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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本文從拉內的基礎神學人類學重視人的主體性地位之人學思想，強調人具

備了超越性與主動理智，主動地思考生命的價值與尊嚴，從而分析生命教

育形上學的基礎與蘊涵，並以宗教取向的生命教育向度，探討基督宗教對

現行高中生命教育課程的省思，從人與自己的關係、人與他者的關係、人

與天主的關係，歸結出基督宗教的生命特質就是奉「耶穌基督」為中心的

生命特質，因為基督徒的生命是真實地參與了基督，其生命態度是具體而

可見地形塑整個生命的知、情、意、行等每一個層面，使人達到「誠於

中、形於外」的境界，以塑建生命教育全人發展及多元智慧的學習環境，

以之作為未來努力的方向與目標。 

摘

要

(

英

) 

The study is based on Dr. Rahner’s basic anthropology of theology,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anthropological thoughts of subjective human nature and insists on 

transcendence and active intellect of human thinking about the value and dignity of 

life; and thereby analyze the element and implic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life 

education.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about the reflection of Christianity on the present 

life education in the senior high school from a religion-oriented life education 

perspective.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and oneself, one and others, and one 

and Go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life traits of Christianity are those centered on Jesus 

Christ because the Christian's life truly participates in Christ. Their life manner shapes 

every phase of the entire life, regarding knowledge, affection, meanings and behavior, 

in a tangible and obvious way. It leads one to achieve the state of "sincerity from 

inside to outside" and thus establishes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life education 



which contributes to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s well as human development and offers a 

direction for futur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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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1905035 2008.7.23 1:18 61.31.131.124 new 01 491905035 2008.7.23 1:22 

61.31.131.124 new 02 491905035 2008.7.23 1:22 61.31.131.124 new 03 491905035 

2008.7.23 1:26 61.31.131.124 new 04 491905035 2008.7.23 1:26 61.31.131.124 new 

05 491905035 2008.7.23 1:30 61.31.131.124 new 06 491905035 2008.7.23 1:36 

61.31.131.124 new 07 491905035 2008.7.23 1:38 61.31.131.124 new 08 491905035 

2008.7.23 1:45 61.31.131.124 new 09 491905035 2008.7.23 1:49 61.31.131.124 new 

10 491905035 2008.7.23 1:53 61.31.131.124 new 10 491905035 2008.7.23 1:57 

61.31.131.124 new 11 491905035 2008.7.23 9:34 61.31.131.124 del 11 491905035 

2008.7.23 9:36 61.31.131.124 ne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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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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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91905035 Y2008.M7.D23 0:31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0:32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1:54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1:54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1:54 61.31.1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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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08.M7.D23 1:59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9:37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9:42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9:42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9:44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9:44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9:44 61.31.131.124 

M 491905035 Y2008.M7.D23 9:45 61.31.131.124 M reli2791 Y2008.M7.D23 10:02 

61.31.131.124 M 030540 Y2008.M7.D24 12:44 140.136.209.52 M 030540 



Y2008.M7.D31 14:14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08.M11.D14 13:44 

140.136.209.44 M 030540 Y2008.M11.D17 10:31 140.136.209.44 M 030386 

Y2008.M12.D3 17:53 140.136.208.35 M 030540 Y2008.M12.D31 11:12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08.M12.D31 11:12 140.136.209.54 I 030540 

Y2008.M12.D31 11:13 140.136.20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