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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爱利克森对人生八个阶段的描述，
为我们展开一个人格成长的蓝图
一、信任或怀疑 (婴儿期)，培育美德：希望
婴儿从出生至满岁，需要人呵护才能顺利成长，
心理社会的议题就是信任或怀疑。
 倘若他能对照顾他的人培养信任，
就能产生对人的信任，
当他能对母亲产生信任，
即使母亲暂时离开，
也能相信母亲会在他需要时出现
 这种信任不单是对照顾者的信任，
也是对他本身的信任，
若他能相信自己有能力因应环境的变化，
若他能相信自己有能力因应环境的变化
就比较能放心的离开大人

上一堂课，介绍了皮亚杰、科伯、法勒的发展阶段理论，
 帮助我们理解人的发展依照着潜在的进度成长
帮助我
解 的发展依照着潜在的进度成长
 比较从个人为主体来建构，偏重认知、智力的层面
可是人的发展并非只是受到遗传的影响，
其实社会对于人格的成长，有更大的影响。
心理分析学派的爱利克森 Erik Erickson 就提出
人生八阶的发展理论，透过人与人之间的
心理 社会 性的互动来理解人的学习
心理、社会、性的互动来理解人的学习，
也更强调人类的情感意识，
 每个阶段有显著的特征，潜伏着心理、社会的危机
每个阶段有显著的特征 潜伏着心理 社会的危机
 若能透过学习去适应，培养出相应的美德，
生命就能更进一步的成长与发展，
生命就能更进一步的成长与发展
反之生命受到阻碍停滞，面对下阶段危机更难以应付

发展信任，不只是单纯藉由食物和照顾来决定，
更重要的是他在照顾中所传达的爱，
更重要的是他在照顾中所传达的爱
 拥有信任感能让婴儿在下个阶段
更有信心发展自主性，
更有信心发展自主性
也在往后容易产生对人、对事产生信任，
当然也有助于信任神
 无法发展信任的婴孩，会影响他的人格成长，
产生退缩、对人不信任，失去对社会的信心，
对爱、相互倚赖、信念…，
都会有不合理的态度与行为，
除非获得补偿性的发展，否则将很难适应社会
婴儿的第一个对神的认知与理解，
来 于 顾
来自于照顾他的人与群体，
与群体，
对婴儿友善的教会环境，也有助于信任感的发展。

二、自主或害羞怀疑 (幼儿期)，发展美德：意志力
一至三岁，正是训练大小便与种种生活规范，
至 岁
是训练大小便与种种生活规范
训练者过度严格，会让孩子感觉紧张，
损害他的自信、感到羞耻。
害
自
感到羞
有些新手父母想早早建立规范与界限，
或对孩子成长有过度期待，使得孩子在做不到时
过度 待
 感到受挫、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而放弃努力
 向权威抗衡，变成任性、反抗，故意做出相反的行为
发展自主是建立在自尊、自重的心理条件，尊重幼儿的
选择、自尊，按照他的心理进度来鼓励发展，
有助于战胜害羞、怀疑，为下阶段奠定良好的基础。
父母可以透过与其他父母交谈，来却除自己过度紧张
或 高 期望，
或过高的期望，当然也要小心，不要流于相互比较，
要
， 要 于相互比较，
因为每个孩子的发展都有他独特的步调。

四、勤奋进取或自贬自卑 (学龄儿童)
进入学校之后 儿童的社交生活更为扩展
进入学校之后，儿童的社交生活更为扩展，
学校成为主要的生活处境，
 会很想表现自己，争取老师或同侪的接纳，
会
表现自己 争 老
侪
会参与群体游戏、学习与活动，
很怕受到人排挤
 这时期的特征就是具有求知欲、活动精力，
希望学习成年人，产生一种勤奋精神
儿童致力于学习，当他在当中感到兴奋与满足，
会加强勤业的行为、留意工作或活动的各种规范，
让自己适应及服从这些规范，
也渴望效法成人、或年长的孩子。
学习习惯的培养， 能让他们对 作爱好，
学习习惯的培养，也能让他们对工作爱好，
领悟分工合作的意义，有助于未来适应社会。

三、积极主动或退缩罪咎 (学龄前儿童)
大约是进 小学前 幼稚园的阶段
大约是进入小学前、幼稚园的阶段，
这段时期的儿童活动力大为增加，
有较大的想象力及好奇心，
有较大的想象力及好奇心
 因着精力充沛、意识自己的存在，
因此渴望主动积极探索、尝试新的事物
 主动探索的过程受到限制，反面就是退缩罪咎，
 有很多幻想、想入非非，产生恋父、恋母情结，
因而产生罪咎感
 过度抑制内心的欲望，很可能造成反常的人格，
让他的潜能受损，情感冷淡，想象力受到束缚
这个时期的父母
可以透过游戏、故事来帮助他体会人 ，
可以透过游戏、故事来帮助他体会人生，
指引他对神有单纯的信心，借着祷告来经历神。

如果儿童觉得能力不足，不能随心所欲完成作业，
就会感到自卑 懊恼
就会感到自卑、懊恼，
 看见同侪获得满意成果时，会有不如人的感觉，
因而失去兴趣，产生退缩、回避及孤立
去 趣 产
 某些原本学业不错的学生，在群体中受到排挤，
或家中突遭变故，也会因自卑情绪，在学业上严重退步
这时期的学习力旺盛，在基督徒家庭成长的孩子
更是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时期，
 学习圣经故事、重要的真理，
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
 家庭祭坛建立，有助孩子在温暖安全环境下，
跟神、信仰群体建立美好的关系，
培养基督徒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养基督徒
界 与价
，
让家庭能够成为小型教会

五、自我认同、角色混淆 (青少年与青年期)
进入青少年时期 在许多国家或文化
进入青少年时期，在许多国家或文化
都代表儿童期的结束，这个时期
 生理上急速改变，身体快速成长，性机能开始成熟，
急速 变 身
速成
成熟
青少年也开始被要求长大成熟
 在面对即将进入成人世界，会开始问：
我是谁？我要成为怎样的人？

心理学家马西亚 James Marcia
将青年人的自我认同分成四种类型：
将青年人的自我认同分成四种类型
1. 迷失认同：不关心过去、未来，
随波逐流，因而迷失方向。
2. 未定型认同、他主定向：一切都交给父母老师来决定，
自己从未经历危机，产生「妈宝型」的人物，
当然不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最重要的心理发展就是身分的认同：认识我是谁，
这种自我认同
 奠定先前所认同的基础，以建构新的自我形象
 也会对自我能力加以评估 ─
能培养正面的自我形象，接纳自己的缺点，
长 ，
渐渐找到
也发现自己的长处，就能渐渐找到
人生的方向、意义、价值，建立自我认同

3. 早闭型认同：梦想太高，设定超越能力的方向，
当做不到时，就对现实产生不满、逃避认同，
，
，
产生更大的危机，处处否定自己、归诸社会不公正，
产生偏激反叛，甚至在行动 表现出来，
产生偏激反叛，甚至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像：离家出走，放弃学业，反抗社会的一切。

角色混淆的另一个极端是过度认同，像是偶像崇拜，
完全依附于偶像的价值观
完全依附于偶像的价值观，可能让他无法
能让他无法
认识自己的特性、自我的发展停滞不前。
青少年渴望认同 特别容易结党营群
青少年渴望认同，特别容易结党营群，
在与家庭离心、建立自主的过程，
 很容易反抗父母、教会的权威，
有时感到父母或成人信仰虚伪，很可能远离教会
 若教会有一群同侪或成年的青年领袖吸引他，
他又会找到归属的群体，建立经过自我反思的信仰

六、亲密关系或孤独 (成年早期)
如已建立自我认同 会渴望发展亲密的友谊
如已建立自我认同，会渴望发展亲密的友谊，
伴随对异性的兴趣，从友谊发展到彼此包容、
牺牲的亲密关系，成为进入婚姻的前提。
亲密关系 成 进 婚姻 前
亲密的充分发展表现在性爱的完满，理想的性爱
建立在互相信赖、分享，为下一代付出 ─ 爱的延伸。
爱

看重青年信仰培育的教会，可以帮助青少年发展出
抗衡社会的信仰价值、抗拒世俗社会的引诱，
藉由参与服事，逐渐承担社会、教会的责任，
装备
装备他进入成人世界，
成
界，
就像圣经中箴言所提供对青年人的指引。

4 定向型认同：成功的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4.
定向型认同：成功的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找到值得自己献身的祭坛与努力的目标。

亲密的反面是孤独了，若在发展亲密关系受挫，
因而失望退缩，或因着原生家庭的阴影，
 害怕失败而不敢进入亲密关系，成为孤独者
 造成不婚族或不生族，不利于社会的延续发展
社会或教会男女比例差异，形成非志愿的单身族，
需要在教会的大家庭建立亲密的友伴关系，
在神 爱情中获得
在神的爱情中获得满足，因为神爱的动力，
， 为神爱
力，
与已婚信徒共同承担属灵养育的责任。

七、创建传承或颓废停滞 (中年时期)
 事业、家庭逐渐成长，也是心智发展成熟的阶段
事业 家庭逐渐成长 也是 智发展成熟的阶段
 会渴望自己生命的延续，能超越自我
创建是创造与建树 渴望获得事业的成就
创建是创造与建树，渴望获得事业的成就，
并将自身的心力投注于下一代。
这种对下一代的关注，使得人
 在生物上会传宗接代
 亲职功能上会想经由
管教儿女，传递家庭信仰传统
 技能上会想将自身的技能传给年轻人
 文化上也想传递自身所领受的文化价值
这就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
创建力的运用会使得人的才智获得更充分的发展
创建力的运用会使得人的才智获得更充分的发展，
在心里上带来满足、感到充实、相互关系的连结。

八、统整圆满或悲观绝望 (成年晚期)
圆满在于回顾 生的努力 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
圆满在于回顾一生的努力，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
 享受努力的成果，为此感到满足与自豪
 留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就是智慧
留
最
是智慧
进入晚年，也是面对种种失落的年龄，
因退休而失去职业角色以及附带的尊重，失去
经济来源、老伴、老友、健康、社交团体的联系，
种种失落没有善加因应，会造成失望与沮丧。
沛克 Peck 认为 ─
 以自我分化因应工作角色的困局
 以超越身体因应关注身体的困局，
肉体虽然渐渐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以超越自我因应关注自我的困局，
以超越自我因应关注自我的困局
把注意力放在永恒

可是在这时期创建力受到压制，
人没有机会发展才能、
人没有机会发展才能
或者事业失败，亲子关系疏离，
很有可能感到迷失 因而灰心丧志 造成心理上停滞
很有可能感到迷失，因而灰心丧志，造成心理上停滞，
未老先衰，生活无趣，甚至产生厌世的想法。
所有的危机都是转机，对中年人而言，
这是重新思考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时期，
 过去未完成的梦想、没有得到医治的伤痕，
都可以在此时经历恩典的弥补
 更需要在教会建立同性或家庭的同侪群体，
分享心中的挫折、压力与苦恼，
相互的祷告与扶持，共同走过灵魂的黑夜，
神在
半
引，
从而发现神在人生下半场的指引，
带着使命感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

《与卢云谈变老》提到老年乃是
 通往黑暗之路，要遭受各种拒绝，
通往黑暗之路 要遭受各种拒绝
被社会、被朋友、甚至被自己拒绝
 通往光明之路，用盼望、幽默、永恒的眼光
通往光明之路
永
光
 迈向自我之路，接纳自己，
学习做贫穷人，知道一切本来就不属于我，懂得放下
 迈向他人之路，因着接纳自己，而懂得接纳他人，
就像神也是这样接纳我们，因而就带来医治
香港研究老人教育的谭司提反教授提出，
教会老人事工根据四方面来组织不同的学习经验：
 维持生命 ─ 活得安全、相对健康
 充实生命 ─ 追求人生的意义
 重整生命 ─ 面对痛苦与失落
对痛苦与失落
 超越生命 ─ 获得盼望与智慧

贰、评估「人生八阶」
1. 提供人生全程发展的蓝图，但并非截然划分的，
提供人生全程发展的蓝图 但并非截然划分的
而是每个阶段都有决定性的时期。
我们一生都处在所有阶段，都要发展信任、
自主、自我认同、亲密关系、创建力…，
这些美德，也可以根据基督徒的美德加以诠释。
2. 爱利克森强调早年所丧失的，可以在后来获得弥补，
「几乎没有不能在后面被治愈的，大多都能完全的
防患于未然。」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运作的空间。
韩国灵性学学者柳海龙教授曾提到：有人在
暴力父亲的家庭中成长 有了错误的父亲形象
暴力父亲的家庭中成长，有了错误的父亲形象，
还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尽管将暴力父亲的形象
投射在神 神会让他看见他愤怒与恐惧的来源
投射在神，神会让他看见他愤怒与恐惧的来源，
以致于修正对神的认识、而渐渐产生赦免的力量…

爱利克森的理论 ─ 人格成长与灵性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属灵教师了解健康的人格成长 就能帮助学生
属灵教师了解健康的人格成长，就能帮助学生
在灵性成长，不局限在认知、而扩展到生命其他层面，
包括情
包括情绪、感觉、记忆、人生经验、原生家庭、
感觉
家庭
人际关系、价值判断、个人与集体潜意识，
发展出全人、全历程的教育。
从事基督教教育的学者主张，
应该用「天路历程」来取代发展阶段的描述，
更符合基督徒的教育想象：
基督徒的目标乃是透过圣经所给予的地图，
 在人生旅程中，借着圣灵的能力胜过危机，
让我们在这过程发展出信望爱的品格
 拥有明确目标、带神儿女的身分感与意义感，
有明确
、带神儿女 身分感与意 感，
在信仰群体的同行下，抵达天城

3. 人生八阶并不是发展的标准量尺，它是描述性的，
每个人发展阶段都是很特别的，
每个人发展阶段都是很特别的
有人四、五十岁才选择全新职业或进入婚姻，
而这原本是应该是成年早期所要发展的。
本是
是成年
展
4. 强调群体的重要性，所有个人的良好发展，
都必须在群体的支持中，朝向更成熟的社会关系。
5. 每一阶段发展的力量、弱点，不是黑白分明的选择，
指某种天赋过度使用或未充分使用，
未找到健康的平衡点就会出现问题，例如：
 信认的反面是怀疑，但怀疑也不完全是坏的，
没有怀疑的孩子也可能很容易受伤
 接纳生命负面阴影，也是迈向成熟必经的阶段
6. 成长是一生的过程 ─ 迈向圆满，基督徒的圆满则是
效法基督，在神的爱中爱神、爱人、爱一切神的受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