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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学习者认识学习者
1989 基督教教育期刊专文〈教圣经还是教学生？〉 ─

教学应当把重心放在教导的内容？还是以学生为中心，

更看重学生的感受、需求，以及生活体验？

 圣经教师不单要娴熟教导的内容，

也要对所教导的对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因为教导圣经的目的，正是为了促进学生的灵命成长为教导 ， 是为 促进学生的灵命成长
 教师需要对学习者是一群怎样的人、人类是如何

学习的、如何有效教导，要有所认识学习的、如何有效教导，要有所认识

已经有教育、人类发展、学习理论的专家，

进行许多科学的研究与理论的建构进行许多科学的研究与理论的建构，

教师可以从他们的研究成果获得许多洞见。

但是采用这些理论？会不会让我们的教学但是采用这些理论？会不会让我们的教学

不再是基督教教育，而是变相的正向、发展心理学呢？

奥古斯丁曾经说：「所有真理都是神的真理。」

这句话的理由 是根据神的启示这句话的理由乃是根据神的启示。

神启示真理乃是透过两种模式：

1. 创造：就是自然启示、或一般启示，

 基于神赋予人的文化使命，人需要了解

受造的秩序，才能善尽管家的职分，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就是对自然启示的研究

2. 特殊启示就是圣经、十架的奥秘殊

作为基督徒的教育者，

结合需要将这两者的理解结合，

研究神所造的人如何成长、如何学习，

这是我们对受造秩序的尊重。

由于研究这些领域的科学家或心理学，

描述这些理论时 往往建立在他本身的世界观描述这些理论时，往往建立在他本身的世界观 ─

对人的看法、教育或成长的目标，

有各自的哲学理论基础有各自的哲学理论基础。

 在采用他们的理论时，应当把他看作

描述性的解释，而非规范性的原则

这些理论有可能会因为新的发现而有所调整、改变，

所描述的是现象，不能拿来作为教学的

依据、限制，影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

从事基督教教育者是将教育放在神的救恩计画中，

目的是为了让人恢复神的形象、受造恢复良善的秩序，

就是神创造与救赎的目的，以此来荣耀神。

所以，在使用这些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所以，在使用这 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我们需要从神启示的眼光来加以批判、运用。



壹、圣经中的分龄教学
在近代教育 理学 学习理论尚未发展为专门学科之前在近代教育心理学、学习理论尚未发展为专门学科之前，

圣经已经从人类经验中，看出不同年龄层的特性，

也针对各种年龄层 来选择合适的教学原则也针对各种年龄层，来选择合适的教学原则。

在以色列家庭的信仰教育，

孩年幼的孩子一同参与逾越节的餐桌仪式，

一方面聆听观看成年人的种种动作，

一方面也适时参与其中一两道程序，

所提出的问题是：这是什么呢？

等他们的理解力渐渐发展，

会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守节？

到他们接受了成年礼，成为律法之子后，

已经非常熟悉逾越节的故事，就会问：逾越节

跟我有何关系？我要如何过与神立约的生活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他教导哥林多教会
乃是用奶喂养他们 没有用饭 因为他们乃是用奶喂养他们，没有用饭，因为他们

在属灵上还是婴孩，是属肉体的，

有属灵成熟 才 受 粮因为只有属灵成熟的人，才能领受干粮（林前三1-3）。

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中，特别用小子、少年人与父老，

这三个年龄段来比喻属灵成熟的阶段，

就像不同年龄层的人有各自的学习任务，

属灵学习也是如此。

在教会历史中，针对儿童的属灵教育在教会历史中，针对儿童的属灵教育
仍然沿袭着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文艺复兴之后，才有更多关于儿童的教育思想出现文艺复兴之后，才有更多关于儿童的教育思想出现

二十世纪心理学的发展，

对于人类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 就有了更多研究对于人类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就有了更多研究，

都有助于基督教教育者更了解他们所服事的对象

贰、发展理论的介绍

「发展」是指人在 生当中「发展」是指人在一生当中

身心产生系统与持续性的变化过程，

促进人类发展有两项历程促进人类发展有两项历程 ─

 生物性的发展成熟

 透过学习，产生感觉、思想、行为的改变

「发展的研究」包括

对人类身体、智力、心理、属灵等面向。

一、皮亚杰 Jean Piaget 的认知发展理论
瑞士著名的生物学家，他从观察研究中发现，

人类会根据认知发展的状态

来主动建构现实世界，又称「建构学派」─

人类的认知功能会帮助个体在面对不平衡时，人类的认知功 帮助 体在面对不平衡时，

调整自己的心理结构以适应环境。

皮亚杰把认知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

1. 感觉动作期 0 - 2 岁：

 新生儿刚出生有反射动作，来满足生理需求

 接着借着感官、动作、尝试错误来学习

经过两年的尝试，智力成就就非常惊人，

成为具有丰富思考的人，

能把自己与环境加以区别。

2. 前运思期 2 - 7 岁：

使用更精细的符号，文字、手势、物体、意象，使用更精细的符号，文字、手势、物体、意象，

来表达经验，进行思考。

 例如：经常玩扮家家酒这种装扮游戏， 例如：经常玩扮家家酒这种装扮游戏，

在设法了解周遭的社会世界

 往往用自己的角度看世界 往往用自己的角度看世界，

不容易了解别人的观点



3. 具体运思期 7-11 岁：

能用具象的事物来思考能用具象的事物来思考，

可以分类、推论

寻找物体之间的思惟关系寻找物体之间的思惟关系，

来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

4. 形式运思期 11 岁以上：

进入青少年时期进入青少年时期，

不再局限于事实或可见的层面，

能进行假想 推理等科学性思想而能进行假想、推理等科学性思想

可以进行演绎推理，

解了解他人的心理观点、行为起因、

角色取替、构思各种可能性，

做出困难的决定

认知发展理论评估与运用
1 对于世俗教育 基督教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与冲击1. 对于世俗教育、基督教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与冲击，

他的贡献在于使人了解人的认知是逐步发展的，

儿童的认知能力与成人不同儿童的认知能力与成人不同，

 就像儿童的小肌肉尚未发展与协调时，

不能让他做出拿筷子的复杂动作

 根据不同年龄的认知限制，教师需要

调整教学法，而不能把自己所认知的圣经事实，

用填鸭的方式勉强塞给孩子

这是否表示抽象的圣经真理没有办法传递给儿童呢？

例如；神的爱、神的公义，人是有罪的…
也不尽然，因为即使是幼儿在做错事时，

都本能的想要隐藏，说明具有道德意识，都本 想要 藏， 明具有 德意 ，

虽然他还无法明确表达或解释。

2. 他的研究是超越文化的、具有全人类的一致性，

让教导者能掌握正确的教学顺序 是非常有帮助的让教导者能掌握正确的教学顺序，是非常有帮助的。

 神的教导也采用同样的过程，先透过生活的具体事件，

步步教导 各一步步教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明白什么是信心、什么是顺服
 透过出埃及的具体经验，帮助以色列明白何为

神的救赎，然后才提出十诫、律法的抽象原则

3. 主张当人面对新的处境会产生认知的失衡、不平衡状态，

促使他寻找新的认知阶段，来达到平衡。

因此，学习与环境有关，却不是决定性的要素 ─

 当认知结构成长到某种程度，才可能有新的认知，

儿童学习必须配合认知发展阶段，不能揠苗助长

 透过启发性的提问造成认知失衡，促使学生启发性的提问 成 失衡， 使学

有更多角度的思考，提升对信仰的思考能力

二、科柏 Lawrence Kohlberg 的道德发展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也启发了劳伦斯 科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也启发了劳伦斯˙科伯，

运用道德两难的议题来进行研究，

察 是 何 道德观察人们是如何处理道德与正义的课题，

做出道德选择的理由，分成三个时期、六个阶段…
1. 成规前期：焦点在自我，

阶段一、遵守道德规则因为避罚服从
 不做坏事，是因为怕受到处罚，2 - 4 岁

 基督徒怕被神惩罚、管教，害怕下地狱

阶段二、相对功利（根据利益交换来作选择）

 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4 - 7岁岁

信主可以蒙神赐福，好像雅各见到异象之后，

就跟神许愿说：如果你保佑我平安回来，神许愿 果你保 我平 来，

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并且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2. 循规期：焦点在社会
阶段三 寻求认可 愿意做别人认为对的事阶段三、寻求认可，愿意做别人认为对的事，

 7 - 10岁，好孩子时期

基督 在教会热 事 希 获得 基督徒在教会热心服事，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

阶段四、顺从法则，遵守社会规则与权威，10 - 12 岁

基督徒生活以顺从神的律法、十诫为原则

3. 自律期：焦点在自我选择
阶段五、道德选择有灰色地带，并非一成不变

 道德规则由人来制定的，13 - 15 岁

 守安息日虽然是十诫的第四诫，可是如何守

应当是重在精神，而非僵化的外在规条

阶段六、普同原则，超越法律的原则，

 相信普世性的价值：人权、正义，良知相 普 性 价 权、 ，良

 所有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要爱人如己…

科伯的理论后来有诸多修正，

卡罗尔 吉利根 提出修 说法卡罗尔˙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提出修正说法：

 科伯的道德发展理论太过偏向男性的观点

女性的道德发展 认女性的道德发展与认同，

 所更看重的不是正义而是关怀

 道德选择所考虑的是亲密关系与连结，

而非追求独立自主

女性的认知方式，与男性看重抽象的认知方式有所不同

科伯的道德发展理论对公立学校、监狱改革都有贡献，

也广为应用于基督教教育，

 虽然提出道德发展相应的年龄阶段，展 年 阶 ，

但是不是绝对的

 有些成年人可能一直停留在第三层次 ─有些成年 可能 直停留在第 层

好孩子，所作的选择也影响信仰的发展

对于基督徒而言，教导道德
应该 停留在用教条化 社会化的方式 不应该只停留在用教条化、社会化的方式

教导道德教训的内容

学 学 发问 探索 应该鼓励学生学习发问、探索，

让他们藉由认知失衡，转向更高层次

择使他们在做选择时，

能拥有更成熟的动机与自主性。

针对什么是道德发展的原则？

科伯提出的公义 吉利根提出的关怀 科伯提出的公义，吉利根提出的关怀
 某些基督教理论者提出的 agape 爱
都可以表现出神的道德属性都可以表现出神的道德属性。

还有人根据科伯的理论提出 ─

荣耀神作为基督徒发展属灵成熟的准则荣耀神作为基督徒发展属灵成熟的准则。

三、法勒 James Fowler 信心发展理论
追随皮 杰 科伯的实证观察法追随皮亚杰、科伯的实证观察法，

参考爱利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想要 解人的 生如何在宗教信仰上成长想要了解人的一生如何在宗教信仰上成长，

与我们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的看法是有关连。

阶段一、直觉 ─ 投射式的信仰，幼儿
有些人说，婴儿对神的印象来自照顾他的母亲。

阶段二、神话 ─ 字面的信仰，学龄
 神有如法官，与神的关系是功利导向 ─奖励与惩罚神有如法官，与神的关系是功利导向 奖励与惩罚

 几乎像迷信，缺乏理性省察能力，只是宗教热情，

就像申命记，遵守诫命就蒙福，不遵守就受咒诅，就像申命记，遵守诫命就蒙福，不遵守就受咒诅，

 不因自我反省的过程，只是遵照律法规条，

符合就是好的 不符合就不好符合就是好的，不符合就不好

 当犯了律法，不是内心后悔，乃是恐惧



阶段三、综合 ─ 俗成式的信仰，青少年
受到所属的人际关系影响受到所属的人际关系影响，

如：家族传承的信仰，

非自己选择后而非自己选择后的信仰，

父母信什么，就跟着信。

阶段四、个人 ─ 反省式的信仰，青年
 会对前一阶段的信仰更有批判与独立性 会对前一阶段的信仰更有批判与独立性

如果意识过去的信仰群体有虚伪的元素、

或只是基于情感关系的因素而维系信仰或只是基于情感关系的因素而维系信仰，

有可能离开去追寻自己的信仰

 强调个人的悔改 强调个人的悔改

对许多名义上的基督徒，

可能是信仰更新或重生的转捩点可能是信仰更新或重生的转捩点。

阶段五、连结式的信仰，中年以上
宗 多 承认宗教信仰的多面性，

渴望跟人谈论信仰，深入评估与描述

 能接受生命模棱两可﹙灰色地带﹚之处

显然描述一个重生或灵命更新的基督徒

对信仰委身的态度。

阶段六 普世性的信仰 宗教人士阶段六、普世性的信仰，宗教人士
很少人可达到此阶段。

强烈的利他主 强烈的利他主义、

全方位自我整合的意识

 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与实践，

完全放下自我中心

像：耶稣基督、德雷沙修女…

总结：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科伯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法勒信仰发展理论 似乎认为人的学习有遗传机制法勒信仰发展理论，似乎认为人的学习有遗传机制 ─

 在特定阶段往上提升，以达到平衡状态的结构化

每个 都基 前 备 每个阶段都基于前一阶段的预备提供动力，

达到更高层次与更深入的学习

学这似乎表达人类学习具有

可预测的模式与阶段、超越时空的共通性。

了解发展理论可以帮助教师根据学生的发展特征，

来安排适合该年龄层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发展理论强调学习者与环境的互动可以提升发展的，

 基督教教育就从传统的填鸭式教育，

转移到更看重互动的教学路径

 让教学不是只偏重在教导的内容，教学 是 在教导 内容，

也能看重学生的需求与更适合的教学法

这三种发展理论都是针对普遍的人类发展而描述，

基督徒教师在采用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 方面限制基督徒教师在采用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几方面限制：

1. 发展理论提到儿童在认知与道德发展的限制，

却不成为教导信仰内容的限制却不成为教导信仰内容的限制，

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群体，

儿童都被包含在整个信仰群体中。

发展理论提醒成年人，

 当及早把重要的圣经辞汇与概念教导孩童，

并且透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来加以认知

 将重要的真理概念，储存在他的记忆库中，

当他的认知能力可以处理这些资讯时，资

就能自然的转换到更高的认知层次

儿童的认知能力虽然不如成人 仍然能经验神儿童的认知能力虽然不如成人，仍然能经验神，

而且以单纯的信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2. 希伯来学者 C.F.Keil & F.Delitzsch 解释 箴廿二6

「教养儿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教养是根据孩子的本性「当行的道」来教养

教养 事 态度 教养的事物与态度，

应根据儿童或青年的心性发展来安排

3. 对于成年人也深具意义，可以自我评估 ─

 道德与信仰阶段是否不断成长、

或停留在孩童或青少年阶段的认知与理解？

信徒来到教会的目的，是出于

功利、互惠的动机？还是对神的委身？

即使是成年人，我们对神的认识与理解，

仍可能局限于有限的经验，

对神认识的加深与扩大，对神认识的加深与扩大，

是我们一生都必须学习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