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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筆者認為心理學與宗教經驗可以互相交集，彼此之間具有互補的效應，

且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在現今天主教的教區司鐸培育系統，所培育出

來的些許神職人員，在實際的鐸職生活上出現了偏差，問題的產生可以

追溯到培育過程中人格的完整性，因而引發了筆者探討的動機。筆者發

現在教會的培育系統中，對於司鐸培育的人格完整性並沒有一套明顯的



結構，那麼為補足其缺憾，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可否與宗教經驗作融合，

成為司鐸陪育的人格完整性的檢視結構？所以，筆者試著把馬斯洛的心

理學理論適當的與宗教經驗做結合，在各個需求階層融入了基督的核心

價值，並以最後的高峰經驗達到天人合一的層次，完整的為司鐸培育建

構出人格完整性的心理檢視結構。希冀此研究對教區司鐸的培育產生啟

發，使教會的傳統培育可以與現代的心理學理論有所結合，可以表現出

更符合這世代的人格培育，期望為教區司鐸培育打開了豐富的視野，並

建構出一套擁有心理學的人格檢視架構。因此，唯有重視司鐸培育，教

會才能繼續成長並更能實際體會「我要給你們一些隨我心意的牧者。」

（耶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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