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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摘要 現代人如何能夠泰然地面對苦難的問題，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因素，本

研究以莫特曼苦難神學為主體，試圖對苦難的問題做解釋，並找出面對苦

難的意義。目地在於研究天主如何介入人的苦難，做深入地瞭解與探討，

助益現代人面臨苦難問題時，能夠坦然地接受與面對，增進生命的福祉，

做為提供給大眾的參考。 本研究第一部分，從幾位神學家對苦難神學意義

的看法，找出莫特曼苦難神學的淵源與基礎，從莫氏的著作《被釘十字架

的上帝》為主，《盼望神學》為輔，來談苦難神學的意義，藉著莫氏苦難

神學的思想、十字架的論述來推論聖子耶穌與天主聖三及教會的關係，一

次而永久的犧牲，完成了天父對於人類終末的應許、圓滿的盼望。第二部

分是從現代人所面臨的苦難問題與故事典範，來歸納現代人由莫特曼苦難

的象徵意義來有效地運用其理論與面對苦難問題的啟發。 本研究的結果發

現：運用莫特曼的苦難神學，以基督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研究現代人的苦難

問題，是天主與受難的人藉著十字架上的耶穌建立親密關係的因素，人願

意將重擔交托給天主，有助於人們紓解壓力，增進身、心、靈健康的良

方，尤其適合用來關懷醫院的病患。 莫特曼肯定聖子耶穌痛苦的當下，是

天主聖三一起受苦，但受苦的型態不同。這讓人們的受苦不孤單，更是邁

向永恆天國，面見天主聖三的應許，成為人類正確的目標。從苦難體驗的

過程中，堅貞地等候天主的時間與主同行，才能得到永恆的幸福。 關鍵

字：苦難神學、十字架神學、盼望神學、臨終七言、關懷員、終末。  

摘

要

(英) 

Contemporary People Confront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A Stud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Jürgen Moltmann’s Theology of the Cross By Wang, An-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attribute in life happiness for contemporary people, to know how to 

confront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The main part of this study is from Jürgen 

Moltmann’s point of view on Theology of Suffering. The writer has tried to explore 

and explain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facing suffering.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and discuss how God works through peoples’ suffering, and also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and instructions that contemporary people can use when 

they confront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improvement of their welfare in life and some 

referenc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use to the public. The first part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from a number of comments by theologians about the origin 

and the foundation of Moltmann’s Theology of Suffering. The writer’s primary 

objective is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Jürgen 

Moltmann’s Theology of the Cross and Theology of Ho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oss, the Trinity and the Church is expounded and discussed. Christ’s 

one-time sacrifice completes God’s promises and extends throughout all time, 

which gives all people perfect hope. The second part is a series of stories which 

models and sums up how contemporary people can use the theory effectively to face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oltmann’s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his Theology of Suffering.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over how 

we can apply Moltmann’s Theology of Suffering to research contemporary 

peoples’ problem of suffering from the angle of religious belief in Christ. God has 

built into this relationship with suffering people through Jesus Christ, that they be 

willing to give their heavy burden to God, which is helpful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in 

peoples’ lives, to increase people’s success in embarking on an official career, 

and to improve people’s physical and spiritual health in body, heart and mind,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use in showing loving care to the sick in hospitals. Moltmann 

believes the pain of Jesus is definitely present in the Trinity suffering hardships 

together, but that the state of the suffering is different. This allows people not to 

suffer hardships alone, to advance to the eternity of heaven, and to see the Trinity 

face to face right in front of them, which promises to become the greatest and highest 

human goal. The experience of suffering is a process, which with patience and in 

God’s good time, leads to eternal happiness. Key words: Theology of Suffering, 

Theology of the Cross, Theology of Hope, seven last words of Jesus, caring for 

people in the hospital, eternal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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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9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1/3/22 

轉

檔

日

2011/03/30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3905065 2011.3.22 15:37 59.112.118.32 new 01 493905065 2011.3.22 15:37 

59.112.118.32 new 02 493905065 2011.3.22 15:37 59.112.118.32 new 03 493905065 

2011.3.22 15:37 59.112.118.32 new 04 493905065 2011.3.22 15:38 59.112.118.32 

new 05 493905065 2011.3.22 15:39 59.112.118.32 new 06 493905065 2011.3.22 

17:57 140.136.136.29 del 01 493905065 2011.3.22 17:57 140.136.136.29 del 02 

493905065 2011.3.22 17:57 140.136.136.29 del 03 493905065 2011.3.22 17:57 

140.136.136.29 del 04 493905065 2011.3.22 17:57 140.136.136.29 del 05 

493905065 2011.3.22 17:57 140.136.136.29 del 06 493905065 2011.3.22 17:57 

140.136.136.29 new 01 493905065 2011.3.22 18:17 140.136.136.29 new 02 

493905065 2011.3.27 18:59 1.160.130.3 del 01 493905065 2011.3.27 18:59 

1.160.130.3 del 02 493905065 2011.3.27 19:19 1.160.130.3 new 01 493905065 

2011.3.27 19:20 1.160.130.3 new 02 493905065 2011.3.27 19:20 1.160.130.3 new 03 

493905065 2011.3.27 19:20 1.160.130.3 new 04 493905065 2011.3.27 19:21 

1.160.130.3 new 05 493905065 2011.3.27 19:21 1.160.130.3 new 06 493905065 

2011.3.27 19:21 1.160.130.3 new 06 493905065 2011.3.27 19:22 1.160.130.3 new 06 

異

動

記

錄 

C 493905065 Y2011.M3.D22 16:08 59.112.118.32 M 493905065 Y2011.M3.D22 

16:08 59.112.118.32 M 493905065 Y2011.M3.D22 16:09 59.112.118.32 M reli2791 

Y2011.M3.D22 16:10 59.112.118.32 M 493905065 Y2011.M3.D22 18:17 

140.136.136.29 M 493905065 Y2011.M3.D27 19:31 1.160.130.3 M 493905065 

Y2011.M3.D27 19:33 1.160.130.3 M reli2791 Y2011.M3.D29 19:58 140.136.136.29 

M reli2791 Y2011.M3.D29 19:58 140.136.136.29 M 030540 Y2011.M3.D30 7:47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1.M3.D30 7:47 140.136.208.63 I 030540 

Y2011.M3.D30 7:49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