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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諾丁斯關懷倫理學所提倡的關懷教育，主要在培養有關懷能力的人，強調

教師要以身教、對話、實踐與肯定作為道德教育的力量，肯定人性中會自

然流露出向善的自然關懷能力，肯定人的價值，並培養學生的道德理想。 



從國內外推動生命教育的歷程，不難發現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國小階段的

學童對教師的依賴性相對較高，應該更著重於師生關係的維繫，所以良好

的師生互動關係，將是國小生命教育能否順利推展的重大關鍵。因此，國

小的生命教育必須以關懷關係為核心，重視情意導向，培養學童帶得走的

關懷生命能力。 本研究首先探討諾丁斯關懷倫理學的理論基礎；其次說

明國小生命教育的發展理論、基本概念意涵及實施現況；再者，檢視諾丁

斯關懷倫理學的理論基礎和實施方法；最後，評估在關懷為主的師生關係

中道德教育法的成效，與關懷在國小生命教育上的意義，期能提供國小教

師推動生命教育的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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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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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11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2/6/5 

轉檔

日期 
2012/06/16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9015094 2012.6.5 15:56 163.20.242.147 new 01 499015094 2012.6.5 15:56 

163.20.242.147 new 02 499015094 2012.6.5 15:57 163.20.242.147 new 03 

499015094 2012.6.5 15:57 163.20.242.147 new 04 499015094 2012.6.5 15:57 

163.20.242.147 new 05 499015094 2012.6.5 15:57 163.20.242.147 new 06 

499015094 2012.6.5 15:57 163.20.242.147 new 07 499015094 2012.6.5 15:57 

163.20.242.147 new 08 499015094 2012.6.5 15:58 163.20.242.147 new 09 

499015094 2012.6.5 15:58 163.20.242.147 new 10 499015094 2012.6.5 15:58 

163.20.242.147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9015094 Y2012.M6.D5 15:06 163.20.242.147 M 499015094 Y2012.M6.D5 

16:01 163.20.242.147 M 499015094 Y2012.M6.D5 16:11 163.20.242.147 M 

499015094 Y2012.M6.D5 16:11 163.20.242.147 M 499015094 Y2012.M6.D5 

16:12 163.20.242.147 M 499015094 Y2012.M6.D5 16:12 163.20.242.147 M 

499015094 Y2012.M6.D5 16:12 163.20.242.147 M phil2309 Y2012.M6.D5 16:14 

163.20.242.147 M phil2309 Y2012.M6.D16 10:30 140.136.117.11 M phil2309 

Y2012.M6.D16 10:33 140.136.117.11 M phil2309 Y2012.M6.D16 10:33 

140.136.117.11 M phil2309 Y2012.M6.D16 10:34 140.136.117.11 M 030540 

Y2012.M6.D16 11:04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6.D16 11:04 

140.136.208.63 I 030540 Y2012.M6.D16 11:05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