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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話語上

更深地建造
／徐宗琦

由於種種不同的因素，有為數不少的弟兄姊妹只是主日

來參加崇拜，但是若想憑藉一年五十二次主日講台的

信息來明白聖經的教導，這恐怕是非常不夠的。也有不少

的弟兄姊妹同時參加團契的聚會，而一般團契聚會比較著

重的是聖徒之間的連結和生活上的分享，若是想要在神的

話語上更深地建造，參加教會的主日學相信可以彌補前兩

者的不足之處，幫助弟兄姊妹有系統地在聖經上受裝備。

信友堂成人主日學課程的安排主要分成下列三個類

別：

1. 初階：基要真理班、信徒造就班、聖經概論，及單卷讀

經。

2. 進階／進深：舊約書卷、新約書卷、教會歷史／神學歷

史、教義、系統神學、宣教差傳、門徒訓練等。

3. 實踐神學（生活應用）：聖經輔導、婚前／婚姻輔導、

基督化家庭、親職教養、信仰與生活、長者關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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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生命的塑造
－信友堂成人主日學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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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課程中的基要真理班、信徒造就班和聖經概論，

在每季固定開課。這些課程能夠幫助慕道友從對基本的信

仰、到受洗後對基督徒該有的生活，以及對聖經能有一個

概括性的認識。進階／進深課程則是在神的話語上更深地

教導和裝備弟兄姊妹。實踐神學類的課程不僅是因應這

個世代和個人的需要而設計，更是教導弟兄姊妹如何「行

道」。

信友堂的成人主日學主要是由本堂的傳道同工及長

老、執事負責授課。另外我們也會邀請在神學院授課的老

師，或是學有專精、靈命成熟的會友開班授課。盼望未

來我們在場地和師資上能夠做更好的調度和規劃，以致我

們的課程可以更完整、多樣（比如，規劃一個三年制的課

程，讓弟兄姊妹有系統地接受裝備），以提升弟兄姊妹追

求真理的渴慕和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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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堂成人主日學事工

我為什麼要上主日學？
當弟兄姊妹們面對敞開的信仰知識之門，仰望著歷代堆疊成

千上萬的信仰知識庫中，他們期盼的應該是主日學的老師

們，能夠為他們從成堆的學問之丘間，清理出一條看得到前

行方向的小徑⋯⋯

／葛迺駿

看見需要，形成負擔

1780年英國諾丁漢的一個夏天，一名基督徒在主日崇拜結束後走出教會，看見教會外一群群無所事

事、閒散打鬧的青少年在街上閒晃，其中有些是鎮上出名

的年輕混混、有些則是六天在工廠工作，主日停工在街上

各處消磨時間的童工。看見這麼多年輕人主日在教會外消

磨生命，這名基督徒突然覺得自己有一個強烈的呼召，要

讓這些充滿活力但無知的年輕生命受教育；同時也要讓神

的話語來重新塑造這些年輕生命。於是羅伯雷克斯在當年

的七月，開始了他自己設計的「主日學」課程：以聖經、

要理問答來教育這些青少年。短短七年內，擴大到有二十

五萬名英國青少年進入教會接受主日學教育。之後幾年從

聖公會開始，更跨越宗派成立了「主日學聯盟」，數以百

計的主日學校紛紛出現，一直到今天，主日學已經成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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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會主日聚會必備內容之一。

看見一個別人的需要，形成一個自己的負擔，勇敢踏

出一步，就為後人拓展出一條引人歸主的大道。

同學的答案

「我為什麼要上主日學？」在這一季主日學的第一堂

課上，我問同學這個問題。下課後，一位姊妹特別來回應

我這個問題，她是一名在大學中任教語言學的教授，很謙

虛地表示自覺對信仰還有許多的未知，想要在主日學課堂

上，經由各位老師的教導，而更深入信仰。

這個世代分工越細，各行各業出現越多專精入裡的達

人；而在教會中，有關生命和敬虔之事的教導，弟兄姊妹

向來信任我們這些主日學老師。當弟兄姊妹們面對敞開的

信仰知識之門，仰望著歷代堆疊成千上萬的信仰知識庫

中，他們期盼的應該是主日學的老師們，能夠為他們從成

堆的學問之丘間，清理出一條看得到前行方向的小徑─

引導他們走出這寶庫而不致於空手；進而再踏上這些小

徑，藉著手中掌握的寶貴精髓，逐步步向每個人今生今

世，神特別為其專屬預備的人生之路。

老師的答案

看見一個學員的需要，形成主日學老師的負擔，為其

理出一條小徑，幫助他直奔向朝聖的錫安大道。

「我為什麼要上主日學？」輪到我自己來回答這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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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職責：這一季輪排到我上課。

■一份負擔：求知若渴的肢體，想在教會主日學得到引導與

幫助。

■一份託付：願意上課的學員們，信任我能教導其信仰的知

識與實踐。

■十萬份樂趣：老老小小、熟臉新人、臨場的機智問題、課

後的真誠交談、講桌上意外的小桂圓蛋糕、無數次生命

交流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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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與實踐聖經神的話
／陳偉仁

主
耶穌說：「你們為甚麼稱呼我『主啊，主啊，』卻不遵

我的話行呢？凡到我這裡來，聽見我的話就去行的，我要

告訴你們他像甚麼人：他像一個人蓋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

基安在磐石上；到發大水的時候，水沖那房子，房子總不能搖

動，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惟有聽見不去行的，就像一個人在

土地上蓋房子，沒有根基；水一沖，隨即倒塌了，並且那房子

壞的很大。」（路六46-49）

信友堂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建造以神話語為根

基的教會。

教育事工部，如同其他四個事工部與五個團契部，都

必須努力地發展與擴張這個核心價值。所以，教育事工部

的三大事工：信友通訊、圖館書與成人主日學，其服事的

目標，就是為幫助弟兄姊妹建造以神話語為根基的生命。

因此，成人主日學的事工必須常常思考：如何幫助弟

兄姊妹（1）更多的學習與認識聖經神的話，（2）更多的

活化與實踐聖經神的話。

更多的學習與認識聖經神的話，需要有計劃且多樣的

成人主日學課程設計與安排，以及更多可以教的教會同

工、長執與弟兄姊妹委身授課。而藉著成主課程更多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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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堂成人主日學事工

化與實踐聖經神的話，因為這是過去教會成主比較少做的

事工，我認為，需要在成主授課中，有帶著牧養心懷的學

習關懷。

試想：如果來成主上課的弟兄姊妹，沒有人關心他們

是否聽懂、為何缺課、是否有聽課的問題，也沒有人在意

所學的要如何應用，更不會有人常常為他們所學的禱告

⋯⋯那，成主課程想要幫助弟兄姊妹「更多的活化與實踐

聖經神的話」，恐怕就只能「可遇不可求」了。所以，可

以確定的是，教會的成主課程，不應該定位在如神學院的

課程，也不應該只是想要讓弟兄姊妹有更多聽道的機會，

重要的是─幫助教會弟兄姊妹在生命裡所學的能學以致

用。

為此，教育事工部希望未來的成主課程規劃中，在課

程中會有「關懷弟兄姊妹學習」的助教，來幫助並鼓勵上

課的弟兄姊妹（簡稱學員）做更有生命果效的學習，而其

主要服事內容如下：

（1）每週利用email寄發課程通訊。在課程期間，課程通

訊的內容包括提醒下一課的主題、大綱與上課時間地

點，也可以分享上一課的課程重點、老師的叮嚀、同

學的回應、課程或生命應用的問題與解答⋯⋯等。

（2）關懷上課學員的學習狀況。在課程期間，關心學員的

學習與應用、為學員禱告、電話關心、協助回答問題

⋯⋯等。

（3）連結教與學。在課程期間，反映學員的學習狀況給老

師，並將課程的重點與如何應用在生活或生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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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給學員。

（4）課程後建議。在課程結束後，撰寫課程報告給教會的

教育事工部，提出未來若開同樣課程的建議，或將學

員的需要與意見整理後交給教育事工部。

（5）課程後分享。在課程結束後，將老師與學員的心得寫

出分享的文章，不僅與老師及學員分享、留做紀念，

也可以在教會刊物或網站上分享。

親愛的弟兄姊妹，您願意在信友堂的成主課程中，成

為「關懷弟兄姊妹學習」的助教嗎？若您願意，請聯絡教

育事工部同工徐宗琦傳道：agape212@hfpchur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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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的創新模式
／姜紹青

與主日學的不解之緣

自從2006年有機會受邀成為沈師母所帶領的信徒造就班

中的助教，紹青開始與成人主日學結了不解之緣。在

與沈師母的合作中，看見成人主日學不只是我們教授與學

習真理的地方，更是成為弟兄姊妹互相砥礪、互相關懷、

互見成長的學校。後來有機會自己成為授課的教師，也開

始在心中不斷呈現與羨慕同沈師母合作的圖畫。

紹青在接過信徒造就班一陣子後，開始接新約概論班

約四季（中間相隔各一年），心中逐漸浮現弟兄姊妹有更

多的需要去更深入瞭解上帝的話。信友堂的成人主日學課

程豐富，從提供慕道友的基要真理班，初信者的信徒造就

班，提供初信者繼續對聖經全盤鳥瞰的新舊約概論，進階

課程有單卷解經課程、神學課程、教會歷史、基督教倫理

學課程、辯道學課程、與其他實踐性課程（如家庭與婚

姻）。但是，紹青自己感覺似乎弟兄姊妹在新舊約概論

之後，單卷解經課程之前，可以操練基本的讀經方法；因

此，開始計畫基礎讀經班，希望在這個主日學中，著重在

運用基礎的讀經方法，例如文法分析、歸納法等，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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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卷的仔細閱讀中，可以看見整個書卷的中心主旨與結

構，進而可以應用在生活中。

重新思考主日學的架構

在此同時（2012年上半年），教育事工部在陳偉仁長

老與徐宗琦傳道的帶領下進行成人主日學的再規劃。希望

信友堂九軌十部的核心精神之一：全職傳道同工與帶職長

執整全搭配，讓這樣的搭配可以成全聖徒，建造基督的身

體；也希望成人主日學成為另一個信徒在真理學習中的關

懷網絡。為了達到上述的目的，教育事工部重新思考後的

成人主日學架構，有二個主要的建議：其一為增加單卷讀

經課程，並安排為經常性課程，可以邀請長執們授課，授

課的長度可以突破目前一季十堂課的原則；其二為增加每

一堂課程一位助理，使得助教可以發揮協助教師聯絡參加

的弟兄姊妹，瞭解他們上課的問題，使得弟兄姊妹不只是

得到知識的增長，也與其他弟兄姊妹在真理中互相連結，

而助理則負責事務性協助，如點名、印講義等。紹青又再

次心頭浮上與沈師母搭配服事信徒造就班時，心中被恩典

充滿的感覺。

執行主日學的新模式

上帝的恩典總是來得恰恰好，紹青原先自己心裡所

想，與教育事工部的規劃，加上卜遠程執事的鼎力相助，

陳素份姊妹的行政安排，第一個實驗性單卷讀經班，就在

2012年第三季展開。紹青負責準備上課內容，遠程執事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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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上課助教，當時邀請報名上課的林天生弟兄擔任上課助

理。遠程執事在下課後，即與弟兄姊妹們討論與回答問

題，也經由電子郵件發出當次上課的簡要紀錄，讓沒有到

課的弟兄姊妹可以略知上課的狀況，也同時在同一封電子

郵件中通知下次上課的內容。我們也利用電子郵件鼓勵弟

兄姊妹們在平日有讀經問題時可以發問，我們儘量在一定

時間內回覆。

我們也在一季課程結束後，檢討做法，認為建立助教

協助上課、聯絡關懷、回答問題等，確實可以提高整個教

學的互動與品質。紹青與遠程執事將於2013年再合作一次

課程，我們將全力更加徹底執行新模式，讓成人主日學具

真理學習與靈裡關懷的功能，更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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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數位教育時代的

成人主日學
以教會的現況而言，我們有許多具教導恩賜的牧長與弟兄姊

妹，但面臨最大的瓶頸之一就是場地不夠、時間不夠，其次就

是如何讓更多的會眾能夠參加成人主日學？如何引導不同屬靈

生命狀況的會眾，透過主日學而讓靈命得以成長與更新？

／卜遠程

在2012年11月24日的教育事工部退修會中，邀請了中華

福音神學院（以下簡稱華神）遠距教學中心主任徐四

浪傳道，分享了「網路課程、規劃與經營評估」的主題。

這篇文章除我自己的心得外，也參考了徐傳道的分享簡報

及其在華神所做的研究論文內容。

「遠距教育」的發展變革

簡單而言，「遠距教育」的發展歷史大致上可分為三

個時期，第一代：1880年代開始的函授、印刷品；第二

代：1920年代開始的廣播、電視、衛星；第三代：1980

年代開始的電腦、網路、多媒體行動裝置等。第三代與前

面兩代最大的差異在於互動性的增加，第一代與第二代幾

乎只能單向的傳授，而缺乏在傳統教學過程中，透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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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學現場和學生互動所產生的教學效果。因資訊科技的

進步，現今的遠距數位教育即強調透過各樣的資訊工具輔

助，設計合適的數位化教材或學習互動程序，以達到教育

（包含教學與學習）的功能。

傳統的學習模式固然重要，但網路時代也確實引發了

學習革命，包括：學習場所由實體教室轉移到網路的虛擬

教室；學生角色由被動接受知識轉為主動選擇知識；教師

角色由知識的傳遞者轉為學習的輔導者；教材形式與內容

由統一進度轉為適性多元；學習方式由個別獨立完成轉為

團體合作學習。整體而言，未來的學習已經不是在上課時

才開始，而是在每一次上課之間，藉由教師的指導或事先

規劃的進度，由學生就特定主題與教材進行學習，在進到

教室（或虛擬教室）時，透過與教師（可能有多位）及同

學之間的討論，釐清問題、深化學習。依照自己的學習成

效與需求（或教師的指導），主動選擇下一階段所要學習

的內容。

主日學的現況瓶頸

教會成人主日學的目的在於讓會眾除參加主日崇拜、

團契與各樣服事外，也能藉由特定主題的課程，與弟兄姊

妹一同學習神的話，讓生命更加成熟。以教會的現況而

言，我們有許多具教導恩賜的牧長與弟兄姊妹，但面臨最

大的瓶頸之一就是場地不夠、時間不夠，其次就是如何讓

更多的會眾能夠參加成人主日學？如何引導不同屬靈生命

狀況的會眾，透過主日學而讓靈命得以成長與更新？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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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不變的前提下，應積極思考如何利用遠距數位教育的

各樣方式，來補足（甚至強化）傳統主日學教學模式的不

足。當然並非所有的主日學課程都可使用相同的遠距數位

化教學模式，因此在規劃的過程中，應該以每一類主日學

課程的教學目標為前提，規劃出合適的遠距數位教育方

式，而不是一味追求最先進的資訊技術。

數位學習的好處

數位學習會給教會帶來甚麼樣的好處？大家常想到的

好處，可能包括：讓學習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提高學

習資源再利用率、記錄所有學習的過程以評估成效等。但

除此之外，可能帶來更大的好處是：因減少牧長授課講述

時間，而增加互動討論與關懷的時間；透過網路的即時互

動性，增加會眾隨時學習與合作學習的機會；形成終身學

習氣氛，教會在真道上成長；善用網路資源，透過網路宣

教，回應傳福音的大使命。

初代使徒即透過書信的「函授」，為神學遠距教育創

始者。信友堂在遠距數位教育時代的成人主日學應該如何

做？願神帶領你我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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