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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序

從宗教及生命教育走到心靈教育的工作，不少時候

有機會聆聽學生和老師的內心世界，過程中我也會協助他

們疏理個人的思緒與情感，而且看見澄明的心境和活潑的

生命漸漸地在他們身上呈現出來。這生命轉化的過程，教

我不住思索心理成長與靈命發展兩者之間的關聯。

在譚沛泉博士的書中我找到答案。他指出自從心

理學出現以後，把非屬行為的內心世界、精神生活概括

稱為「心理」，它某程度上排除了靈性元素而純粹研究

人類行為。可是靈性和心理乃出於相同的字源—心理

（Psyche）的希臘文是φυχη，意思是靈魂（soul）—

但它們又分別指向不同的範疇：心理範疇包括人的情

感、思考、想像、記憶和性格結構；至於基督信仰所

指的靈性，就是生命本質的自覺，與慈愛生命之神的連

繫，也同時是對存在意義的尋索。而人的靈性可以透過

情感、思考、想像、記憶，以至行為表達出來，因此靈

性不但與心理密切相關，甚至人的靈性呈現很在乎他的

心理素質。這論述把抽象的「心靈」重新闡釋，將心理

和靈性兩個本來就難以辨識的範疇釐清，有助我更具體

地明白它們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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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嘗試以三菱鏡和光作比喻，以表述心性（我喜

歡以「心性」一詞表述其人性化和廣闊角度，以免掉

入「心理」一詞可能導向的機械化和狹隘觀點）如何

將靈性展現。光就好像靈性一樣，看不見、無形無體，

卻因應環境而有其不同的呈現。例如當光照耀在黑暗之

中，我們就知道它的存在；若眼睛遙望天際聚合的浮

雲，光在其中滲溢綻放，我們可看見一道強而有力的

光輝穿透雲間；如果光線穿過三菱鏡，我們甚至可以看

見白光蘊藏著的七種美麗色彩。同樣地，我們看不見靈

性，但透過人的行為表現和它底下的心理運作、狀態與

素質，我們便可看見其靈性的呈現。那就是說，靈性的

美善、仁愛特質，可以透過澄明、安穩的心性去展現出

來。故此，心性的疏理陶造，其實正正就是孕育靈命的

重點工作。

閱畢此書，我會說靈性修持與生命成長的終極關懷，

乃是提升人對靈性生命的覺醒、連繫與呈現，而促進心性

的覺察、疏理陶造等功夫，更是我們牧養群羊和修持自己

所要著力之處。願與讀者、牧者、修道者共勉。

魏紹彤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心靈教育」計劃 學校發展主任

前言

「心理輔導和靈修指導兩者有何分別呢？」「靈性

生命成長跟個人成長兩者又有甚麼關連？」「人的心理

與靈性有何異同之處？」這些都是我近年在教學及演講

時常被問及的問題。

在早前出版的《認出誰在路上同行：靈修指導的實

踐》，我已經嘗試指出心理輔導和靈修指導兩者之間的

異同之處。至於如何理解「心理」和「靈性」這兩個概

念，以及從它們引伸出來有關「靈命成長」與「個人成

長」的課題，是本書討論的重點。

先賢、學者們（尤其是英語的著作）對「靈命成

長」及「個人成長」的課題分別有非常豐富的表述，

但把兩個課題一起討論，又嘗試整合的作者，卻寥寥可

數。本著好奇、探索的心，我嘗試從靜觀靈修的角度去

看「靈命成長」及「個人成長」之間的奧妙關連。但願

此書能夠引起更多華人教會的牧長、學者們，就相關的

課題貢獻研究心得，造就教會信徒。

出版書籍是一個集體的成果。承蒙資深的心靈教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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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的成長軌跡

「人性開展」（human development）、「個人成長」

（personal growth）這些觀念大約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

始在華人教會普及。因為這些觀念是跟心理學和心理輔導

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部分反對心理學的教會，都認為它

們是「世間小學」，是輕視聖經啟示和聖靈工作的不良趨

勢。到了九十年代，大多數的神學院都設有輔導科目，

而開辦輔導課程的神學院亦越來越多。踏進二十一世紀，

「個人成長」、「人性開展」這些觀念，或者是「教牧也是

人」、「基督徒不應該只講神性但全無人性」、「個人成長影

響靈命成長」等等的說法，已經相當普遍（雖然在教會裡

反對「人文主義」的主張仍然一直存在）。

我們沒有打算加入「人文主義是魔鬼的技倆」，或者

是「聖經權威應該超越人文思想」的爭辯中。既然「個人

成長」、「人性開展」這些觀念已經被大部分教會接受，

工作者魏紹彤姊妹慷慨為本書賜序，實感榮幸。學會的

同事麗芳及出版小組的義工們（佩瑜、淑芬、慧瑩）所

付出的時間和心力，並不比作者少；她們的熱誠和精雕

細琢的編輯、校對功夫，大大增添這本書的可讀性。然

而，如果書裡出現任何錯漏，都是作者的責任。最後，

還要感謝一位不願記名的教會長老，這本書的出版經費

是由她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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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嘗試多了解這些觀念所涉及的內

容，及它們如何有助基督徒追求生命的成長。讓我們先從

人的肉身生命成長說起。

從出生到長大

正如地上有機的生命一樣，人從出生開始便逐漸成

長、演進。人的成長、演進，最明顯可見的是在肉身生

命上的變化。胎兒從母親的子宮裡開始成長，到了胎兒

成熟，就脫離母胎，自主呼吸，生存在大地之上；然後，

在護理之下，他繼續長大，學習吞吃固體食物、步行、跑

跳、說話，之後再成長到可以自立、生殖及養育下一代。

又正如地上其他有機的生命一樣，人的肉身生命成長是有

極限的。肉身生命成長的極限就是死亡。人人必有一死！

世上沒有一個長生不老的人，甚至任何一個宗教的創始者

都一樣要死去，這是一個事實。

人的肉身生命是有極限的，活得超過一百歲的人是

罕有的。但在正常的情況之下，人是會在生命壽數之內逐

步成長、演進的，這是人的天生本能，也是人對生命的期

望。人在嬰兒、兒童及少年期的肉身及智能成長是快速及

明顯的。成年期是肉身及智能成長的高峰，成年期是建基

立業的時間。但從成年期以後，人的身體機能開始逐漸退

化，直到衰老而死。這樣的正常成長軌跡是人所預期的。

所以，如果嬰孩出生就死亡，或者是少年、青年人死亡，

會令人感到額外憂傷。有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個八十歲高

壽的人辦生日宴，一位僧人提字祝賀，主人看見，以為僧

人刻意冒犯，但聽罷解釋，才知僧人的善意和祝福。僧人

的祝賀語是：「父死、子死、孫死」。原來，人能夠按這

個正常次序「生」和「死」，是一個祝福；意思是，他祝

願主人家一代傳一代，有子有孫，不要白頭人送黑頭人。

人的肉身生命的成長有天生的機制，好像花草遇到

陽光、水份而成長一樣，只要人有吃有喝，就會成長。

但人比花草靈明，當發現人的天生成長機能有缺陷，或是

外在環境上不能提供成長所需用的，人便會找辦法自救，

以復元人的成長能力。於是，很早期的人類已經有醫治養

生、強體延壽的方法（甚至試圖尋找長生不老之術）。各

種醫藥治療，飲食保健方法的目的，是希望使人盡量按自

然的軌跡成長，直至活到所謂「該死」的地步為止（中國

人認為「笑喪」是福氣）。

人真是靈明的「動物」，除了懂得用方法解決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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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長的缺陷外，並很早已經肯定，人的存在還包括非

物質的精神領域。人類信奉神靈，設立墓穴，是反映人類

相信肉身之外的精神世界。在遠古時代的希伯來聖經、希

臘的神話、哲學、中國的哲學、詩詞歌賦、印度的宗教典

籍等，都分別說明：人不單是只會吃、只會喝的動物。人

有一種自然的需要去尋問自身的始源，探索做人的意義，

抒發生活的感觸，和希望超越肉身的規限。

由於精神世界是肉眼不可見，亦無從驗證的，因此

仍然一直有人否定精神世界的存在，雖然這些人的數目

不多。按現今世界上大約七十億人計算，宣稱人只有肉

身生命，而沒有精神生命的「無神論者」，大概只佔幾

個百分比。現代世界上的宗教，都必然論及關於人的靈

性生命狀況，例如：人的靈性生命在人的肉身生命出現之

前存在嗎？如何存在？人的靈性生命跟人的肉身生命有甚

麼關係？人的肉身生命終結之後會如何呢？對於這方面的

討論，基督宗教亦有相當的見解和主張，讓我們容後再探

討。以下我們先看看近代的精神醫學及心理學如何有助於

我們對自身的了解。

精神醫學及心理學出現

當精神醫學及心理學仍未成為一門科學之前，探討

「人」的工作，主要是由人體解剖學（歐洲國家有較顯

著的成果）、藥療學（中國、印度的特長）負責的。自十

九世紀末，精神醫學及心理學開始在歐美國家發展，我們

逐漸深入認識「人」，了解到人是相當奇特的生命個體。

在此之前，所有精神異常或行為奇怪的人，可能都被視為

是精神生命出現了問題，而最普遍的，是認為他們被「鬼

附」（為甚麼不說是被「神附」呢？似乎人早已意會到神

鬼之別了）。聖經時代的猶太人社會及古代的華人社會，

都把那些有不尋常表現的人，看為是被鬼折磨（例如那些

天生殘疾、天生破相的人），甚至是惡鬼的化身（例如那

些神態、言語或行為極端異常的人）。

那些被認為是在「鬼附」狀態之下的人，需要由擁

有特殊宗教力量的人，以特別的方法處理。華人社會裡有

作法辟邪、捉妖的道士或僧人；而西方中世紀時期的天主

教會裡，就有「驅魔人」專責「對付」那些有異常表現的

人。中世紀時期的「驅魔人」所用的方法（例如：鞭打、

淹水、囚禁、捆綁、禁食），從現代的觀點看，都是非常

不人道的。病態心理學課本的第一課就指出，以前對待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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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異常的人的方法是相當偏差的（當然，心理學也一概把

以前被認為是「鬼附」的現象重新詮釋為一種「心理病

態」）。

在此必須一提的，在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期

間，西方的教會對當時剛開始盛行精神醫學及心理學的

主張，大多表示抗拒。例如，基督新教傳統裡的部分教會

以「護教」的立場，大力強調聖經是信仰的最高及最終權

威，提醒信徒不要追隨「世間的小學」。但當精神醫學及

心理學在學術界站穩了立場之後，有些基督徒學者就嘗試

以聖經為本的原則下，採納一些可用的心理學材料，應用

於牧養工作上。但那些堅持反對、絕不妥協的言論，至今

仍然存在。天主教在梵蒂岡第二次大會（1962-1965）以

後，天主教教會開始對人文學科的研究和發現持開放接納

的態度，教牧心理學和臨床牧關從七十年代起逐漸普及；

而部分基督新教的神學院亦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開設教牧輔

導課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教會大致上已經接受了

心理學的貢獻，甚至有走向鐘擺另一端的趨勢：只從心理

學層面去了解人；但忽略了另一面的事實：人是靈性的生

命個體。

無論如何，精神醫學和心理學出現之後，對於人成

長、演進的知識，提供了更豐富的了解。精神醫學是從

病理及醫療的角度去了解人的行為表現。精神醫學的進

步，讓我們知道人的腦部功能發展和人的精神狀態之間的

關係。心理學是分析人可見行為背後的內心世界，例如判

斷、觀點、感受、動機、目的等等。早期的精神醫學和心

理學的研究重點，比較側重於糾正病態的行為，所研究的

對象大都是有異常行為的人，要找出他們的「病因」以至

提供治療方案。踏入二十世紀，心理學家開始不再單單集

中病態研究，亦嘗試找出人的心理發展軌跡。他們參照人

肉身生命的成長經過的各個階段，探究人在每個階段的心

理面貌。正如人要吃喝才可以成長，那麼人在每一個階段

需要甚麼「心理養份」才可以健康地成長呢？「成長心理

學」理論就是要解答這些問題。

成長心理學的研究和理論

人不是植物，人有可見感覺的反應，也有思想的能

力。所以，早在兒童時期，我們已經能夠把自己代入到童

話故事主角的感情和思想了。在正常的情況下，人的情感

和理智是隨著人的肉身成長而同時發展的。但人的情感和

理智發展，跟肉身的成長，有相似，亦有不同的地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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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理智是隨著肉身成長的，因為情感和理智是由大腦機

能所支配的。但是，人的情感和理智的發展，並不會因為

大腦的體積停止增長（成年期以後）而終止的。而且，人

的情感和理智的發展，可能會在兒童或少年期受到創痛經

歷的阻礙而停滯。「成長心理學」乃是研究人從嬰兒至老

年的心理如何長成，以及影響其成長的因素。

自從二十世紀大約六十年代開始，「成長心理學」

的理論如雨後春筍一般，歐美各地的學者紛紛爭相立

論。研究「成長心理學」的學者們，各自針對人的不同

心理功能進行研究，例如：瑞士籍的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志力於找出人對事物的理解，以及人的抽

象邏輯思維的發展過程，最終提出了「認知發展論」

（Cognitive Development）。建立在「認知發展論」的理

論基礎上，美籍的柯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

1987）進行了「道德發展階段」（Moral Development）

的研究，希望找出人作道德判斷背後的思考模式。柯爾伯

格因為看見猶太大屠殺的事件，感到需要找出一種能指導

人作出正向道德判斷的教育方案。他認為人隨著年齡、智

能、經驗的遞增，會經過六個道德判斷的階段：

1. 服從與懲罰原則；

2. 利己主義原則（我有何益處？）；

3. 關係和諧一致原則（我要做好孩子）；

4. 維護權威和秩序原則；

5. 共同訂定社會契約原則；

6. 普及倫理原則（人的良心定向）。

柯爾伯格的研究成果，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的教育，

是特別有幫助的。

在德國出生的美籍心理學家艾力遜（Er ik  Er i k son , 

1902-1994）的著名「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指出人隨著不同的年齡階段，在

心理和社交關係上不斷的互動成長及演變。他把人生分為

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危機」或「任務」，假如人在

該階段發展出新的技巧或態度，渡過那個「危機」，生命

就會得到成長和發展。艾力遜理論中的八個階段是：

1. 嬰兒期（Infancy，0-3歲，信任／不信任）；

2. 幼兒期（Early Childhood，3-4歲，自主／羞辱疑忌）；

3. 嬉戲期（Play Stage，4-6歲，主動／罪疚）；

4. 學齡期（School Age，6-12歲，勤奮／卑賤）；

5. 少年期（Adolescence，12-20歲，認同／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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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年期（Young Adulthood，20-30歲，親密／孤獨）；

7. 成年期（Adulthood and Middle Age，30-65歲，創造／

消沉）；

8. 老年期（Old Age，65歲或以上，整合／失望）。

按艾力遜的理論，如果一個人能夠完成人生各個階

段的「任務」而成熟地進入老年的話，他是會：「有安全

感」、「責任感」、「積極上進」、「有明確自我觀」、

「有親密的關係」、「關懷社會」、「造福他人」、「隨

心所欲」、「安享晚年」。相反地，如果一個人的心理和

社交發展在某一個成長階段受到窒礙，他雖然是成人，亦

可能會充滿懷疑、焦慮、自卑或退縮。

自 從 艾 力 遜 的 成 長 理 論 面 世 後 ， 引 起 心 理 學

界 對 「 成 長 」 觀 念 熱 烈 的 討 論 。 其 中 較 為 突 出 的

包括：勒雲遜（David Levinson）的「生命的季節」

（Seasons of Life）、古爾德（Roger Gould）的「轉化」

（Transformations）和盧雲格（Jane Loevinger）的「自

我的成長」（Ego Development）等等。除了這些研究人

生每個階段的發展理論之外，亦有學者深入發掘人在某

一個人生階段的複雜心理世界，例如有所謂「暴風青春

期」、「中年危機」、「迎接終老」的研究。由於這些研

究已經非常普及，「青春期」、「中年危機」、「迎接終

老」這些詞語亦成為了日常用語。

在「成長心理學」的啟發之下，著名的精神學與

死亡學專家庫柏勒•羅斯（Elizabeth Kübler-Ross, 1926-

2004）根據她對病人的臨床觀察，發現到人面對損失和

死亡事實的內心反應，也同樣會經過幾個成長階段的：否

定（denial）、忿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

喪（depression）、接納（acceptance）。在醫院裡參與牧靈

關顧工作的院牧，都很熟悉庫柏勒•羅斯的理論。此外，

從事輔導的學者又建構一個「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 Edward John Mostyn Bowlby, 1907-1990 and 

Mary Dinsmore Salter Ainsworth, 1913-1999）。他們分

析說：人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是需要有不同程度並以不同

方式與親近的人連繫或疏遠，例如，中年人應該不會再像

小孩時期那般的要得到父母愛護。但如果一個幼兒在情

感上缺乏安全連繫的話，他長大後在這方面仍然若有所

失。「成長心理學」的理念亦被引伸到家庭系統演變的研

究（Family Cycle），例如，一個家庭，由未有孩子的階

段演進到生兒育女、孩子長大離巢，回復夫婦二人的基本

結構；當這個家庭經過每個階段，每個家庭成員及成員之

間，都會產生不同的心理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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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要提的是，在二十世紀末的西方社會，學術界

的科際交流漸趨普及，神學和心理學之間有更積極的對

話，及有更前瞻性的整合嘗試。接受神學和心理學兩方

面訓練的學者，都樂於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連及互動性。

例如，屬於美國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浮勒（James W. 

Fowler, 1940-）提出「信仰成長理論」（Faith Development 

Theory）。「信仰成長理論」並不是研究信仰的教義怎樣

影響人的信仰，乃是勾劃出一個有神信仰的人的信仰模式

如何跟他的心智成長相關。浮勒的「信仰成長理論」包涵

七個階段：

1. 基礎的信仰（Primal Faith）；

2. 直覺／投射的信仰（Intuitive-Projective Faith）；

3. 構想／字面的信仰（Mythic-Literal Faith）；

4. 歸納／形式的信仰（Synthetic-Conventional Faith）；

5. 獨立／反思的信仰（Individuative-Reflective Faith）；

6. 整合的信仰（Conjunctive Faith）；

7. 普世的信仰（Universalizing Faith）。

這七個階段裡的每一階段都包涵七個基本元素或

特點：

1. 運用邏輯的能力；

2. 人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

3. 道德判別能力；

4. 對社群的意識能力；

5. 對權威的理解和反應；

6. 對人生世事的整合能力；

7. 對宗教象徵或符號的理解。

一個人的信仰成長，也會同時在以上七個關乎理

解、判斷、關係、自主的層面上都不斷更新和進深。因

此，第七個階段的信仰（即最成熟的信仰階段）和第一個

信仰階段的不同之處，並不在於所信仰的內容上，乃在於

信仰的人在以上七方面更趨成熟。換而言之，當一個人在

理解、判斷、關係、自主的層面上漸趨成熟，他對所信的

內容就有了新的體會和洞見。

浮勒的研究所著重的，不太在於「人信仰甚麼」，

而是「人如何信仰」（not what, but how one believes）。

「信仰成長理論」指出，中年人的信仰模式應該比小孩子

成熟，因為中年人的心智長成，而且人生經驗亦豐富；但

中年人的信仰模式亦可能「停滯」在小孩子的階段，未

能夠獨立反思、分辨意象，又倚賴權威及容不下複雜弔

詭的現實。浮勒又認為，一個達到「信仰成熟」最高階

段的人的特徵是：放下宗教敵對的思想和態度，胸懷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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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世界的福祉為念，盼望在世上播下仁愛、和平和寬

恕的種子（參Stages of Faith: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 for Meaning，1981；Ekman 

P. C. Tam, “Faith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Direction”, 

Pastoral Psychology, vol. 44 (1996), pp. 251-264）。

總括而言，近代西方社會倡議的「人性生命開展」，

不再是著眼於糾正病態行為，乃是更加關注如何促進人在

心理精神方面的成長。「成長心理學」的各方面研究，促

使我們明白及追求「人性生命的開展」。舉例說，如果我

六歲的孩子仍然未能掌握和運用初步抽象概念，我會替他

找出原因和可能補救的方法。又例如，當我明白到一個六

十歲的已婚男子應該有怎樣的成熟心理面貌，我便知道自

己仍需要在哪方面繼續成長。另一個例子是，當我知道一

個真正成熟的成年人是該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和期望，但我

發現自己完全沒有需要獨立自主的想法，甚至要避免這個

事實出現的話，我在這方面的成長是很不足的。

當然，「人性生命開展」的觀念，並不是近代歐美

國家首創提出的。古代的希臘哲學思想裡，早已描述到一

個達到崇高精神領域的人是快樂自足、道德高尚的。中國

文化裡亦有提倡人性生命成長的藍圖，例如孔子智慧深邃

的名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

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但相比之下，近代

對人性生命開展的論述，實在豐富得多。

人性生命開展的假設

有關「人性生命的開展」或普遍稱為「個人成長」

的討論，是基於一些前設的。正因為是基於一些前設，所

以亦有其限制。我們需要清楚這些假設，又要知道這些假

設並不能解釋或包涵所有我們遇到的人性生命事實。

首先，當我們要討論和評估一個人的成長，是假設

有一個「成長客觀指標」。「成長客觀指標」是以大部分

人的表現為標準。例如，要判斷一個人的「成長表現」是

否落差或是超越，就要視乎他的表現跟其他大部分同齡及

背景相近的人，是否相差很遠。好像嬰兒健康檢查時，醫

生會告訴父母，嬰兒的體重和高度是屬於平均區間；如果

是落在兩極的位置，醫生可能會提醒父母，該怎樣留意嬰

兒進食的份量。在心理成長的評估上，其實也採用了類似

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