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6375 

狀態 NC094FJU00183005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宗教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3905091  

研究

生

(中) 

張家甄 

研究

生

(英) 

CHIA-CHEN CHANG 

論文

名稱

(中) 

從馬斯洛需求理論到菩提道次第成佛理論-宗教與生命教育初探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許明銀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

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

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4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需求理論、藏密、菩提道次第、轉識成智、超越解脫、生命教育 

關鍵

字

(英) 
 

摘要

(中) 

摘要 本論文試圖探究西方心理學「馬斯洛需求理論」與東方宗教「藏密

之菩提道次第成佛理論」，以此兩者為基礎，一方面，以西方心理學對人

身心探究路徑過程中，以揀擇馬斯洛的生命六層次需求理論，探討人類本



能上的需求及需求不被滿足所遭遇的身心痛苦、挫折為始。另一方面則將

藏密修行上，公認最具正確圓滿次第的理論與實踐—「菩提道次第成佛理

論」做為究竟法門，闡述生命的超越和解脫，以及其次第的理論與實修方

法。將此東、西方兩者的理論，探討生命超越、生命解脫的確實可能性。 

本論文第一、第二章，提出以西方心理學闡述的生命理論及第四勢力心理

學，馬斯洛、肯恩?威爾伯等之有關文獻，探討生命的需求與受挫現象及

身心靈的作用和結構；第三章論及有關佛教的實相，佛教的生命觀和宇宙

觀；第四、第五章以菩提道次第成佛理論《菩提道次第廣論》之文獻，探

索面對身心靈如何轉識成智、轉五毒為五智，以佛法三心要—出離心、菩

提心、空正見轉凡成聖、成佛的理論與實修。此外，論文的第六章筆者嘗

試剖析 ，自心理學內涵而獲至自我探索的心路歷程，以及自佛家修行人

追尋真理的天路歷程。以此心路歷程與天路歷程的互沃，進而說明自身驗

證生命需求受挫，身心轉化的實踐體證過程。本論文期望拼湊出的是一個

人性及靈性的宇宙實相，以及筆者融合理論知識與生命經歷，呈現出生命

教育的體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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