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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當前社會環境多變、危機四伏，很多人活得很空虛、不自在、不快

樂，沒有真正能感覺到有意義的生命內涵，面對人際間的疏離和心靈的

空虛，生命教育所能做的，應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應能幫助孩子學

習自我覺察、感受靈性的思考、幫助孩子不斷的反省自我，學習與內在

的自我和平共處，並肯定自我的獨特性，如此才能找出生命的定位與價



值，因之生命教育主要是引導學子觀點與態度之轉化，觀點與態度之轉

化必須通過靈性精神超昇，轉化生命的缺憾與靈性相契，超越外在的現

實，而使生命得到安頓，使生命不因世俗的現實條件而產生靈性衝突；

本文以生命教育的觀點探討文學鉅著《紅樓夢》對消解靈性衝突而安頓

生命的功能，《紅樓夢》代表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最高成就，堪稱為經典

之作，它不但在國內家喻戶曉，在世界文壇上也是舉世公認的文學名

著，文學與社會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文學書寫人生、反映人生，

文學也能改變人生、美化人生，《紅樓夢》雖是文學作品，卻能激發靈

性光彩賦予我們對生活態度、生命意義重新省思的機會，因此藉由閱讀

《紅樓夢》必能升騰起人性中的神性，傳遞真、善、美的種子昇華人

心；本研究即借鏡《紅樓夢》文本，探討文本中靈性衝突人物典型、透

析與靈性衝突相關的文化型態，依循心靈與文化的脈絡為當今生命教育

尋獲啟示，期能藉由閱讀《紅樓夢》透過生命教育的引導消解靈性衝突

與矛盾，能感悟到生存的艱難，更能欣賞不屈不撓至善的靈性風采，在

現實的生活中使生命激發出斑斕的靈性光彩，釋放出耀眼的生命能量使

生命意義得以彰顯。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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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36.208.4 del 01 497905269 2010.5.31 21:11 140.136.208.4 del 02 497905269 

2010.5.31 21:11 140.136.208.4 del 03 497905269 2010.5.31 21:11 140.136.208.4 

del 04 497905269 2010.5.31 21:11 140.136.208.4 del 05 497905269 2010.5.31 

21:11 140.136.208.4 del 06 497905269 2010.5.31 21:11 140.136.208.4 del 07 

497905269 2010.5.31 21:12 140.136.208.4 new 01 497905269 2010.5.31 21:14 

140.136.208.4 new 02 497905269 2010.5.31 21:16 140.136.208.4 new 03 

497905269 2010.5.31 21:19 140.136.208.4 new 04 497905269 2010.6.1 12:10 

163.21.193.252 new 05 497905269 2010.6.1 12:11 163.21.193.252 new 06 

497905269 2010.6.1 12:11 163.21.193.252 new 07 497905269 2010.6.1 12:14 

163.21.193.252 new 08 497905269 2010.6.1 12:14 163.21.193.252 new 09 

異動

記錄 

C 497905269 Y2010.M5.D31 14:02 163.21.193.252 M 497905269 Y2010.M5.D31 

14:03 163.21.193.252 M 497905269 Y2010.M5.D31 14:05 163.21.193.252 M 

reli2791 Y2010.M5.D31 14:06 163.21.193.252 M 030540 Y2010.M5.D31 14:28 

140.136.209.54 M 497905269 Y2010.M5.D31 21:26 140.136.208.4 M 497905269 

Y2010.M6.D1 12:17 163.21.193.252 M reli2791 Y2010.M6.D1 13:28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10.M6.D1 13:28 140.136.129.39 I 030540 

Y2010.M6.D1 13:49 140.136.20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