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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轉化的學習 ——成年人學習質素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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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 

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廿八18-20)。

大使命的目標，是門徒訓練；而訓練的內容，是教導門徒 

在生命中遵行基督的吩咐！可以說，教導事工是教會的最重要 

的使命之一。傳統的教導模式，是採用以教師為主導的觀念 ， 

強調教師的培育。華人教會在過去，甚至現在，亦是採用同樣 

的方式。教導的過程主要是將資料或內容從教師轉移到學生， 

就算是完成了教導。進入二十世紀，基督教教育家開始提倡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導，強調學生之所以成長，並不是因為聆聽到 

教師所講授的內容，而是學生如何回應從教師講授中所聽到的 

內容，從而影響其內在生命的發展。1的確，教導的最終目 

標，乃是幫助學生的生命得以轉化(transform)；而教會教導事 

工，正是要幫助信徒的生命得以轉化至更像耶穌基督。

使徒保羅在新約聖經羅馬書十二章二節說：「不要效法這 

個世界 '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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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喜悅的旨意」。當中「心意更新而變化」更直接的翻 

譯，是「透過心意的更新來達致轉化」(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the mind)。保羅所用的「心意(nous)」這個字，是 

指人內在的方向感或道德心態-和決定慾望與行為之道德意識 

("The sense of inner orientation or moral attitude, and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that determines will and action")。2 換句普舌說，

「心意更新」乃是人要不斷校正內在的思想，從而在外在作出 

及活出合乎真理道德的決定及行為。而整個更新的過程，就是 

叫人生命得以轉化至更像基督的途徑。因此，心意更新與生命 

轉化是絕不能分割的。

可是，基督徒往往將心意更新看成是只屬於個人靈命層面 

的東西，與日常生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世界。說真的， 

基督徒常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將神聖與世俗兩方面極端化，以 

致將教會生活看成是神聖的，日常生活卻看成是世俗的。難怪 

不少在教會內謙卑熱心、喜樂事奉的信徒，在其日當生活中， 

特別是家庭生活，卻是問題多多，困難重重。

「心意更新」既是達致「生命的轉化」，總不會只轉化 

「靈」的部分，而忽略了生命當中其他的部分。保羅說得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提後 

三5)。因此，心意更新，必定帶來全人生命的轉化，而不只是 

教會生活的轉化。

也許有人會說：「江山易改，品性難移。要改變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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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已經不容易，要生命轉化更是難上加難。」的確'達致生 

命轉化的心意更新決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乃是一生之久的學習 

與培養。近代教育家麥士禾(Jack Mezirow)於1978年發表其

「轉化式學習理論」(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 3 成 

為廿多年來教育家們爭相研究的成人學習理論之一。4麥士禾 

的理論以成年人為對象，要指出成年人在學習過程中的特點 ， 

以致能達致生活行為上的轉化。

麥士禾認為每一個成年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人生觀、生活的 

指標和取向，他稱之為「結構意義」(meaning structures) °根 

據麥士禾的「轉化式學習」理論，

「結構意義」是由一些「觀點意義」

(meaning perspectives)所組成。「觀 

點意義」是一個人斷是非、分對錯、 

定美醜等作決定的基礎，是由一些

「系統意義」(meaning schemes)所組 

成的一種理論或信念。一般而言，

「觀點意義」都會受著社會、文化、 

教育、經濟等各方面的影響。至於

「系統意義」，則是一個人對某些事 

物的看法，或對該事物採用行動的基 

礎，由知識、信念、價值觀、及感覺 

所組成對某一經驗的理解。5

觀點意義

結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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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位信徒由信主到成長都是參加一間 

非常傳統的教會，崇拜時只唱傳統聖詩，而流行的基督徒詩 

歌，只會在團契小組時唱［這是「系統意義（1）」］。有一次， 

他有機會到另一間教會崇拜，聽到領詩的帶唱流行的基督徒詩 

歌，感覺怪怪的，覺得總不是味兒［這是「系統意義（2）  ］。 

後來，他有機會與人討論到崇拜時應否唱流行的基督徒詩歌， 

立即就表示他不能接受這種詩歌在崇拜時唱的觀點［這是由前 

面兩個「系統意義」所產生的「觀點意義」］。這位信徒由於 

在傳統教會成長，除了崇拜詩歌選擇外，對主日學的看法、團 

契的組織、教會的運作等等都持傳統保守的立場，這些立場， 

自然就影響著他的人生觀、生活指標和取向了。

可見，我們中國人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是非常 

合理的。長期在一種環境和文化當中成長，自然會塑造出怎麼 

樣的人來。 

可是，麥士 

禾在研究中 

卻發現，人 

生觀、生活 

的指標和取 

向等，都是 

有可能改變 

的。要生命 

得以轉化， 

轉化式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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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改變「系統意義」、「觀點意義和「結構意義」。

要達至生命轉化的學習，成年人必須經過八個階段的過

程:

1. 抗拒(Disconfirmation)

一般人在遇到新的觀念，第一步都是會感到抗拒，原因是 

新的觀念往往與自己本來的觀念並不相同。（若不感到抗拒，當 

然是因為新的觀念與本來的觀念相當接近了，這表示沒有轉化 

的需要）。

2. 迷茫(Disorientation)

願意走上第二步的人，就會產生迷茫和不知所措。主要原 

因，是因為內心雖願意嘗試接受新的觀念，但內心卻又因本來 

的觀念而產生不安與掙扎，不知道如何是好。

3. 認識(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blem)

第三步是認識問題的所在，建立對新觀念的興趣。當感到 

迷茫的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出為甚麼感到不安，嘗試 

了解問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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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探究(Exploration)

第四步可以說是第三步的延續。當找出問題的所在，就去 

探究問題的根源，了解新觀念是如何形成，它背後有著甚麼理 

念論據。

5 .反思(Reflection)

願意進到反思的階段者，顯然是有誠意去學習新事物的 

人。這一步是對所探究的結果作出反思，嘗試放下自己「自以 

為是」或「唯我獨尊」的心態，細心分析這個新觀念的本身。

6 .整合(Reorientation)

經過反思之後，就將反思的結果與原先的問題起點作出重 

新的整合，除去不合理的態度及觀感。

7 . 分享(Sharing the Discovery)

第七步是嘗試與其他人分享你所學習或領受到的東西。這 

一步的原因，是避免自己有盲點(blind spot),很多時，透過與 

別人分享，能夠對事件有更清晰的了解。

8 .平衡(Equilibrium)

到了這一步，「新」的人生觀、生活的指標和取向就產生 

了。「新」的意思，一方面是指可能完全接受了新的觀念。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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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在經過這八個步驟之後，也許對本來的人生觀、生 

活的指標和取向有了少許「修訂」。當然，亦有在八個步驟下 

仍堅守本來的人生觀、生活的指標和取向，但卻沒有了本來 

「自以為是」的心態，換來的卻是對自我人生觀、生活的指標 

和取向更客觀的肯定。

綜合而言，生命轉化的學習可以歸納為三禪基本的反思性 

學習：

--對學習的內容、事件及真理作出反思

尋求認識真理的真實意義，而非假設意義(assumptions)。 

信徒在讀經時，往往被以往的觀念或傳統的解釋所限制。當 

然，這些觀念與解釋也許就是經文的真實意義，但若能先放下 

這是前設，嘗試按著解經的基本原則，第一手的細味聖經中的 

真理，不單印像更為深刻，對真理的認信也會更為深切。

--對學習過程的反思

這包括了「誰人教導？」「如何教導？」及「為甚麼要這 

樣教導？」等的問題。教師的個人背景，直接影響他/她的教 

導。愈認識教師，就愈能掌握及理解他/她所教授的內容。當 

然，也就會懂得減去因著教師個人背景而加諸在教學內容中的 

東西，而直接吸收教學的實際內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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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假設的反思

挑戰自己的假設，放下「自以為是」的觀念。轉化式學習 

理論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對自我的否定，然後在客觀的角度來 

學習新的事物。今天我們學習新事物覺得困難-很多時候，都 

是因為覺得自己的觀點已經是「絕對」正確了；對信徒而言， 

我們甚至認為自己對聖經真理的掌握是「絕對」正確。這樣的 

結果，自然是「自我無限化」，對外來的東西全然隔絕，自然 

難以學習新的東西了。

也許你會發覺麥士禾的「轉化式學習」理論似曾相識，其 

實聖經早已說過「日光之下無新事」，但麥士禾的理論，卻是 

實在地歸納出觀念轉化的步驟，讓我們都一同成長，避免故步 

自封。按筆者個人的意見，麥士禾的理論的缺點，就是基於觀 

念轉化一定是向著好的那方面進發。其實不然！人都是自私 

的，要完全撇去自我為是的心態談何容易。

此外，他的理論基於教導過程的參與者只有教師和學生， 

而教會的教導事工卻不然。當代著名基督教教育家彭米路提出 

以三一神觀引申出來的三一代模(Trinitarian format)來表達出教 

育過程的參與者。就彭米路而言，聖靈不單參與在教學過程之 

中，祂更是整個教學過程的培育者，幫助學生在靈裏成長。6 

彭米路認為基督教教育的主旨，是靈命的轉化(spiritual 

transformation)；教育事工要達至靈命的轉化，聖靈的直接參 

與是必須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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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仰望那創造人類的上帝、學效那道成肉身的基督耶 

穌、並倚靠那真理的聖靈，才能真正按著這些步驟'誠實地走 

上生命轉化的路上，在個人靈命及生活中日漸與基督相似。

註釋：

1. Lois LeBar, Education That is Christian (Colorado Spring, CO: 
Chariot Victor Publishing, 1995), p. 166.

2. Kittel and Friedrich,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5), pp. 636-637.

3. Jack Mezirow,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Adult Education 28 
(1978): 100-110.

4. Edward W. Tayl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 Critical Review (Columbus, OH: ERIC, 1998), p. vii.

5. Jack Mezirow, Transformative Dimensions of Adult Learning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1), pp. 5-6.

6. Robert Pazmino, God Our Teacher: Theological Basic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1), pp. 93-95.

7.同上，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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