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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研究旨在探討基督宗教關懷「 人 」的特色，特別是基督宗教

信仰背景下，面對正向的生命態度與死亡的認知。 本研究主要讓普羅大眾

了解到，「 死亡 」並不是消逝，而是一個生命接著另一個生命的開始。基

督宗教信仰的靈性關懷，可以幫助臨終者在最後的成長階段，達到完美結

束。 臨終者在面對死亡有恐懼時，信仰能使他們無懼死亡嗎? 筆者試著從

基督信仰核心精神「 愛 」，來突顯若沒有愛就沒有救恩，沒有救恩，就永

遠沒有辨法活在盼望中，天主是愛，他也教導我們彼此相愛，聖經中盼望

含有愛的三個趨向：天主對人的愛、人對天主的愛、人對他人的愛。天主

先愛我們，也讓我們明白如果我們真愛天主，那就要為天主去與人相愛，

互愛中才有對天主的真愛。 德蕾莎修女講要愛就在現在這一刻去愛，不可

以推諉，不可以蹉跎，她說：「 我們使命就在今天，昨日已經逝去，明日

尚未到來。 」我們要學習以「 卑微、渺小、無助 」自居，去愛人。 關鍵

字 Keywords： 臨在( Presence )、安寧療護( Hospice Care )、臨終關懷、靈性

照顧( Spiritual Care )、基督信仰、瀕死  

摘

要

(英

) 

Abstract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itarian face of 

Christianity, looking especially at how Christianity has a positive attitude to life and 

death.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has learnt that death is not vanishing. 

Rather death is the passage to a new life. Christian spiritual care for the dying in their 

final stages of growth can help them to achieve a perfect eternal life. The thesis asks 

if religion can give people courage in the face of death. It finds that the principal idea 

of Christianity is love. Without love there is no salvation; without salvation people 

have no cause for hope. God is love and He teaches us to love one another. In the 

Bibl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ove: God’s love for his people, the people’s love of 

God and love among people. Since God first loved us we too must love one another 

for God’s sake. Mother Teresa said, Show love now; do not shirk the opportunity or 

delay.” She also said, “Yesterday is gone; tomorrow has not yet come; we have 

only today. Let us begin.” We have to learn to be humble, small and helpless in 

order to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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