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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的核心議題，在於探討臨終陪伴者，如何藉由基督宗教與佛教信

仰的靈性關懷，來提昇臨終者的生活品質，使臨終者有尊嚴的走完人生

旅程，達到善終目的。 本研究從文獻分析中探討出，基督宗教與佛教

「生」與「死」的核心意義。再將此兩宗教的生死理念相結合，將探討

出的宗教施為，融入在筆者擔任安寧病房志工的實務經驗中。筆者試圖



引導臨終者在面對臨終處境下，能以「正念」重新建構自身的生死信

念，維持其生命正向意義，緩解身、心痛苦與死亡恐懼，能及早為死亡

做準備。本研究試著跳脫出宗教信仰的界限，以「愛」展現生命的力

量，保持內心的平和，以真誠的「關懷」連結臨終者與陪伴者的「關

係」，使臨終者提昇自我的靈性成長，達到生命的超越與解脫。 本研究

主要是讓社會大眾了解到，宗教信仰的靈性關懷不是「傳教」也不是

「說教」；更不等於某一個宗教信仰，它是讓臨終者達到靈性高峰的重

要助緣。次要說明宗教信仰的靈性關懷非只是宗教人士才能適任的工

作，只要每個人開啟天生具有的「愛人如己」與「慈悲心」的靈性潛

能，人人皆能成為一位助人的靈性關懷者。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ays to care for dying patients. The 

emphasis is on Christian and Buddhist methods. The study explores ways in which 

these method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hospital treat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experience of the dying person and preserve his/her dignity in the face of death. 

The research paper begins by exploring Christian and Buddhist notions of life and 

death and proceeds by integrating the two into a combined theory that is then 

applied to my experience as a volunteer on a hospital ward. The purpose of the 

real-life application is to guide dying patients toward a mindset that will help them 

prepare for death and alleviate both fear and physical pain. Though this study deals 

with two distinct religions, it transcends a mere study of religion. Through it, I hope 

to show how a universal principle from both religions – namely love – can 

ultimately build inner peace and help patients cope with the final stage of their 

lives. The point is not to convert patients to either religion but to comfort them. The 

study aims to help the public understand how spirituality in patient care is not a 

matter of religious preaching or religious conversion. Rather it is a matter of 

elevating the patient through love to a higher spiritual state in preparation for death, 

regardless of spiritual inclination. The approach not only helps the patient, but can 

ultimately help the volunteer increase his or her own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compassion and work toward inner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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