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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原型研究在當代學術中有不同探討面向，本篇論文主要以榮格分析心理學

理論為研究主軸，透過循序漸進方式，深入探討原型所象徵時代意義，首

先，我們需要先了解「原型在分析心理學派」中的發展，作為研究導航﹔



進而藉由對榮格提及原型四個面貌說明其呈現不同象徵意函，以此，漸漸

地帶入主題，以艾克哈及伊利亞德思想切入不同象徵面貌陳述其時代發展

所呈現原型意義，最後，深入本篇論文以艾克哈及伊利亞德對原型、煉金

術、救贖…等探討為研究主題，說明原型在不同時代中所象徵意義，選擇

此研究主題，一方面希望能喚醒人們對宗教信仰過程重視，重新思考它對

我們生命意義，另一方面，也期盼對原型探討，能讓人們發現雖然不同時

代背景，人們體驗宗教會隨時代、風俗民情…等不同因素有所有變化，但

其內在的一項動力－原型面貌─實踐耶穌愛人的精神，卻如同我們生存的

根一樣，它是永存不變的，雖然，隨著不同呈現方式，它有不同面貌向人

們引領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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