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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育與輔仁大學的實踐 
 

黎建球 

輔仁大學 

 

一、前言 

天主教的教育始自耶穌基督的「耶穌周遊各城各村，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

的福音」（瑪 9/35），之後天主教秉持此一教導，教育成為天主教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天主教自耶穌基督之後重要的教導文獻包括耶稣基督親自教導的天主經（主禱文）、真

福八端、325 年的尼西亞信經、1965 年的天主教教育宣言、1990 的天主教大學憲章。 

二、耶稣的教導 

從尼西亞信經到天主教教育宣言到天主教大學憲章，其中表現的一貫精神就是以耶穌

基督為核心，世界歸向天主為目標、以信望愛為內容、正義公平博愛為方法的教育精神。 

（一）天主經（主禱文） 

天主經（瑪 6/9-13）是耶稣基督親自教導的經文，主要的是以三願四求為教育的內

容：我們的天父， 

願祢的名受顯揚， 

願祢的國來臨，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二）真福八端 

  瑪竇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的內容，記載耶穌在加里肋亞一座山上對民眾的教導， 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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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群眾所提出的教訓（瑪七 28-29）。
1
作者帶領讀者從「進天國」的角度，反省山中聖訓中

的天國。山中聖訓是天主由上而下提拔人進入天國的宣言。天國並非一個靜態的目標，而

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要求人不斷向「更進」的至善境界提昇。耶穌基督本人正是天國圓

滿的實現，天主使他成為貫通萬有，天人合一的王者。2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到安慰！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慕義如饑似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心地純潔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三、教會的實踐 

(一)尼西亞信經3 

  尼西亞信經強調天主教信仰的基本結構： 

1. 關於天主聖父：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祂所

創造的。 

2. 關於天主聖子耶穌基督是：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祂在萬世之前，

由聖父所生。祂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聖

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祂為了我們人類，

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祂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人。祂在般

雀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而被埋葬。祂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

復活了。祂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祂還要光榮地降來，審判生者死者，祂的神國

                                                 

1
 參考林思川神父主日福音釋義。 

2
 參考高夏方，神思 11 期，1991 

3
 天主教的信經除尼西亞信經外還有宗徒信經、亞他那修、及迦克墩信經四種：宗徒信經被視為早期基督教

會信仰的敘述，很可能寫於第一或二世紀的「辯士時期」，主要目的是要澄清信仰內容，特別是回應當時已

被判為異端的諾斯底主義。亞他那修信經出自亞他那修 Athanásios Alexandrías（4 世紀）之手。現代大多

數的聖經研究學者認為此古信經最早曾在公元五世紀流傳於高盧(Gaul)南部的拉丁教會中，但完整的則見於

9 世紀。《迦克墩信經》是在公元 431 年召開的以弗所議會後在公元 451 年所召開的第四次教會議會中制定

的信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AC%E9%9B%80%E6%AF%94%E6%8B%89%E5%A4%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AC%E9%9B%80%E6%AF%94%E6%8B%89%E5%A4%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4%BB%96%E9%82%A3%E4%BF%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8%96%E7%B4%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82%E7%AB%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B%BE%E6%96%AF%E5%BA%95%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4%BB%96%E9%82%A3%E4%BF%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4%BB%96%E9%82%A3%E4%BF%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4%BB%96%E9%82%A3%E4%BF%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9B%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5%BC%97%E6%89%80%E5%85%AC%E6%9C%83%E8%AD%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A6%E5%85%8B%E5%A2%A9%E5%85%AC%E6%9C%83%E8%AD%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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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世無疆。 

3. 關於天主聖神：我信聖神，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祂和聖父聖子，

同受欽崇，同享光榮，祂曾藉先知們發言。 

4. 關於天主教會：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我承認赦罪的聖洗，

只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 

在後來接受並且信奉此信經的有天主教會（羅馬大公教會）、正教會（正統大公教會）、

聖公會（安立甘大公教會）、信義宗（路德宗）教會以及新教理的主要教派。 

此信經的名稱得自於公元 325 年的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在此會議中制訂出了尼西

亞信經，當舉行尼西亞會議時，亞流派的優西比烏提出其信仰論點，遭到強烈否定並被定

為異端。大會在皇帝特使侯休斯的領導下，完成了尼西亞信經。但此信經的完整名稱該是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因為在公元 381 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對此信經內

容做了修訂並獲得一致通過。這之後為了要平息異端說法又有許多信經制訂出來，但是 381

年的會議卻是最後一次天主教派和正教派能夠一致接受所制訂的信經。故現今的尼西亞信

經與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制訂的尼西亞信經並不完全相同，前者較後者為長。 

（二）天主教教育宣言 

 天主教教育宣言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真福教宗保祿六世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

議公佈「天主教教育宣言」。文件列明天主教教育的特色： 

1. 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不拘屬於何一種族、環境、或年齡，人人既皆享有人的尊嚴，

則人人皆在接 受教育上有其不可剝奪的權利。 

2. 人接受的教育乃是基督化的教育：所有基督徒，既因聖水及聖神再生而為新人 (八)，且

被稱為也實際是上主的 子女，則自有接受基督徒教育之權利。所謂基督徒教育，並不

僅在培養以上所描述的 人格成熟，而主要的，是使領受過洗禮的人，於逐步被介紹認

識救恩奧蹟時，能對其 所接受信仰之恩，日益提高意識；能以心神以真理（若：四，

23），尤其在禮義行為 上，崇拜天父；並能按照具有真理之正義與聖善的新人方式，調

整其個人生活（弗： 四，22-33）；這樣才能臻於全人之境，臻於基督的成年（弗：四，

13），而對基督奧 體之增長，有所效勞。 

3. 教育負責人：包括為父母者，既然給兒女帶來生命，便有教育子女的重大責任，亦因此

父母應 被公認為最早也最主要的教育者（十一），教育職責在一種特殊方式下，也屬教

會。這並不僅因為教會應被認為是 一個有資格施行教育的人間社團，而主要的是因為

教會有責任向所有宣揚得救之道， 有責任向信眾輸送基督的生命，並有責任念念不忘

地協助信眾，使他們皆能抵達人生 的完美境界(十四)。 

4. 天主教學校：天主教學校之追求文化目標及青年的人文教育，並不減於其他學校。但天

主教學校的特有任務，乃在學校團體中造成富有福音精神的自由與仁愛氣氛，協助青年，

使他們在發展個人人格時，經由洗禮而成的新人，也同時一起成長，並使整個人類的文

化，終於與救恩喜訊相配合，使學生對於宇宙、生命、人類所逐步獲得的知識，蒙受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6%95%99%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85%AC%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4%B9%89%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5%B0%BC%E8%A5%BF%E4%BA%9E%E5%A4%A7%E5%85%AC%E6%9C%83%E8%AD%B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5%90%9B%E5%A3%AB%E5%9D%A6%E4%B8%81%E5%A0%A1%E5%A4%A7%E5%85%AC%E6%9C%83%E8%AD%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5%B0%E7%AB%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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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光照。」因此，大公會議申明宗教幅度就是天主教學校獨特之處；而且在下列情況

中得以顯示出來。 

5. 天主教大學：教會對較高學府—尤其對於大學及學院—也深為關心。而且在一切屬於教

會 的學府內、教會以一種有系統的步驟謀求：每一學科各依照其固有原則、方法及學

術 研究的自由而作研究，俾使各科知識日益精深，並對時代進步中之新問題及新探討， 

予以極為精確之批判——以求深切了解：信仰及理性二者，如何同歸於一個真理 (三

一) —— 這正是步武教會先師，尤其聖多瑪斯的後塵。由此但願天主教思想，能在提高

高 級文化的整個工作上，彷彿形成一種公開、穩定而又普遍的臨在 (Presence)；也但

願我 們學府的學生，能陶冶成：學識確實傑出、樂於在社會上負起更大職責，並在世

間為 信仰作證的人 (三二) 。在天主教大學中，如尚未設有神學院系，則應設神學機構

或神 學講座，以便在此對在俗學生也授以適宜的神學課程。學術之進步既特賴於有高

深學 識價值之專門研究，故在天主教大學及學院中，應特別支持那些專門提倡學術研

究的 學社。 神聖公會議議鄭重建議： 天主教大學及學院既適當地分佈於世界各地， 便

應向 前拓展， 但不求學生數字之增多， 而求學術研究之卓越；對於前途較有希望之

學生 —— 雖經濟情況欠佳者 —— 亦宜給予入學之方便，而尤以對來自新興國家的學

生 為然。 社會甚至教會本身的命運，既與研究較深學術之青年發展情況，有其密切關

係 (三三)，教會的牧靈人士，便應不僅對就讀於天主教大學學生的精神生活盡力照顧，

而 且也應悉心注意其所有子女的精神訓練，商得主教們的意見後，設法在非天主教大

學 設立天主教學生宿舍及中心，以便在此有精選的司鐸、修士及教友，能以給大學青

年 提供神修以及思想方面的輔導。至於天資較高的青年，無論其為天主教大學或其他

大 學者，如認為適合任教或研究工作，皆應悉心善為培植，並鼓勵他接受教學任務。 

（三）天主教大學憲章 

天主教大學憲章是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０年八月十五日聖母蒙召升天節所公

佈。 

1. 天主教大學的身份：是「以嚴謹、批判的態度，藉著研究、教學與服務，來維護、促進

人類尊嚴和文化傳承」的學術團體。  

其基本特徵「無論個人或團體，均須受到基督精神的感召。在信仰光照下，不斷反省日

益成長的人類知識，並渴望透過自己的研究來增進知識。忠於教會所傳給我們的基督訊

息。機構性的投身於為協助人類『由今世旅程到達賦予人生命意義的超越目標』」。  

2. 大學團體 ：天主教大學的獨有特徵，導源於基督本身和祂的福音；其特徵是：彼此尊

重、坦承交談及維護個人的權利。它助其成員達到人格的完整，而每位成員也按其獨有

的角色和能力，貢獻心力，為促成團體的合一，及維持、加強天主教大學所獨有的公教

特色。  

3. 天主教大學與教會：每所天主教大學，與其所在地的地方教會，有著非常直接的生活分

享，與聖座有特殊的聯繫，因為它被召為整個教會提供合一的服務。其結果是，大學對

基督訊息之制度性的忠貞，包括承認並接受教會在信仰與道德方面的訓導權威。其成員

也應忠心服膺教會，並接受所包括的一切。非天主教成員，亦須尊重天主教大學內的公

教特性，而大學也尊重他們的宗教自由。  

4. 天主教大學服務的使命： 為教會和社會服務、牧靈職務、文化的交談及福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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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主教教育的特質 

1. 以基督為教育的基礎：基督是提昇人性，使人類生命獲得意義最终目的。 

2. 重視人文素養：重視人類基本權利及尊嚴、尊重生命、身心靈健康。 

3. 富於同情心：對弱勢者的關懷及愛心，對極需援助者給予援手。 

4. 履行公民責任：為國家、社會福祉及人類精神文明作出貢獻。 

5. 明辨是非及道德勇氣：有能力批判和評估社會風尚及傳媒產品，並提出建議。 

6. 培養高尚品味：懂得欣賞大自然、藝術、音樂、文學等的美之所在。  

7. 培養創新發展的能力：發揮每人不同的天賦才能，在「真理使人自由」推動下，邁向

「新天新地」。 

五、輔仁大學的實踐 

輔仁大學自 1925 年建校之初（1925）即以「輔仁以友，會友以文」為校訓，並以「介

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養成碩學通才」為宗旨，並以此精神作為全人教育

（Holistic Education）的目標 ，這也是在面對「五四運動」（1919-1927）所揭櫫的新文化運

動的另一種聲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輔仁大學的做為似乎希望能够撥亂反正，將那些「打

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的主張能够有所導正，而這樣的主張也得到積極的回應，許多的碩

學鴻儒都在輔仁大學任教，輔仁大學比很快的成為北平四大名校之一（北大、清大、燕京），

特別是在抗戰時期輔仁大學師生在北平淪陷時期的表現贏得了國民政府的表揚，唯一承認

在淪陷區內的學歷。 

 1961 年輔仁大學在臺復校，1963 年第一屆大學本科生入學，于斌校長（1961-1978）

在開學典禮上以承接北平輔仁的「輔仁以友，會友以文」的校訓，再加上「真善美聖」的

新校訓，並接合于校長個人主張的「三知論」（知人、知物、知天）為臺灣輔仁的新校訓。

1978 年羅光總主教繼于斌樞機之後提出生命哲學，1993 年李振英校長提出輔仁大學宗旨與

目標，2017 年董事會提出宗旨與目標試行本，而構成了可以實踐發展的目標。 

（一）于樞機的三知論 

于樞機於 1959 年提出三知論4後，三知論成了于樞機對生命的目的與內涵的重要主張。

                                                 

4
 于樞機於 1959 年 4 月 21 日接受國防部邀請演講時，首先提出這個名詞。但實際上在 1957 年他在紐約時就

己提出了這個觀念，但那時都是為年輕人講的比較沒有受到注目，而 1959 年的演講因是公開且是在國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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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 

「我所講的三知論也沒有發明的意義，就是古人所說的知人、知物、知天，這還是古

人已經注意的一個問題。不過當中因為時代的演變，尤其是歐風美雨，西學的輸入，中西

文化的交流，種種錯綜的關係，慢慢的將古人這個號召沖淡了，甚至於否認了，故今天提

出這個問題，雖不是一個新的問題，但至少是要求大家有個新的注意。」5
 

于樞機提出知人知物知天的三知論，可說是完全接受中國傳統的看法並把傳統的意義

擴大，成為今天人人可以實行的方法。他首先說明知，以為知的目的就是為學要淵博，祗

有博學之後才能破除「門戶之見，學派之見，偶像主義，影響到客觀，影響到獨立。」6他

要提出一個新的智育的主張：「即中國所謂智、德、體，－－智育、德育、體育。」7于樞

機由知的意義到知的內涵的說法，証明了知的目的。就是要將知的範圍擴大，不能祗停留

在膚淺的生理之知或祗求証據但卻証明不了一切的科學之知，而是要向天地開放，他曾批

評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8將人類歷史以進化論方式分成三個階段的錯誤，他以

為這樣的結果造成祗重自然科學之知而不重哲學、不重宗教，自然也就影響到了道德、政

治、經濟、甚至對整個人生的活動，都造成了影響，因此，為今之計祗有提出「三知論」

來「打破這種學術界的褊窄主義，建立起淵博的學術理想。9」于樞機的三知論是以知人、

知物、知天的順序提出，也就是先求知人再求知物，最後再求知天；但從影響面言，則是

知天、知物、知人；而從現代的知識面言，則是知物、知人、知天。這些不同的順序，並

不影響三知論的內涵，而更增三知論的多樣性。至於內容方面他則以為「知物就是中國的

格物致知，知人就是古人的致知論，知天也是在致知的範圍內，天人是不分的。」10
 

于斌樞機的全人教育理念－真、善、美、聖 

生命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所有可以認知的都已達成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去實行了，也

就是說生命的品質該是如何呢！照理說，如果我們的生命、靈魂是來自於天，天是無窮的

美善，則我們也應當是美善的，但是由於我們的生命不僅有超性的生命，也有本性的生命，

                                                                                                                                                              

以受到極大的注意，他自己也以這個時期為起點。他自己雖以為三知論是一個他自己杜撰的名詞，卻認為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名詞。 
5
 三知論，于斌總主教言論集 45 頁。 

6
 同註 5，46 頁。 

7
 同註 5。 

8
 于樞機在演講稿中講的是孔德，但紀錄的人卻聽成了康德，這可能是于樞機的東北口音的關係，這樣的情

況已有多起，筆者在大學聽于樞機演講時，就有多次被同學問及。 
9
 同註 5，48 頁。 

10
 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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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結合產生了衝突11，更由於人類世俗化的結果，使得生命的品質愈形低落，為今之計，

祗有落實生命的修養才能將生命發展起來，于樞機在這方面有許多的主張，除了前述的三

知論之外，將依前節所述的順序加以表述。 

1. 真善美聖的為人目的 

2.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為學目的 

3. 通人、通儒、通才與學通天人的目的 

4. 明是非、辨善惡，誠意、正心、篤信、力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力行工夫及抱負。12
 

（二）羅光主教的教育理念13 

 1978 年 7 月 18 日，當時羅光主教已確定將接任輔仁大學校長，他在一場天主教中小

學主任講習會裏講〈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應有的特色〉，可以代表他所思考包括輔仁大學在

內的天主教學校的教育理念。關於天主教學校的教育目標，羅光主教先引述梵蒂岡第二次

大公會議的「教會教育宣言」： 

 「真正的教育的目的，乃為培植人格，以追求人生的最後目的，同時，並追求社會的

公益，因為人為社會之一員，及其成長也應分盡社會的職責。」（第七節） 

 「在一切教育工具中，學校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因為學校的使命為悉心培養學生的智

能，發展正確的判斷能力，傳授上代所得的文化遺產，激勵價值意識，準備職業生活，在

不同性格，不同環境的學生中促進友善相處，培養互信互諒的氣氛。」（第二十節） 

 「所謂天主教教育，不僅如上所述之培養完善的人格，其主要者乃為使領受聖洗的教

育青年，逐漸認識救世的奧蹟……能按照具有真實的正義與聖德之新人的方式度私人生活。」

（第九節） 

 羅光主教引述的三段文字，第一段是說明教育的目的；第二段說明學校教育的目的；

第三段則是說明天主教教育的目的。 

                                                 

11
 天主為了愛人、尊重人、給了人自由，使人可以自行抉擇，因而產生了困擾。 

12
 這一篇講詞是 1961 年 9 月 20 日輔大哲學研究所開學典禮的講詞，在這篇講詞中于樞機語重心長的提出這

些看法，筆者揣測目的有二：一是指出輔仁大學開辦哲學研究所的目的，另一則是因為當時（1961 年）祗有

台灣大學有哲學系，輔大招進來的幾乎都是來自台大，因此于樞機強調輔大的特質，期勉他們能為輔大的理

想奮鬥。 
13

 本節摘自輔大校史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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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教育的普遍目的而言，主要是培育青年人的人格。人格的基礎是天生的。……每

個人要在這種天生的基礎上，建造自己的人格。……學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於教導學生琢

磨自己的天生質料，以建造高尚的人格。為培育人格，應先給青年們一個崇高的模範。孔

子為教門生培育人格，指示學生以『君子』作模範。我們天主教的人格模範乃是『基督』。……

天主教學校教育的目的，便在於培育青年人知道自立、自主，知道自立自主的範圍，習摜

在適當的範圍內去活動。」 

 以人格教育為基礎，羅光認為教育的進一步目的是使學生了解生活的意義，也可說是

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目的，當然是宗教的信仰；然而，不談宗教信仰也可以講人生目的。孔子、

孟子常以自己負有建設倫理，以立己立人的天命。知道自己負有一種使命，就是生活目的。 

 人生的目的，乃是一盞明燈。可以照見各種學識和各種技術的意義。人生的目的又是

一根繩索，能把學術和生活聯繫起來。給人一個生活的意義。」在羅光看來，強調德、智、

體、群四育的教育內涵固然是好的，但天主教學校的教育，是以人生的最高目的，統轄四

育。而所謂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為基督作見證。羅光主教解釋說： 

 「此並非把學校變為宣傳宗教的機構，更不是把學校變成一座教堂。」 

 「天主教學校對於天主教學生，應該培育信仰的知識和實踐施以宗教教育，使學生『逐

漸認識救世的奧蹟，能日益領悟信德的恩寵，能以心神以真理崇拜天父。』 

 對於非天主教的學生，應給他們良好的機會可以『認識救世的奧蹟』，而且更要在不信

基督的社會裡，以事實作福音的見證。」 

在此目標下，羅光主教認為天主教學校有如下之特色。 

1. 開放性 

  在學校的招收方面，天主教學校是開放的；在教師的聘請方面也是開放的，在思想方

面更是開放的；接收當代的思想，保存民族的傳統，對於學生的錄取不分宗教信仰，絕不

強迫學生參加天主教儀典。祇是在學生的心理上，給予走向福音的啟示。 

2. 富有福音精神的仁愛與自由 

  天主教學校素來以實行愛的教育為特色。校長和老師對學生常以愛為原則，尤其對於

有問題的學生，常以愛去輔導。雖然懲罰在青年的教育上，有其重要性，然而，要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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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懲罰時，知道懲罰是出自愛心。 

  福音的自由，是人格的自由，是天主義子的自由，在學校的校規和教育的法令內，應

容許學生有相當的自由，以培植學生之自動自發精神，這種自由應當是健全人格的表現。

目前我們的教育因著考試的壓力，學生常是被動地接受教育，缺乏思考的習慣，缺乏正確

的判斷力。我們天主教學校要在精神方面鼓勵學生自動自發。 

3. 教師的身教 

  「我們要求教會的學校時培育人格的學校，我們必須要求學校的教師，人格高尚，品

行端重，在目前師道衰頹的時代，我們的學校要尊師重道。 

  為提倡這種風氣，最重要的一點，是老師們能自重。行為輕浮，不求仁義祇求利，思

想不純潔的人都不可以在我們的學校任教。」 

4. 尊重民族傳統文化 

  「天主教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宗教，所有信仰的思想及儀式，雖然因原在歐洲養成而

又由歐洲向外傳播，帶有歐洲文化的型態，然而，天主教在每一個民族裡，是該民族的宗

教，在思想和儀式上應該接受該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天主教是中國人的天主教，在中

國人主管的教會，中國信友裡有了哲學專家時，便要使神學和教儀中國化。因此，天主教

學校應特別看重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學生實行固有的善良倫理，實踐三民主義，培養民

族意識，愛護國家和民族。」 

 從 1988 年的另一篇名為「輔仁大學的教育理想和現況」的文章中，大致可以看出羅

光主教於教育思想是在同樣的氛圍中發展。他說： 

「輔仁大學名為天主教大學，實際上在一萬五千多位的學生中，只有五百位天主教教友；

在一千一百位教師中，只有一百五十位天主教教師。……在這樣的具體環境裏，為表現天

主教教學的理想，輔仁大學乃有幾項教育原則。 

(1) 學校是開放的：…… 

(2) 人格教育：…… 

(3) 愛心教育：…… 

(4) 自主教育：…… 

(5) 宗教輔導：天主教學生組織同學會，有要理班、歌詠團、聖經班、禮儀輔導。同學又

組織醒新社和同舟社，邀教友同學參加，兩社各五百多位社員，從事校外的社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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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盲人院和痳瘋病院的病人。 

(6) 學術研究：一方面重視思想教育，編印天主教思想書，供全校師生參考。一方面發展

其他學校沒有的學系和研究所。以輔大私立學校的人力和財力，不能和國立學校在所

有課目上競爭，但是選定我們學校所長而別校所短的學科，盡力發揮。」 

 在這篇文字的前面四項與其 1978 年所設想的並無二致，並在各種不同的機會經常闡

發。後兩項則是新的教育環境下的思想，有關於宗教部份，經過反覆的溝通，教育主管機

構對宗教的敏感心態減少，宗教也被接受為學術的一部，因此可以推動在學校中與宗教有

關的活動。至於學術研究，則是因大學增加，彼此間的競爭也增加；私立學校在經費上無

法和公立大學競爭，必須建立自己的特色。這兩項可用宗教教育及私立學校兩者來說明。 

 在前述羅光主教的教育理念中，宗教教育與人生的最高目標其實是同樣的事情，宗教

信仰的精神貫穿教育，在羅光看來是天經地義的事，只是教育主管單位不理解。所以在宗

教教育上，羅光的主要訴求是宗教教育的合理性。他曾從歷史出發加以考察： 

 「在民國成立以前，教會學校有宗教教育，民國初年教育部不承認宗教教育，國民政

府的教育法令禁止在私立學校以宗教為正式課程，並且不容許學生參加宗教儀禮。 

 為什麼有這種事實呢？中國知識份子，認為天主教與基督教為侵略中國及中國文化的

歐美帝國主義，再者，他們認為宗教是迷信，和現代的科學相矛盾。但是，現在我們若問

政府官員和社會知識分子，大家都不說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也不願說是迷信，然

而卻又覺得宗教和教育不相關，不必在教育內有宗教教育，這是因為中國歷代對於宗教的

觀念，祇知道人和神靈的關係，這種關係僅祇是求福免禍的關係。天主教和基督教則肯定

宗教信仰為人生的基礎，包括人生的各部份，人生的目標和一生價值觀，都以宗教信仰而

定，教育既為培養人格，便應該有宗教教育。」 

 他反對教育主管當局，長期不承認神學學位的做法。他指出神學院做為人文學科之首，

不僅在中古時期，現在歐美許多大學仍然如此，即使在不信基督宗教的日本、韓國、印尼

也都承認神學院的學位。宗教教育問題在結構上，來自於教育主管當局對私立學校的管控

與限制，這是羅光主教在從事教育工作後的經驗。1989 年至 90 年間，立法院通過新的大

學法及私立學校法。羅光主教認為：「新的私立學校法，第一不要冠以私立，第二不要偏於

防患的消極精神。」羅光認為不要用「私立」，而要用民立，他也對教育部的「輔導」非常

的反感，他說： 

 「所謂輔導，常把民間創立的學校，看成小孩，看成歹徒，嚴加看管，派來從沒有辦

過大學的督學，按照法規條文，指專任教授人數不夠數目，他也不想民立學校的經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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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立的學校相比；指出教外文的教授，外籍人數過多，他也不想教美文以美國教授，教

西班牙文以西班牙教授，可以教得更好。輔助經費，一個富裕的政府應該樂於去做，使國

民所受教育常是優良的教育。但為補助應規定明瞭的原則，不要由教育部隨意去獎勵，或

者學校千方設法去追求。……民立學校不是營利機構，是替國家辦教育事業，教職員的工

作薪金，學校要付，他們的保險金和退休金，應該由政府負責。」 

 基本上羅光主教認為政府獨攬教育權是有問題的。教育權是一種天生人權，屬於父母

所有。他說：「無論在什麼制度之下，子女是屬於父母的，家庭為先天的組織，在法理上，

在歷史上，先於國家；國家雖也是先天的組織，乃為補家庭之不足。」因此父母有為子女

選擇學校的權利，私立小學及中學生抽籤的規定，就是對此人權的剝奪。不開放私立中學

的設立同樣是剝奪人權。他認為政府應多支持私立學校，支持的辦法他不贊成用獎助的辦

法，因為獎助金既少，分配的標準又很難達成，結果常不發生效果。「就是生效，也造成好

的學校繼續好，壞的學校繼續壞。」支持私校的辦法，首先是容許各系所按需要提高學雜

費。其次是政府應訂定固定支持私校經費佔全年教育經費的百分本，「按照各私立學校的學

生人數和教師人數和研究工作之所需，每年核發各校支助費，使學校安心訂立發展目標和

計劃。」他的想法到今天為止，仍在私立學校和教育主管機關的拔河中擺盪。羅光主教在

就任輔大校長後所推動的「敬天祭祖」，頗能代表他的教育理念。 

 敬天祭祖首先由于斌自 1970 年後提倡，但在輔仁大學內舉辦，則自羅光時期開始，

他說： 

 「輔仁大學為教會學校，在教育方面須特別注意人格教育，在生活方面應培植學生有

正確的觀念，……因此學校乃有禮儀週、教孝月，便也要舉行祭祖典禮，教學生愛家庭、

重孝道。彌撒為天主教唯一重大禮儀，社會也都知道天主教行彌撒，我們也就應該讓學生

們見識見識。……可是教育法令禁止在學校有公開宗教典禮，我乃想在學校舉行祭祖，教

育部不能反對，祭祖前有彌撒，教育部也不能挑剔。」「這項典禮，從我到校長任所後開始，

已經舉行了十多年，學校同事中在開始時有許多人不贊成，不贊成舉行彌撒，說是參禮多

係教外學生，不懂彌撒意義，不守禮儀規則。但因我堅持，大家漸漸進入狀況，在我退休

前兩年，大家都感到禮儀對學生很有意義。」 

 由於培養學生自主及愛心教育的理念，羅光相當尊重學生表達意見的權利。1980 年代

後期，各校學生運動盛行，輔仁大學現任校長黎建球有如下的回憶： 

「一九八八年臺灣正值總統選舉，各界對改革之期望至深，乃集合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向當

時的總統候選人李登輝先生請願，頗有不達目的絕不中止的味道，大學生在這些請願活動

中扮演了極為積極的角色，頗令各大學校長憂心。輔大學生當然也不例外，羅總主教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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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去探望他們，羅總主教一方面和他們在一起，一方面也同時要求他們儘快返回校園，

當時，輔大學生也很爽快的向校長報告：見到了總統，訴說了心願之後，就會返回校園。

而學生們也真的如同所答應校長的就再三月二十一日返回了校園。第二年，一九八九年五

月大陸天安門事件發生，臺灣的學生為聲援大陸的學運，群聚在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學

運期間羅總主教也曾經兩次親自去看學生，和他們坐在一起，支持他們，鼓勵他們，並聆

聽他們的心聲，但也要求他們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他在任校長期間時時以學生為念，

也對學生很有影響力。」 

 1990 年 3 月是台灣學運的最高潮，各校學生聯合在中正紀念堂靜坐，羅光也在 3 月 

20 日前往探視，他似乎是一個沒有缺席學運的老人。在各種學生活動中，黎校長也認為羅

光主教常是站在學生一邊的，他說：「常有人說羅總主教的脾氣不好，很像一隻湖南騾子，

而事實上他常常是對那些社會上、國家政策及法令上的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上發火，特

別是擔心學生權益受損時，他就會十分著急、生氣。筆者在任訓導長期間就曾有一次為了

學生要求的活動，訓導處不同意，總主教站在學生一方，討論中，我們也不願讓步，就在

言語中槓了起來，他在情急之下，拍著桌子堅持，我震懾於他的威嚴，也感動於他為學生

爭取空間的愛心。」 

 在羅光任校長之後，輔仁大學的導師制度漸有規模，羅光要學校的導師們放下身段，

採取溝通的態度。他也說明他對學生運動的態度： 

一、 任何的活動，溝通的模式是：可以，但是……，告訴學生該如何做？讓大家都可得到

益處。 

二、 學生參與本校各級會議，凡是參加者皆可投票，無論是行政會議或是校務會議。 

三、 要有限制。不能妨礙同學求學的環境、不能作人身攻擊、不違背政策（因那是政治問

題）、校外行為自己負責。 

在那個學運狂飆的年代，羅光主教按照他的教育理念行事，舉重若輕的平安度過。 

（三）輔仁大學宗旨目標的出現及改變 

羅光主教於 1992 年卸任，由李振英神父接任，李神父作風平實，看到輔仁大學的發展

不能僅只於領導人的德範懿行，而需要有一套可令後繼者可以實踐的有效方案，於是在 1993

年成立了「使命小組」，以準備草擬輔仁大學的宗旨與目標，當時的成員有：柏殿宏副校長、

詹德隆副校長、羅四維神父、黎建球教務長、楊敦和院長、周善行院長等六人，經過二年

的研擬完成了目前的輔仁大學的宗旨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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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旨：天主教輔仁大學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致力於中華文

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理，以促使社會均衡發展及增進人類

福址。 

2. 目標 

(1) 人性尊嚴：肯定人性尊嚴與天賦人權，尊重學術自由與信仰自由。 

(2) 人生意義：探討生命意義，建立完整價值體系；提昇道德生活，重視各科專業倫理。 

(3) 學術研究：專精學術研究，追求真知力行；培育人文精神，推動知識整合。 

(4) 團體意識：強化師生員工之良性互動，培養群己關係之平衡發展。 

(5) 文化交流：加強中西之文化交流，促進理性與信仰交談。 

(6) 宗教合作：鼓勵師生瞭解基督信仰，推動宗教交談共融合作。 

(7) 服務人群：秉持正義，發揮仁愛精神，關懷社會，邁向世界大同。 

以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各方面之努力，邁向整全卓越的天主教大學，達到知人、知物、

知天之合一理想。 

這一份宗旨與目標的完成，對輔仁大學而言，不但是一個創新之擧，更是全世界天主

教大學的典範，她不但呈現了完整的天主教教育的理念，更展現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

後的大公精神與先知性角色。 

輔仁大學這一份宗旨目標公佈之後巳歷經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之內，輔仁大學依據宗

旨目標的設定，在天主教的使命之下已陸續奠定了成為天主的大學的規模，不論在天主教

的研究（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天主教的教學（教育學院、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宗教

系、哲學系、歷史系、社會工作系以及全人教育等各種課程）、天主教文物的典藏（天主教

文物館）以及天主教的社會服務（各種社團及正在構建的附設醫院）等都已粲然大備，已

有成為世界性天主教大學的規模，但不可諱言的，由於臺灣充斥着世俗化、功利化、多元

化、享樂主義及自我中心的價值觀，如果承擔責任者未能事先籌謀，輔仁大學的建校目標

及天主教的教育理想早晚也會被侵蝕，因此，加強理想的教導，天主教研究的深化、天主

教教學的廣被、以及天主教的社會服務的擴散都是大家應該共同努力的。 

而為了更清晰簡明化宗旨與目標，輔大董事會於 2017 年重新修正了宗旨與目標訂為試

行版（經 106 年 3 月 16 日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19 屆第 4 次會議決議試行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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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願景、宗旨與目標建議修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願景 
以基督博愛精神，成為具社會影響力的

大學。 

以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各方面之努力，

邁向整全卓越的天主教大學，達到知人、知

物、知天之合一理想。 

宗旨 

天主教輔仁大學，為追求真、善、美、

聖全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致力於中華

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獻身於學術研

究與弘揚真理，促進永續均衡發展，增

進人類社會福祉，以達到知人、知物、

知天之合一理想。 

天主教輔仁大學，為追求真、善、美、聖全

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致力於中華文化與基

督信仰之交融，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

理，以促使社會均衡發展及增進人類福祉。 

目標 

一、  人性尊嚴 

肯定人性尊嚴，尊重天賦人權。 

二、  人性尊嚴 

肯定人性尊嚴與天賦人權，尊重學術自由與

信仰自由。 

二、人生意義 

探討生命意義，建立完整價值體系。 

二、人生意義 

探討生命意義，建立完整價值體系；提昇道

德生活，重視各科專業倫理。 

三、教學研究 

尊重學術自由與學術倫理，推動知識整

合。 

三、學術研究 

專精學術研究，追求真知力行； 

培育人文精神，推動知識整合。 

四、團結關懷 

提昇群己關係，發展關懷文化。 

四、團體意識 

強化師生員工之良性互動， 

培養群己關係之平衡發展。 

五、文化交流 

增進文化交流，培育人文精神。 

五、文化交流 

加強中西之文化交流，促進理性與信仰交

談。 

六、宗教精神 

鼓勵師生瞭解基督信仰，促進理性、信

仰與宗教之交談及合作。 

六、宗教合作 

鼓勵師生瞭解基督信仰，推動宗教交談共融

合作。 

七、服務人群 

發揮仁愛精神，秉持正義，邁向世界大

同。 

七、服務人群 

秉持正義，發揮仁愛精神， 

關懷社會，邁向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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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省 

(一) 如何實踐以基督博愛精神，成為具社會影響力的大學。 

(二) 向世俗主義妥協？ 

(三) 福傳工作更深化， 

(四）師生共同體的精神 

(五) 學術的基督化？ 

(六) 還有成為宗座大學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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