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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聖母學從教父時期發展至梵二大公會議後四十年的今天，需要新的活力及不

同面向的交談，尤其在台灣這塊多元宗教的土地上，瑪利亞被誤認為另一位

女神，天主教被誣為拜瑪利亞的宗教，一切只因對瑪利亞的「尊敬」太過。

希望藉由瑪利亞母親圖像與母親原型的了解與對話，重新詮釋瑪利亞母親職

務性質，也希望藉由榮格的宗教心理學來豐富聖母學，增進對瑪利亞母親角

色的了解，認識這位在人心目中最偉大的母親。 天主教有關聖母瑪利亞的道

理和認知，歷經二千年來不斷的更新與發展，也許可能與榮格分析心理學派

所提出的母親原型(mother archetype)，相互間有可供交談之處。本論文試就探

討天主教中瑪利亞母親圖像的基礎來源，及其歷史發展中的轉變，與榮格分

析心理學派的原型觀點，及其母親原型的象徵與轉化，藉由瑪利亞母親圖像

的象徵為例，在兩者間作一對應性的交談與討論。  

摘

要

(

英

) 

The development of Mariology from the Age of Church Fathers to the latter 40 years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needs new vitality and dialogue in different levels, 

especially nowadays in Taiwanese multilateral religion. Maria has been misunderstood 

as a goddess. The Catholic Church is slandered for worshiping Maria. Actually, it 

results from paying obeisance to her excessively. By understanding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icon of Maria and mother archetype, people may reinterpret Maria's 

quality of mother. Moreover, enrich Mariology with Jung’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Understanding of Maria as the role of mother can be increased and knowing this Great 



Mother in people's mind.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Mariology has 

passed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There might be some conversation between Mariology 

and mother archetype of Jungian. This thesis is going to investigate the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con of Maria. Try to use Madonna as example to have 

a homologous analysis and dialogue between Maria and mother arch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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