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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合适的方法  

 

一顿丰盛的饭菜，你喜欢吗？我很喜欢。大

家都知道，准备饭菜有正确与错误的方法。正确

的方法会使食物味道鲜美，我们都想让自己的食

物味道鲜美。  

我们也想让我们的属灵“粮食”味道鲜美，

我们想用一种方法教导人，好让学生们对我们所

说的感兴趣，并有属灵长进。这就是我们在教导

人的时候，要用正确方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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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看到，有一个奇妙信息要与世人分享，

这个信息是神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怎

样表明它，同样非常重要。就各种方法本身而言，

谈不上属灵还是不属灵，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可能，让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理解并接受我

们所教导的属灵真理。当你教导这些来自神的道

的奇妙真理时，要用最好的方法。  

你将在本课学到… 

你确实需要一个方法  

选择最好的方法  

作演讲  

讲故事  

展开讨论  

提问  

本课将帮助你… 

■ 解释为什么需要教导方法。  

■ 用不同的方法改进你的教导事工。  

■ 为那些你要教导的人，选择正确的教导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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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实需要一个方法  

目的 1：  解释为什么在你的教导事工中，需要教

导方法。  

你有曾经坐在主日学课堂里，却没有学到任

何东西的经历吗？当时的那个教师可能很爱神，

也研究过这个教训，但是当这堂课结束的时候，

你却不知道他要告诉你什么。还有可能是，他所

说的根本没有引起你的兴趣。如果教师没有预备

好应有的方法，那么这种情况会时有发生。  

我们在上一课中，已经学习了怎样预备一个

信息。如果在预备和说明它的过程中，没有采用

正确的方法，就可能导致信息软弱无力。方法是

“把思想和主题有条理地安排好，以说明一个道

理的手段”。你不仅需要了解要教训的信息，还要

知道该怎样教它。信息就是要教导的内容，方法

就是你计划教导这个信息的手段。  

在你的教导事工中，用正确的方法很重要。

有些人说不需要方法，他们认为只要开口，圣灵

就会把要说的东西告诉他们。但是，要以一种能

够帮助人们长进的方法教导人，并没那么容易。

任何人在教导别人时，若不用好方法，许多年后

就会发现，那些他所教导的人没有掌握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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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导方法并不违背神的旨意，耶稣用许

多方法教导门徒和跟随他的众人，我们将在下一

课中看到这些实例。  

圣灵的一个事工是引导基督徒。如果你作为

一名基督徒求问他，他将引导你选择最好的方法，

来陈明你的教训。  

习题  

1 教导中，我们用的方法是  

a) 我们试图要教导的事。  

b) 我们计划教导一个教训的手段。  

c) 和信息一样的事。  

2 好的教导方法是必需的，这样教师  

a) 将对自己很满意。  

b) 将更快上完课。  

c) 将看到学生在属灵方面的长进。  

选择最好的方法  

当你准备信息的时候，要了解教导中将用到

的不同方法，以及可能将用到几种方法。  

在选择用哪种方法的时候，考虑你所教导的

人的年龄因素很重要。因为孩子的学习能力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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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是不同的，你要为教导他们选择不同的方

法。  

我们将学习四种教导方法，当我们讨论这些

方法的时候，要尽量思考在教导事工中怎样运用

它们。  

作演讲  

目的 2：  解释什么时候应该作演讲。  

演讲是“一个有计划的讲话，或者为了教育

的目的就一个特定题目的谈话”。演讲有长有短，

最好针对成年人，孩子很难长时间坚持听完一个

演讲。  

为什么要用演讲，有以下几个理由。  

1. 它节省时间。教师可以直接陈明教训，并

举出许多事实，而要让学生自己找到这些教训和

事实，将花费更多的时间。  

2. 它让教师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教训的主题

上。不会有学生把教师引向另一个主题，从而保

证教导内容的完整性。当要陈述一个新的真理或

者想要学生学习某个具体的事时，这很重要的。

教师只为教导的这个教训，提供事实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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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它有助于教导大团契。针对 100 个人的演

讲，可以像针对 10 个人的演讲一样容易，其它教

导方法都比较难以用于大团契。  

演讲有这些有利因素，但同时，你还要注意

一些事情。  

1. 因为几乎没有机会让学生在演讲期间讲

话，所以演讲必须始终生动有趣。如果学生觉得

无聊或失去了兴趣，他们就无法掌握所教导的内

容。人们要掌握知识，就要被引导着去独立思考，

要作到这一点有几种方法，即使用到演讲期间也

可以。我们将在本课的稍后部分提出一些建议。  

2. 尽管教师在演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讲

话，但是给学生一个机会提问或沿当前思路作评

论，也是一个好主意。当然，必须适合这个教训

才是合宜的。  

3. 演讲要特别注意怎样陈述这信息里的真

理。当然，这对教导的其它方法也一样。演讲的

时候，要确保让信息不仅要影响学生的感受，还

要影响他的心智。  

4. 考虑正在说的内容。演讲要足够清晰大声，

让每个人都能听见，这很重要。（你最好再阅读一

遍上一课中，有关语言的那一节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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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选择作演讲，那么要仔细计划怎样陈

述你的信息。你可以列大纲或排列不同论点的顺

序，然后按大纲的顺序教导人。例如，在这节课

开始的时候，我就给你列出了一个学习内容的大

纲，现在就在按这个顺序学习。  

要帮助学生从演讲中受益，还可以作另一件

事，就是给他们一套有关演讲内容的问题，让他

们按照问题听讲并写出答案。演讲结束的时候，

给学生们时间来分享答案。  

了解你正在教导的人很重要，这样你就能知

道他们是否有属灵的长进。记住，所有基督徒教

导的目标是——使人得到属灵长进。  

习题  

3 用演讲的方法教导人，最好针对哪个年龄组的

人？  

………………………………………………………… 

4 以下哪种情形适合用演讲的方式教导人？选

出正确的句子。  

a) 围在你周围的几个孩子，你感到有圣灵带

领你去教导他们。  

b) 二三十个基督徒聚在一起，你想要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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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生平有更多的了解。  

c) 你和一个朋友正在交谈，她询问你怎样才

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d) 学校要你在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  

 

 

讲故事  

目的 3：描述你在什么时候运用讲故事的教导方

法。  

讲故事是最古老的教导方法之一，耶稣是一

位讲故事的大师，他的故事非常有趣，且情节丰

富。他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这些故事，这些故事

都有关人们做过或了解的事情，我们将在下一课

中，对此作更全面的讨论。  

儿童、少年和成年人都很爱听故事，你可以

把生命的真理放进故事中。其情节将抓住学生的

兴趣，而他们的知识将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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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孩子，通常整节课都是故事。对于大

一些的孩子和成年人，故事至少通过三种方法来

使用。它们是：  

1.  开始，介绍课程的时候。  

2.  中间，解释所提出的观点。  

3.  快到结尾的时候，把道理应用于日常生活。 

对诸如爱、信心或感恩这样的事，有时很难

解释，但在故事里，就容易得多。有哪个孩子听

到狮子坑里但以理的故事时，会不激动？这个故

事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解释了信靠看顾他子民

的神是什么意思。  

但是，在基督徒的教训中，故事不应该只为

取悦学生，耶稣讲的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个道理，

因为他努力要教导听众。我们在教训中用到的故

事，也必须含有一个真理，能够帮助教导这个道

理。  

圣经里有许多故事，你可以用来教导人，使

学生们的基督徒生命有长进。或者找一个日常生

活中的故事，就像耶稣一样。也许，你还可以在

报纸的新闻目录中，找到一个故事。  

选择故事的时候，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1.  这个故事与我要讲的真理有关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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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个故事对我要教导那个年龄段的人有意

义吗？  

3.  这个故事生动吗？其中的人物正在做什么

事情？  

4.  我和我的学生喜欢这个故事吗？  

在你讲故事之前，先自己大声练习两三遍。

如果故事对你而言很生动，也有意义，那么对你

的听众而言也有意义。  

习题  

5 选出一个最佳答案并填空。  

a) 耶稣讲故事是要……………………………… 

（取悦百姓  / 教导神的真理）  

b) 为了解释爱的观点，讲故事是一种好方法，

因为它举出了………………………………… 

（一个爱的实例  / 许多观点）  

c) 教导孩子的时候，为什么最好在课程的开

始讲一个故事？  

为了让他们……………………………………… 

（学得更快  / 听进去）  

6 就有信心的主题，讲出一个简短的教训，要包

括一个故事。请用我们讲到的讲故事的三种用

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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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讨论  

目的 4：  解释为什么讨论是一种很好的教导方

法。  

讨论是“对所学观点或真理的分享”。  

“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

教的人。”（加拉太书 6：6）  

一场好的讨论，可以帮助学生把所教导的真

理行出来。我曾经带领过的一个团契，针对做基

督徒意味着什么，讨论了好几个星期。我们都知

道附近的一个邻居很需要帮助，这家人的母亲住

院了，父亲因为心脏病不能工作。我们讨论了他

们的情形，决定把我们所学的真理行出来。因此，

我们送给他们一箱食物，从而感受到在服事他们

时的喜乐。  

讨论不仅是谈论某些事，或议论所教导的内

容。团契的每个人，在讨论中都努力去理解真理

时，才是真正的讨论。  

这个教导方法的应用，比其它任何方法都困

难。它需要认真的准备，从而引导学生思考。  

要展开一场好的讨论，需要做几件事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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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  

1.  要讨论的问题必须被每个人所理解，问题

不应该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答案上，这将

限制讨论。  

2.  讨论必须是课程的一部分，可以占用整节

课的时间或只一小段时间。  

3.  应该有很好的组织，以帮助学生感到可以

很自由的分享他们的想法。  

4.  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讨论，如果学

生想从讨论中学到知识，就应该把它运用

到日常生活中。  

5.  学生必须真心渴望认识真理。  

6.  带领人必须谨慎，不要批评学生的评论，

批评将使学生气馁，使他将来不再敢开口

说话。  

讨论最好用于小团契，这很重要。如果一个

班超过 12 或 14 个人，将很难让每个人都参与进

来。但是，一个大的班级可以被分成几个小组，

和带领人一起讨论课程的某些部分。  

大部分人都很喜欢说话，因此如果展开讨论

的话，可以增进学生对属灵事物的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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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7 把你认为对展开一场好讨论最重要的三件事

列举出来。  

………………………………………………………… 

………………………………………………………… 

8 假设你要采用讨论的方法教导有关信心的信

息，要用什么问题来开始讨论？  

………………………………………………………… 

………………………………………………………… 

提问  

目的 5：描述怎样将问答作为教导人的方式。  

要了解学生们的基督徒生命有什么长进，问

答方法是最佳的选择。问题回答的详细与否，将

向你表明他们多么有效地把所学到的道理行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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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还可以让学生对学习、对找到应用新真理的

方法更感兴趣。  

好的问题就象是渔民钓钩上的鱼饵，能抓住

人的兴趣并让他们思考。  

刚才要求你写几个关于信心的讨论问题，这

是因为问题是讨论的重要部分。你不可以用了一

个方法，就不用另一个，可以通过提问来引导讨

论。  

有三种问题对那些正在教导的人很有用，它

们是：  

1.  就事实提问：这个问题要求人陈述所学课

程中的事实，这种问题很重要，因为在我

们找到如何把这些事实应用于我们的生活

之前，必须先了解它们。  

2.  就问题提问：对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提问，

你可以通过提问引导学生，帮助他想出解

决问题的不同方法。  

3.  应用问题：这个问题要求学生把教训中的

道理应用于日常生活，应用问题可以用于

那些相信耶稣并接受他作救主的人身上，

它要求学生把所学到的东西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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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教导事工中，可以通过提问了解那些

你所教导的人，认识了多少真理。反对来，因为

他们想要学习，将主动提问。一个良好的学习氛

围，应该既有老师的提问，也有学生的提问。  

习题  

9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在讨论中，你可以通过提问了解学生的真

实想法。  

b) 提问可以使学生思考所学的真理。  

c) 针对事实的提问是要学生将其应用于自己

的生命。  

d) 好的问题可以引发学生的兴趣。  

10 根据加拉太书 6：6，分别就上面提到的三种

提问方式，各写一个问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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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0 你的回答可以用：  

当我们教导有关基督的信息的时候，应该做什

么？（事实）  

说我们都肩负了属灵事工，对吗？（问题）  

当你作为别人所教导的学生时，怎样才能把这

个道理行出来？（应用）  

1 b) 我们计划教导一个教训的手段。  

9 a 对  

b 对  

c 错  

d 对  

5 a 教导神的真理。  

b 一个爱的实例。  

c 听进去。  

2 c) 将看到学生在属灵方面的长进。  

8 你的回答。你可以说：什么是信心？如果信心

是神的恩赐，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它？信心有多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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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年人  

7 提出一个将要讨论的好的、清晰的问题，让讨

论有序并生动，尽量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4 b 和 d 

6 你的回答。例如，可以讲马太福音 13：31-32

中有关芥菜种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用这三种

方法中任意一种或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