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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研究生姓名：陳玉芬 系所名稱：宗教學研究所 指導老師：武金正 論文

題目：馬丁．布伯「宗教教育」之蘊義 關鍵字：Matin Buber、馬丁．布

伯、宗教教育、和平、生命教育 論文總頁數：199 頁 中文摘要 本研究

目的共有五點，其分別為：一、了解馬丁．布伯的生平及思想背景。

二、分析馬丁．布伯對於「我—它」的疏離哲學之批判。三、探討馬

丁．布伯對於「我—它」的疏離困境之描述。四、研究馬丁．布伯所提

出的「我—你」紓困之道。五、闡明馬丁．布伯所蘊含的「我—?」宗

教教育內容。 本研究共分七章探討之。在第一章的部分，針對本文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步驟」以及「研究範圍與限制」有



所鋪陳。在第二章節的部份，陳述馬丁．布伯的生平及思想背景。在第

三章的部份，探究馬丁．布伯對於「我—它」疏離哲學的批判。在第四

章的部份，闡釋馬丁．布伯所批判的「我—它」疏離狀態。在第五章的

部份，表明馬丁．布伯所提出紓困之道的第一個面向，為在人與人之

中，恢復對話關係的「我—你」狀態，並且以此為宗教教育的方法。在

六章的部份，論述馬丁．布伯所提出紓困之道的第一個面向，為在人與

神之中，恢復對話關係的「我—?」狀態，並且以此為宗教教育的內

容。最後，在第七章的部份，總結以上所述，並且針對國內教育現況提

出建議。 本研究的成果如下： 1. 宗教教育的目的 在宗教教育的目的方

面，即培養學生說出「你」的能力，並且讓學生在「人與人」以及「人

與神」之中，發展個體性與群體性。但是，個體性與群體性都必須受到

「我—你」的約束。 2. 宗教教育內容 在宗教教育內容方面，可分「個

體性」以及「群體性」兩大方向說明之。在「個體性」方面，首先，因

為「位格的?」需要人，所以，須肯定人的價值。其次，人須「活在當

下」。最後，人須聆聽「位格的?」。然而，在「群體性」方面，首

先，人須肯定各宗教對於「位格的?」的稱呼。其次，還須共享「位格

的?」。最後，馬丁．布伯指出，人必經「我—它」至「我—你」的道

路。 3. 宗教教育方法 在宗教教育方法方面，應該注重「整體性」、

「相互性」、「直接性」以及「超時空性」的面向。首先，在「整體

性」方面，「我」只能視人「你」為整體的生命。其次，在「相互性」

方面，人須與存有者共同說出「你」。再者，在「直接性」方面，人與

人之間不可仰賴他物。最後，在「超時空性」方面，人與人之間，必須

處於「我—你」的「現時」關係，讓彼此不受時空的限制。  

摘要

(英) 

Name：Chen, Yu_Fen Department：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Topic：

Martin Buber’s Philosophy of Dialogu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Religious 

Education Keyword：Buber, Matin, Religious Education, peace, Life Education 

Total pages：199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ive points: 1.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Martin Buber’s 

life and thought. 2. To analyze Martin Buber’s criticism of the alienating “I-

It” philosophy. 3. To investigate Martin Buber’s description of the predicament 

of the alienating “I-It” philosophy. 4. To probe into Martin Buber’s 

exposition on the “I-Thou” philosophy. 5. To clarify the implications of Martin 

Buber’s “I-Thou” philosophy for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Chapter One explains the motivation, purpose, methodology, 

scope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Chapter Two states the background of Martin 

Buber’s life and thought. Chapter Three analyzes Martin Buber’s criticism of 

the alienating “I-It” philosophy. Chapter Four studies on the alienating 

predicament of the “I-It” philosophy as criticized by Martin Buber. Chapter 

Five explains the first dimension of Martin Buber’s “I-Thou” philosophy, 

which restores the “I-Thou” dialogic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persons, and its 

pedagogic implications for religious education. Chapter Six expounds the second 

dimension of Martin Buber’s “I-Thou” philosophy, which restores the “I-

Thou” dialog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human person and God, and it being the 

content of religious education. Finally, Chapter Seven is the conclusion, with 



some suggestions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thesis hopes to 

accomplish the following positive results: 1. The purpose of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cultivate and to 

articulate the “I-Thou” relationships at both the human persons and human-

divine levels, and within that context to develop both the 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 2. The content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content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contain two main parts. First part is the individuality. Since the Eternal 

Thou is a Personal God who relates to the human persons, we must therefore 

confirm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human person. The corollaries are 

that, the human person must always cherish and live every moment of life “here 

and now,” and s/he should be open and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 “Personal 

Thou.” Second part is the community. We should affirm and acknowledge 

different names addressed to the Eternal Thou by different religions. All shar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life of the “Personal Thou.” In the end, Martin Buber points 

out the need of every person to engage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from the “I-It” 

to the “I-Thou.” 3. The pedagogy of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pedagogy of 

religious education should emphasize its wholistic, relational, direct and 

transcendent dimensions. Wholistically, “I” can only address “Thou” as a 

full human person. From the relational perspective, we are united with other 

beings in the “I-Thou” relationship. Nonetheless, there is directness between 

human relationship that is not dependant on and obstructed by other things. 

Finally, the “I-Thou”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persons must be always in 

the present “here and now” that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space a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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