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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試圖整理解放神學與解放教育的關聯性，並將其落實於對犯罪青

少年的關懷上。整篇論文的脈絡，首先肯定解放神學的精神，再論解放

與青少年教育的關係，接著正視犯罪青少年的困境，指出應該履行天主

的正義，為犯罪青少年帶來解放。 於第一章中，對古氏解放神學之背景

作一簡單介紹，強調解放神學對貧窮問題的關注，探討拉美教會如何發

揚福音精神，與窮人一同努力，最後試圖將這樣的概念放在「青少年」

身上，並引用解放教育學者保羅.弗萊勒、伊萬.伊利奇的立場，展開青少

年的解放問題。 第二章首先呈現台灣犯罪青少年的定義與現況，透過調

查的數據，對其犯罪趨勢加以分析，欲強調的並不是這些統計數據的多



寡，而是藉此呈現犯罪青少年的狀態；接著引用學者之立場，探討青少

年犯罪之相關因素；最後將提出犯罪青少年是處在困境中的，「標籤理

論」與「反社會型人格障礙」都是造成困境的原因。 第三章介紹天主教

的社會關懷，說明教會如何以愛的行動來實踐天主的正義，並以善牧基

金會萬華少年服務中心、台北善牧學園、中途之家，以及藍天家園為

例，論述台灣天主教對犯罪青少年社會關懷之實踐行動。 第四章則是前

三章的整合，對解放神學和解放教育進行綜合反省。首先強調「解放」

的精神，接著整合解放神學與解放教育的實踐層面，最後對青少年的社

會關懷提出展望。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thesis combines the concept of “the liberation theology” 

with “the liberal education”, and shows the most considerat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juvenile offender”.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Gustavo Gutierrez 

and his theory, especially on the concerned of the poor; and then discussing Paulo 

Freire’s dialogical pedagogy and Ivan Illich’s “education without school”. 

The second chapter makes a statement of the juvenile offenders nowadays in 

Taiwan, and shows the factors of their crime. The third chapter introduces that 

god’s demand is “doing justice”; we should follow it and show charity to 

others. Moreover, there will be an introduction of four catholic institutions 

showing the most consideration for teenagers. The last chapter regard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thesis, and looks into the education about juvenile offender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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