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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deia 的目標就是培養道德、美德的卓越，

包括個人的品格、公民、智力的生活。
包
格
智
根據這個古典的教育理念 ―
教導就是在形塑人的品格與人格，
導
這與基督教提到教導的目標乃是
塑造個人成為基督的模型，不謀而合。
弗六4 作父親的要按照主的教訓警戒、教養

paideia 他們。

培育兒童信仰的責任是在父母，特別是父親，
基督與聖靈是兒童教育者，而父親是這過程中的助教。
第四世紀的基督教思想家女撒的貴格利，
也鼓吹這種基督教教育的概念 ―
 聖經作者是教育者，教導的權威
乃是從聖靈而來，聖靈是真正的教育者
 要形成基督人，就要不斷研究聖經

前兩堂課，從心理學的角度對人的成長有所了解，
這堂課，要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有關學習理論的發展，
特別在教會歷史中，怎樣的應用這些學習的理論。
壹、何為學習：
壹
何為學習
一、希臘與早期教會的教育理想
蘇格拉底比喻教師好像收生婆
蘇格拉底比喻教師好像收生婆，
只是幫助母親生產的人，
教師作為促進學習者，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教師作為促進學習者，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提後三16 聖經有一項功能 ─ 「教導」人學義，用了
希臘字 paideia，代表希臘文化中最重要的教育概念，
 原本是指培育孩子成長到成熟，需要有人指引
 主前五世紀，有了更廣的涵義，指整個教育過程
是根據希臘文化中的最佳理想來塑造品格

二、從早期教會到中世紀
從早期教會開始，教會一直透過
早期教會
教會 直透
學道班的要理教導來培育信徒，
使他們有能力對抗逼迫的社會環境，
為信仰做出美好的見證。
 往往經過數年，從入門到受洗達到高潮，
是第一階段
 受洗後，仍持續在信仰進深，可以從
希波律陀的使徒傳統、耶路撒冷的區利羅
的教理問答、奧古斯丁的要理教導看出來
兒童的信仰則是透過家庭來加以傳遞，
兒
的信仰則是透過家庭來加以傳遞
一直到基督教成為國教，
所有嬰孩 出生就接受洗禮
所有嬰孩一出生就接受洗禮，
成人學道班漸漸消失。

從許多教父生平可以看出
當時基督 家庭 靈命 造非常成
當時基督徒家庭的靈命塑造非常成功，
最有名的就是加帕多家教父的家庭，
 從祖母開始就傳承了聖潔的傳統
 這家庭出了三位主教，
最著名的是大巴西流、
女撒的貴格利、姊姊馬克利娜
都有著卓越的屬靈名聲
中世紀的宗教教育主要是在修道院，
 一般信徒的信仰教育
是教區神父的責任
 這個時期的教育多半是透過
禮儀與整個基督王國的文化來傳遞

貳、兒童學習理論的發展
文藝復興之後，人本主義的發展，
藝復
後 人本主義 發展
使得兒童學習的理論漸漸出現…
科美紐斯首先把科學法運用於教育理論，
相信所有課程都應妥善分級，
跟從兒童的自然發展，被稱為兒童教育之父。
天主教的耶穌會教育也強調整合信仰與學習，
 創會會主羅耀拉曾說：
「給我一個兒童，訓練他到七歲，
我會使他終身成為好的天主教徒。」
 羅耀拉與耶穌會的教導者都致力於
羅耀拉
會
導者都
改善教育方法、追求學術卓越，
他們關懷學生的態度
他們關懷學生的態度，
使得耶穌會產生許多模範教師

三、改教之後，改教者為了強化信徒教育，
仍採用中世紀的教理班來訓練信徒，
仍採用中世紀的教理班來訓練信徒
最有名的就是馬丁路德的《教理大小問答》
《大教理問答》神職人員訓練成人
《小教理問答》父母在家中訓練兒童
各改教宗派都推出他們的教理問答來教育信徒，
像改革宗《海德堡教理問答》，不但提供信仰知識，
也用來形塑信徒的身分認同，凝聚宗派的向心力。
改教也影響基督教教育與國家教育的發展，
 路德的好友墨蘭頓被視為德國國民教育之父
 瑞士改革宗的訓練學院，成為日內瓦大學的前身
革宗 訓練學
成為 內瓦大學 前身
 聖經翻譯、宣講、學道材料編印、家庭教育加強、
教會學校的普及 全 教育觀念的形成
教會學校的普及、全人教育觀念的形成，
都是改教所帶來的影響

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的先驅洛克首先提出：
孩童有如白紙，
童有
因著與環境互動而形成印象 ―
「白板說」。
笛卡爾則認為心思有如白紙，
把感官印在其上，
這是經驗主義的教育觀。
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盧梭崇尚自然，
相信教育可以根據自然的發展階段：
嬰孩、兒童、青少年、青少年晚期。
後來為皮亞傑所採用
後來為皮亞傑所採用，
認為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
身體 社會 情緒 教育考量
身體、社會、情緒、教育考量，
強調從觀察自然中學習。

十八世紀，大多數教育者都認為孩子只能重複資料，
教學過程乃是傳遞知識，
教學過程乃是傳遞知識
儘管啟蒙的教育者強調哲學與教育理論，
但很少人在課堂中付諸實踐。
瑞士教育者裴斯泰洛奇建立男童學校與孤兒院，
提供活潑的學習環境，強調感官的認知，
連結榜樣與實物，主張在溫暖安全的環境，
 提供自然實物的感官學習，如果在課堂
能讓學生摸、聞、嘗、聽、看，就能學得最好
 教學乃是引出，而非灌輸，教師不但要熟悉學科，
根據學習者
來 排 讓學
象
也要根據學習者的本性來安排，讓學生由具體到抽象，
由近處立即的環境到遠處、由簡入繁、漸進發展
這些教育概念對 十世紀歐美的進步教學有很大影響
這些教育概念對二十世紀歐美的進步教學有很大影響，
也影響了福祿貝爾。

十九世紀主日學運動的發展，
對基督教教育 發展有著重
對基督教教育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響
這個運動起源於英國的蘭克斯
想要提供街童教育，來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採用了福祿貝爾的思想、啟蒙教育者的觀念、
結合更正教的聖經教育。


基於實踐大使命，雖然他本身不是傳道人、
負責主日學的教師也不是專業教師，
這個平信徒主導的教育運動，卻影響全世界，
被稱為「人民的大學」
 不但帶來屬靈復興，也使得更階層體會到
不但帶來屬 復興
使得更階層體會到
自己有責任對國家各領域進行社會改革，
並且使 渴望成 教育
並且使人渴望成人教育，
也刺激人們看重公共教育的重要性

福祿貝爾被稱為幼稚園之父，
他相信「玩」是學習過程很重要的成份，
「玩 是學習
重
成
教育乃是使人體會受造的本質與目的，
 教育的最高目標
就是讓孩子看見神在受造中的啟示
 兒童好像花園生長的植物，
他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
好的教師有如園丁
能使他健康的成長
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不一定都是基督徒，
但是他們所強調寬容、自由、
人權、回饋到群體的價值，
都是靈性發展重要的心理質素。

在美國影響教育思想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杜威，
 強調開放教育、民主教育，
教育
教育
主張教育的目的不是抽象的哲學思考，
而是為了解決人生真實的問題
 認為學校乃是小型社會，
學校教育應當著重分享經驗、解決問題
他的許多思想受到盧梭的影響，如：
做中學、兒童為中心的學習、滿足學生需求。
也強調經驗學習的重要性，鼓勵合作與社會互動，
把教導與社會、政治、經濟的議題產生關連。
他的哲學不一定是基督徒所接受的，
他的哲學不
定是基督徒所接受的
可是所提供的方法，卻廣為應用於教會教育當中，
例如：群體動力 創意認知學習 學生為中心的
例如：群體動力、創意認知學習、學生為中心的
課堂管理、聖經教導與生活的關連性。

叁、成人學習理論的發展
1968 諾爾斯提出的成人教育學的理論，
諾爾斯提出的成人教育學的理論
把成人教學、兒童教學對照，說明其獨特性，
提出五種假設來描述成人學習者：
1. 需要自我導向
2. 擁有豐富的經驗庫
3. 因社會角色與環境的改變，產生學習的需要
4. 對知識的立即應用感興趣，享受問題中心的學習
5. 有內在的學習動機，要在課堂建立成人的氛圍，
成人必須感到被接納、被尊重與支持
諾爾斯後期修正看法，認為成人教學、兒童教學並非
諾爾斯後期修
看法 認為成人教學 兒 教學 非
完全對立，而是一條連續線的兩端：
 有些成人可能需要老師幫助架構他的學習
有些成 可能需要老師幫助架構他的學習
 有些兒童已經能成為自我導向的學習者

二、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特性
1. 學習前會思考判斷為何要學，學習需有意義
2. 學習動機部分因外在因素 ─ 升遷、轉業，
最重要是內在壓力：維持自尊、提高工作滿意度
3. 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為中心，教學內容應與生活結合
4. 教師多利用成人寶貴的經驗，分享、滿足發表的慾望
5. 可能有預存不良習慣、偏見，有時需要解除學習的動作
6. 具有自我導向的學習意願，
應給予彈性與選擇的機會，增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7. 自尊心強，需被了解與尊重，
有時
有時缺乏自信心，需要教師、同儕的支持、鼓勵
自
需
師
儕
持
、非正式的學習氣氛，來紓解壓力與焦慮
8. 學習群體的異質性 ─ 年齡
年齡、性別、教育程度、
性別 教育程度
經驗、職業，很大差異，應注意彈性運用

一、分別

兒童學習

成人學習

概念

依靠老師

自己來決定學習方向

經驗

沒有價值，教師、課本最重要

擁有豐富經驗，讓學習更充實

準備

老師決定學甚麼、何時學

人生發展的需要，看重實踐

理由

收集資料在將來使用

增加每天處事的能力，
以表現為中心

動機

外在的賞罰

內在好奇心、興趣、需求

氣氛

緊張、冷漠、權威、競爭

輕鬆、信任、互相尊重、
非正式、溫暖、合作、支持

目標

由老師負責
老師負責

師生合作、經由討論訂立
合
立

計畫

以老師的教材為中心，
有 定的課程 邏輯程序
有一定的課程、邏輯程序

訂立學習合約、學習計劃、
根據學員準備情形決定怎麼學

活動

傳達的技巧、指定課本

探索方式、自學活動、實驗技巧

果效

由教師決定
由教師決定、以分數評估
分數評估

學習者的回應、
學習者的
應
同儕意見、專家的評論

三、成人教學的基本原則
1. 教師需了解成人身體功能漸漸降低，會影響學習，
 但不會降低學習能力與反應能力
 要以有效的工具協助成人學習者，
去調適、因應老化的影響
2. 了解學習者的需求與看法，
培育增進自我學習能力
3. 整個教學活動過程要有彈性，
衡量成人學習者的
學習條件、學習內容、學習情境，
作
作必要的調整、靈活運用
調
4. 允許個別差異，
 讓個人照自己的學習風格、步調來學習
讓個 照自己的學習風格 步調來學習
 在比較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學習會有最好的效果

5. 以成人經驗做為教學起點與重要的學習資源，
 強調經驗與參與性的教學法
與參與
教學
 學習成果能應用於現實生活，
採用以問題中心的學習架構
6. 利用成人的自我概念、自主性建構學習活動，
讓學習者可共同參與
策劃與決定教學的方向與目標
7. 提供成人學習者舒適與支持性的學習環境，
對學習結果隨時給予回饋、
採取補救措施，
把挫折感與障礙降到最低
8. 採取適合成人學習的評量方法，
對成人學習成就的衡量
以其內在的滿足為著眼點

教師扮演社會支持者的角色，好像蓋房子時鷹架一樣 ―
 最初兒童需要在成人或同儕的支持下學習
最
童需 在成 或 儕 支持 學習
 當兒童能力漸漸增加，社會支持就逐漸減少，
而把學習的責任漸漸轉移到兒童自己身上，
好像房子蓋好後，要把鷹架逐漸移開
鷹架理論就是從兒童學習邁向成人學習的橋樑。
人類發展學家布朗芬布倫提出「人類生態發展理論」，
 學習者的生活環境對學習方式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媒體對現代兒童、青少年的影響，
這種影響力遠非教會的課堂處境所能處理
如何考 環境來設計教學
如何考量環境來設計教學，
對教學與生活帶來很大的轉變。
這兩種理論都強調透過充分參與在群體中，
才能讓人學習得更好。

無論是兒童學習、成人學習的理論，
都幫助教師更 解學習者的特性 據此設計教學流程
都幫助教師更了解學習者的特性，據此設計教學流程。
可是人的學習與成長並非只停留在課堂環境中，
周遭環境的影響是更加強烈、深具影響力的…
蘇俄的心理學家維高斯基提出「社會文化理論」，
 主張人學習概念應該是透過經驗，
在真實、複雜的學習環境協調他的意義
 年輕人應當透過更有才幹的同儕或成年人，
從實際的發展層次，邁向目標 ─ 潛在發展區，
需要通過所謂的近測發展區，
在
在此區發生的就是最好的學習
最
學習
據此理論，發展出鷹架理論，什麼是鷹架？
蓋房子時，用竹子或鐵架搭的架子，
建築物一層層往上蓋時，工人作為踏板。

肆、代間教學（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一、世代之間的教育：
世代之間的教育
過去四十年，發展理論、學習理論掌握著
基督教教育的理論，讓教會教育強調分齡教學，
教育事工日益走向專業分工，產生世代割裂 ―
 每一個世代（成人、兒童、青少年）彼此之間
不再有連結，教會經驗只侷限在同一世代中
 教會各年齡層之間不能再彼此了解與經驗交流，
對於信仰經驗的世代傳承，造成嚴重的威脅
二、以青少年來說，成長過程需要不同年齡層的成人陪伴，
 早期成人最接近他們的生活經驗，
早 成 最 近
可以與他們分享自身的成長經驗，
 中年成人有如父母，提供另類的父母形象，
中年成 有 父母 提供另類的父母形象
聆聽、包容、溫暖的關懷，使他們願意敞開心靈

對許多年長者來說，青年人的活力與對新科技的熟悉，
 可以提供他們新的思維與科技的指導
新
與
導
 從年輕的孫輩學習使用電腦與網路，
為他們開啟新的社交窗口與學習管道
在教會集體生命中，信仰傳統不僅需要傳承，
也需要更新，這必須藉著更多刻意安排的
世代之間交流，才有可能做到…
 安排不同世代一起參與敬拜、學習、團契相交
 整個教會形成彼此學習的群體，每個人
都意識到自己是教育者、也是學習者，
而非只將教育的責任仰賴少數的教育同
而非只將教育的責任仰賴少數的教育同工
也讓教會形成活絡的「屬靈生態系統」，
使不同世代的小群體能彼此支持與聯繫，
以免最年輕、最年長的肢體被邊緣化。

2. 要理教導不是只停留在正式的課堂教導，
應該交織在所有的教育性事工，
應該交織在所有的教育性事工
包括：禮儀、宣教、宣講、輔導、
群體生活的所有面向，正式、非正式的
會眾課程，就是代間教育的實踐
3. 要理教導不再是填鴨式教條灌輸，
而是世代間的對話與批判的反思，
 去發現歷代以來的信仰寶藏
 讓人將信仰的內容轉化在
個人的價值信念與生活中，以便讓
不
不同世代能更多彼此理解，產生新的洞見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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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提醒教師所要關注的領域
不僅是學習者本身，也要關注教會生態，
與學習者所處的整個生活圈。

三、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
1. 為讓基督教教育
從心理學偏重方法、過程，
走回神學內容的導向，
許多教育學者現在也提出
信仰內容的重要性…
當代的基督教教育者
 派瑞與康《教導所信、形塑信者》
 愛斯皮諾沙〈要理教導：
愛斯皮諾沙〈要 教導
發展理論與基督教教育的新異象〉
提出傳統要理教導
 有助凝聚教會各世代間的信仰共識
 也是信仰跨世代傳承的主要核心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