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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十餘年來臺灣因為社會、科技等變遷超乎尋常的迅速，教育上質的改革速

串連遠跟不上量的變化，致使整體社會嚴重脫序，於是有心之士紛紛高聲疾呼 :r我

們的社會病了!且病得相當嚴重，應當力行心靈改革! J。筆者歷經長年以來的關

注、細究後發現: r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 J 我國的各式各樣的改革(政治、

教育等)迄今已投入鉅大的人力物力，成果卻仍相當有限，其中的因素固多，主

要原因乃的令沒有把的重心投注於潛藏在靈魂深處的一「宗教心性」、「宗教情

懷」的改革之上。然而之所以會對「宗教，情懷J I視而不見與普日數十年來由西方

引進的「極端理性主義」對「宗教的偏差評價與教導」有密切關連。極端理性主

義者把歷史悠久的正當宗教也誤認為是「迷信、反科學、反理智」的同義辭，是

屬於「人工捏造的J' 並直接、間接的暗示、教導知識份子應當排斥宗教。本文由

富學術論據的「教育人學」及「聖經人學」直接來探索人類生命本質的真相，結

果證實:人類不分種族和地位天生即擁有「終極關懷的宗教本能(宗教心 )J '而

且這種本能與心性正是人類潛能中最具有「抵抗七情六慾及腐敗」的神聖力量，

同時叉最能激發人性中「發揚正義精神」、「教育愛」、「犧牲奉獻」、「以愛心化解

惡毒」等高貴的情操!現代的人若仍然沉溺令昔日被誤導的思考模式，恐怕連自

己都常常會被「個人的缺失」打擊得「灰心氣餒」了，那還有餘力去推動心靈改

革?所有心靈改革的努力自然將「原地踏步J' 甚至於「每況愈下 J !反之，今日

吾等(尤其身為社會中堅的知識份子)若能以身作則，正視自己所擁有的「宗教

情慎的本能」並活出上述符合良知良能的好榜樣，真正的心靈改革才可能水到渠

成!

關鍵字:教育人類學、聖經人類學、宗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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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心靈改革1的緣起

科技水準、物質生活、物價指數及民主自由 ， 每況愈上;

道德水準、生活品質、幸福指標與社會治安，每況愈下!

此乃大夥兒茶餘飯後對近年來社會百態之感慨，事實上類似的評論，數十年

以來，從未有長久且大幅的改善過，甚至這樣子的感嘆還是屬於國際性的。然而

今日會在這裡再度提及，實乃因吾人所生長的鄉土一臺灣，近十餘年來因為社

會、科技等變遷「超乎尋常」的迅速，而且(公眾、家庭、個人)教育上「質」

的改革速率遠遠的跟不上「量」的變化，致使整體社會嚴重脫序，於是報章雜誌、

電視座談會上: r我們的社會病了!且病得相當嚴重，應當力行心靈改革! J 等警

語、懷憂紛至背來，李登輝總統乃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宣佈推行 r;[J、靈改革」連動，

社會各界的反應雖然熱烈、冷漠兼而有之，卻是近年來我國「心靈改革」連動之

緣起 2 。

貳、社會的安和樂利須以「宗教、心靈」的改革為主軸

經濟上的繁榮富裕 ， 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固然創造了所謂的「奇蹟J' 但是人

們的生活品質卻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奇畸J' 因為人們眼看著:轎車更美觀，風

馳電擊;住宅更豪華;旅遊渡假見聞越廣闊;電腦、電器產品功能更快速多樣;

男女交往更加自由開放。原本期待生活將必然會因而更充滿著無限的生機，可是

萬萬沒料到: (平均而言)人們的生活過得不快樂、不充實;離婚率、家庭破裂的

比例反而超乎意料之外的快速竄升，甚至社會治安也早已到了難以救藥的邊緣，

於是大家才被迫想起昔日老祖宗的法寶:除非把改革重點轉到心靈、思想、觀念、

心態、人生觀的層面，而且此種改革還必須央請宗教界人士大力奧援，藉由宗教

信念的積極教化，從心靈深處徹底改造人心，否則不只無法力挽狂瀾，更難以把

社會提升至安和樂利的美景。 3

然而此種「心靈改革」運動的大方針雖已底定，可是各界人士談起「心靈改

革」的其體做法卻是五花八門，各行各業都有自己各式各樣的法寶，本文因篇幅

所限，擬由 〈教育人學〉 與 〈聖經人學〉 來探討「宗教情懷教育」與「心靈改革」

的關係，叉因「心靈改革」所涉及的族群、階層太廣，同時也配合此回研討會主

題，在此擬把主要對象圈選在「知識份子J' 學界(大中小學)及宗教界師、生，

I 本文發表於「跨世紀宗教與心靈改革學術研討會與座談會」。民國 88 年 6 月 9-10 日於南華大學，
並蒙收錄於鄭志明主編(民 89) : r跨世紀宗教與心靈改革」。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宗教文化
研究中心， 103-136 。本文稿乃 1990 年 12 月 24 日再修訂稿，正值自幼鼓勵我向學的大哥陳宏

仁先生與郭玉琴小姐結婚誌喜之日 ， 特錄於此為念 。

z參呂應鐘 :r論心靈改革應從建立社會大軍心靈科學認知做起f 丈收 r前施與回顧一團結自強
學術研討會J' 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主辦 ， 1998 年 1 月 4 日 ， 抽印本， 1-2 。

3 參見傅佩榮 :r心靈改革與宗教倩揖J 文見「中央日報J (國際版) , 1997 年 6 月 4 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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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等，因為知識份子的言行思想對社會各行各業的影響力明顯的比一般人為

大;此外，因為慮及:有關道德、宗教的議題特別注重「力行、實踐」、「生活化 J ' 

同時也是為了配合主辦單位的設計，所以行文間刻意避免過多的「純學術理論 J ' 

較兼顧學術與生活實踐層面 。

參、「宗教情懷」是後天?或者是先天的呢?

首先為「宗教心」下定義: r 宗教心」也可稱為「宗教性 J (Religiosität, 

時ligiousness )、「索教信仰 J (Glauben, beliefs) ‘「宗教情懷 J' 乃人類諸多生命、情

性中，專事「追求真理、永恆價值、崇高理想、人生意義，甚至於為之犧牲奉獻

生命、錢財也在所不惜，甚至甘之如館」的特質 。

我們當中大部分人均有近似的經驗:打從懂事以來，每論及宗教、神仙的由

來時，不管課堂上或書刊，幾乎都口徑一致地表示:遠古以來，人類的祖先因不

明雷電等大自然現象，懼怕天災地禍，因而膜拜各式各樣的宗教鬼神，以求自我

安慰，因此認為宗教鬼神根本不存在，實乃人自己想像、製造出來的﹒. . 。此

外，昔日不少知識份子者也因受西方啟蒙運動〈尤其極端理性主義者)思潮的片

面影想，而普遍有「不屑於擁有任何信仰宗教」之傾向(一般而言，今日的知識

份子對他人的宗教信仰通常會表現出「包容」、「體諒J' 這種表現堪稱「很開明、

有風度 J) 。由於此類書刊或觀點通常引述羅素、胡適等所謂大師級人物的作品、

思想，一般人不明究理，就這樣子全盤接受了。然而細思之，卻赫然發現:其闊

的「邏輯推理」與「實際情境」恐有相當輻度的差距。

以下分別由「教育人類學」及「聖經人類學」角度來探索、剖析「宗教心」

的由來:

一、教育人(類)學觀點(以陸特的學理為例)

「人是什麼? J ' r li'人』這個生命體究竟是什麼? J' 乃是「人類學」所一直在探

索、研究的主題，然而迄今古今中外專家學者，無人敢宣稱他已經獲得完美而

精確的答案，因為人類實在是全世界最複雜、最精緻、最神秘、最聰明(人類

號稱「萬物之靈 J) ，卻也是最狡詐、最殘酷的生命體(例如世界歷史上種種大

屠殺的主使者)。

十八世紀時，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首先由實用觀點研究並建立了人

類學，號稱「人(類)學之父J' 二次大戰後，德國學者成功的把教育學與人類學

結合成「教育人(類)學」。 此學門乃是一種與人類自己的切身問題相關之學間，

專探討有關「體認人類生命本質的尊嚴、可塑性、獨特性、可貴等之教養及如何

與教育融合，以發揮相輔相成的教育基本學理」 4 。

‘目前在台灣教育界，開設 「教育人顯學」課程者，為數有限(多以「文化人類學」取向為主) • 
然而今日以與教育頗直接相關的「人類生命的本質、特性角度」為主軸來研究「人類學」之取向，

則以德、奧、高_(德語系統)為其特色，對教育從業人員之需求，頗能直接回應，因此本文中有

關「教育人類學」 一詞主要指以「人類生命的本質」與「教育學」為探討核心的學問;目前在臺

灣大學院校中，以此種具有哲學取向與義涵來講授 「教育人類學」課程的風氣漸閱.(除筆者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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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語系統諸多教育人類學者中，以德國的亨利﹒陸特(Heinrich Roth 

1906-1983)學術聲譽最著名 ，其主要著作 r 教育人(類) 學 J (Pädagogische 

Anthropologie )5 分上下兩巨冊，迄今仍被奉為教育人類學的經典作。以下摘錄此

經典作中與「道德、價值觀、宗教靈性」相關研究成果供參考:

(一)人類其有強烈的 「道德價值觀」、 「審美觀念」、 「追求生活品味」、「力求完美」

之生命，惰性(133-140)

(二)人類真有強烈的「宗教靈長類(homo religiosus) J 、「追求永恆」、「生命的意義」、

「人生的目的」與「人生終極關J懷」之生命特質(140-I49 ) 

陸特強調:基本上，人類之所以被尊稱為人類，其原本的特徵不只具有文化

的屬性，更擁有靈性、宗教性的天賦本能，人類乃是歸屬於「宗教靈長類(homo

religiosus) J 。在人類發展史上，從未發現過有任何一個較為開化的民族，其文化

風俗習慣中完全沒有一點近似宗教崇拜儀式的 。 換句話說: r宗教本能」在地球上

各式各樣的生物中，均未曾發現，只有人類才能擁有之珍貴特性。 6

歷代哲人也呼應此觀點 叔本華: r人先天稟有宗教心。 J '泰勒(E. B. 

Tylor) : r人一直擁有宗教信念(Men have always been religious. ) J ;西塾祿(Cicero)

強調: r世界上沒有一個如此野蠻的民族 ，或落後的國家，以至於不相信某勸神明

的存在;信神的觀念是先天的，深深地刻在人的心靈中。 J 7 ) 

陸特由「教育人類學」的紮實研究證實 :每當人遭逢天災地變，傷心欲絕時，

內住在人生命深處的「宗教信仰」常是最後一道防線，扮演著救亡圖存的最後力

量;宗教信仰常常是人們陷入四面楚歌毫無指望時，藉以發現、提供一丁點兒曙

光希望的來源;宗教信仰乃是人類一切高貴內在特性中，最具「堅韌性J' 也最真

「耐震性」的生命動力(如:博愛、信心、 公義、忍辱 、忠誠、犧牲奉獻的品德

與節操) 0 (142) 

他進一步指出: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沒有正當的信仰、宗教存在，常

常會滋生迷信;若是有人沒有信仰某一特定的宗教，可不要以為他自己就一定完

全沒有宗教信仰，其實這只是因為他心靈中，那原有信仰宗教(或稱為敬天拜神)

的本能被某一種他所心儀的人生哲學理念(人生觀) 所取代而不自覺，或者是被

尚有臺灣師大的資深教授.t棟棟先生 (r教育人類學」一系列著作與教科書的作者，諸如「見童人

類學」、「見童哲學」等，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政大馮朝霖教授(現職教育系所主任，甫榮升教授，

著有「教育哲學專論J' 元照出版)與中興大學的樂福鎮教授(現任教於教育學程中心，著有「普

通教育學J' 師大書苑出版、「審美教育學 J' 五南圖書公司出版) ，這三位學者的作品均饒富德國

教育學學術精華的特色與風味 。

5 Ro曲， Heinrich: "Pädagogische Anthropologie - Bildsamkeit und Bestimmung“ (教育人類學一
可塑性與雙盛潛能) 2 Bände, 1966/1971 。

6 為求進 一步掌握原著的精意，請參閱德 文 原 著 "Zu der Kennzeichnung des 
Eigentlich-Mensch1ichen gehört nicht nur der Mensch als geistiges Kulturwesen, sondem auch noch 
der Mensch als geistig-religiöses Wesen. Der Mensch ist auch homo religiosus. .. . Kein Tier 
扭扭nmert sich um seine Toten. Die Tiere kennen keine Bestatungsriten, keine Gräberpflege, keine 
Götter und keine Transzendenz. Dagegen. wurde noch kein menschlicher Stamm entdeckt, der nicht 
religiöses Leben 伊拉肚le此.. . "， 丈見 Ro曲， H.(1968): "Pädagogische Anthl'opologie" Bd. 1, 
140-141 0 (粗體字乃筆者加言主，用來強調)。

7 Cicero 名言見 Dele阱，I.C . 24 . 此外，上述諸名言均引自曾仰如(民 84) : r 宗教哲學 J ' 3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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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種世俗的宗教(民間宗教)所代替;換句話說，這種人生哲學理念或人生觀

或(政治) 意識型態 ，無形中，已成了他個人心目中的「信仰」或 I( 宗教)神」

8(141 ) 。總而言之: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一位徹頭徹尾絕對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

人!
(筆者按:力行「唯物無神論」的共產黨員乃一活生生的實例:忠貞叉極端的

共產黨員否定任何宗教信仰的真實性，認定宗教有如鴉片，乃迷惑、腐蝕人心的

毒品。這些共產黨徒似乎不僅主張「唯物無神論 J' 並且以身為「無神的唯物共產

主義信徒」為無上光榮，乍看之下，他們的概念似乎已超脫任何宗教信仰，獨樹

一幟，頗為「清高 J' 甚其說服力，然而細究之下，卻赫然發現:這些極端的共產

黨員的思想與行為模式，其實也間接替陸特的研究成果提供極為有力的佐證'因

為他們在斷然否定任何宗教信仰的同時，卻堅信並高舉「無神的唯物共產主義」

為救世救國的唯一準則，甚至於不情用極不合人性的手段滅絕一切與其不同的信

仰與意識形態者(例如人類文化史上最慘痛的大悲劇之一 :1文化大革命」的高層

策劃人、執行者與眾多被利用的紅衛兵) ，這豈不也就是另一形式的「宗教信仰」

的真體證明嗎?是的，只可，惜這卻是一種「變相、極端且殘害人性的畸形『宗教』

信仰 J '而這種「變相的信仰」付諸實行的結果便是震驚中外的「文化大革命J ' 

造成人類文化史上最慘痛的悲劇之一 。回溯歷史的血淚的控訴，猶歷歷在目，吾

人豈能不引以為鑑誡呢? ! 
「宗教靈性」表現在日常生活之表徵:

「人生三大問題 J' 每當夜深人靜時，每當有至交親朋好友慘遭橫禍時，每當

被學業功課、工作重擔壓得喘不過氣，活得不耐煩時，人常會與自己的靈魂對話 :

「我是誰? J 、「我由何而來? J 、「我活在世上的意義究竟為何? J 、「到底有沒有

神?若有，那麼我與這位神彼此間叉有何關係? ... J' 甚至於不少人即使生長在每

日錦衣玉食、父慈母愛，榮華富貴之家境，心靈深處仍會隱約湧現出一股莫名且

令人無可奈何的「悶氣 J '其感受就好像「靈魂深處不知缺少了甚麼似的 J '既難

以描述清楚，也不知如何來之﹒. . 。全世界諸多生物中，只有人類這個生命體

能夠感受、思考並追尋這些高層次的問題，而且這樣子的本能是無需經過他人的

教導天生就會的(其他動物只要有吃有喝，無其他更兇猛生物的威脅，就活得很

，極意了)。

人天生真有「可受教育，性」、「可塑性」、「獨一性」、尤其是「道德、宗教靈，性」。

正如醫生(不管內外科)若不先對人體生理、心理有透徹瞭解，如何能使病患藥

到病除，恢復康健?同此原理，身負導引學生的教師若無法對「人」的情性 、豐

富潛能擁有最基本的認識，對「人」內在生命有充分的珍惜、熱愛， 如何能正確

的指引學生呢?因為教育界組成的成員: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家長等均是「人 J'

「人這個生命體」乃達成教育理想最重要且是無可取代之主體，然而對這麼個「牽

一髮'動全局」的生命體，我們究竟有多少體認?因為

8 請參閱 Ro曲， H. (1968). Wo kein Glaube aufscheint, ist es ein Aberglaube. Wer nicht christlich glaubt, 
der lebt aus einem philosophischen oder weltanschaulichen Glauben.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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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吾人若不能深切認識人類生命的尊嚴與可貴 ，如何能真正從內心深處珍情、

愛護自己與他人(年輕的一代) ? 
(二)吾人若不深入瞭解每個人生命之獨特、唯一性 ，如何能打從內心注意、尊重

每位學生天性稟賦之個別差異並精心按才個別調教之?

(三)吾人若不能深切認識人類生命的生命之奇妙本行天性及驚人天賦潛能，如何

能主動去發現每位學生之天性稟賦並積極按才個別調教之? (甚至力排萬

難，追蹤輔導，不達目標決不終止，例如: r心靈捕手」影片中的數學老師)。

二、聖經人(類)學觀點

(一) 舊約

1. r神說:If'我們要照我們的形像，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 • • .神就照著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按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JI J (創世記一章 26-27 節) ; (Engl.: "Then 

God said, 'Let us make man in our iimage, after our likeness; . . .、 So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hi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Genesis 1, 26-27; RSV-Bibl~: 1971 , 1).9 。
2. r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

叫亞當 J (創世記二章 6-7 節) ; (Engl.: "then the Lord God formed man of dust from 

the ground,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 and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 " (Genesis 2, 7; RSV-Bible 1971 ， 2). 。

3. r 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神﹒. .又將(追求)永生(永

恆、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襄 J (舊約聖經傳道書第三章 10-11 節) ; (Engl.: "He h品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also he has put eternity into man' s mind, 
(Ecclesiastes 3, 11; RSV-Bible 1971 , 575).10 

(二)新約

1. r 因為土帝之事所可知的，在人心裡很明顯:上帝曾給他們顯明出來。至於祂

的事，人所不能看見的一祂永久的能力與神性一從世界之創立以來，又是藉

著祂所造之物(得)以被了悟而看清楚，使人無可推語。 J(羅馬書一章 19-20 節，

聖經呂振中譯本)

傳道書的作者沒說明何以神賜予人「永恆意識 J' 只告知我們如何接受「永恆

意識」存在的事實，並且應當過一個既敬畏真神叉有智慧的生活。數百年後，保

羅昭示我們:神樂見人類自動、主動尋求祂，或許可透過對千萬人事物的觀察、

思索(揣摩)而找到神。人類生命裹的「永J恆性」能藉著世界萬物造化之奇妙，

透過心靈的高度領悟力，很容易自行體驗、領會出在冥冥之中，人類自身與上天

9 重要註釋參考文獻: Westermann, C. (1983). Biblischer Kommentar: Altes Testament "Genesis- l. 
Teilband Kap. 1-11 (德文 :舊約註釋「創世記 J) ". 197-198. 

10 重要註釋參考文獻 : La曲a， A. .(1978) Biblischer Kommentar: Altes Testament "Kohelet (德文:當
約註釋「傳道書 J) ".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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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一種很微妙的關聯，彼此之間具有頗為奧妙的『擠帶』關係 。經文中 「顯

明」一詞表示: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造物者因著對人類深摯的愛所表達的一種

「帶有特殊的目的」之舉動。

綜合新、舊約這兩部聖典作者的信息可推知:造物主在造人類時，刻意把一

種「可以感應出神(造物者)的特別知覺能力」設置在人的靈魂深處 。 因為神不

忍心遺棄人，以免人成為「靈性孤兒 J '於是在人心中植入了此種「永恆意識 J ' 

提醒人應當認識自己可不只是一個「時間的過客」而己，而是「具有永恆價值，

極為寶貴的生命體」。奧古斯丁說的好 :r神造人的時候，在人的心中留下一個空

處，只有祂自己能夠填滿。」 1l 此外，精研全人通識教育的林治平教授〈中原大

學人文與教育學院院長兼宗教學研究所所長)針對此人生重要問題之探討，也提

出精闢的見解: r打開考古學、打開人類歷史、打開人類文化學、打開一個人的心

靈，我們會發現，有數不完的證據證明:只要是人，他就會主動積極的尋找認識

神。尋找認識神是人心靈內在的基本需要，是神在創世之初就已經放置在人心靈

之中的奧妙事實。所以，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之處，就是在此。」 12上述種種宗

教哲理，深值吾人再三咀嚼、回味 。

三、「教育人(類)學」與「聖經人(類)學」綜合省思

宗教哲學家梁燕城於「基督教與東方諸宗教及哲學對生命問題的探討」 13一

文懇切的指出:針對「宗教心(宗教情懷 )J 的意義與由來，今日學者有著各式各

樣的解說，可惜絕大部分有著「共同的疏忽J' 部分學者在研究與宗教心性相關題

目時，往往不是從宗教自身來探究之，卻一直留在宗教外面兜圈子 。這種 「在門

牆外的觀察」研究方式，乍看來，似乎較為客觀，其實卻每每在無意間陷入主觀

的臆測而不自知，因其不易親自體會宗教「門牆內生命更新」的殿堂之美 。 所謂

進入宗教門牆之內，即指由宗教自身的要求、本質與認知去體認之 。 今日各正信

高等宗教，其自身從未主張其所傳揚的信息只是一種對大自然恐懼的解除或逃

避，反而強調要幫助人類尋見生命的真諦與崇高價值，並且由日常生活的身體力

行中，獲致更深入的信心與積極的希望，意即獲致更豐盛的生命意義與內涵 。

關於此點，基督宗教的教育理念更是顯而易見τ 基督新、舊教之教義容或有

明顯的相異之處，然而針對宗教教育卻擁有「共通的信念 J :在宗教裡，敬神、

愛人的生命特質，並非全然由父母、師長所教化賦予的，乃是天生即擁有並內住

在人生命、靈魂之中，且與人的肉體、精神相互融合在一起，無法單獨分割(意

即「全人J)。因此，宗教教育不僅是一般宗教知識的教導而己，更是加倍注重「如

何促使每一個孩子、 青少年(成年人也不例外)能親自發現、體驗自己的生命的

11 Intemet:蔡哲民(民 88) 0 IT"人是什麼? .! 由聖經看人的『永恆意識.!J

(htto:l/life.tbl.netIPhi1osoohv/紀l.htm， 1999.01.25.) 
12 林治平(民 88) 0 r認識上帝的智慧 」 。 文收同作者: r Ç(泌的人生 一全人理念與現代化J' 143 。

本文獻乃中原大學張光正校長於「二十一世紀私立大學的挑戰與展望」 研討會 ( 1999.12.11輔
仁大學)傍晚臨行前所指點，特錄於此，以示謝意。

13 丈收林治平(民 83) 0 r探索者的腳蹤J' 台北:宇宙光，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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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獨特意義與豐富潛能 J' 並且善用於社會人群的福祉之造益上，因為耶穌曾

應許:r我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 J (約翰福音十章 10 節)。

由「教育人類學」與「聖經人類學」倆種學術領域專家學者的研究均一致認

定:人類不分貧富貴賤，天生即賦有探索真理、追求永恆(天人關係)的宗教情

性，更妥切地說:實在是一種極寶貴的「宗教本能 J 人類本性中有一種渴求與「天」

合一的傾向，意即人的靈魂深處似乎有某種想與上天進行密切關係之本能、傾向，

(所不同的只在於此種本能、意願之強弱，則依各人身心的成熟度、學養、及境

遇而有所差異而己，至於昔日中西名家有關「人類宗教源於對大自然災害、宇宙

難題的懼怕、無知、無奈﹒. .宗教只是為了尋找心靈的慰藉 ，而借助、祈求神

祇的行為」的主張則與人類生命本能、特質之實際情境，有著太大的誤差 。 事實

上，這種邏輯推理充其量只是報導了宗教行為的「片面現象 J' 不只無法描繪出宗

教行為的「全面現象 J '更遺漏了隱含在宗教行為背後的「基本原理J.

在人類生命的各式各樣的情性中，天生即擁有宗教的本能、特質 J '而且這種

追求「真、善、美、聖」與「永恆」之天性是每一個人的良知不假外力即可確切

體認的。

這種極其珍貴的本能、特性還包含有

(一)需受教育性 J .凡是人均有接受教育的 「需要性」與「必要，性 J '否則無法自

動成長為「正常、成熟的全人」。

(二) r可塑性J. 人之所以需要受教育，乃是因為人生而具有可塑造、 可雕塑的天

性，否則將與禽獸一樣，只需接受馴服訓練，不需上學。

(三) r獨特性J:r宗教本能」在地球上各式各樣的生物均未曾發現，只有人類才

能享有之珍貴特性 。 14

然而， r聖經人類學」除包含上述特性外，還特別突顯出下列幾種天賦惰性:

(一) r生命其有神聖目的性J (德文 Teleologie) :每一個個別生命體在神眼中，均

極其寶貴，而且每個人絕非孤獨存在，人與他人、他物、大自然環境有密

切關係，神對他(她)皆有崇高的安排、深情的期許與美好的計劃'沒有

任何一個人是多餘且無用的。

(二) r人具有神的形像 J (Image of God; 德文 Gottesebenbi1dlichkeit) :人的內在美

德、莊嚴、尊嚴、愛心、仁慈、正義等惰性，獨得神的真傳， (但只得部份，

不是全部)。

(三) r人一神間互溝通性J . 人類乃唯一具有探索、認識神的生命體，具有與神溝

通、對話(例如祈禱、靈交)且擁有瞭解神的旨意、領受啟示的能力(雖然

認知能力與範疇仍有其限度) 。

(四) r 自由意志 J .人不是神的傀儡，基督教所稱呼的神是具有位格σerson)的，

人類獨得神的真傳，故也擁有用理性獨自思考、下決斷的能力與自由，神也

很尊重人的獨立自由意志，但也因而人類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起完全的責

任。

14 人的 「獨特性」之相關佳作，請參閱考門(民 62) : í 新荒漠甘泉 J' 香港:海天書樓， 430-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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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性靈」不僅是先天 (與生俱來 ) 的，同時也需要後天的環境的薰陶與

適切的培育、調教的(正如人類其他優美的心性、品格、道德需要後天教養一樣) 。

基督宗教人類學認為:以上一切內住在人類身上美好珍貴的生命特質、情性，

均是出自造物主智慧精心設計與恩惠，人們當以感恩之心領受之，並且珍，惜之、

善用此特質來榮耀神，造福社會大泉 。

根據基督宗教的聖經認為:自從人類始祖亞當、夏娃犯罪後，原本人與神可

以直接面對面坦然交談的恩典中斷了，人類原本由造物主所承傳「神的形像」之

榮耀，因著罪的侵蝕，大大地受站污，而且因著人的罪根性(原罪)及撒旦的推

波助瀾，具有每況愈下的特性與傾向(創世記二、 三章) ，單單靠人本身的意志力

量與哲學涵養之潛修，常常會事倍功半，甚至每每「沉淪於罪中之樂 J' 久久無法

自拔;因此除了人的努力之外，尚需再加上信靠耶穌，悔改，奉靠祂的名，領受

重生的「活水浸禮J ' 使人迄今所犯的「一切罪過得以蒙救赦 J (可十六 16 ;徒二

38-39 ;徒二十二 16) ，然後再加上祈求主耶穌所應許的聖靈的澆灌與內住，才得

以恢復音日人類未犯罪前那麼美好純潔無瑕疵的生命特質，與神重新和好，並恢

也神與人之間原本極其親密、和諧的美境，來日才可以上天堂 ， 重回天父的懷抱，

享受永遠快樂滿足的生活 。 因此「回歸未墮落前的人類，所擁有的那種完美『神

的形像~ (創- 26-27)J '也就成為基督徒宗教教育所追求的最核心目的之一。

肆、對今日推動知識份子的心靈改革之啟迪

一、「道之以德一一用宗教與教育拯救心靈」

昔日教育界老前輩一劉真先生曾在應邀於「哲學家的教育理想研討會」中

致詞時，面對著各界與會的專家代表慨嘆道: í 1968 年 7 月至 1969 年 7 月，我奉

派至歐美各國考察教育一年 。 歐美各國所有著名大學， 差不多我都去參觀過。除

少數幾所古老的大學尚能維持其傳統特色外， 一般歷史較短的『現代化』大學，

其課程設計大都偏重知識技能的傳授，未能指導學生正確認識人生的目的與意

義。影響所及，遂使學校教育僅能培養『有用之人~ ，而未能培養『幸福之人』 。

甚至受教育愈多者，煩惱痛苦亦愈大 。 蓋以缺乏精神修養，過重功利主義，終日

追求物質享受，且永無滿足之時;如北歐各國人民教育水準最高，但自殺率亦最

高。此種教育上與社會上的病態，自係世界工業化以後人們偏重科學技術，輕視

人文教育的結果 。 」 l5 六年後，劉氏更進一步於「道之以德一用宗教與教育拯

救心靈」一文指出: í關於 『道之以德』 的方法 ， 自然應該加強學校的倫理教育;

但在倫理教育之外， 如果對一般人尤其是教育工作者，能於其生命中多少灌輸一

點宗教的意識，使他們性靈上得到一種啟示，從而了解人生不僅要注意物質生活，

的劉真(民 8 1) : í教育工作者應有漂厚的哲學素養J ' 艾見「中央日報 J (國際版) ， 1992 年 6 月
16 日;六年後，劉真(現任總統府資政)叉投書報章 ， 大力呼籲「用宗教教育配合一般教育」

雙管齊下，拯救人類心靈 ， 詳見(民 87) : í道之以館 一 用宗教與教育拯救心靈J ' 中央日報(國

際版) ，中山學術論壇;男可參考其增編大作(民 86) : r 宗教與教育 J '台北:正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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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要重視精神生活 。 . • . 一個具有高度宗教修養的人，不但不在意於世俗

的榮辱得失，聲色貨利 ; 甚至對最重要的生死關頭，也都看得很輕 。 如果從事政

治或教育工作的人都能真有這種精神修養 ，自然就不易發生敗壞風氣的事了 。 」

此外，中研院院士也指出 : 人們罔顧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付出目前社會

日益沉重的痛苦代價， • • . 。 人的文化、傳統，是需要仰賴世代相傳的， r傳統」

蘊藏著無限的寶貴經驗與智慧 。 發展科技，固然須重視環保，而更重要的，就是

要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能放棄我們文化傳統中天人合一的理念 。 16

瑞士的裴斯泰洛齊(J . H. Pestalozzi 1746- 182η乃西方教育史上最重視「哲學素

養」與「宗教情懷」教育之啟發的古典教育大師，其首倡且聞名世界教育 「手、

腦、心 J (德文 Hand， Kopf und He1吃)均衡發展全人教育崇高理念乃源自聖經訓誨
所得的靈感l7; 其理念與此間所熟悉的「手腦並用」、「五到」固有雷同之處，卻

有其獨到之見解 : 兼顧了「孩童、青少年宗教情懷之培養與薰陶」 。而且此種宗教

情懷之培養薰陶與教育或德育， (按歐陽教教授之看法)正是我國最為一般教育學

者、教師所忽視的教育領域 18 。

二、積極籌備並按國情推動「宗教情懷養成教育課程及系所」

中央日報社論: r看知識份子的宗教信仰問題」 19 ，熱切探討落實宗教情懷

養成教育於大學院校的重要性時 " 鄭重指出 í • • . 值得注意的是:現今的教

育體制中，專業化、分科化的大學與研究所教育，的確培養出一批批的專家學者，

他們在專業上，理論精通、成就斐然，但他們對宇宙人世的疑惑，卻未必得到條

理分明的確切解答， 這仍然是他們努力探究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濟掛帥的社會

發展過程中，以人力規劃為重心的教育課程設計，多是以生產不同層級 、 訓練有

素的人力資源為目標，對人生深層問題的思想教育嚴重不足 。 這也就是何以那麼

多高學歷、高級知識者仍不能避免捲入宗教事件的是是非非的重要原因。」

其真體有效的解決之道乃是: r正視宗教的力量，進而在教育改革的項目中納

入大學課程的檢討，積極提供一個多元而足夠的宗教通識教育與思想訓練，以培

養學生理性思維的能力，讓他們能夠本諸平常心，認識宗教、信仰宗教，確實是

刻不容緩的事 。 J (按:今日我國教育確已注入一股革新蓬勃之朝氣，針對正確宗

教情懷之重要性也建立起相當的共識， (尤其是 1996 年宋七力事件發生之後) ，可

惜至今(單就大專院校而言)除了少數宗教等所設立的學校外，已付諸具體行動者

16 丁慰慈(民 86) : r (回響} 暮鼓晨鐘之音讀劉述先『啟蒙時代結束後的儒家心，中央日報，海

外版， 1997 年 1 月 20 日 。

1 7 根撮瑞士伯恩大學教育學院裴氏專家 Prof. Dr. Osterwalder 最近之學術研究成果(Osterwalder, 
F. (1995) . (Kopf Herz Hand ) - Slogan oder Argument? r腦、心、手合一」究竟只是「口號」

或是「有根有據的理念J? In: JÜTgen Oelkers, J. Pestalozzi - Urnfeld und Rezeption. 338-371. 
18 歐陽教(民 77) 0 r德育的神事分折J 丈收 「德育原理 J '的 。 按 :今日我國教育確已注入一股
革新蓮勃之朝氣，雖然還只是在起步。這樣的呼籲也獲致陳適臣正面的回響，參考陳適臣(民

86) 0 r宗教與教育J ' 丈收同作者 : r教育哲學導論J' 242 。

19 1998 年 5 月 12 日，國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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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為有限(各院校固然不乏有心人，然因主客觀環境仍未成熟，孤掌難鳴 。 )20

值得欣慰的是近一、二年來相繼有突破性的開展，以下摘要與諸位分享:

(一)彰化師範大學， 1998 年底舉辦「全國通識教育觀摩會 J' 各種演講會中，以董

芳苑教授有關宗教方面之演講，數百位大學生聚集在大禮堂聆聽、做筆記，令

蒞臨觀摩的來賓留下極深刻印象。隔年二月份在李威熊教授、吳有能教授等，陣

精竭慮奔波協調下，已率先設立「宗教學程 J '開全國大專院校，尤其師範院

校之先河2l; 緊接著，南華大學也隨即跟進，並積極準備於九十學年度正式成

立宗教學研究所。

(二)由林美容、蔡彥仁教授等發起的「臺灣宗教學會」 22 ，此乃開我國以民間自主

發起的宗教學術研究團體之先鋒，前景甚佳，甚具意義。在很短時間內即引發

各界響應，陣容壯盛。

(三)教育部於 1999 年 4 月 29 日邀請宗教學者做成決議: r凡己設綜合宗教學系所

三年以上者，將可設單一宗教研究所」 23 ，此乃智慧的決斷，各界有心人士聞訊

莫不歡欣鼓舞，這也是中華民族教育史上含意極為深遠的開創性決策。

(四)教育部己核准政治大學、中原大學、東海大學及慈濟大學等成立「宗教學研

究所(碩士班)J 。

三、老師啊!您究竟要把孩子帶往那裡去?

「老師啊!如果教育最的核心目的是把孩童培育成真有高度『品德、(宗教)

道德節操』的人，那麼請問您究竟要如何教學?您究竟要把孩子帶往那裡去? (筆

者按:指人生的真正意義、目的、價值). .﹒」

此問題乃瑞士的一位女教師史蒂佛(Regula Stiefel)於她的著作: r品德涵養之

培育乃師範教育之核心主旨」 24內，開宗明義即向自己，也是對一切從事教師，

所發出的懇切呼籲與省思。

身為教育人員，也許我們甚真教學熱忱、為了「春風化雨」犧牲奉獻數十年

歲月，此等精神確實令人敬佩，然而面對今日在物慾橫流、各式各樣灰黃黑衝擊

下的千萬青、少年學子、升學重壓的孩子們靈魂深處不間斷呼喊著: rli"人』是甚

麼? J 、「我究竟是誰? J 、「我的人生真意究竟何在? J . 

身為教師者不妨們心自問:rIi'人』是甚麼? J 、「我究竟是誰? J 、「我的人生

犯有關之佳作請參閱:龔鵬程(民 86) .r年報 -1996 龔鵬程年度學思報告J' 545-556 ;書中連

續六篇精湛短文，強烈呼籲「開放宗教教育」。此外，鄭志明(民 86) 0 í 臺灣『宗教教育』的問

題商議 J' 丈收「宗教哲學 J '第 3 卷第 2 期， 163-173 '也火力十足，遙相呼應 。

21 參考吳有能(民 88) 0 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宗教研究簡介 J' 丈收「臺灣宗教學會通訊 J (創刊號) , 
42-44 。

n 詳情請參閱「薑灣宗教學會通訊 J (創刊號) , 1999 年 4 月 18 日， 1-3 。

23 中央日報， 1999 年 4 月 30 日，第 10 版 。

24 比較 Stiefe! ， R. (1988). Persönlichkeitsbi!dung a!s Grundanliegen in der Lehrerbi!dung.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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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意何在?」 25 ，身為(高級)知識份子的我真的認清了嗎?否則我如何以身作

則，先從自我開始力行深度的心靈改革?否則我如何導引我自己及孩子走上真有

高尚品格、堅定人生目的呢?因為一個已掌握住人生真諦，擁有堅定人生目標且

甚真奉獻熱忱者，其為人處事、教學辦學等的態度、方法、教材之取捨，必然與

一個不清楚人生意義，做事只求交差了事者截然不同。

然而在此吾人所欲探究的是:身為一位有志獻身從事教育者，在師範教育期

間，若連上述真誠、高尚的師生情誼之甘甜，都沒有最起碼之品嚐;若連上述之

最基本品格涵養的重要性，都缺乏最起碼的體認，都還沒把師範生培育成極為看

重哲學涵養者，且對於人類天賦重視追求人生意義、真諦、真理與永恆價值有最

起碼之體認，那麼這些人來日進入校園執教後，如何能達成教化學子的目標呢?

因為連自己所已擁有的(基於可見與不可見的因素) ，都不見得能成功的傳承與他

人，何況自己所沒有的呢?﹒. • 

平心而論: í宗教心性」與「哲學素養J' 人類這兩種「探究人生真諦、智慧

之性向」極重要的涵養，同樣是自出生即天賦在一個正常人的心靈裡，此點也正

是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與一般動物的分野之所在，盼望上述教育理念之自我期許

應該不致於被認為「荒誕不經」或「不合情理」吧?

四、「有誰真的是無可救藥?對(行為偏差)青少年，當充滿希望! J 

相當多的民泉(包括不少的知識份子、學者)對今日社會心靈改革抱持某種

程度的悲觀態度，然而聖經的教誨卻大異其趣:儘管這世界充滿了罪惡，作奸犯

科，且手法越來越殘暴，然而由於人類仍然擁有丁點見「神的形像J' 加上神為了

拯救人類免於全面墮落，特別差遣祂的愛子耶穌當代罪羔羊，為這黑暗的世界提

供一線曙光，因此基督徒基本上「對未來，仍然充滿希望! J 。

舉個活生生的實例:萬惡不赦的超級綁匪陳進興，起初雖然棄械投降，然而

入獄後，每每暗中與法庭鬥智，避重就輕，極不合作，例如:當法庭宣判其妻為

共犯，需受終身監禁時，竟激動得欲割手腕自殺，並據以要脅法庭對他家人從輕

發落，令法官頭痛不已 。然而，一段時間過後，針對同一件判刑陳進興竟有截然

不同的反應，他認為: í一切自有上帝的旨意，他願意尊重法庭的宣判﹒. • J 這

麼巨大的改變是由何而來的呢?原來是打從陳進興入獄以來，他所挾持的南非武

官一家人(全家大小虔信耶穌)不但不記恨，反而還在百忙中特別前去探監，表

示願全然原諒他，並勸陳進興悔改信主， 他的鐵石心腸在諸宗教人士大愛的感召

下終於逐漸融化。據記者張錦弘的報導 :陳進興寫信向台北看守所牧師懺悔一自

稱已在上帝面前認錯，勤讀聖經;針對愛妻被判重刑一事， 一反過去以自殺抗爭，

相信上帝必有其公道詣 。(諸位女士 、先生們!如果連被廣大群泉評判為毫無救

封 相關佳作推薦讀:郎昆如:(人生三大問題)，文收同作者: r人生哲學 J ' 359-375 。

26 r 中央日報 J' 1998. 10. 12 . 第八版;以及 1 998. 10.26. 第八版 。 至於此事件所遺留下來的懸案:
陳進輿究竟「是否真誠的悔改? J' r 他究竟是否能進得了天堂? J 乾脆就交託給上主處理吧!

因為按照基督教的觀點 : 祂究竟是全知全能且是仁慈叉全然公義的，必能予以最適切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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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罪該萬死，萬惡不赦的陳進興都可能痛改前非，立志重新做人了，那還有誰

真的是無可救藥的呢? ! ) 

五、堅守教職，堅持忠厚正義

處於今日社會，吾等知識份子常會陷入一種心理絕境，且職務愈高，所需面

對的近似情境就愈多且愈深，誠如曾任臺大校長、國防部長的孫震先生刻骨銘心

的親身經歷:

你從小所學的信念、價值和社會現實的街突，讓人不知如何安身立命，若你

堅持理想，堅持你所信奉的原則，你便率先受到傷害，受到經濟、職務的損失，

但你若放棄理想，內心又覺不安 。 知識份子便是這樣，常常是一方面覺得很悲哀，

一方面又覺得希望之所在，於是在此衝突中，試圖把一個健康社會應有的原則建

立起來，忠厚就是一個原則。現代社會人人都知道什麼是對的，但人人都隨波逐

流，不能自主，這使需要一些人、一些朋友來守住一些原則，來做中流地柱。 27

不管處於任何艱困情況下，均堅持良知與真理，而身為教育人員者則當把教

化民眾及建立下一代的人性教育視為神聖職責， 一生一世堅守崗位，絕不見風轉

舵、絕不見利思遷、絕不奉承阿訣。為了持守士大夫應有的節操與正氣，為了教

育理念之堅持與實現，為了失喪的靈魂之拯救，必要時 ，即使犧牲寶貴的生命也

在所不惜!

一般知識份子，尤其心地特別善良者，因宅心仁厚，應付「小誣陷」還游刃

有餘，可是一旦遇上一連串狠毒的、突如其來的「大誣陷J' 除非平日即修持妥心

靈上的馬奇諾防線，否則極易陷入「萬念俱灰」、「心痛如絞」的情境。然而，人

若擁有堅定的宗教信仰，若同樣也遭到近似的考驗，則較能「處之泰然」、「處變

不驚J' 因為在們心自省後，有過則改，若問心無愧，則相信一切自有上天的好旨

意: r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包，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J 

※ 【附錄】德蕾莎修女靈修佳作 :r不管怎樣，總是要.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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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林串連煌(民 87) : r經濟學者的文學後花園 孫震回首蕭瑟來時路(上) J '丈載中央日報(國

際版) , 1998. 02 .20. 第五版(另外參考孫震大作(民 87) :r 回首向來蕭瑟處 J' 台北: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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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蕾莎修女一生在屢遭暗箭射傷時，如何借助其深度的宗教信念: r以柔克

剛 J' 如何以具有高度韌性的愛J心為基礎的「善」來感化無所不用其極的「惡 J (新

約聖經，羅馬書十二章 17-21 節) : 

「不管怎樣，總是要﹒. • ...J鉤，

這種深度的靈性修養當是師承自其師父一耶穌基督「愛仇敵」、「堅守教育

天職」的真傳29 一在面對百般侮辱誣陷中，仍一本初衷「、愛仇敵 J' 仍然每天「堅

守教導、勸化眾人的神聖天職J '且甘之如館。諸位 !這就是「存心忍耐，

奔﹒..」 30 的功夫:雖然經常落在百般的苦難、嚴重打擊、挫折誣話中，仍

然堅持昔日原定路線上，咬緊牙關繼續奔跑 。

此種由深度宗教信仰所練就的高度「自我靈修武功 J (非比尋常的信心、堅

忍、節制、博愛) ，乃吾人，尤其是那些「忠厚老實」、「堅持天良、正義」的知識

份子，善處虛偽、爭權奪利、爭強好勝，尤其是面臨「深具殺傷力的中傷、誣陷」

者之最佳典範，因為只有這樣才不會冤冤相報，反而能化敵為友。然而「登高必

自卑，行遠必自適! J 這樣子高深的靈性功夫絕非一蹦即成，通常需要長年日積

月累，痛下苦功才能(稍)有所成。因此初期不必好高驚遠，最少要自我要求先

求做到「不懷恨對方」、「絕不以牙還牙J' 行有餘力再進而「以更進一步的愛心關

懷、禮遇對方 J' 即使對方一直不領惰，甚至於變本加厲，也不改變初衷。然而更

重要的是: r有則改之，無則嘉勉! J 面對最惡毒的攻擊誣陷時，不管如何五內俱

焚，不管如何灰心喪志，務必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J' 咬緊牙關，堅

持往日崇高理念，勿為惡所勝，反當以「善」感化「惡J (新約聖經羅馬書 12 章

17 至 21 節) (這種作法明顯地不同於「以善勝惡 J '因為若強調「勝」則較易流

於「較勁J '而無形中造成更錯綜複雜的誤解、仇恨) ，當堅信宇宙最高主宰的公

義: r心術不正者」必然無法永遠站得住腳，若不懸崖勒馬，及時悔悟，就算其偽

裝術再高明到「足可遮蔽天下眾人的耳目 J '也難逃「有眼明察秋毫的老天 J '遲

早會露出馬腳，因而遺臭萬年;更何況天理也必站在公義的一方，聖經新約使徒

保羅當年在歷經長年最惡毒的設謗、中傷後，所留給我們的贈言: r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抵擋我們呢? J (羅馬書 8 章 31 節) ，對於正身處近似境過而義債填膺者，乃

28 欲進一步瞭解德蕾莎修女偉大宗教情操與高度教育愛者可觀賞〈生命教育影片):'德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J • VHS 0 (影片主冒: '體認」並「珍惜」人類這個生命體的奇妙與寶貴，

她對生命的尊嚴、意義、價值不僅賦予極崇高評價，而且其對生命的熱愛(尤其對毫無報答能

力的窮人 、奄奄一息的病患) .甚至於力排萬難，甘願冒喪命之臉 ，離開舒適、幽靜、安稽的

修道院 ， 義無反顧，奉獻一生給予那些毫無親友關係的窮人窟，實在感人肺肺，也因而不僅(天

主教) 單國璽主教，甚至連佛光山星雲法師也聯袂推薦)。本圖片摘自

h前p://www.ca也li也s.orglmteresa.htm

"中央日報社論: '德蕾莎修女崇高博愛的一生 J (海外版) • 1997 年 9 月 13 日第 1 版。
30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

樂，就經看羞辱，忍受了十字祭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

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們與罪相爭，還沒有抵擋f'l 流血的地步。 J (新約 ， 希伯來書十二

1- 4) 。

120 



教育科學期刊 1(1 ):107-124 (2001) 

是最有效的精神支柱 。

德蕾莎修女一生中感人的事蹟極多，然而其所留下的偉大風範之一乃是: (請

讀者參考德蕾莎修女相關傳記，尤其影片，有特別詳實的描繪，以便更深入體認)

她那非比尋常的「教育愛」與其高度虔誠的「宗教信仰」其有不可分割之密切關

聯，尤其在面臨羞辱、無故中傷、毀謗、威脅，以至於身心難以支撐時，如何屈

膝跪禱造物主，向她心目中的「宇宙中能量最高泉源」支取力量，終於能做到處

變不驚，屢仆屢起的風範， (請注意:她的心靈、意志並非天生特別堅韌，而是由

於她所遭逢的打壓、脅迫、中傷頻率、程度非比尋常，從而長期磨鍊出來的) ，此

種風範也在在提醒我們每一位教育從業人員:在「信心低潮」時，在屢屢無故被

「冷嘲熱諷」之際，當遭逢平空飛來的「加油添酷、抹黑」、甚至於慘遭一連串「誣

陷、力欲除之而後快J. .﹒等之際，當如何善處，才不至於氣餒喪志，更不會因

一時的「義憤」而離去「培育國家民族未來英才、棟樑」此神聖天職，無意中造

成「仇者快，親者痛」的後果 。 我們反而當培養、善用積極的人生觀:思想如何

發掘早已於出生時即已賦存在靈魂深處的宗教情操之鉅大潛能: í 宗教心」、「宗教

本能 J (可能久久未用，早已經生饒了!亡羊補牢，末晚也! )，用心尋覓一個適

切的宗教信仰，並加以培養、精進並力行之，以便使自己的生命更加有深度與韌

性，身、心、靈更加和諧，俾能較為從容因應突如其來的誣陷、善處各式各樣的

橫逆，下定決心，更加堅定為國為民教化、培育英才的信念，加倍努力，站穩自

己的崗位!

最後謹摘錄德蕾莎修女靈修佳作 :r不管怎樣，總是要﹒. . J' 作為你我相

互的抵碼:

﹒愛的錢言-

{不管怎樣，總是要﹒. .) 

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

不管怎樣，總是愛他們;

如果你做善事，人們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

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後，身邊盡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

不管怎樣，總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遺忘，

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

誠實與坦率使你易受攻擊，

不管怎樣， 總是要誠實與坦率;

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

不管怎樣， 總是要建設;

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如果你幫助他們，

卻可能遭到攻擊，不管怎樣，總是要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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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

你可能會被踢掉牙齒，不管怎碟，

總是要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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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sität und seelisch-geistige Erneuerung der 

Intellektuellen- aus Sicht pädagogischer Anthropologie 

und biblischer Anthropologie 

Homg-mo Chen 

Institut 品r Pädagogische Soziologie 

Universität Nan Hwau 

Zusammenfassung 

Seit Jahrzenhnten verändert sich die taiwanesische Gesellschaft auf einer radikalen 

Weise, wobei die qualitative Anderung weit hinter der quantitativen zuruckliegt und 

die gesellschaftliche Ordnung außer Kontrolle gerät. Intellektuelle rufen aus: Unsere 

Gesellschaft ist schwer erkrankt! Eine seelisch-geistige Emeuerung der ganzen 

Gesellschaft ist dringend notwendig. Man 企agt， warum bleiben solche Au企ufe zur 

seelisch-geistigen Emeuerung relativ erfolglos? Man findet einen der Hauptgrunde: 

Solche Rufe . nach seelisch-geistiger Emeuerung haben sich nicht auf die 

，，Religiosit訟“ und "religiöse Natur" der Menschen berufen. Aber woher kommt dieser 

Fehler? Seit J祉1fzehnten werden die Intellektuellen in Taiwan mit vorurteilshaften 

Gedanken geschult, daß Religionen Aberglau恤， damit verstandeswidrig und 

unwissenschaftlich sei凹， und daß die Intellektuellen den Religionen entgegenwirken 

sollen. Dieser Aufsatz stellt aus der Sicht der pädagogischen Anthropologie und der 

biblischen Anthropologie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Wesen und die Natur der 

Menschen an und kommt zu folgendem Ergebnis: Die Religiosität ist mit der Geburt 

als Menschennatur . mitgegeben. Diese religiöse Natur besitzt ein riesiges Potential 

gegen Materialsüchtigkeit und erweckt wertvolle Menschennatur in Form von 

pädagogischer Liebe, Hingabe und Feindesliebe usw. Wir als Intellektuelle sollen 

nachprufen, wieweit wir selbst von dem antireligiösen Denken unserer Zeit betroffen 

sind. Wir müssen zu unserer "verlorene religiδse Natur“ zuruckfinden und im täglichen 

Leben ausüben. Nur so 1甜t sich fiir Taiwan eine seelisch-geistige Emeuerung 

realisieren. 

Schlüsselwörter : Pädagogische Anthropologie , Biblische Anthropolog時， Religiosit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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