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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堂課，介紹了皮亞傑、科伯、法勒的發展階段理論，

幫助我們理解人的發展依照著潛在的進度成長幫助我們理解人的發展依照著潛在的進度成長

比較從個人為主體來建構，偏重認知、智力的層面

可是人的發展並非只是受到遺傳的影響，可是人的發展並非只是受到遺傳的影響

其實社會對於人格的成長，有更大的影響。

心理分析學派的愛利克森 Erik Erickson 就提出心理分析學派的愛利克森 Erik Erickson 就提出

人生八階的發展理論，透過人與人之間的

心理、社會、性的互動來理解人的學習，心理 社會 性的互動來理解人的學習，

也更強調人類的情感意識，

每個階段有顯著的特徵，潛伏著心理、社會的危機每個階段有顯著的特徵，潛伏著心理、社會的危機

若能透過學習去適應，培養出相應的美德，

生命就能更進一步的成長與發展，生命就能更進一步的成長與發展，

反之生命受到阻礙停滯，面對下階段危機更難以應付

壹、愛利克森對人生八個階段的描述，

為我們展開一個人格成長的藍圖

一、信任或懷疑(嬰兒期)，培育美德：希望( )

嬰兒從出生至滿歲，需要人呵護才能順利成長，

心理社會的議題就是信任或懷疑。社會的議題 是信任或懷

倘若他能對照顧他的人培養信任，

就能產生對人的信任，就能產生對人的信任

當他能對母親產生信任，

即使母親暫時離開，即使母親暫時離開

也能相信母親會在他需要時出現

這種信任不單是對照顧者的信任，這種信任不單是對照顧者的信任

也是對他本身的信任，

若他能相信自己有能力因應環境的變化，若他能相信自己有能力因應環境的變化，

就比較能放心的離開大人

發展信任，不只是單純藉由食物和照顧來決定，

重 是 在 中 傳達 愛更重要的是他在照顧中所傳達的愛，

擁有信任感能讓嬰兒在下個階段

更有信心發展自主性，

也在往後容易產生對人、對事產生信任，

當然也有助於信任神

無法發展信任的嬰孩，會影響他的人格成長，

產生退縮、對人不信任，失去對社會的信心，

對愛、相互倚賴、信念…，

都會有不合理的態度與行為，

除非獲得補償性的發展，否則將很難適應社會

嬰兒的第一個對神的認知與理解，

來自於照顧他的人與群體，來自於照顧他的 與群體

對嬰兒友善的教會環境，也有助於信任感的發展。



二、自主或害羞懷疑(幼兒期)，發展美德：意志力

歲 是 與 範一至三歲，正是訓練大小便與種種生活規範，

訓練者過度嚴格，會讓孩子感覺緊張，

損害他的自信、感到羞恥。

有些新手父母想早早建立規範與界限，

或對孩子成長有過度期待，使得孩子在做不到時

感到受挫、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而放棄努力

向權威抗衡，變成任性、反抗，故意做出相反的行為

發展自主是建立在自尊、自重的心理條件，尊重幼兒的

選擇、自尊，按照他的心理進度來鼓勵發展，

有助於戰勝害羞、懷疑，為下階段奠定良好的基礎。有助於戰勝害 懷疑 為下階段奠定良好的 礎

父母可以透過與其他父母交談，來卻除自己過度緊張

或過高的期望，當然也要小心，不要流於相互比較，或過高的期望 當然也要小 不要流於相互比較

因為每個孩子的發展都有他獨特的步調。

三、積極主動或退縮罪咎(學齡前兒童) 

是 學前大約是進入小學前、幼稚園的階段，

這段時期的兒童活動力大為增加，

有較大的想像力及好奇心，

因著精力充沛、意識自己的存在，

因此渴望主動積極探索、嘗試新的事物

主動探索的過程受到限制，反面就是退縮罪咎，

有很多幻想、想入非非，產生戀父、戀母情結，

因而產生罪咎感

過度抑制內心的慾望，很可能造成反常的人格，

讓他的潛能受損，情感冷淡，想像力受到束縛

這個時期的父母

可以透過遊戲、故事來幫助他體會人生，可以透過遊戲 故事來幫助他體會人生

指引他對神有單純的信心，藉著禱告來經歷神。

四、勤奮進取或自貶自卑(學齡兒童)

進入學校之後 兒童的社交生活更為擴展進入學校之後，兒童的社交生活更為擴展，

學校成為主要的生活處境，

會很想表現自己，爭取老師或同儕的接納，

會參與群體遊戲、學習與活動，

很怕受到人排擠

這時期的特徵就是具有求知慾、活動精力，

希望學習成年人，產生一種勤奮精神

兒童致力於學習，當他在當中感到興奮與滿足，

會加強勤業的行為、留意工作或活動的各種規範，

讓自己適應及服從這些規範，讓自 適 這 範

也渴望效法成人、或年長的孩子。

學習習慣的培養，也能讓他們對工作愛好，學習習慣的培養 也能讓他們對工作愛好

領悟分工合作的意義，有助於未來適應社會。

如果兒童覺得能力不足，不能隨心所欲完成作業，

就會感到自卑 懊惱就會感到自卑、懊惱，

看見同儕獲得滿意成果時，會有不如人的感覺，

因而失去興趣，產生退縮、迴避及孤立

某些原本學業不錯的學生，在群體中受到排擠，

或家中突遭變故，也會因自卑情緒，在學業上嚴重退步

這時期的學習力旺盛，在基督徒家庭成長的孩子

更是可以好好利用這個時期，

學習聖經故事、重要的真理，

把神的話語豐豐富富的藏在心裡

家庭祭壇建立，有助孩子在溫暖安全環境下，家庭祭壇建 有助孩子在溫暖安 環境下

跟神、信仰群體建立美好的關係，

培養基督徒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培養基督徒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讓家庭能夠成為小型教會



五、自我認同、角色混淆(青少年與青年期)

進入青少年時期 在許多國家或文化進入青少年時期，在許多國家或文化

都代表兒童期的結束，這個時期

生理上急速改變，身體快速成長，性機能開始成熟，

青少年也開始被要求長大成熟

在面對即將進入成人世界，會開始問：

我是誰？我要成為怎樣的人？

最重要的心理發展就是身分的認同：認識我是誰，

這種自我認同

奠定先前所認同的基礎，以建構新的自我形象

也會對自我能力加以評估 ─會對自我能力加以評估

能培養正面的自我形象，接納自己的缺點，

也發現自己的長處，就能漸漸找到也發現自己的長處 就能漸漸找到

人生的方向、意義、價值，建立自我認同

心理學家馬西亞 James Marcia
將青年人的自我認同分成四種類型將青年人的自我認同分成四種類型：

1. 迷失認同：不關心過去、未來，

隨波逐流，因而迷失方向。

2. 未定型認同、他主定向：一切都交給父母老師來決定，

自己從未經歷危機，產生「媽寶型」的人物，

當然不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3. 早閉型認同：夢想太高，設定超越能力的方向，

當做不到時，就對現實產生不滿、逃避認同，當 不到時 對 實產 不滿 避 同

產生更大的危機，處處否定自己、歸諸社會不公正，

產生偏激反叛，甚至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產生偏激反叛 甚至在行動上表現出來

像：離家出走，放棄學業，反抗社會的一切。

4 定向型認同：成功的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4. 定向型認同：成功的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找到值得自己獻身的祭壇與努力的目標。

角色混淆的另一個極端是過度認同，像是偶像崇拜，

完 像 觀 讓 無完全依附於偶像的價值觀，可能讓他無法

認識自己的特性、自我的發展停滯不前。

青少年渴望認同，特別容易結黨營群，

在與家庭離心、建立自主的過程，

很容易反抗父母、教會的權威，

有時感到父母或成人信仰虛偽，很可能遠離教會

若教會有一群同儕或成年的青年領袖吸引他，

他又會找到歸屬的群體，建立經過自我反思的信仰

看重青年信仰培育的教會，可以幫助青少年發展出

抗衡社會的信仰價值、抗拒世俗社會的引誘，抗衡社會的信仰價值 抗拒世俗社會的引誘

藉由參與服事，逐漸承擔社會、教會的責任，

裝備他進入成人世界，裝備他進 成 界

就像聖經中箴言所提供對青年人的指引。

六、親密關係或孤獨(成年早期)

如已建立自我認同 會渴望發展親密的友誼如已建立自我認同，會渴望發展親密的友誼，

伴隨對異性的興趣，從友誼發展到彼此包容、

犧牲的親密關係，成為進入婚姻的前提。

親密的充分發展表現在性愛的完滿，理想的性愛

建立在互相信賴、分享，為下一代付出 ─ 愛的延伸。

親密的反面是孤獨了，若在發展親密關係受挫，

因而失望退縮，或因著原生家庭的陰影，

害怕失敗而不敢進入親密關係，成為孤獨者

造成不婚族或不生族，不利於社會的延續發展

社會或教會男女比例差異，形成非志願的單身族，社會或教會男女 例 異 形成非志願的單身族

需要在教會的大家庭建立親密的友伴關係，

在神的愛情中獲得滿足，因為神愛的動力，在神的愛情中獲得滿足 因為神愛的動力

與已婚信徒共同承擔屬靈養育的責任。



七、創建傳承或頹廢停滯(中年時期)

事業 家庭 漸成長 是 智發展成熟事業、家庭逐漸成長，也是心智發展成熟的階段

會渴望自己生命的延續，能超越自我

創建是創造與建樹，渴望獲得事業的成就，

並將自身的心力投注於下一代。

這種對下一代的關注，使得人

在生物上會傳宗接代

親職功能上會想經由

管教兒女，傳遞家庭信仰傳統

技能上會想將自身的技能傳給年輕人

文化上也想傳遞自身所領受的文化價值文化 想傳遞自身所 價

這就是文明得以延續的原因。

創建力的運用會使得人的才智獲得更充分的發展，創建力的運用會使得人的才智獲得更充分的發展，

在心裡上帶來滿足、感到充實、相互關係的連結。

可是在這時期創建力受到壓制，

有機會發展才人沒有機會發展才能、

或者事業失敗，親子關係疏離，

很有可能感到迷失，因而灰心喪志，造成心理上停滯，

未老先衰，生活無趣，甚至產生厭世的想法。

所有的危機都是轉機，對中年人而言，

這是重新思考人生意義與價值的時期，

過去未完成的夢想、沒有得到醫治的傷痕，

都可以在此時經歷恩典的彌補

更需要在教會建立同性或家庭的同儕群體，

分享心中的挫折、壓力與苦惱，分享 中的挫折 壓力與苦惱

相互的禱告與扶持，共同走過靈魂的黑夜，

從而發現神在人生下半場的指引，從而發現神在 生下半場的指引

帶著使命感進入人生的最後階段

八、統整圓滿或悲觀絕望(成年晚期)

圓滿在於回顧 生的努力 對自己的選擇沒有後悔圓滿在於回顧一生的努力，對自己的選擇沒有後悔，

享受努力的成果，為此感到滿足與自豪

留給下一代最好的禮物就是智慧

進入晚年，也是面對種種失落的年齡，

因退休而失去職業角色以及附帶的尊重，失去

經濟來源、老伴、老友、健康、社交團體的聯繫，

種種失落沒有善加因應，會造成失望與沮喪。

沛克 Peck 認為 ─沛克 Peck 認為

以自我分化因應工作角色的困局

以超越身體因應關注身體的困局，以超越身體因應關注身體的困局

肉體雖然漸漸朽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以超越自我因應關注自我的困局，以超越自我因應關注自我的困局，

把注意力放在永恆

《與盧雲談變老》提到老年乃是

通往黑暗之路 要遭受各種拒絕通往黑暗之路，要遭受各種拒絕，

被社會、被朋友、甚至被自己拒絕

通往光明之路，用盼望、幽默、永恆的眼光

邁向自我之路，接納自己，

學習做貧窮人，知道一切本來就不屬於我，懂得放下

邁向他人之路，因著接納自己，而懂得接納他人，

就像神也是這樣接納我們，因而就帶來醫治

香港研究老人教育的譚司提反教授提出，

教會老人事工根據四方面來組織不同的學習經驗：

維持生命 ─ 活得安全、相對健康維持 命 對健康

充實生命 ─ 追求人生的意義

重整生命 ─ 面對痛苦與失落重整生命 面對痛苦與失落

超越生命 ─ 獲得盼望與智慧



貳、評估「人生八階」

發展1. 提供人生全程發展的藍圖，但並非截然劃分的，

而是每個階段都有決定性的時期。

我們一生都處在所有階段，都要發展信任、

自主、自我認同、親密關係、創建力…，

這些美德，也可以根據基督徒的美德加以詮釋。

2. 愛利克森強調早年所喪失的，可以在後來獲得彌補，

「幾乎沒有不能在後面被治癒的，大多都能完全的

防患於未然。」讓我們看見神的恩典運作的空間。未 」讓我們看 神 恩典 作的 間

韓國靈性學學者柳海龍教授曾提到：有人在

暴力父親的家庭中成長，有了錯誤的父親形象，暴力父親的家庭中成長，有了錯誤的父親形象，

還是可以來到神面前禱告，儘管將暴力父親的形象

投射在神，神會讓他看見他憤怒與恐懼的來源，投射在神，神會讓他看見他憤怒與恐懼的來源，

以致於修正對神的認識、而漸漸產生赦免的力量…

3. 人生八階並不是發展的標準量尺，它是描述性的，

每個人發展階段都是很特別的每個人發展階段都是很特別的，

有人四、五十歲才選擇全新職業或進入婚姻，

而這原本是應該是成年早期所要發展的。

4. 強調群體的重要性，所有個人的良好發展，

都必須在群體的支持中，朝向更成熟的社會關係。

5. 每一階段發展的力量、弱點，不是黑白分明的選擇，

指某種天賦過度使用或未充分使用，

未找到健康的平衡點就會出現問題，例如：

信認的反面是懷疑，但懷疑也不完全是壞的，

沒有懷疑的孩子也可能很容易受傷

接納生命負面陰影，也是邁向成熟必經的階段

6. 成長是一生的過程 ─ 邁向圓滿，基督徒的圓滿則是

效法基督，在神的愛中愛神、愛人、愛一切神的受造。

愛利克森的理論 ─ 人格成長與靈性成長有著密切的關係，

屬靈教師 解健康的人格成長 就能幫助學生屬靈教師了解健康的人格成長，就能幫助學生

在靈性成長，不侷限在認知、而擴展到生命其他層面，

包括情緒、感覺、記憶、人生經驗、原生家庭、

人際關係、價值判斷、個人與集體潛意識，

發展出全人、全歷程的教育。

從事基督教教育的學者主張，

應該用「天路歷程」來取代發展階段的描述，

更符合基督徒的教育想像：

基督徒的目標乃是透過聖經所給予的地圖，

在人生旅程中，藉著聖靈的能力勝過危機，在 中 藉著聖靈 勝 危機

讓我們在這過程發展出信望愛的品格

擁有明確目標、帶神兒女的身分感與意義感，擁有明確目標 帶神兒女的身分感與意義感

在信仰群體的同行下，抵達天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