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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deia 的目标就是培养道德、美德的卓越，

包括个人的品格、公民、智力的生活。
包括个人的品格
公民 智力的生活
根据这个古典的教育理念 ─
教导 是在 塑
教导就是在形塑人的品格与人格，
这与基督教提到教导的目标乃是
塑造个人成为基督的模型，不谋而合。
弗六4 作父亲的要按照主的教训警戒、教养

paideia 他们。

培育儿童信仰的责任是在父母，特别是父亲，
基督与圣灵是儿童教育者 而父亲是这过程中的助教
基督与圣灵是儿童教育者，而父亲是这过程中的助教。
第四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女撒的贵格利，
也鼓吹这种基督教教育的概念 ─
 圣经作者是教育者，教导的权威
乃是从圣灵而来 圣灵是真正的教育者
乃是从圣灵而来，圣灵是真正的教育者
 要形成基督人，就要不断研究圣经

前两堂课，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成长有所了解，
这堂课，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有关学习理论的发展，
特别在教会历史中，怎样的应用这些学习的理论。
壹、何为学习：
一、希腊与早期教会的教育理想
苏格拉底比喻教师好像收生婆，
只是帮助母亲生产的人，
教师作为促进学习者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教师作为促进学习者，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提后三16 圣经有一项功能 ─「教导」人学义，用了
希腊字 paideia，代表希腊文化中最重要的教育概念，
代表希腊文化中最重要的教育概念
 原本是指培育孩子成长到成熟，需要有人指引
 主前五世纪，有了更广的涵义，指整个教育过程
主前五世纪 有了更广的涵义 指整个教育过程
是根据希腊文化中的最佳理想来塑造品格

二、从早期教会到中世纪
从早期教会开始，教会一直透过
早期教会开始 教会 直透过
学道班的要理教导来培育信徒，
使他们有能力对抗逼迫的社会环境，
使他们有能力对抗逼迫的社会环境
为信仰做出美好的见证。
 往往经过数年，从入门到受洗达到高潮，
是第一阶段
 受洗后，仍持续在信仰进深，可以从
希波律陀的使徒传统、耶路撒冷的区利罗
的教理问答、奥古斯丁的要理教导看出来
儿童的信仰则是透过家庭来加以传递，
一直到基督教成为国教，
所有婴
所有婴孩一出生就接受洗礼，
接受洗 ，
成人学道班渐渐消失。

从许多教父生平可以看出
当时基督徒家庭的灵命塑造非常成功，
当时基督徒家庭的灵命塑造非常成功
最有名的就是加帕多家教父的家庭，
 从祖母开始就传承了圣洁的传统
传
传
 这家庭出了三位主教，
最著名的是大巴西流、
流
女撒的贵格利、姊姊马克利娜
都有着卓越的属灵名声
中世纪的宗教教育主要是在修道院
中世纪的宗教教育主要是在修道院，
 一般信徒的信仰教育
是教区神父的责任
 这个时期的教育多半是透过
礼仪与整个基督王国的文化来传递

贰、儿童学习理论的发展
文艺复兴之后 人本主义的发展
文艺复兴之后，人本主义的发展，
使得儿童学习的理论渐渐出现…
科美纽斯首先把科学法运用 教育理论
科美纽斯首先把科学法运用于教育理论，
相信所有课程都应妥善分级，
跟从儿童的自然发展，被称为儿童教育之父。
童 育
天主教的耶稣会教育也强调整合信仰与学习，
 创会会主罗耀拉曾说：
「给我一个儿童，训练他到七岁，
我会使他终身成为好的天主教徒。」
 罗耀拉与耶稣会的教导者都致力于
改善教育方法、追求学术卓越，
他们关怀学 的态度，
他们关怀学生的态度，
使得耶稣会产生许多模范教师

三、改教之后，改教者为了强化信徒教育，
仍采用中世纪的教理班来训练信徒，
仍采用中世纪的教理班来训练信徒
最有名的就是马丁路德的《教理大小问答》
《大教理问答》神职人员训练成人
《大教理问答》神
员 练成
《小教理问答》父母在家中训练儿童
各改教宗派都推出他们的教理问答来教育信徒，
改
派
答
像改革宗《海德堡教理问答》，不但提供信仰知识，
也用来形塑信徒的身分认同，凝聚宗派的向心力。
改教也影响基督教教育与国家教育的发展，
 路德的好友墨兰顿被视为德国国民教育之父
 瑞士改革宗的训练学院，成为日内瓦大学的前身
 圣经翻译、宣讲、学道材料编印、家庭教育加强、
教 学校 普 、
教会学校的普及、全人教育观念的形成，
教育 念 形成，
都是改教所带来的影响

十七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洛克首先提出：
孩童有如白纸，
孩童有如白纸
因着与环境互动而形成印象 ─
「白板说」。
「白板说」
笛卡尔则认为心思有如白纸，
把感官印在其上，
这是经验主义的教育观。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崇尚自然，
相信教育可以根据自然的发展阶段：
婴孩、儿童、青少年、青少年晚期。
后来为皮亚杰所采用，
认为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
身体、社 、情绪、教育考量，
身体、社会、情绪、教育考量，
强调从观察自然中学习。

十八世纪，大多数教育者都认为孩子只能重复资料，
教学过程乃是传递知识，
教学过程乃是传递知识
尽管启蒙的教育者强调哲学与教育理论，
但很少人在课堂中付诸实践。
少 在 堂中付诸实
瑞士教育者裴斯泰洛奇建立男童学校与孤儿院，
提供活泼的学习环境，强调感官的认知，
连结榜样与实物，主张在温暖安全的环境，
 提供自然实物的感官学习，如果在课堂
能让学生摸、闻、尝、听、看，就能学得最好
 教学乃是引出，而非灌输，教师不但要熟悉学科，
也要根据学习者的本性来安排，让学生由具体到抽象，
由近处立即的环境到远处、由简入繁、渐进发展
这 教育概念对 十 纪欧美的 步教学有很大影响，
这些教育概念对二十世纪欧美的进步教学有很大影响，
也影响了福禄贝尔。

十九世纪主日学运动的发展，
对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个运动起源于英国的兰克斯
想要提供街童教育 来降 青少年犯罪率
想要提供街童教育，来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采用了福禄贝尔的思想、启蒙教育者的观念、
结合更正教的圣经教育。


基于实践大使命，虽然他本身不是传道人、
负责主日学的教师也不是专业教师，
这个平信徒主导的教育运动，却影响全世界，
被称为「人民的大学」
 不但带来属灵复兴，也使得更阶层体会到
自己有责任对国家各领域进行社会改革，
并 使 渴望成 教育，
并且使人渴望成人教育，
也刺激人们看重公共教育的重要性

福禄贝尔被称为幼稚园之父，
他相信「玩」是学习过程很重要的成份，
他相信「玩」是学习过程很重要的成份
教育乃是使人体会受造的本质与目的，
 教育的最高目标
教育 最高
就是让孩子看见神在受造中的启示
 儿童好像花园生长的植物，
童
他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
好的教师有如园丁
能使他健康的成长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不一定都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所强调宽容、自由、
人权、回馈到群体的价值，
都是灵性发展重要的心理质素。

在美国影响教育思想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杜威，
 强调开放教育、民主教育，
强调开放教育 民主教育
主张教育的目的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考，
而是为了解决人生真实的问题
是
解
真实
 认为学校乃是小型社会，
学校教育应当着重分享经验、解决问题
他的许多思想受到卢梭的影响，如：
做中学、儿童为中心的学习、满足学生需求。
也强调经验学习的重要性，鼓励合作与社会互动，
把教导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议题产生关连。
他的哲学不一定是基督徒所接受的，
他的哲学不
定是基督徒所接受的，
可是所提供的方法，却广为应用于教会教育当中，
例如：群体动力 创意认知学习 学生为中心的
例如：群体动力、创意认知学习、学生为中心的
课堂管理、圣经教导与生活的关连性。

叁、成人学习理论的发展
1968 诺尔斯提出的成人教育学的理论，
诺尔斯提出的成人教育学的理论
把成人教学、儿童教学对照，说明其独特性，
提出 种假设来描述成人学 者
提出五种假设来描述成人学习者：
1. 需要自我导向
2. 拥有丰富的经验库
3. 因社会角色与环境的改变，产生学习的需要
4. 对知识的立即应用感兴趣，享受问题中心的学习
5. 有内在的学习动机，要在课堂建立成人的氛围，
成人必须感到被接纳、被尊重与支持
诺尔斯后期修正看法，认为成人教学、儿童教学并非
完全对立，而是一条连续线的两端：
 有些成人可能需要老师帮助架构他的学习
有 成 可 需要 师帮助架构
学
 有些儿童已经能成为自我导向的学习者

二、成人学习者的学习特性
1. 学习前会思考判断为何要学，学习需有意义
2. 学习动机部分因外在因素 ─升迁、转业，
最重要是内在压力：维持自尊、提高工作满意度
3. 以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为中心，教学内容应与生活结合
4. 教师多利用成人宝贵的经验，分享、满足发表的欲望
5. 可能有预存不良习惯、偏见，有时需要解除学习的动作
6. 具有自我导向的学习意愿，
应给予弹性与选择的机会，增进自我学习的能力
7. 自尊心强，需被了解与尊重，
有时缺乏自信心，需要教师、同侪的支持、鼓励
、非正式的学习气氛，来纾解压力与焦虑
8. 学习群体的异质性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年龄、性 、教育程度、
经验、职业，很大差异，应注意弹性运用

一、分别

儿童学习

成人学习

概念

依靠老师

自己来决定学习方向

经验

没有价值，教师、课本最重要

拥有丰富经验，让学习更充实

准备

老师决定学甚么、何时学

人生发展的需要，看重实践

理由

收集资料在将来使用

增加每天处事的能力，
心
以表现为中心

动机

外在的赏罚

内在好奇心、兴趣、需求

气氛

紧张、冷漠、权威、竞争

轻松、信任、互相尊重、
非正式、温暖、合作、支持

目标

由老师负责
老师负责

师生合作 经由讨论订立
师生合作、经由讨论订立

计画

以老师的教材为中心，
有 定的课程 逻辑程序
有一定的课程、逻辑程序

订立学习合约、学习计划、
根据学员准备情形决定怎么学

活动

传达的技巧、指定课本

探索方式、自学活动、实验技巧

果效

由教师决定 以分数评估
由教师决定、以分数评估

学习者的回应、
学习者的回应
同侪意见、专家的评论

三、成人教学的基本原则
1. 教师需了解成人身体功能渐渐降低，会影响学习，
 但不会降低学习能力与反应能力
 要以有效的工具协助成人学习者，
去调适、因应老化的影响
2. 了解学习者的需求与看法，
培育增进自我学习能力
3. 整个教学活动过程要有弹性，
衡量成人学习者的
学习条件、学习内容、学习情境，
作必要的调整、灵活运用
4. 允许个别差异，
 让个人照自己的学习风格、步调来学习
个
学
、步 来学
 在比较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学习会有最好的效果

5. 以成人经验做为教学起点与重要的学习资源，
 强调经验与参与性的教学法
 学习成果能应用于现实生活，
采
采用以问题中心的学习架构
中
学 架
6. 利用成人的自我概念、自主性建构学习活动，
让学习者可共同参与
策划与决定教学的方向与目标
7. 提供成人学习者舒适与支持性的学习环境，
对学习结果随时给予回馈、
采取补救措施，
把挫折感与障碍降到最低
8. 采取适合成人学习的评量方法，
对成人学习成就的衡量
以其内在的满足为着眼点

教师扮演社会支持者的角色，好像盖房子时鹰架一样 ─
 最初儿童需要在成人或同侪的支持下学习
最初儿童需要在成人或同侪的支持 学习
 当儿童能力渐渐增加，社会支持就逐渐减少，
而把学习的责任渐渐转移到儿童自己身上，
学
责 渐渐 移到 童自 身
好像房子盖好后，要把鹰架逐渐移开
鹰架理论就是从儿童学习迈向成人学习的桥梁。
童学
成 学
人类发展学家布朗芬布伦提出「人类生态发展理论」，
 学习者的生活环境对学习方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媒体对现代儿童、青少年的影响，
这种影响力远非教会的课堂处境所能处理
如何考量环境来设计教学，
对教学与生活带来很大的转变。
这两种理论都强调透过充分参与在群体中
这两种理论都强调透过充分参与在群体中，
才能让人学习得更好。

无论是儿童学习、成人学习的理论，
都帮助教师更了解学习者的特性 据此设计教学流程
都帮助教师更了解学习者的特性，据此设计教学流程。
可是人的学习与成长并非只停留在课堂环境中，
周遭环境的影响是更加强烈、深具影响力的…
遭 境 影响是
影响
苏俄的心理学家维高斯基提出「社会文化理论」，
 主张人学习概念应该是透过经验，
在真实、复杂的学习环境协调他的意义
 年轻人应当透过更有才干的同侪或成年人，
从实际的发展层次，迈向目标 ─ 潜在发展区，
需要通过所谓的近测发展区，
在此区发生的就是最好的学习
据此理论，发展出鹰架理论，什么是鹰架？
盖房子时 用竹子或铁架搭的架子
盖房子时，用竹子或铁架搭的架子，
建筑物一层层往上盖时，工人作为踏板。

肆、代间教学（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一、世代之间的教育：
世代之间的教育
过去四十年，发展理论、学习理论掌握着
基督教教育的理论 让教会教育强调分龄教学
基督教教育的理论，让教会教育强调分龄教学，
教育事工日益走向专业分工，产生世代割裂 ─
 每一个世代（成人、儿童、青少年）彼此之间
不再有连结，教会经验只局限在同一世代中
 教会各年龄层之间不能再彼此了解与经验交流，
对于信仰经验的世代传承，造成严重的威胁
二、以青少年来说，成长过程需要不同年龄层的成人陪伴，
 早期成人最接近他们的生活经验，
可以与他们分享自身的成长经验，
 中年成人有如父母，提供另类的父母形象，
中年成 有
， 供另类
形象，
聆听、包容、温暖的关怀，使他们愿意敞开心灵

对许多年长者来说，青年人的活力与对新科技的熟悉，
 可以提供他们新的思维与科技的指导
提供他们新的思维与科技的指导
 从年轻的孙辈学习使用电脑与网路，
为他们开启新的社交窗口与学习管道
启
交窗
学 管道
在教会集体生命中，信仰传统不仅需要传承，
也需要更新，这必须借着更多刻意安排的
世代之间交流，才有可能做到…
 安排不同世代一起参与敬拜、学习、团契相交
 整个教会形成彼此学习的群体，每个人
都意识到自己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
而非只将教育的责任仰赖少数的教育同工
也让教会形成活络的「属灵生态系统」，
使不同世代的小群体能彼此支持与联系，
使不同世代的小群体能彼此支持与联系
以免最年轻、最年长的肢体被边缘化。

2. 要理教导不是只停留在正式的课堂教导，
应该交织在所有的教育性事工，
应该交织在所有的教育性事工
包括：礼仪、宣教、宣讲、辅导、
群
群体生活的所有面向，正式、非正式的
有
非
会众课程，就是代间教育的实践
3. 要理教导不再是填鸭式教条灌输，
而是世代间的对话与批判的反思，
 去发现历代以来的信仰宝藏
 让人将信仰的内容转化在
个人的价值信念与生活中，以便让
不同世代能更多彼此理解，产生新的洞见
这也提醒教师所要关注的领域
不仅是学习者本身 也要关注教会生态
不仅是学习者本身，也要关注教会生态，
与学习者所处的整个生活圈。

三、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1. 为让基督教教育
从心理学偏重方法、过程，
走回神学内容的导向，
许多教育学者现在也提出
信仰内容的重要性…
当代的基督教教育者
 派瑞与康《教导所信、形塑信者》
 爱斯皮诺沙〈要理教导：
爱斯皮诺沙〈要理教导
发展理论与基督教教育的新异象〉
提出传统 理教导
提出传统要理教导
 有助凝聚教会各世代间的信仰共识
 也是信仰跨世代传承的主要核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