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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摘 要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如下：一、個人做完依納爵神操之後由然而生的

感恩之心，所產生的興趣與使命感。二、看到運用不同靈修的人士，呈顯

出各種的宗教現象，如：不同的意識型態與言行舉止。三、梵二大公會議

文獻與宗教交談的精神，道心法師興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理念。以上種種

讓筆者希望藉著本論文的研究，達成下列的研究目的：一、在天主教會內

踏出一小步，比較方濟與依納爵兩種不同的靈修，以作為教會內不同靈修

間交談的開始。二、希望藉著這篇研究內容，找出各靈修產生的背景與靈

修異同的因素，以便能對天主教會內的靈修交談與福傳合作提供一些幫

助。三、期望能對天主教會內的各靈修中心及世界宗教博物館之靈修專

櫃，找到一些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四、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

郎」，選擇靈修亦若是。因此，就積極方面而言，希望這篇論文能鼓勵大

家，要用勇氣、智慧，找到 “更”適合自己的靈修方式，更“自由喜樂”

地悟出祂的千種面貌。消極方面來說，可以讓自己得以免除 “選錯靈修”

的恐懼。五、衷心地期盼踏出的這一小步，也能是邁向天主的一大步----

「爾旨承行」。 本研究採用神學研究法、文獻資料分析法、訪問法、觀察

法、比較法等方法，對方濟與依納爵靈修進行研究。藉由神學研究法、文

獻分析法，找到兩種靈修的重要理論基礎及論文的架構；藉著訪問的方式

觀其行、聽其言，則迅速可靠地找到兩種靈修的核心內涵；用觀察法將實

證與理論對照印證；再以比較法將兩種靈修加以論述。多種方法的交互併

用，是整篇論文重要的研究方法。 本論文分為四篇共十章： 第一篇是方

濟與依納爵靈修產生的背景之比較：第一章是方濟靈修產生的背 景；第二

章是依納爵靈修產生的背景。兩章分別由靈修產生的時代 背景、教會環境

與需要、靈修創始聖人的氣質等三大因素，來探討 靈修產生的背景。篇尾

有第一、二章內容之比較。 第二篇是方濟與依納爵的皈依之比較：第三章

是方濟的皈依；第四章是依納 爵的皈依。兩章分別由皈依的五個進程：危

機 → 探問 → 會遇 → 互動 → 投身，與五種類型的皈依：宗教、智性、感

性、倫理、社 會政治等的皈依，來論述聖人的皈依。篇尾有第三、四章內

容之比 較。 第三篇是方濟與依納爵靈修的形成之比較：第五章是方濟靈

修的形成；第六 章是依納爵靈修的形成。方濟靈修是以太陽歌為例來進行

分析；依 納爵靈修則是用神操的原則與基礎為主來探討。篇尾有第五、六

章 內容之比較。 第四篇是方濟與依納爵靈修的神學之比較：第七章是方

濟靈修的神學；第八 章則是依納爵靈修的神學。第九章則是兩種靈修的神

學之比較與反 省。第七、八章分別由以天主為中心、以基督為中心、以人

為中心 三方面，來論述方濟與依納爵靈修的神學。第九章有第七、八章內 

容之比較與反省，得出：十字神學、天主經神學、活出天主子女的 生命---

-享有天主聖三的臨在。 第十章是綜合反省與建議：本章是從時代背景和

教會環境與靈修，氣質與靈 修，福傳與靈修等三方面來進行綜合反省與建

議，以回應研究動 機與目的。 結 論：寶貴的結論則是一句平凡的至理名



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整個論文由第一至第十章是在勾勒兩種靈修的

點、線、面；是在論述靈修的加、減、乘、除；也是在研究福傳的途徑；

是描述皈依、敬天、愛人的生活見證；是探討內聖、外王、參與天地的福

傳行動；是發現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過程。  

摘

要

(英) 

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motivated by three reasons: 1. After accomplishing all 

Ignatian Spiritual Exercises, a strong grateful feeling occurred to the writer, which 

has generated a strong interest and the sense of mission in her to do this research. 2. 

Observing and discovering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religious phenomena shown by 

people of different spiritualities; for instance, different ideologies, verbal expression 

and behavior. 3. Inspiring by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with the 

spirit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nd by the ideal of estab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Museum of Master Hsin Tao. And the thesis aims to achieve five purposes 

as below: 1. To compare two different spiritualities, one is created by St. Francis of 

Assisi and the other by St. Ignatius Loyola,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spiritual training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2.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ich generated specific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o explore factors 

which form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spiritualit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spiritual trainings an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evangelization in the Catholic Church. 3.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ual center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or of the ‘spiritual exhibits’ inside th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Museum. 4. The Chinese idiom, ‘the man is afraid of 

joining in the wrong occupation, while the woman is afraid of marrying the wrong 

man’, has suggested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the right choice. Positively, this 

thesis hopes to encourage a person to find the suitable spiritual training for 

himself/herself with courage and wisdom, in order to discover God’s various faces. 

And on the passive side, the writer hopes to remove the worry of choosing wrong 

spiritual trainings. 5. To expect with deep sincerity that the small step achieved with 

this research in Catholic Church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step moving towards God, 

as the words we pray,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is research, including the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the 

analysis of documents, interviews, related observation and the method of 

comparison, contribut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piritual trainings of St. Francis 

and St. Ignatiu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two spiritual 

trainings has been presented and the frame of the thesis was constructed. The core 

essences of the two spiritual trainings have rapidly and reliably been explored by 

analyzing the interviews and by observing the behavior and words of the 

interviewees. Finally, the observation method is applied to verify the spiritual 

practices with theories, and the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s used to discuss the two 

spiritual trainings. The research is accomplished by the cross applications of the 

above different methods. The research contains four main sections, which include ten 

chapters. Section One is the comparison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which 

embodied the two Spiritualities of St. Francis and St. Ignatius. In chapter on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piritual practices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is presented. 



In chapter tw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which St. Ignatius of Loyola generates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s described. From three factors, i.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Church, and the 

temperaments of the two initiators, the generation of the spiritual practices has been 

investigated.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chapters is presented at the end of Section 

One. Section Two presents the comparison of the conversion of St. Francis and St. 

Ignatius. St. Francis’ conversion is describes in chapter three. And the conversion 

of St. Ignatius is presented in chapter four. The conversion of the Saints has been 

discussed from two dimensions. First, it is the conversion process, which includes 

five stages: the crisis, the quest, the encounter, the interaction, and the commitment 

to God. Secondly, it is from the analysis of five types of conversion, which are 

religious, intellectual, affective , moral , and social political conversion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Section Three is the comparison of 

the formulations of the Spiritualities of St. Francis and St. Ignatiu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piritual practice of St. Francis is presented in chapter fiv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Ignatian Spiritual Exercises is described in chapter six. The 

investigation of St. Francis’ spiritual practice is done by using the analysis of “the 

Song of the Sun”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of the spiritual training of St. Ignatius 

is done by the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and the foundation of Ignatian Spiritual 

Exercis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above two is depicted at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Section Four contains the comparison of the spiritual theologies of St. Francis and 

St. Ignatius. The Spiritual Theology of St. Francis is described in chapter seven. And 

the Spiritual Theology of St. Ignatius is presented in chapter eight. The comparison 

of the above two and the reflections on them are depicted in chapter nine. The 

discussion of the Spiritual Theologies of St. Francis and St. Ignatius is centered on 

God, Jesus, and the human being respectively. The comparison of the above and the 

reflections on them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ross Theology, “ Our Father” 

Theology, and the Living as God’s children all share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Trinity of God. Chapter ten contains the synthesized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church environment vs. the 

spiritual training, temperament vs. spirituality, and evangelization vs. spirituality, 

this study offers the synthesized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to echo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purposes. The conclusion: a famous but simple Chinese idiom can be 

used to conclude this research,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There is always 

some other talented person than the one you have known; and there is always some 

other sky beyond this one.’ This sentence suggests that the sky is not the limit. The 

whole thesis aims to describe the ‘points, lines and surfaces’ of two spiritualities, 

and to discuss their core essence deeply by the signification of ‘plus, minus,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of the spiritual practices. This can contribute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path of evangelization. The research has depicted the living 

witnesses of conversion, of the fear of God, and of loving one’s neighbors. It 

investigates the movement of evange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agely within and 

kingly without’(內聖外王), as well as the embracement of nature. In addition, it is 

also the process of finding out,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a journey of n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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