。

这也促使我们在教会当中 须有更多人这也促使我们在教会当中，须有更多人 ─
跨教会、跨宗派，投入在这些议题的研究中，

倚靠圣灵寻求神的引导、在张力中去寻求平衡

 或许具有共识性的答案不一定在这一世代会出现

教会早期面对异端的挑战，经历了三、四百年的争辩，

教父们才从研经与祷告中，对大公教会
如今所公认的三一教义、基督论、救恩论，

建立了正确的认知与教义的基础。

我们这个时代也有独特的议题，

需要我们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需要我 为真 美 ，

让教会在社会中，成为造在山上的城。

四、培养对弱势、边缘群体的关注与怜悯，

站在悲剧的裂缝中站在悲剧的裂缝中：

 除了以神学反思建立对某些社会议题的参与，

实际进入 中也要实际进入那些心碎的人当中

 并不是因为我们能为这些心碎的人做些什么，

而是去真实的体会、而不是去回避世界的苦难

太四16 耶稣的传道乃是进入那些
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当我们体验人类受苦的经验，才能真正看见 ─

十字架如何为受苦的人带来医治、生命，所传的信息
 不是表面的慰藉，而是真正怜悯与同理

 不是用我们的口传，而是用我们的行动
因此，连结教学的群体，因此， 结教学的群体，

也是指让与世上受苦心碎的人产生连结。

五、网路科技对人类学习的影响：

1 因着网路的无远弗届 不仅将教育的资源1. 因着网路的无远弗届，不仅将教育的资源
提供给不方便到教会或神学院受教的人，

补 堂有 参 点也补足课堂有限的时间、不能让人人参与的缺点。

拥有成人教育的优点 ─ 按自己的进度学习、

鼓励自主学习、自己搜集资料、安排学习的进度

让人更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感觉，

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被动的接受老师加诸的观点

2. 网路乡民影响着许多社会议题，

使得政治人物都必须考虑乡民的意见。

网路也有可能成为亚略巴古 ─ 公共论坛，

渐渐形成一种文化处境，

虽不能取代真实生活的信仰处境，代真实 仰 境，

却可以成为神学学习的辅助环境。



3. 网路也拉近了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知识差距，

让他们更多的追求神的真理 落实在生活中让他们更多的追求神的真理可以落实在生活中。

因而，除了知识的传递，

多有 交 需要更多有一对一的交流、

学习群体的分享

 让看似虚拟的教学环境

能变得更加真实性

当然教会的某些功能，

例如：崇拜、团契、圣礼、圣餐，

不可能透过网上学习来达成。

在使用网路来学习，应该促进团体讨论、

强调教会肢体生活的重要性、合作学习，

而不是用网路的虚拟关系是 虚 关系

取代了真实的人际往来。

总结：基督徒的教师并不是在教会当中闭门造车，

需要建立 连结教学的群体 教会内 外的需要建立、连结教学的群体 ─ 教会内、外的，

让我们的教学，可以成为无墙的教学。

要做到这点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要做到这点还有很重要的 ─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圣经提供了两个意象让我们思考，

 落在恶者的权下，有如被鬼附的人，

需要用能力将鬼驱逐，使他清醒过来

 有如血漏的妇人，需要被神医治、被神的爱来保抱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会决定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征服、敌对的关系，还是怜悯、和平的伙伴关系？

也影响我们对教育的看法与做法，

 征服者，采用从上而下的教条化过程

 站在他身边、服事他的需要，产生自发性转变在 身 、 事 需要，产 性转

这是我们都需要去思考与祷告的问题。

当我们在关怀社会或世界的问题，

定也会碰触到体制上的问题一定也会碰触到体制上的问题，

当我们要求外在的体制要有所改变时，

看 来自 内在需要看见一切问题的根源来自人的内在。

巴默尔提到「体制乃是人心的投射」，

育 根教育的问题有其人性的根源。

这个世界的问题其实是人心的缩影，

除非神的国先降临在我们内心，内心要先被神改变，

否则我们的教学就不能带来任何改变，

这又回到教师的灵命塑造。

在我们的教学中，需要将对世界的关注，

带入到这个学习的空间，

宇宙的主正在这空间与我们相遇，宇宙 在 间与我 相 ，

让我们透过所学习的，带回到日常的世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