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7973 

狀態 NC096FJU00259002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哲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3036149  

研究

生(中) 
陳韋志 

研究

生(英) 
CHEN,WEI-CHIH 

論文

名稱

(中) 

生命與生命教育之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A Study of Live and Live Education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黎建球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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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 摘要 謝誌 目錄 全文 

電子

全文 
01 02 03 04 05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6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生命 教育 生命教育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摘要 當前國內已經有許多人投入生命教育的工作，舉凡哲學、宗教、社

會工作、教育、醫學……等等領域，都有許多有識之士投入生命教育，

但是「各」生命教育之間，似乎有些不同，那麼「生命教育」到底是什

麼？究竟何者才是「生命教育」？因此本文從「生命教育」的兩個基本

概念－「生命」與「教育」來研究「生命教育」，究竟什麼是「生

命」？什麼又是「教育」？ 本研究共分成五個章節： 第一章「緒

論」： 本章中陳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 第二章

「論人的生命」： 本章以「生命教育」的「生命」開始研究。「生命」

是限於「人的生命」，這是由於「生命教育」乃是針對「人」的教育，



雖然「生命教育」尊重所有的生命，但是仍是由「人」最為主體，並且

是教育「人」成為「人」的教育，因此本章雖是要論「生命教育」的

「生命」，但是僅限於「人的生命」而言。本章共研究三面向，分別是

「生命」一詞的意義、人的生命起源、人的生命意義。 第三章「教育的

意義」： 本章以「生命教育」的「教育」著手。「教育」是人的一種特

殊的活動，動物間雖然有類似「教育」的活動，但是動物並沒有系統

化、普遍化的知識傳授，充其量僅是一種「訓練」，但是人類有這種特

殊的「教育」活動，人類為何可以被教育？又為何可以不斷的進步？本

章中首先確認「教育的涵義」，進而研究「教育的可能」，最後討論

「自由」與「教育」的關連性。 第四章「生命教育的思考」： 我國現

階段已有許多人投入生命教育的工作，之所以發展生命教育，是由於學

生自殺事件頻傳，與西方世界毒品防制、藥物濫用的生命教育略有不

同，因此生命教育是因人、事、時、地、物而有所不同的，那麼生命教

育的特質是什麼？什麼才能算得上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目的又是什

麼？本章以「生命教育的發展」為起點，進而討論生命教育的「特質」

與「目的」。 第五章「結論」 本章陳述我國現行「生命教育」的困

難，非升學科目的生命教育，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生命教育」的

理念的限制在哪？「生命教育」並沒有對錯的問題，只有適當不適當的

問題，實行生命教育，應該要能夠因人、事、時、地、物而有所調整，

關於「生命」的問題何其多？教育生命的「生命教育」也同樣的不容

易，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科科都是「生命教育」，每位在校園中的教

職員工，都應該展現那股對於「生命」的熱忱，這才是「生命教育」最

成功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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