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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靈整合與全人教育有何相關呢？心靈所關注的是人內在的問題，早在古希臘時代，哲學家們就已經思考靈魂內
在如何運作並探討其生命原理。然而古典的學問要怎麼落實到當代的教育呢？對於人的身、心、靈發展要如何與當代
的社會文化產生連結，使得客體進到主體後，經由主體的整合，又重新回到客體，成為主客合一。當代的大學教育已
經走向唯知識化及專門知識，對於人學及知、情、意的通識培養視為邊際教育，非重點培育。當然時代的脈絡走向分
類專精是一個趨勢，但對於「人」的探討及心靈整合在分科專精當中仍是不可少的，讓邊際教育成為各專科的縫合，
成為全人教育的任務。本文從聖奧斯定的人觀做為基礎思想，再以郎尼根的主客體關係理論來設計全人教育的課程方
針，希望藉此達到各專業彼此間的連接，發展全人教育與各各科目的縫合關係，成為整全的靈魂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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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接著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亞里斯多德對於靈魂
就有更完整的論述。

當代全人教育藉著心靈整合可以做什麼樣的

然而，古代究竟是古代，古代的學問怎麼實

實踐？這是一個從古到今的脈絡問題，實則可視

踐在當代？這是個重要課題，本文將從人內在理

為古代與當代對於「人學」的傳承是互為相關

性運作做說明，以奧斯定的人觀闡述靈魂的內在

的。思考「人」的原理從古希臘時代就開始了，

作用，自我覺醒到真與善的價值判斷；再藉著郎

由於人的身體會死亡，也就是成為不存在，然

尼根對於主客體的關係理論，搭配相關的學習科

而同時卻又存在一個說不出、卻又存在身體內的

目，發展全人教育的課程方針。如：「自我與他

某個無形的、有功能的靈魂，那個靈魂是什麼？

者」結合的社會文化、歷史課程；「自我與真

因此古希臘從荷馬時期雖然可以辨識身體與靈魂

我」結合的藝術課程；「自我與至善」結合的世

大約是不盡相同的主體，卻無法確切說明這個無

界宗教課程；「價值辨識」所結合的對話課程。

形、卻又存在身體內的靈魂的樣貌。到了公元前6

本文的統整課程方針的確稍微與一般大學不

世紀，畢達哥拉斯提出靈魂是生命原理，後來赫

同，一般所設計的社會文化、歷史、藝術課程，

拉克利圖斯提出靈魂、理性及logos的相互關係。

確是以真、善、美為方向做課程設計，但本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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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加入了「宗教課程」與「對話」。宗教課程是

魂、理性及logos的相互關係表達出來了。1

為了打開真到至真、善到至善、美到至美的視

一、靈魂的理性作用

野，然而宗教因為信念的不同，也可能是個引發

到蘇格拉底時代，進一步提出了靈魂是人的

紛爭的戰點，但藉著價值差異的「對話」，在全

自我意識、自我認識、思想，是選擇和知覺的中

人教育的課程設計中，「對話課程」因而幫助了

心。他的二句名言是「認識你自己」、「照顧你

差異性的紛歧，使得不同信念的人，可以互相瞭

的靈魂」，他在《辯護》中也說，「你要照顧你

解，消減劍拔弩張的相互對立。全人教育因此藉

的靈魂，直到你以最高程度成為有德性的。」所

著整合作用，發展各方的統合，人如何成為一個

以在蘇格拉底時代，已經把靈魂的理性作用及德

真正的人，如此「多元」又「合一」的美善價值

行的實踐相關連。到了柏拉圖時代，他說明靈魂

才能落實在所處的環境中。

的結構就像馬車夫和二匹馬之間的關係。馬車夫
代表理性的靈魂，二匹馬分別是白馬和黑馬，白

貳、人學源起與心靈的內在活動

馬象徵「精神」與黑馬象徵的「本能欲望」，馬
車夫統領著這二匹馬前進。2

探討人的「人學」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發
展，畢達哥拉斯提出靈魂是原理，是人內在的某
種潛能，人有責任去發展並淨化靈魂，使得靈魂
得以自由，而且他也提出靈魂具有理性(reason)、
理智(intelligence)和激情(passionate impulsion)，換
句話說，這個靈魂是具有感覺、思想的實體。
更進一步的，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提到
了logos，他雖然和畢達哥拉斯不同學派，但按著
古希臘探討人的脈絡，他首先提到了logos，認為
logos是宇宙的神聖原理，而人的靈魂內有logos，
logos是思想的特性，因此人能夠有理性思考。所
以，他提出的logos是個創見，因為logos結合宇宙
萬物為一個整體，是人的肉眼所無法穿透的一個

到亞里斯多德時代，不同於前面的哲學家
們，他把「人」統整為身體與靈魂的結合，完整
的人是由「身體」與「靈魂」結合的理性實體，
所以人是「一」。如同畢達哥拉斯一樣，亞里斯
多德也認為「魂」是一種生命原理，但他將魂區
分為「生魂」、「覺魂」與「理性魂」。理性魂
能夠統一人的個別意象，例如：人雖然可以藉著
身體的五官來「感覺」外在事物，然而可以辨識
這些外在事物卻真正是內在理性魂的運作。眼睛
是看見了，耳朵是聽見了，但將五官所接收到的
這些外在訊息加以統整及判斷的，是理性的思想
活動。不僅如此，理性的思想對象除了是外在的
對象，還可以是內在於自己。3

結構原理，但人的內在因為也有logos，所以人可
以以理性來認識外在及宇宙事物，這個論點是很
重要的，因為logos的原故，將一個自然秩序與人
的內在相關連起來。這很有可能是後來基督宗教
聖若望在《若望福音》開端所明示的「在起初已
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的
源頭，聖若望在福音裡為logos正名為天主，這樣
的正名為本文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所要探討人內在
理性的作用是相關的。但無論如何，logos的重要
性在此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雖然赫拉克利圖斯
並沒有真正說出宇宙的logos是什麼，但已經將靈

於是在亞里斯多德的線索下，我們進到了聖
奧斯定的人觀，也就是說聖奧斯定遍尋了外在事
物後，返回內心找到自己所要的幸福，這也就是
本文接著說明聖奧斯定所說心靈內在活動的原
因。

二、心靈的內在活動，聖奧斯定的人觀
來到聖奧斯定的時代，靈魂的內在作用及功
能較古希臘的前輩們更具體了。怎麼說呢？聖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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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寧，(2017)，《古希臘的人學》。臺北市：聯經。p.94-171。
Ibid. p.130-131，208。
Ibid. 233-238，302-307。

斯定把靈魂的心靈功能及運作表達的更加明朗，

的影像來判別，這樣就認識出來了。因此，聖奧

然而他談的不是現在的心理學，而是人的靈魂的

斯定說：「一樣東西在我眼前消失，卻仍被記憶

內在功能，這個是有區別的。

保管著。5」可見記憶與人的整個身心靈是息息相

他在《論天主聖三》談到的「發出愛的人、
被愛的對象、愛情」(the lover, and what is being

關的。
(二) 心靈的理性運作

loved, and love)(本文作者中譯)，4從這三個層次的

現在，我們要進到聖奧斯定所講的靈魂的心

關係，可以清楚他的思緒脈絡，客體、主體及主

靈作用了，也就是說，我們要從客體進到主體，

客動態關係的過程。愛的過程其實就是心靈的作

在主體的記憶裡有一個他要辨識的事物，但卻是

用(mind)。那麼在這裡，他把內在那個看不見的

模糊的。所以這時會進到內在心靈的運作，他在

靈魂的理性作用以心靈功能的動態過程來表達出

《論三位一體》第十卷提到心靈的三個層次，記

來了。

憶、理智與意志。聖奧斯定特別講到愛，是因為

愛是個動態的過程，但心靈的過程怎麼看得

他所追求的幸福是一種永恆的真理，創造者。所

見呢？以下我們從記憶、心靈的理智運作及意志

以前面我們提到「發出愛的人、被愛的對象、愛

來做瞭解。

情」，也就是客體、主體及動態關係，而愛的過

(一) 記憶

程是心靈的能力，而心靈的能力與運作會進到理

首先，我們得從聖奧斯定在《懺悔錄》的寫
作裡，瞭解他所講的「記憶」與心靈運作的關

智的部份。我們來看聖奧斯定怎麼講心靈理解的
過程？

係，這樣才能知道人如何從外在的尋找過程進到

人要辨識之前，靠著一個模糊的記憶，或說

內在，並且繼續內在心靈的運作過程，直到辨識

是不成形的心像，當它開始進到理性的階段時，

為止。他說：「概念的獲致，是把記憶所收藏的

需要3個方式來協助理性的運作，本文將這3個方

零亂混雜的部份，通過思考加以收集，再用注意

式解釋為自我覺醒(self-awareness)、自我反思(self-

力好似把概念引置於記憶的手中，這樣原來因分

reflexive)、探問(enquiry)。所以在這個階段，聖

散、疏略而躲藏著的，已和我們的思想相稔，很

奧斯定其實用了「自我覺醒」、「自我反思」及

容易呈現在我們思想之中。」(《懺悔錄》十11)所

「探問」來做理性判斷，從外在的客體回到內在

以我們知道在記憶中是包羅萬象的，待心靈的作

做理性辨識，在這些過程中，這三種方式應是在

用去認出來，當記憶的東西被認出來後，就呈現

心靈持續不斷交叉、互用及運作，最後才會有一

於我們的思想中。換句話說，那個隱藏在記憶裡

個真正的價值出現。

的，經由心智作用，在思想中呈現，就顯現出來

1、自我覺醒

了。而且，聖奧斯定的記憶不僅只有經驗物質的

「自我覺醒」在理性思維裡是一件需要能夠

部份，連同五官無法透視的感情、價值都在記憶

自我察覺的動作，人在各方面習慣於他所喜歡

裡。就如同他在《懺悔錄》卷十18引用了聖經的

的，朝向他所愛的方面前行，但若沒有自我覺醒

例子來說明遺忘與記憶的關係，有個婦人在找自

時，容易順勢一直下去。自我察覺就是跳出這樣

己遺失的一文錢，她東找西找，還要判斷所找的

的框架，兼蓄廣納觀察一些相關的可能性，如此

這文錢是否是自己的，這是「記憶抓住了東西的

才能為真正的實現做判斷。

影像」，人們所要找到的東西，會依照我們心中
4 Saint Augustine. (2002). On the Trinity Books 8–15. Edited by Gareth B. Matthew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ok VIII.10.14.

5 Saint Augustine. (2008).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Vernon J. Bourke, Ph.D.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Book X.16 /“I say that
the image of oblivion is kept in my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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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提到了，「由於

價值就會以透淨的方式「反射」出來，展現在人

心靈(mind)是在內部，當它把自身愛的傾向引導

的外部行為，因此人的內外藉著「心靈的鏡子」

到這些可感知的事物時，卻以某種方式處於自身

是相互關連的。

之外，但在我們的腦海中有這些事物的足跡，因

3、探問

6

為我們經常想到他們。 」這跟記憶是有關的，

「探問」一直是人超越自我現狀或是探求普

心靈在身體的內部，外在的事物與心靈很快連結

通經驗外的一種方法，聖奧斯定在《懺悔錄》十

時，人們很容易想起，也就是說，很容易辨識。

9以「What is this?」來尋找天主是誰？他從外在

但是人的外在比較容易受到感覺的影響，因此，

的陸地、海洋、事物來探尋，他們都告訴聖奧斯

在心靈內較深處的心像無法很快出現，這也就是

定，他們不是他所要找的天主，但可以確定的是

為什麼人容易朝向他所喜歡的路線走，這是跟感

「他們是由祂所造。」聖奧斯定最後返回內在的

知有關的，但他忘了心靈裡還有更深的心像待我

心靈，問自己：「你是誰？」內在的心靈回答：

們辨識，那有可能是真理存在的地方。而聖奧斯

「人。」他當然瞭解人是由身體及靈魂組成的合

定所謂的「經常想到他們」，實則是在日常生活

一體，一個在外，一個在內。結果是他向整個世

裡要能察覺及覺醒。

界問了有關於他的天主是誰，心靈最終回答他：

2、反射與反思

「我不是祂，但祂造了我。8」正是一位創造者，

「鏡子」是一種自身外貌的反射，人從鏡子

在心靈的最深處，理性思辨的最深處，心靈的鏡

看到自己了；「鏡子」用於心靈時，就是看到內

子。

在的自己。肉眼所能看到的鏡中之己的功用是外

(三) 意志與價值判斷

在的，然而「人」是由身體及靈魂所組成的，那

心靈的理性運作如同自我覺醒所提到的，它

麼靈魂怎麼看到內在的自己呢？這的確很抽象，

朝著人所喜愛的意向性前進，而「意志」關係了

然而理性思維的內在觀看就在這裡，是一種思想

所有理性運作的路徑。人們可能很容易忽略「意

的觀看，所以「反思」的動作成為做真正價值判

志導向」的存在，原因是它太輕飄了，內蘊在心

斷的途徑之一。

靈最深底處，它可能無形無像，在整個人的結構

聖奧斯定在《論天主聖三》提到了，「『認

裡是最輕的，然而卻也是最重的，關係到整個人

識你自己』，也不是如同對一個人說：『看你的

的動向、動能及實現。難怪聖奧斯定在皈依後所

臉！』這只能藉著鏡子做到。當人們對心靈說：

寫《論自由意志》的意志會如同我們前面所說

『認識你自己』，就是在心靈瞭解『你自己』的這

的，是由天主所創，而被創的特色之一是向他的

個時刻，它就是瞭解自己了。而且這裡的認識自

創造者開放，所以，意志是向著天主開放的，人

7

己，不用其他因素，它的臨場就是本身自己。 」

終究要向善及真理的方向前進。

換句話說，「鏡子」是個認識自己的載體，

然而，因為意志的位置處在人的內部底深

在外在的事物中，我們可以藉著水、鏡子、任何

處，而人的外部身體五官是首先與外界接觸，又

反射的東西看到我們人的外部樣貌。那麼，在人

經由情感這類較接近外在的知覺相靠近，因此在

的內在心靈裡，那面反思的鏡子是什麼？真、

現實的價值判斷上，除非經過深入的理性辨識，

善、美、聖、正義，這些價值的透視鏡就像是一

否則這個意志導向的作用可能會流於淺層，還沒

面鏡子在我們靈魂裡，當內在真的認識時，這些

到達真正的內裡價值的真實。所以，意志的自由

6
7

8

Saint Augustine, On the Trinity, Book X.8.
Saint Augustine, On the Trinity, Book X.9.

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 Book X.9.

都是人類記憶、傳統和信念的基底。9」所以，可

性即在此。
當然，在深入的理性辨識經由探問、覺醒、
反思，意志的意向性就會更加清澈了。

知一個人的信念建立實在太多樣了，從一個小嬰
兒開始，甚至可以說從母胎開始，多樣的信念就
已傳達給人，這些都是第一層的秩序。然後，人

參、實踐全人教育

與他者又形成一個大網絡，這之間的連繫就是他
們所用的有限的語言來傳達意義。所以，為什麼

從上述中世紀所論述的心靈運作，若我們把
古代的理論拉到當代時，不禁要問「要如何將古
典理論實踐在當代大學的全人教育」。

在郎尼根的文章裡，他把belief寫成beliefs，因為
養成信念，可以從多方面而來，觀察一個人，可
以是歷史人、國家人、家族人，甚至是宗教人。

的確，聖奧斯定以「自我覺醒」、「反
思」、「內觀」、甚至是「探問」的方法來瞭解
內在，那麼在現代，當我們要設計相關的全人課
程來做為心靈整合時，可以有哪些作法呢？這是
一個從多元到完整的路線，在實踐上可以發展人
與他者、人與自己、人與至善的整合關係。在課
程設計上，也就要在這條路線整理出相關的理念
來做縫合，那麼對於實現全人教育就會有一個完
整的配套措施。

而信念的養成雖然是主體受到客體的影響，
但同時因為「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關
係，一個主體的意念也會擴展到客體的信念。因
此「互為主體性」的關係連結產生一種特有的群
體文化，甚至再由「文化間際」的連結關係再產
生組織，進而到整個社會。這種連結關係的系統
是為了生活秩序而產生的，多方面所形成的社會
建構，為了使社會中生活的主體(人)有一個更便利
的環境，由普通常識的累積、進到實用知識、再

從這樣一個全人、也就是身、心、靈整合的
脈絡來看，我們發現古代哲人們所講的靈魂動
力，或是心靈的力量，都是與內在自我有關的。
所以在實踐的課題，依循這條脈絡，以郎尼根的
主體及客體的關係理論，進而規劃全人教育課
程，從內在的自我為出發點，自我與他者、自我
與真我、自我與至善，自我的價值判斷，再搭配
各科目，設計全人教育的課程。

到科技發展。
(二) 社會文化、歷史常識的課程
當我們在談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時，事實上是
以已經建立在一個秩序來說的，或許我們也可以
理解成是自我與社會文化的關係。社會文化是個
系統，但卻是不完善的，因為這是一個以人為主
體而發展出的社會文化面，是「主體間際」的關
係所產生的特有群體文化，這樣的系統是為了生

一、自我與他者

活秩序而產生的，然而它的無常卻是因為碰到偶

自我與他者的面向，事實上是主體與客體的

然事件，又回到一個動態樣貌，於是就會再改變

關係。首先，我們得先來瞭解人的信念是如何建

成另一種形式。因此它是在一種穩定與動態、時

立，並且在這方面是與社會文化相關，因此在課

常與無常之間的樣態。

程設計上，可以將社會文化及歷史課程放進來，

這麼說來，對於社會系統的知識常是普通

強化學生的常識建立。

的、卻不完善，雖然也需要驗證，但通常不需要

(一) 人的信念的建立

像科學要經過嚴密的過程，就成為普遍概念。換

社會文化與人的信念建立是非常相關的，

句話說，常識的知識通常是應用在日常生活上

Lonergan說有關信念(belief)是這樣開始的，「舉
凡人類的旅行故事、民族故事、英雄功績、聖人
冥想、文學作品、科學發現、以及哲學家的反思

9 Bernard J. F. Lonergan, Collected Works, Vol. 17,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Papers 1965-198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edited by Robert Croken
and Robert M. Doran.,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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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我相關」的層面比較多，是常識的主

從別人而來的。因此，最後的判斷很少來自他個

體。若常識擴大到客體面，那麼就會衍生到社會

人的內在知識，因為他的內在知識為了與其共生

文化。

的諸多外在信念相融合，已經將個人的內在認知

因此，將社會文化、歷史課程運用在全人教

區分出來，反而以這些外在的信念相融為前提，

育的課程設計上，對於主體所在環境的客體歷

來做為最後判斷的價值依據。 10 類似這樣的價值

史、文化以通論來學習，藉由多個世代的連結關

判斷，從來就不會是人的真正內在反應，這已經

係，學習者對於認識自己的客體環境，才會有一

經過很多無形的價值所綜合而得的。那我們怎麼

個縱面及橫面的全盤認識，視野才會深廣。

理解內在的真實呢？或許從藝術面來看會清楚一

二、自我與真我

些。

自我與真我的課程設計上，本文建議從藝術
面來學習真我的覺察。
(一) 心靈的鏡子

(二) 藝術課程的覺察內在
當我們談內在時，事實是我們根本看不到內
在，那麼讓內在的抽象表現出來就必須要有「載

人首先從客體建立信念，去認識及學習，但

體」的協助，載體可以將抽象的意義表達給外在

這些大部份是為了認識客體，與客體共處，所以

的世界，例如藝術就有這樣的功能。所以，藝術

大多數時間是與他者脫離不了關係的，像一個無

無疑是最接近真實的。它的具體呈現是實現的，

形的網牽繫著人的每一條神經，錯綜複雜，甚

但同時也是抽象的。

至牽的很遠，無形的細絲在人的外在週際轉來

以音樂而言，一個抽象音符對應出去成為聲

轉去，就是在外在世界跑來跑去。但人是身體與

音時，聲音成為具體實現，聲音展現了音符所要

靈魂的合一體，靈魂在內在的最深處有個心靈的

對應的意義。樂器成了意義的工具，也可將看不

鏡子，心靈的動力會呼喚人不要忘記人的內在需

到的符號信念展現成聲音進到世界。以繪畫而

求。

言，它的實現方式是靜態作品，類似文字的功

因此，自我會開始與自我對話。到底要怎麼

能。靜態作品的具體實現，其意義所傳達的，除

回到內在的自我，那個內在的自我是什麼？這跟

了畫者以畫作的意義進到世界，需要有視覺功能

心靈的鏡子是有關的。心靈的鏡子是什麼呢？它

的配合，方能進到世界，而音樂需要的是聽覺。

不同於人眼所看到的鏡子，反射人的外表。心靈

藝術的展現在反射一種真、美、善，在一個動態

的鏡子藉著真、善、美、正義，將人的內在反射

的過程中，使一個內在的抽象顯現在外部世界，

在人的行為上。

也就是讓心靈的鏡子反射到人的外在，於是經歷

我們首先要瞭解人是情緒感受的主體，一開

了一個由外而內，又由內而外的過程。

始經驗到的外在事物，很快由情感所發出感受，

在全人教育裡，設計藝術課程除了可藉由藝

這是最普遍的經驗反應，之後在超越的過程裡，

術認識社會文化、歷史傳承以外，同時可以學習

逐步以理性的理解，再到判斷的結果。

內在的情緒、感受、理性的發現，這是一個從外

事實上，當一個人在做判斷時，這是價值成

五官到內在心靈的整合，學習發現內在真實自我

形的最後階段，Lonergan在提到信念(Belief) 的產

的整合課程。

生時，認為一個主體的知識建立不只是來自於個

三、自我與至善

人，還有他人的經驗。而且這樣的認知發展很少

從真我到至善，很容易讓我們與宗教產生關

來自於個人，從一開始時的建立就有很多理念是
10 Bernard J. F. Lonergan, Method in Theology.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2.),
p.21, 37-39, 106-116

連。但姑且不論宗教時，「至善」的確是事情實

(二) 宗教課程

現的指標，且與人的意向性相關。因為一個人朝

那麼，我們所關注的至善之面貌為何呢？或

著他們的意向行進時，誰不會想要達到至善的地

許在這裡我們必要碰觸到基督宗教的創造者，正

步呢？以上述所談的藝術而言，當然實現的目的

如聖奧斯定所詢問的，「創造者是誰？」若要處

也是至善，但我們通常描述藝術會以「至美」來

理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從宗教信念開始，再進到

表達。其實以大學教育而言，認識世界宗教，甚

信仰。

至找到一個信仰，相信對人生而言，也都是美事

全人教育在宗教認識的課題上應該是採取寬

一件，因此在談自我與至善時，談到宗教就是一

廣的態度，除了基督宗教的源流以外，甚至世界

件自然的事。因此，宗教課程的設計也成了本文

上的古老宗教或是當代新興宗教都可以成為教材

建議的方向。

探討的一部份，因為宗教課程的推演，不是像傳

(一) 人的意向性

教士那樣的單一的福音，而是需要配合當地文化

談到與意向性相關的，多瑪斯曾提出「自然

的素材、宗教信念共同來做為價值判斷的結果。

嗜慾」（appetitus naturalis）的觀點，「承認靈魂

所以宗教教育在至善的選材上是多元且廣泛，很

有一種嗜慾機能。為證明此點，要知道任何形式

徝得運用在全人教育的課程設計。

都有其傾向，例如：火之形式使之傾向上升，並

四、自我與至善的辨識

產生與其本身相似者。……這也就是每個東西的

所以，從客體到主體，主體的整合再回到客

自然天性，這個自然形式有一種自然傾向，即所

體，這都是一個動態過程，最重要就是在動態過

11

謂的『自然嗜慾』。」

程中有一個階段性的穩定，當然這個階段性的穩

多瑪斯以火及上升來比喻其自然傾向及上升

定絕對不是至善，但已是一個善的樣貌，這過程

的方向，他所說的「嗜慾」可以把它視為是一種

也是一個愛的辨識的過程。能夠去辨識，也就是

與人內在的意向有關的，換句話說是人朝著他所

價值的產生。因此，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本文建

喜歡的路線前進，但是人的實現是跟意志有關

議以「對話、溝通」來做為課程設計。

的，這怎麼理解呢？由於人的情緒感受剛好界

(一) 至善的辨識

於人內在的前層，雖說人是理性的動物，但理性

辨識是需要透過理智的運作的，而不是在情

思考是內在人的後層，因此人容易受到情緒的影

感的淺層。我們可以觀察，如果人總是按照理性

響，於是在當下的判斷及行事，如果沒有理性的

的常規來行事的話，那麼這個由人所組成的社會

協助，只會流於片面的情感作用，而接近外層的

應該是個規律的運作形態。但其實並不然，在這

嗜慾是比較多變而且快速，顯然較沒有進到理性

個由人所組成的社會裡，12偏偏有很多是人所無法

去思考，然而意志是向著它的創造者開放的，因

預料的事情發生，除了有些不可知的意外以外，

此以聖奧斯定的說法是人最終要向內思考，朝著

另有些是從人的立即感受而發起的，於是因為

向善的路線前進。這是為什為當我們談真我與至

這些不可知的意外及由人的感受所引發的連續效

善時，很容易進到宗教的層面，因為如本文所提

應，接著會有一連串的探索繼續展開，這都是超

的聖奧斯定、多瑪斯，他們都是基督宗教思想的

越的開始，然後要一直到有個結果才有可能暫時

大家，因此在行進的最終路程裡碰到宗教也是自

終止，價值於是成型。

然的事了。

價值是怎麼成型的呢？價值在做判斷時，常

11 多瑪斯•阿奎那，《神學大全》(臺南市：碧岳學社；高雄市；中華道明會，
2008)，I, q80, a1，正解：第三冊，頁109。

12 關永中著，(2011)，《郎尼根的認知理論--《洞察》卷一釋義》。新北市：輔
大出版社。p.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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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種信念交錯在一起，因為一個人身處於家

說全人教育是「邊際教育」，卻反而能在各科專

庭、社會、國家的群體所建構的普遍價值內，當

門分類中，成為邊際中的「縫合」區域，因為無

一個人在做判斷時，事實上已非自己內心最原始

論在哪個分科中，都會碰觸到與人相關的地帶，

的願望，取而代之的，由於是跟龐雜的信念相

即使是一小點，它們仍是縫合的區塊，而事實上

交錯，於是最後出自個人的判斷時，是跟己身之

也扮演一種與各專業彼此間的「對話」角色。因

外的環境有關，這就是跨價值的表現，而跨價值

此看起來雖不太起眼、微不足道，卻帶有平衡各

通常也與人的思想轉向有關，於是形成一個新面

方專精的美妙元素。

貌。

本文探討全人教育以人對於他者的認識，人

(二) 價值回轉與對話課程

對於自己的認識，人對於至善者的認識，以及人

所以，若論到「價值」，價值要怎麼回轉

的確認及辨識。最後的確認是辨識的過程中很重

呢？若我們說基督宗教要與世界各種信念進行

要的階段，雖然這樣的辨識或許是階段性的，但

「愛的連結」，是要讓不同信念者在「關係」

卻是動態中的一個小結果，是過程中很重要的小

中發現「愛」的存在，唯有當人們瞭解「愛是天

小合一，這也是縫合的目標之一。縫合除了是客

主」時，才有回轉的開始。同樣，「達到至善」

體與主體的縫合，也是客體與客體的縫合。

也是一個這樣的動態過程。

因此，本文所談全人教育的實踐，關乎到人

因此，開啟「對話」的空間是非常重要的。

類的文化歷史、人的自我認識、人與至善、甚至

所以說，在全人教育實踐的課題上，除了上

是人與信仰的層層關係。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自我

述所列的自我與文化歷史、自我與自我認識、自

認知及辨識，這樣由心靈的鏡子所反射出來人的

我與至善的課題外，「對話」所強調的是一種全

行為，再擴及到群體，將會是人類秩序穩定的基

面的整合，事實上是一種回到自我與他者的關

礎，這就是全人教育帶來的功效，建立一個多元

係，然而在這裡與全然由客體而來的所建立的

又成為「一」的美善面貌。

自我價值是不同的，這裡是經過自我的辨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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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is mind integration related to holistic education? About ｀mind´, it is related with "what is human" and “what
is inner man in person＂. Exploring the "inner function" or "life principles" of people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from
the ancient Greek to the Middle Ages. But how should classical learning be practiced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How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ody, mind, and spirit connect with contemporary social culture? The current university education
has moved towards knowledge-only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the general education becomes marginal education. Of
course, classiﬁcation specialization is a trend, but it is still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human is" and spiritual integration
in classification specializ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St. Augustine's view of human as the basic thought, and then uses
Lonergan's theory of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to state the policy of integrated curriculum of holistic education. Hope that
such integration can achieve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majors, and holistic education assumes the task of connecting various
specialized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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