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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之內文主要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撰寫本論文之動機與研究

方法，並特舉唐君毅、牟宗三、羅光、方東美先生之研究作為論述本文之

基礎與方針。第二章主要以孟子「心論」、「性論」之內涵作為探討孟子



生命哲學思想的方向，其「心」、「性」之概念內涵是孟子性善論的主要

基礎架構。第三章以「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等作為實踐生

命真善美聖的成德工夫，以達到成賢成聖之境界。第四章則從孟子生命哲

學之思想與現代的生命教育做結合，探究孟子之哲學思想對於現今生命教

育的意義與價值性。第五章則總述各章所言，並藉此點出孟子的思想可以

幫助人們內省，並展現生命的光輝，希冀藉由此文之探究，能喚醒人們重

視孟學思想中之精華所在。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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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035026 2010.11.2 18:37 180.218.39.122 new 07 497035026 2010.11.2 18:39 

180.218.39.122 new 08 497035026 2010.11.2 18:40 180.218.39.122 new 09 

497035026 2010.11.2 18:41 180.218.39.122 new 10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01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02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03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04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05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06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07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08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09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del 10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new 01 

497035026 2010.11.2 18:44 180.218.39.122 new 02 497035026 2010.11.2 18:45 

180.218.39.122 new 03 497035026 2010.11.2 18:45 180.218.39.122 new 04 

497035026 2010.11.2 18:45 180.218.39.122 new 05 497035026 2010.11.2 18:46 

180.218.39.122 new 06 497035026 2010.11.2 18:46 180.218.39.122 new 07 

497035026 2010.11.2 18:47 180.218.39.122 new 08 497035026 2010.11.2 18:47 

180.218.39.122 new 09 497035026 2010.11.2 18:47 180.218.39.122 new 10 

異動

記錄 

C 497035026 Y2010.M11.D2 18:13 180.218.39.122 M 497035026 Y2010.M11.D2 

18:17 180.218.39.122 M 497035026 Y2010.M11.D2 18:49 180.218.39.122 M 

497035026 Y2010.M11.D2 18:49 180.218.39.122 M phil2309 Y2010.M11.D2 

18:52 180.218.39.122 M 497035026 Y2010.M11.D2 18:58 180.218.39.122 M 

phil2309 Y2010.M11.D3 9:50 140.136.117.11 M phil2309 Y2010.M11.D3 9:50 

140.136.117.11 I 030540 Y2010.M11.D3 14:19 140.136.20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