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服務場域、社會支持、 

生命健康資訊對死亡態度的影響 

Do types of volunteering, social support, life-health 

information influence the attitudes  

toward death and dying among older adults? 

 

朱晏瑢 

Chu, Yen-Jung 

 

指導教授：沈蕙雯 博士 

Advisor: Shen, Huei-Wern,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August 2020



 

 

 



 

謝辭 

回首三年的碩士生涯，首要感謝的是指導教授─蕙雯老師，謝謝您總是

給我信心、全力支持著我，讓我在對於研究感到迷惘的時候，能夠重新朝著

明確的目標勇往直前，感謝您總是耐心地與我討論研究過程中的盲點與擔

憂，讓我可以改善自己的不足而能更順暢地完成研究。在與您討論論文的過

程中，我從您身上不僅學習到了統計及論文寫作方式，更多的是對於生活的

態度與想法，未來，我會將這段時間的經歷與成長帶進實務工作中，時刻提

醒自己，讓自己能持續進步。同時，也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王永慈老師與

溫信學老師，非常謝謝兩位老師在口試過程中所給予的建議與指引，讓我能

夠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論文的撰寫，進而提高論文的完整性。 

此外，感謝家人一路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撰寫論

文；感謝在這段時間裡陪伴在我身邊的每一位朋友，因為有你們的關心與鼓

勵，讓我在每一個徬徨無助的時刻能有個溫暖的依靠，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碩士生活在這裡就要畫上句點，我會謹記這三年所學，並努力運用到實

務工作。最後，真的很感謝這些日子以來出現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個人，你們

的一句話、一個行為都成為我繼續努力走下去的力量，我會帶著這些能量與

養分邁入下一個階段，發揮所長。 



I 

 

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參與志願服務的中高齡者是否會因其不同服務場域而讓他

們對於死亡態度產生差異；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所得到的社會支持是否會影響他

們對於死亡的態度；以及知悉生命健康相關資訊是否會讓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對

死亡產生不同的想法。研究採用實體及線上的問卷調查法，以「中高齡者死亡

態度量表」為主要測量工具，同時詢問他們的志願服務場域、社會支持與對於

生命健康資訊知悉的狀況。研究對象為臺北市年滿四十五歲之中高齡志願服務

者，正式樣本採取分層抽樣，共發出 661 份紙本問卷及 97 份線上問卷，在回收

488 份紙本及線上問卷後，首先去除未滿 45 歲的填答者，以及系統性遺漏者，

再以平均數插補法進行資料的修正隨機遺漏值，最終獲得 471 份完整有效問

卷。本研究先對紙本受訪者及線上受訪者進行檢測，發現紙本（376 份）及線

上問卷（95 份）的結果在死亡態度五面向都有顯著性的不同，因此，本研究最

後只採用紙本問卷資料（376 份）。本研究有將近四成的受訪者同時從事兩種以

上的志願服務工作，而且當中有近五成的志願服務者已經服務滿九年以上，從

此研究結果可知，志願服務是一種長期投入時間、體力、心血的活動，除了可

能成為退休生活的興趣與樂趣，亦能發展成一種全新樣貌的生活風格。從階層

式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得知，信仰天主教/基督教、離婚、自覺健康狀況、從事生

態環保類型、志願服務年資、與生命健康相關具體行為都與負向死亡態度（死

亡恐懼、死亡逃避）相關；而性別、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或天主教/基督教、

已婚有偶、子女數、自覺健康狀況、社會支持程度以及生命健康資訊接收都與

死亡接受（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中性導向的死亡接

受）相關。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未來政策、實務社會工作、及研究

的討論與建議，以期對中高齡志工的死亡態度有更深入的了解及有效的應用。 

關鍵字：志願服務場域、社會支持、生命健康資訊、死亡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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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intends to understand a few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whether 

the older volunteers’ death attitudes differ by the volunteering types? Does the social 

support that older volunteers receive influence their death attitudes? And whether 

receiving health/life-related information influences older volunteers’ death attitudes? 

Using survey methods with both paper and online questionnaires, information about 

types of volunteering, social support, life/health information, and the 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DAP-R）was included. The sample was from volunteers who were 

45+ and provided services in Taipei City, and among 661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488 were valid. After performing mean imputation, 471 cases with complete data 

retained. Additional test was conducted to detect whether respondents for the paper-

based survey was similar to those who completed survey online. We found 

respondents of the paper（n=376）and online（n=95）surveys we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ir death attitudes. Therefore, this study only included those who completed 

paper questionnaires（n=376）. Descriptive findings show that nearly 40% of the 

interviewees in this study are engaged in more than two types of voluntary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and nearly 50% of them have volunteered for more than nine years.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volunteering can beis an activity older adults invest their time 

and energy in. Such activity can thus be considered as a new type of retirement life. 

Findings from the hierarchical OLS regression models show that Catholic/Christian, 

divorced, self-rated health, environmental types of volunteering, years of 

volunteering, and health-life-related behaviors are all relate to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death attitudes （Fear of Death and Death Avoidance）, whereas sex, 

Buddhist/Taoist/Kuan Taoist, Catholic/Christian, married, number of children, self-

rated health,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life-related informations are related to the 

acceptance of death（Acceptance, Escape, and Neutral Acceptance of Death）.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ions for policy,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proposed. 

Keyword：types of volunteering, social support, life-health information, attitudes  

toward death and 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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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其服務場域的不同對死亡態度之影響，

以及知悉生命健康相關資訊是否會讓他們對死亡產生不同的想法。本章節總共

分為三小節，分別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以及名詞釋義，茲分節

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口高齡化是現今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熱門議題之一，而人口高齡化並非

必然成為社會問題，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也可能成為社會隱形的生產力來源。

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即提出『活躍老化』的概念，認為若要讓老化成為正向的

經驗，就必須達到健康、參與、安全三者最適化的狀態，確保老年生活品質；

而在 2012 年時，世界衛生日亦以『高齡化與健康』作為當年度重要的主題之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民 104）。 

反觀臺灣目前的狀況，我們從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公布的中華民國人

口推估報告（2018 年至 2065 年）可以得知，我國老年人口比例逐年顯著上

升，1949 年 65 歲以上人口僅佔總人口 2.5％，1993 年 65 歲以上人口提高至 7.1

％，臺灣進入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並在 2018 年 65 歲以上人口達到

14.56％，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同時，國家發展委員會推

估，臺灣預計於 2026 年 65 歲以上人口會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國家發展委員會，民 107）。另外，從臺北市民政局網站上所公

布的統計資料可以發現，截至 2019 年 8 月為止，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中，65 歲

以上人口以大安區、士林區、文山區為前三多之行政區；若加上 45 歲至 64 歲

之中年人口，可以看到整體中高齡人口數亦是以大安區、士林區、文山區為前

三多之行政區（臺北市民政局，民 108）。 

為了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政府於 1980 年制定了「老年福利法」，並且在

2015 年為符合社會環境變遷的需要進行修正，於服務措施的章節中規定『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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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應依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健康促進、延緩失能、社會參與及多元連

續服務員則規劃辦理』，同時要求各主管機關鼓勵老人參與志願服務。另外，在

「建國一百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之福利服務部分有提到『政府應結合民間倡

導活躍老化，鼓勵老人社會參與，提供教育學習機會，提升生活調適能力，豐

富高齡生活內涵。並強化代間交流，倡導家庭價值，鼓勵世代傳承，營造悅齡

親老與世代融合社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民 101）；在「人口政策白

皮書」中，則是鼓勵高齡者社會參與及建立休閒活動制度，若是高齡者有規律

的休閒活動，可以增強體能、穩定情緒、減緩失能，進一步增加其生活的品

質，「白皮書」亦提到『推動高齡者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的基本理念，『老人

退休後，休閒活動會成為生活中更為重要的一部分，如何妥善運用時間從事社

會參與及各項休閒活動，實屬重要。因此政府應結合民間資源，提供適合高齡

者參與之活動，並藉由多元社會參與經驗，協助高齡者活力老化』；其重點措施

包含『促進老人社會參與』，且在 2013 年到 2016 年之間積極推動老人參與志願

服務，每年至少 10 萬名長青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內政部戶政司，民 102）。而

在最新修正的人口政策綱領之政策內涵中提到要『促進高齡者社會參與，鼓勵

高齡者投入志願服務，增加高齡者終身學習，強化世代融合，活躍老年生活』

（內政部戶政司，民 103）。 

在政府積極推動高齡志願服務的努力下，有越來越多人願意加入志工的行

列，從「105 年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的調查結果得知，第一，65 歲以上的

高齡者參加志願服務之平均服務年數為 11.1 年，從表 1-1-1 可知，高齡志工參

加志願服務之服務年數未滿 5 年者有 14.6％，5 年～未滿 15 年者有 57.7％，15

年以上者則有 27.8%。第二，約有六成的高齡志工每星期從事志願服務未滿 6

小時，其每星期平均服務時數為 6.5 小時，從表 1-1-2 可知當中有 41.9％每星期

服務 3 小時～未滿 6 小時，並有 26.1％每星期服務 8 小時以上。第三，從表 1-

1-3 可知高齡志工近五年內參加的志願服務類型以『環保服務』47.5％、『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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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服務』44.2％為最高，『衛生保健服務』27.4％、『教育服務』25.1％、『文

化服務』21.1％次之。第四，從表 1-1-4 可知高齡志工選擇參加志願服務的主要

考量因素方面是以『服務地點』66.4％為最高，『服務時間』59.9％及『服務內

容』52.0％次之。第五，從表 1-1-5 可知，高齡志工認為在參加志願服務過程中

的收穫，以『生活更加充實』74.1％最高，『認識更多的朋友』53.0％次之，『增

加自我成長的機會』45.2％、『增進自己的身心健康』43.4％再次之。第六，從

表 1-1-6 可知，高齡志工偏好的服務類型是以『社會福利服務』及『環保服

務』為最高，『衛生保健服務』、『教育服務』、『文化服務』次之（衛生福利部，

民 106）。另一方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在 2018 年亦發布了「民國一百零

四年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成果報告」，從調查結果可以知道，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目前有做志工的百分比為 15.8％，且女性（17.6％）高於男

性（13.8％），並且隨著年齡層越高呈現先遞增而後遞減的現象，以 60-64 歲

（19.2％）最高，75 歲以上（7.5％）最低。若按年齡及性別區分，50-74 歲女

性目前擔任志工的比例皆高於男性，但在 75 歲以上這部分則呈現相反的狀況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民 107）。 

表 1-1-1 

高齡志工參加志願服務年數 

 

參加志願服務年數 百分率 

參加志願服務未滿 1 年 0.6％ 

參加志願服務 1 年～未滿 2 年 1.0％ 

參加志願服務 2 年～未滿 5 年 13.0％ 

參加志願服務 5 年～未滿 10 年 27.7％ 

參加志願服務 10 年～未滿 15 年 30.0％ 

參加志願服務 15 年～未滿 20 年 16.6％ 

參加志願服務 20 年以上 11.2％ 

資料整理：衛生福利部（民 106）105 年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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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高齡志工每星期服務時數 

 

每星期服務時數 百分率 

每星期服務未滿 3 小時 16.5％ 

每星期服務 3 小時～未滿 6 小時 41.9％ 

每星期服務 6 小時～未滿 8 小時 15.5％ 

每星期服務 8 小時以上 26.1％ 

資料整理：衛生福利部（民 106）105 年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 

 

表 1-1-3 

高齡志工近五年內參加志願服務類型 

 

近五年內參加志願服務類型 百分率 

環保服務 47.5％ 

社會福利服務 44.2％ 

衛生保健服務 27.4％ 

教育服務 25.1％ 

文化服務 21.1％ 

法務服務 7.2％ 

交通警政服務 6.6％ 

消防救難服務 6.0％ 

民政戶政 4.6％ 

地政稅務 2.7％ 

公共議題 2.3％ 

外交服務 2.0％ 

科技服務 0.6％ 

資料整理：衛生福利部（民 106）105 年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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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高齡志工選擇參加志願服務的主要考量因素 

選擇參加志願服務的主要考量因素 百分率 

服務地點 66.4％ 

服務時間 59.9％ 

服務內容 52.0％ 

服務單位的形象 30.7％ 

服務單位對志工的照顧 26.3％ 

服務單位有熟悉或認識的人 25.7％ 

其他 3.6％ 

資料整理：衛生福利部（民 106）105 年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 

 

表 1-1-5 

高齡志工參加志願服務的收穫 

 

參加志願服務過程中的收穫 百分率 

生活更加充實 74.1％ 

認識更多的朋友 53.0％ 

增加自我成長的機會 45.2％ 

增進自己的身心健康 43.4％ 

更肯定自己對社會的貢獻 39.7％ 

人際關係變得更好 38.6％ 

擴展人生的經驗 29.3％ 

提高自己的成就感/榮譽感 21.9％ 

發揮自己的專長與潛能 18.8％ 

沒有收穫 1.7％ 

資料整理：衛生福利部（民 106）105 年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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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高齡志工偏好的服務類型 

 

偏好的服務類型 百分率 

社會福利服務 49.6％ 

環保服務 45.0％ 

衛生保健服務 29.9％ 

教育服務 25.7％ 

文化服務 24.3％ 

交通警政服務 5.4％ 

民政戶政 5.2％ 

地政稅務 4.6％ 

法務服務 2.9％ 

公共議題 2.8％ 

科技服務 2.1％ 

消防救難服務 2.1％ 

外交服務 1.8％ 

資料整理：衛生福利部（民 106）105 年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 

 

再者，從過往的研究可以了解，志願服務對於中高齡者在身心健康、生活

滿意度等有正向的影響，參與志願服務可以滿足中高齡者愛與歸屬、人際關

係、社會支持等需求，轉變其對於生命意義、生命價值、幸福感、死亡態度等

的想法。另外，從 Griffith et al.（2013）的研究內容可以知道，不同的年齡、性

別、職業的選擇對死亡態度會產生影響，國外曾有研究指出警消人員對死亡的

恐懼高於學生及大學教授，而持續接觸到死亡經驗的專業工作者（如醫護人

員）則與減少死亡恐懼有關。另有其他研究亦發現從事非與死亡相關工作者比

從事與死亡相關工作人員更容易逃避與死亡相關的議題（Griffith et al., 2013）。 

日本學者 Nakagi and Tada（2014）的研究內容也提到老年人對於自身死亡

的態度會影響其對自己死亡的預期以及對生命意義的反思。死亡是所有人皆無

法避免的事，當一個人正視自己的死亡態度，同時也意味著他將接受死亡是其

生命的延伸，在接下來的生命中找尋意義與價值，而不會感到絕望與痛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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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了解高齡者對於死亡的態度，能夠提早為人生最後的一哩路預作安排與規畫

(Nakagi and Tada, 2014）。然而，在臺灣，即使隨著社會不斷進步，對於討論

「死亡」相關事情的態度越趨開放，但是在中華文化裡「死」依然是比較嚴

肅、敏感的議題，年長者對於「死」避而不談，害怕因為談論死亡，死亡就會

隨之而來，雖然大家都明白生命都會面臨死亡的那一天，但仍會選擇逃避或忽

略，直到不得不面對死亡時，往往措手不及，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林冠妤，

民 104）。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於生死議題的態度越趨開放，亦有不下十部國內

外的電影、戲劇以器官捐贈、安寧療護作為故事題材，近年來更有與預立醫療

決定、安樂死等相關的新聞事件、名人生命故事，再加上政府與民間機構經常

透過邀請時下受歡迎的名人為相關議題發聲，讓越來越多人願意去認識、了

解，甚至開口與家人、朋友討論死亡，從避而不談到侃侃而談的過程需要花很

多時間去克服恐懼，撫平自己內心的不安感受，藉由政府多元的推廣宣導活

動，電視電影的劇情帶入，到現實生活的經驗累積，都讓大眾越來越願意去談

論這曾被視為禁忌的話題，也更願意積極地去為自己人生最後一哩路預作規劃

與安排。 

從 Wong, Reker, and Gesser（1994）與 Tomer（2012）的文章可以理解，死

亡恐懼或死亡逃避與死接受並非兩個極端態度，而是個人可以藉由找到自己生

命的意義來降低死亡恐懼，進而了解死亡是每個人生命必經的過程，能在接受

這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預先做好心理準備，而讓自己對於死亡由恐懼逐漸轉

為接受（Wong, Reker, and Gesser, 1994）；Tomer, 2012）。在 Wong et al.（1994）

的研究結果發現，死亡恐懼（Fear of Death, FD）與死亡逃避（Death Avoidance, 

DA）與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相關，甚至可能影響其行為上的變化，而趨近的死

亡接受（Approach Acceptance, AA）與老年人主觀幸福感有關，當一個人的心

理狀態越健康，其憂鬱的情況就會更下降，對於生活也會更加有動力，過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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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Wong et al., 1994）。所以當我們理解中老年人對於死亡的想法，並且將

這個偏向恐懼或接受的結果是為一個能夠被解決的問題時，我們就會想出各種

方法來解決，但當我們並不認為這是個嚴重或是需要被關注的議題時，即使這

是每個人必然會面對的事件，它依舊會一直不被解決而持續存在。由於生命的

意義與死亡的意義緊密而不可分割，個人對於死亡的態度也可能影響其身心健

康的狀況。 

如 Tomer（2018）在「Death Attitudes and the Older Adult: Theorie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這本書中所提到的一段話：「生命教我們如何生存，而死亡教

我們如何生活（Life teaches us how to survive, while death teaches us how to 

live.）」。意為生命會給我們各種艱難的任務，而死亡會成為引導我們完成各項

任務的老師，若是我們無法接受人終將一死這個事實，那我們就無法看見生命

的可貴之處（Tomer, 2018）。 

能夠以有尊嚴的方式與世界道別是每一個人最後的想望，不過，並不是每

一個還處於健康狀態的人都能夠預先做到臨終計畫這件事，有些人不明白，為

什麼要在健康時去思考那些遙遠將來的事情，但是，一個人走向死亡並不如戲

劇一樣有劇本或是能夠事先預防，它可能是一段長期的過程，也可能是一夕之

間突然發生的意外，為了不要讓人們在接近死亡時才開始思考生命的下一步，

而產生遺憾，或是讓子女未能作出符合自己期待的決定而備受壓力折磨（陳和

謙，民 108）。故，了解一個人的死亡態度是很重要的事情，接受「死亡」是放

下恐懼的第一步，在我們放下對死亡的恐懼之後，就比較不容易逃避談論與臨

終相關的話題，並且可能會開始去回顧自己的生命經驗與故事，找到自己的人

生價值，發現自己想要卻尚未完成的目標與夢想等（吳品渝，民 109），而我們

可以藉由研究知道個人在面對死亡這必經之事時，可能會以什麼樣的態度與想

法來面對這一切，若談論死亡這件事有困難，或許我們能從讓人們提高自覺生

活有目標、有意義，且身心狀態更健康的狀態下，提高他們對死亡現實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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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降低其對於死亡的恐懼感，進而接受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必須提前做

好心理準備與未來規劃，讓自己與家人在面對臨終的這一刻都能因為有所準備

而做出最圓滿、沒有遺憾的決定。 

因此，綜合以上敘述與結合過往實習及參與志願服務的經驗，對於這些在

不同的服務場域進行服務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接受單位內、外部的志工教

育訓練及累積不一樣的服務經驗後，再加上他們是更加靠近「死亡」這件事情

的一群人，讓我開始好奇這些身處不同服務場域提供服務的志願服務者，是否

會因為不同的服務經歷，讓他們在對於死亡的態度上產生不同的想法而有所差

異。故，我想要藉由這個研究來探究參與志願服務的中高齡者是否會因為服務

場域的不同，社會支持程度的強弱，知悉生命健康資訊的差異，而影響他們對

死亡態度產生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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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是想要了解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是否會因為

從不同服務場域中所得到的不同的服務經驗而讓他們對於死亡態度產生差異？

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社會支持網絡是否會影響他們對於死亡的態度？還有，知

悉生命健康相關資訊是否會讓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對死亡產生不同的想法？當前

國內缺乏在此方面的相關研究，本研究透過國內外現有文獻及測量工具加以修

正發展出符合研究主題之量表來進行對不同服務場域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對死

亡態度之調查，並就調查所得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老年社工實務工作者、

老年學研究者、及相關政策制定單位參考使用。 

根據前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在進行問卷調查之後，所想要回答

之問題如下： 

一、不同服務場域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對死亡態度的想法是否會產生影響？ 

二、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社會支持程度對其死亡態度是否會產生影響？ 

三、知悉生命健康資訊與否對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死亡態度是否會產生影響？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中高齡志願服務者 

就業服務法（民 107）第二條，中高齡者為『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

國民』；老人福利法（民 109）第二條，老人為『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人』；志

願服務法（民 109）第三條，志願服務是『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

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

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

服務』，而那些向社會提出志願服務的民眾則稱為志願服務者（簡稱志工）。 

本研究綜合採納我國之就業服務法（民 107）、老人福利法（民 109）及志

願服務法（民 109）的定義，將年滿四十五歲且從事志願服務工作者稱之為中

高齡志願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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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志願服務類型 

郭瑞霞（民 92）將志願服務的類型分為九大類；另台灣公益資訊中心網站

（民 108）將志願服務組織分為十八個類別；而高齡志工多元服務手冊（衛生

福利部，民 107）則將志願服務以服務性質區分為七個類別。綜合以上各家說

法，本研究將志願服務依照服務性質區分為社會福利類、文化教育類、衛生保

健類、生態環保類，以及其他類（包含觀光旅遊類、行政庶務類、宗教服務

類、急難救助及交通服務類）等五個類別。 

三、 死亡態度 

死亡態度是多元的存在，會受到個人情感、認知、行為的影響而產生不一

樣的差異。根據依據文獻探討結果，使用廖芳娟（民 89）中譯 Wong et al.

（1994）之死亡態度描繪量表修訂版所製成之「死亡態度量表」內容，修訂成

本研究問卷調查第四部分的「死亡態度量表」，包含「死亡恐懼」、「死亡逃

避」、「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中性導向的死亡接

受」等五個層面。 

死亡恐懼即是對於死亡的不確定性，以及害怕自己不再擁有掌控生命的能

力。死亡逃避是指人們避免思考或談論一切與死亡相關的事物。中性導向的死

亡接受是指，人們將死亡視為不可避免、必須面對的事情，既不恐懼也不歡迎

死亡的發生，明白死亡是生命必然發生的一部份。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者相信

人們死後會走向更美好的世界或擁有更幸福的來生，而較不會對於死亡產生恐

懼或焦慮。逃離導向的死亡態度者並不是認為死亡美好，而是因為他們覺得活

著太痛苦了，在生活中面對許多困難、挫折而無力解決，想藉由死亡獲得生命

的解脫，想要逃離現實生活的束縛，而選擇死亡。 

由此可知，死亡恐懼（死亡焦慮）、死亡逃避、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為負向

的死亡態度，而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則偏向正向的死亡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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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以志願服務的定義及志願服務的類型、社會支持、臺北市政府生

命健康相關政策內容與推廣方式以及中高齡者的死亡態度等三個面向，來進行

與本研究相關文獻之探討。詳細的文獻探討，分述如下。 

第一節 志願服務的定義與類型 

一、 志願服務的定義 

聯合國於 1991 年通過之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rsons（聯合國

老人綱領）中提及，老年人應該要尋找和發展為社區服務的機會，並能在適合

自己興趣及能力的位置擔任志願服務者（Older persons should be able to seek and 

develop opportunities for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and to serve as volunteers in 

positions appropriate to their interests and capabilities）（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2019）。我國亦於老人福利法（民 109）

第二十八條中明訂：「主管機關應協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鼓勵老人參與志願服

務」，要求各縣市政府機關要積極鼓勵高齡者走出家門，參與於社會之中，延緩

身心老化的速度，穩固與社會的連結及支持。 

從志願服務法（民 109）第三條可知，我國將志願服務定義為「民眾出於

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

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

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並且將那些向社會提出志願服務的民眾稱為志

願服務者（簡稱志工）。而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

體，則是稱為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不論從聯合國老人綱領於老人參與當中所建議之事項，亦或是我國政府對

於老人投入志願服務之相關規定，都能夠感受到社會參與對於高齡者的重要

性。而志願服務不單只是一種無酬勞、為社會奉獻的社會行為，對於志願服務

者而言，從事志願服務工作也是一種對於自我實現的追求方式，從服務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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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體現自己的生命意義與人生價值（劉家勇、葉嘉嶽、楊千儀，民 107）。 

而我國人民對於志願服務的參與度能夠從衛生福利部「107 年度推動志願

服務業務成果統計表」中得知，我國三十六個部會共包含 22,448 個志工(團)

隊，其中 304,803 位（29.5％）為男性志願服務者，729,100 位（70.5％）為女

性志願服務者；當中可以注意到教育部與環境保護的志願服務者人數明顯高於

其他部會，由此可知國人對於教育及環境保護的重視，而這兩個領域亦是需要

社會資源、人力多加關心與投入的地方（衛生福利部，民 108）。 

二、 志願服務的類型 

志願服務的項目多元，郭瑞霞（民 92）將志願服務的類型分為九大類，分

別為：醫院之社會服務、學校之社會服務、環保及社區服務、社會福利服務、

文化休閒體育服務、急難救助及交通服務、宗教服務、政治團體之服務等。另

台灣公益資訊中心網站（民 108）將志願服務組織分為綜合性服務、兒童及青

少年福利服務、婦女福利服務、老人福利服務、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家庭福利

服務、動物保護服務、性別平等服務、健康醫療服務、心理衛生服務、文化藝

術服務、教育與科學服務、國際合作交流服務、人權和平服務、環境保護服

務、消費者保護服務、社區規劃（營造）服務，以及政府單位服務等十八個類

別。而根據高齡志工多元服務手冊（衛生福利部，民 107）內對於志願服務類

別的劃分，則是以服務性質作為區分準則，包含社會福利類、文化類、教育

類、衛生保健類、觀光旅遊類、生態環保類、行政庶務類等七個類別。 

本研究綜合以上各家說法，將志願服務依照服務性質區分為社會福利類、

文化教育類、衛生保健類、生態環保類，以及其他類（包含觀光旅遊類、行政

庶務類、宗教服務類、急難救助及交通服務類）等五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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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志願服務與社會支持之間的關係 

一、 社會支持的內涵 

國內外學者對於社會支持有不同的說法和解釋，各家學者最常引用 Caplan

（1974）對於社會支持的想法，其認為社會支持是與所屬社會、團體保持密切

互動，透過資訊的交流、物質的分享、情感的支持，讓人們可以融入社會，被

他人接納，以減少生活壓力，提升幸福感，進而更加適應在社會生活當中。

Ashida and Heaney（2008）將社會支持視為社交網絡最重要的功能之一。Li, 

Lee, Tsui, and Pak（2018）將社會支持定義為人們從社會、團體當中獲得支持的

感受程度，並提到社會支持與社交網路的不同，社交網絡讓人們透過建立人際

關係去適應社會環境，可視為社會支持來源的提供者。該研究亦引用 Lin et al.

（1986）對社會支持的想法，認為社會支持由社會和支持所組成，而此概念與

國內學者黃美芬（民 105）引用單小琳（民 77）的想法不謀而合，同樣認為社

會支持的內涵包含個人所接觸的社會環境(社會)和任何情感性、工具性、資訊

性等正式與非正式資源的支持（支持）。由此可知，社會支持是促使人們從社會

關係中獲得個人需求的滿足（黃美芬，民 105）。 

社會支持的來源亦相當多元，從個人最早接觸到的小型社會-家庭、學校的

同儕、社區內的街坊鄰居、志願服務團體成員等非正式資源支持，到民間單

位、政府機構等正式資源支持，都能夠直接或間接地讓個人從中獲得支持及需

求的滿足（陳奕柜，民 104；黃美芬，民 105；鍾武中，民 104）。而國內外學

者在社會支持的種類上則有分歧的看法，除了各家皆認同的情緒性支持、訊息

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外，還有學者提出應包含社會整合、社會陪伴支持、評價

性支持、尊重的支持等第四種類別（Ashida and Heaney, 2008；黃美芬，民

105；鍾武中，民 104；陳奕柜，民 104）。綜合各家學者的看法，本研究認為對

於中高齡者重要的社會支持為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資訊性支持、社會整

合及尊重。情感性支持包含父母、子女、親戚朋友、職場同事、志願服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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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街坊鄰居等，藉由日常生活的互動、交流，讓中高齡者能夠從中感受到被

愛、被理解，以及歸屬感。工具性支持包含提供實際的物品（像是金錢），或給

予服務（如家務協助），協助中高齡者順利處理問題。資訊性支持為當中高齡者

於生活中遭遇到困難時，擁有能夠提供建議、問題解決方式的人或單位，以協

助其順利因應困難。尊重則是個人的想法、行為被他人所尊重、接納，受到他

人的重視。 

二、 志願服務對中高齡者社會支持的影響 

生理老化是中高齡者必將面臨的課題之一，人們能夠透過日常生活經驗感

受到身體機能的變化，進而開始進行疾病治療或提早預防。然而，心理及社會

的需求往往因為深層、隱晦而被人們所忽略，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可以看

到該理論將人類的需求區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尊重需求

以及自我實現需求，需求滿足從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由此可知，當人們在滿

足最基本的生理及安全需求之後，會進一步渴望滿足情感上的需求，包含親

情、友情、愛情、歸屬感等與社交相關的需求，如果得不到滿足，會影響人們

的情緒、精神、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因此，情感需求對於中高齡者的重要性不

容小覷，要正視這些需要被滿足的需求才有足夠的能量去追求更高一層的其他

與自我價值、自我認同相關的需求（賴新喜、洪郁修、陳世峰，民 102）。 

而從 Erikson 社會心理發展危機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

的角度，五十歲以上者即為成年晚期（老年期），該階段主要面臨「自我統整與

孤獨絕望」的發展危機與任務，人們需要藉由自身的智慧去統整過往的人生經

驗，平衡個人生理、心理、社會等各方面的衝擊，以達到圓融、滿足的人生，

若是該階段人們無法有效地統整自己的一生，則可能落入悔恨、絕望的困境之

中（李瑞金，民 99）。從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層面，可以了解高齡者並

非從社會中撤離，而是轉換其在社會中的身分，老年期應視作中年期的延伸，

藉由創造新身分的方式，繼續參與在社會當中，與社會產生新的正向連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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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能夠維持良好的社交關係，進而促進

人們晚年生活的身心健康（呂建蒼，民 104）。另外，在角色存在理論（Role 

Exist Theory）方面能夠理解，一個人一生當中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而當一個

人在經歷不同角色轉換與改變的同時，可能會產生正向或負向的感受，因此，

當中高齡者即將或已經面臨退休、失去工作角色的狀態時，會需要尋找另一個

新的角色來彌補角色缺失的不適應或對生活改變的衝突、衝擊（李瑞金，民

99）。 

然而，參與志願服務即是促進人們社會參與的好方法，過往有許多研究發

現參與志願服務有助於中高齡者生理、心理、社會各方面的健康維持。國外學

者 Morrow-Howell, Hinterlong, Rozario, and Tang（2003）發現不論是持續性或間

歇性地參與志願服務都會影響晚年的身體功能的狀態，並降低憂鬱的產生，而

志願服務的參與能提高中高齡者的價值感與自尊，減少其因為失去原有的社會

角色而被社會孤立，透過社會網絡的建立與增加，進而提升晚年生活的幸福感

（Morrow-Howellet al., 2003）。Musick and Wilson（2003）的研究中亦提到，志

願服務可以為老年人帶來精神、健康的好處，提供人們獲得社交和心理資源的

機會，而這些獲得的社交資源和心理資源可以用來改善憂鬱和焦慮等負面情緒

（Musick and Wilson, 2003）。另外，國內學者劉家勇、葉嘉嶽、楊千儀（民

107）針對長庚養生文化村之研究發現，志願服務可以促進高齡者腦部活動及增

加日常生活的多元刺激，豐富其社會網絡關係，對於促進老年人生理、心理及

社會關係的健全有很大的幫助，並且能夠達到活躍老化、成功老化、延緩老化

等多重效果（劉家勇、葉嘉嶽、楊千儀，民 107）。 

因此，中高齡者在參與志願服務的過程中，除了增加身體的活動度、刺激

腦部思考活化，亦能在其中認識新朋友，透過與他人建立新的連結、關係，擴

展其社會網絡，豐富社會支持的來源，在付出與回饋之間滿足需求，提高對生

活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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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北市政府生命健康相關政策與宣導 

 近年來，隨著醫療與各項設施設備的進步，臺灣的老年人口逐年顯著成

長，民國 82 年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並於民國 86 年修正公布老人福利法（民

109）全文 34 條內容，同時，從全國重大政策綱領、核定計畫的內容亦可見政

府開始重視老年人的福利與權利保障的痕跡。民國 97 年，行政院即核定人口政

策白皮書以因應老年人口增加所衍生的相關社會問題，於民國 100 年修正核定

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明文規定各項理念與政策內涵，要求各部會研擬具體

計畫確實執行，並於民國 102 年修訂公布人口政策白皮書以五年、十年計畫為

目標，試圖透過對策、具體措施、績效指標來回應隨之而生的高齡議題（內政

部戶政司，民 102）。 

 除了中央政府從全國性的政策綱領、各部會核定執行之計畫，各縣市政府

亦針對地方特性、經費預算擬訂不同的政策來因應時下備受關注的高齡議題。

以六都之首的臺北市為例，從民國 103 年開始推行「以房養老實驗計畫」及

「臺北扶老，軟硬兼施計畫」，透過提供定點共餐、促進志願服務活動、設立老

人活動據點與銀髮友善好站等軟體、硬體的設施及服務，鼓勵高齡者能增加出

門的機會，提高社會參與的動力，以達到活躍老化、健康老化，預防及延緩失

能的風險，同時也藉由居家安全簡易修繕與生活輔具的提供，提升高齡者居住

的安全性與生活品質（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民 103）。為了協助長者在茫茫資

訊、資源大海之中，能夠順利找到自己所需的服務，臺北市亦設有專為高齡者

統合資源的「臺北與我好好慢老」網站，可以依照個人本身的年齡與需求尋找

合適的服務，同時，將交通休閒、終身學習、健康保健、終身學習等相關資源

服務與福利彙整在此平台，讓高齡者更能方便查詢。 

 不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對於老人福利與權利越發重視，從過去僅關注在

生理健康的照顧，到現在提供多元的服務，讓高齡者能夠滿足生理、心理、社

交等各方面的需求，以更富足、健康的心態去規畫晚年生活，並能有餘力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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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思考最後一哩路自己想要如何安排與計畫，並有時間與家人充分溝通以達

共識。因此，本研究藉由詢問受訪者是否認識器官捐贈/大體捐贈、四大癌症篩

檢、病人自主權利法及安寧療護等相關資訊，以及利用情境式問題了解受訪者

對於人生最後一哩路的想法，以下將說明關於器官捐贈/大體捐贈、四大癌症篩

檢、病人自主權利法及安寧療護的內容與臺北市政府的宣導方式。 

一、 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的內容與宣導 

根據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民 76）第一條所示，器官移植是為了恢復人

體器官的功能或挽救生命，醫師不能擅自移植器官，必須根據個人的意願或家

屬的同意，並且在捐贈者經醫師判定死亡之後才能施行移植手術，移植的過程

需要審慎評估，並且不能有任何對價關係，須以無償的方式將器官捐贈給有需

要的受贈者，幫助其延續生命或是提高生活品質。 

而大體捐贈是將遺體提供給醫學生解剖教學、病理研究之用，與器官捐贈

並不衝突，大體捐贈者能夠在將功能良好的器官移植給受贈者之後，再將遺體

捐贈給醫學院進行教學、研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民 109）。 

衛生福利部（民 109）為促進大眾對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的認識與了解，在

衛生福利部官方網站 e 寶箱的醫療專區有提供器官移植醫院及移植項目查詢服

務、簽署人數即時統計資料，教導民眾如何線上簽屬或撤銷器官捐贈同意書，

並透過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網站提供最即時的等候或移植的人數統

計、新聞及衛教資訊、名人拍攝的宣導短片等，提高民眾「知」的便利性。同

時，我國亦有為了促進民眾對器官捐贈的認識與投入而設立的中華民國器官捐

贈協會，該協會的網站定期為捐贈者家屬舉辦團體活動，整理民眾對於器官捐

贈常見的問答集，不定期舉行器官捐贈的宣導活動，協助民眾能透過協會更加

了解器官捐贈的內涵與意義（衛生福利部，民 109）。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於 105 年 5 月進行器官捐贈概念意向調

查，調查結果發現，受訪的一般民眾有 96.7％聽過器官捐贈的概念，並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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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的民眾表示有意願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其中，有 12.5％的民眾已經完

成簽署；調查結果也反映出，生活忙碌、自認還年輕，或是擔心父母、家人反

對或擔心常常成為民眾有意願卻未完成簽署同意書的原因，而過去所重視的全

屍觀念已經漸漸不再是拒絕器官捐贈的主要考量（衛生福利部，民 105）。近年

來，政府積極推動許多與器官捐贈相關的政策，如民國 102 年的國家型眼庫、

民國 103 年的捨得政策、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的新制、民國 106 年心

臟停止死亡後器官捐贈的作業參考指引、民國 108 年活體腎臟交換捐贈移植手

術管理辦法等（趙于婷，民 109），由於這些政策的宣導與推廣，加上新聞時事

的曝光，讓器官捐贈的概念更廣為人知，同時，隨著科技的進步，讓民眾越來

越能夠討論、接納與認同。 

二、 四大癌症篩檢的內容與宣導 

 四大癌症意旨大腸癌、口腔癌、子宮頸癌及乳癌，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的統計，大腸癌是我國發生比例最高的癌症，值得一提的是，大腸癌是能

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且治癒率高的癌症類型。由於我國大腸癌多出現在 50 歲以

上的民眾，因此，國民健康署補助 50-74 歲的民眾每兩年進行一次預防性檢

查，透過定期篩檢，可以盡早接受治療，以降低惡化的風險（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民 108）。 

 口腔癌好發於 25 至 44 歲的青壯年男性，檳榔與香菸是造成口腔癌最大的

原因，疾病可能造成個人面部毀損，甚而致命，而口腔黏膜檢查可以及早發現

疾病，以降低死亡率。國民健康署補助年滿 30 歲且曾嚼檳榔或長期嚼檳榔、吸

菸的一般民眾以及 18 至 30 歲且曾嚼檳榔或長期嚼檳榔的原住民，每兩年進行

一次預防性口腔黏膜檢查，減少口腔癌發生與死亡的風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民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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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頸癌是婦科常見的癌症，定期的子宮頸抹片檢查可以有效降低癌症的

發生率及死亡率，國民健康署建議婦女年滿 30 歲者每三年要進行一次子宮頸抹

片檢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民 105）。 

 乳癌可以藉由乳房攝影降低死亡機率，透過 X 光影像的檢查及早了解是否

有異常的狀況，國民健康署建議 45 歲以上至未滿 70 歲的女性或是 40 歲以上至

未滿 45 歲具有乳癌家族史（母親、女兒、姐妹、祖母或外祖母）的女性每兩年

進行一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以降低疾病惡化的風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民 106）。 

 國民健康署從民國 99 年開始，全面推廣四大癌症篩檢服務，每年約會發現

6 萬名癌症或癌前病變的個案，及早進行治療與疾病控制，並且在民國 107 年

藉由「癌症防治品質精進計畫」，與全國 219 家醫療院所合作，一同促進符合資

格的民眾進行預防性檢查，讓民眾能夠早期發現接受治療，以降低癌症發生或

死亡的風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民 108）。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98 年所公布「第二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癌症篩

檢（99-102 年）」的內容可以了解，約有九成的民眾認為定期癌症篩檢是對於疾

病的預防是有效的，但是個別分析政府所提供的免費篩檢服務會發現，高達八

成女性知道子宮頸抹片檢查服務，卻只有五成女性知道乳房攝影檢查服務，而

僅有一成的男性知道口腔黏膜檢查服務，並且也只有極少數的民眾知道糞便潛

血檢查服務（行政院衛生署，民 98）。政策宣導固然重要，但是知道訊息與實

際行動並非是連動的關係，如有八成的女性了解癌症篩檢是有效預防疾病的方

法，但是會因為自覺身體健康、忙碌沒時間或其他原因而未接受檢查服務；又

如男性民眾明白嚼檳榔是口腔癌發生的主要原因，但是主動參與檢查服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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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少之又少（行政院衛生署，民 98）。因此，從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宣導政

策是必要措施，但是如何提升民眾主動接受檢查則又是另一大難題。 

三、 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內容與宣導 

病人自主權利法（民 108）是為了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善終的權利而

制定，於民國 108 年公布實施。民眾可以在身體健康、意識清楚的狀態下，透

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的過程，病人、家屬、

醫療團隊三方能夠釐清病人真正所需及想望，尊重病人的選擇與決定，減少家

屬的自責與愧疚，進而促進良好的醫病關係，並在達成共識過後簽署「預立醫

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 AD）」，以書面清楚記錄一旦病人進入五種臨床狀

態，包含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

智，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

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維持生

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的全部或一部份，並且能夠隨時更改其決定，病

人的選擇權益會受到法律明文保障。 

衛生福利部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華民國（台灣）安寧基金會合作，提

供與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決定相關的文宣海報、三折頁傳單、介紹短片

等，並設有免付費的諮詢專線，讓民眾可以接收到即時且正確的資訊，並能有

機會開始去認識與思考這方面的問題，甚至身體力行至醫療院所接受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後簽署專屬於自己的預立醫療決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安寧基金

會，民 109）。 

病人自主權利法於民國 104 年底三讀通過，隔年開始試辦，從民國 106 年

安寧照顧基金會的分析結果可知，試辦期間有 579 例民眾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ACP），其中以女性參與者居多，年齡在 50-69 歲之間，多半是因為看見身

旁的親人、朋友在臨終時的辛苦與痛楚，轉而重視善終的議題（林玫妮，民

107）。節自 2019 年 1 月的報導，在病人自主權利法正式上路一年後的現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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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家醫療院所加入宣導與提供服務，並且已經有 11,240 位民眾完成預立醫療

決定（AD）（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安寧基金會，民 109）。另外，從彭孟津

（民 99）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當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越高時，其對於預立醫

療決定的意願越高。而從林綉君（民 104）針對中老病人及家屬對於預立醫療

指示的研究結果可知，多數人對於預立醫療指示的概念與內涵並不熟悉，且無

論病人意識是否清楚，家人的意見是他們最重要的依循，再加上對談論死亡議

題仍有忌諱或不想考慮的想法，若再遇到醫療人員與家屬、病人討論不足或討

論時機太晚或資訊提供不足的情況（林綉君，民 104），完成簽署會變得更加遙

不可及。 

四、 安寧療護的內容與宣導 

安寧緩和醫療是為了尊重末期病人的醫療意願與權益的保障而制定，末期

病人可以自己選擇接受或拒絕安寧緩和醫療或維生醫療，安寧緩和醫療是為了

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生理、心理、靈性的折磨，讓病人可以有尊嚴與生活品

質，並且在五全照顧的情況下，包含全人、全隊、全程、全家、全社區，不留

遺憾地安詳離去。 

衛生福利部為方便民眾查詢安寧緩和醫療相關資源與服務，於在衛生福利

部官方網站 e 寶箱的醫療專區提供安寧療護資源網路查詢服務，同時設置諮詢

專線，由專業的服務人員提供諮詢，給予民眾所需要的安寧緩和醫療資源，網

頁亦包含許多衛教資訊，如：癌症安寧療護觀念宣導、癌症末期病情告知指

引、醫療機構施行安寧緩和醫療作業案例集，供民眾瀏覽閱讀（衛生福利部，

民 109）。另外，民間亦有中華民國（台灣）安寧基金會提供與安寧療護相關的

教育訓練、生命教育宣導資源給有需要的民眾或專業人員參考使用，促進社會

有更多元的管道來了解安寧療護相關的服務與資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安

寧基金會，民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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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自民國 109 年的報導指出，今年（2020 年）是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正式堆

動的 20 周年，至今已經超過 70 萬位民眾完成預立同意安寧意願之註記（簡浩

正，民 109）。雖然已經有不少人願意且完成簽署同意書，但是從過去的研究發

現，在台灣仍有因為不了解安寧療護的意義與內涵或為了經濟考量或文化上的

忌諱，而不願去討論與安寧療護相關的話題，當中高齡、高齡的民眾對於安寧

療護的想法、評價越好，認識越清楚，他們對於預立同意安寧意願的行為會越

高，而且他們對於安寧療護的想法也會因為親友或重要他人的態度而有所不同

（黃秀真，民 103；賴慧珍，民 102）。因此，雖然安寧療護的概念日漸被大眾

所認識與接受，但是在傳達上應要更加清楚，以提高民眾完成簽署的行為。 

第四節 中高齡者的死亡態度 

一、 死亡態度的內涵與向度 

態度是指對特定之人、事、物具評價性的一般性與持久的正面或負面的感

受，由情感、認知、行為等三大要素所組成，因此，態度會藉由學習、認知、

行為的改變而有所變化（王叢桂，民 102）。 

Tomer（2012）提到，死亡態度並不是單一面向，而是能夠從死亡恐懼/死

亡逃避和死亡接受等不同面向切入去做更深入的研究與探討。Wong et al.

（1994）亦提及，死亡態度無法從單一測量死亡恐懼而得知，必須在其他不同

向度的死亡態度之背景下，才可能更有效的了解個人的死亡恐懼程度，故其將

死亡態度區分為死亡恐懼（Fear of Death, FD）、死亡逃避（Death Avoidance, 

DA）、趨近接受（Approach Acceptance, AA）、逃離接受（Escape Acceptance, 

EA）與中性接受（Neutral Acceptance, NA）等五個面向；黃國城（民 92）認為

死亡態度的內涵包含死亡恐懼、死亡接受與死亡逃避等三部分；呂佳芬（民

99）、吳佳蓁（民 102）在綜合各家學說之後，提出死亡態度的內涵應包括死亡

恐懼、死亡逃避、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及逃離導向的死

亡接受等五個面向。過去曾有多位研究者使用 Wong et al.（1994）之死亡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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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量表修訂版作為測量死亡態度的研究工具，如呂佳芬（民 99）用於慈濟志

工、陳美珠（民 100）用於中年人、李鈴蘭（民 101）用於高雄市國小教師、吳

佳蓁（民 102）用於醫療志工、裴惠然（民 104）用於社區老人等研究。該死亡

態度描繪量表修訂版為 Wong et al. 三位作者對於原量表的修正，在初始量表當

中的死亡態度內涵部分新增死亡逃避因素，量表題數共有 32 題，分為五個層次

分別做測量，包含死亡恐懼、死亡逃避、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趨近導向的死

亡接受及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死亡態度描繪量表修訂版並沒有合計總分，而

是採用各分量表的平均分數作為判斷標準，該分量表之平均分數愈高者，死亡

態度就越偏向該層次（吳佳蓁，民 102）。本研究使用廖芳娟（民 89）中譯

Wong et al.（1994）之死亡態度描繪量表修訂版所製成之「死亡態度量表」內

容，修訂成本研究問卷調查第四部分的「死亡態度量表」，藉以了解不同服務場

域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是否會因為不同的服務經驗而讓他們對於死亡態度產

生差異；參與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社會網絡是否會影響他們對於死亡的態度；

以及知悉生命健康相關資訊是否會讓他們對死亡產生不同的想法。以下就本研

究欲測量之死亡恐懼、死亡逃避、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

及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等五個向度依序說明其中含意。 

(一) 死亡恐懼 

多篇文獻皆提到，死亡恐懼（fear of death）及死亡焦慮（death anxiety）時

常互換使用，兩者的差別在於，死亡恐懼是具體且容易覺察，死亡焦慮則是隱

晦而不容易覺察。死亡恐懼是來自於人們對於「未知」、「不確定性」的害怕，

無法確定自己在面臨死亡的過程或當下，身體是否會遭受痛苦，不知道自己死

後身體形貌會變得如何。同時，人們也會擔心這一生所擁有的一切會隨著生命

消逝而消失，害怕與親人、好友分離，擔心自己仍有未完成的事而有所遺憾或

悔恨（黃國城，民 92）。而對於死亡的恐懼會因人、事、時、地、物的不同而

產生差異（呂佳芬，民 99）。綜上可知，死亡恐懼即是對於死亡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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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害怕自己不再擁有掌控生命的能力。 

(二) 死亡逃避 

死亡逃避是指人們避免思考或談論一切與死亡相關的事物，例如：刻意繞

路以避免路過殯儀館、非必要不會到醫院探病或看病、對於生死相關話題會避

而不談或用其他話題略過等（郭美慧，民 103）。死亡逃避與個人心裡沮喪相關

（呂佳芬，民 99；黃國城，民 92），人們會為了減少死亡恐懼而迴避與死亡相

關的議題，免受到死亡的威脅而產生擔心、害怕的感受，可視為一種防衛機制

（郭美慧，民 103）。由此可知，死亡逃避的人們會自動避開與死亡相關的話

題，對於死亡抱持負向的態度，否定死亡的存在。 

(三) 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 

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是指，人們將死亡視為不可避免、必須面對的事情，

既不恐懼也不歡迎死亡的發生，明白死亡是生命必然發生的一部份，以活在當

下的態度去面對每一天，用充實精彩的人生去減少對死亡的恐懼（呂佳芬，民

99；郭美慧，民 103；黃雅莉，民 105）。 

(四) 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 

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者相信人們死後會走向更美好的世界或擁有更幸福的

來生，而較不會對於死亡產生恐懼或焦慮。多數的文獻都發現，有宗教信仰者

比起無宗教信仰者更加趨近死亡接受，因為他們對於死後的信念與想法更加明

確，如佛教徒認為有西方極樂世界、基督教徒相信有天堂，故他們更加確定自

己死後的依歸而比較能夠接受死亡的來臨（呂佳芬，民 99；郭美慧，民 103；

黃雅莉，民 105）。 

(五) 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 

逃離導向的死亡態度者並不是認為死亡美好，而是因為他們覺得活著太痛

苦了，在生活中面對許多困難、挫折而無力解決，想藉由死亡獲得生命的解

脫，想要逃離現實生活的束縛，而選擇死亡，這一類型的人們，是消極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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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負向的死亡接受（呂佳芬，民 99；郭美慧，民 103；黃雅莉，民

105）。 

二、 影響死亡態度的因素 

從上述的既有文獻可以得知，死亡態度是多元、多面向的存在，會受到個

人情感、認知、行為的影響而產生不一樣的差異。 

(一) 死亡態度轉變的原因 

行政院主計處（民 92）針對國人社會參與的社會發展趨勢調查指出，有高

達九成五的志願服務者認為參與志願性服務工作有收穫，其中更有四成的人認

為參與志願服務可以拓展人生經驗，亦有各約三成的人認為投入志願服務能夠

增加自我價值的肯定與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從參與志願服務老人之生命意義

探究此份研究結果可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可以透過幫助他人、完成份內任務

來提高對自我價值與能力的肯定，因為志願服務工作讓生活變得有目標、有希

望，而能擁有更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死亡，可以不畏懼死亡，以接納的心來

看待死亡這件被視為禁忌的議題（蔡佩姍，民 95）。在李聲吼、張麗玉、謝振

裕（民 105）針對社區志工的研究結果中，發現有參與志願服務者較未參與者

有更好的自我成長、自我價值認同，認為志願服務工作是有價值的活動。而在

林彥亞（民 106）探究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高齡志工的研究結果亦提及，中高齡

志願服務者可以從服務的過程中獲得認同感、滿足感，進而提升自我的價值、

找到服務的價值以持續投入在志願服務的行列之中，從人際互動中獲得情感支

持，相互關心與鼓勵以滿足尊重、愛與歸屬的需求，降低憂鬱狀態的發生或延

緩身體機能的退化，豐富晚年生活，讓生活變得更有意義。 

再者，黃國城（民 92）的研究結果發現，當志願服務者的幸福感與生命意

義越高，就更能坦然的面對死亡，不會刻意迴避與死亡相關的話題，反而認為

死亡是一件自然發生的事情。後來亦有國內其他探討志願服務者生命意義、幸

福感與死亡態度關聯性的研究，其結果皆發現，當志願服務者對自己的生命意



27 

 

義感受度越高，其對於死亡的恐懼越低，正因為擔任志願服務者能更豐富他們

的生活，讓他們的生命更加充實且有意義，在擁有生命目標與方向的同時，讓

他們用勇於面對死亡議題（呂佳芬，民 99；陸金竹，民 103）。針對高齡者參與

志願服務及其生命意義之探討結果指出，高齡志願服務者並不害怕死亡，對於

死亡抱持正向的態度，認為人終將會死，以接納的心去面對死亡，並且希望自

己能有尊嚴地死去（陳俊熲，民 102）。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志願服務能夠使中高齡者擁有更好的生命意義

感與幸福感，而提升生命意義感與幸福感能夠降低他們對死亡的恐懼，對於死

亡能抱持著更加積極、正向的態度。因此，本研究想探討在不同志願服務領域

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是否會因為累積不一樣的服務經驗而讓他們在死亡態度上

產生顯著的差異。 

(二) 個人背景變項對死亡態度的影響 

 從過往的研究可以發現，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經濟狀況、

婚姻狀況、子女數等個人背景變項，對於死亡態度的想法會因不同的狀態而有

所差異，以下就過去研究結果的發現依序說明之： 

1. 性別 

黃國城（民 92）研究結果發現，男性醫院志工在「逃離接受」上顯著高於

女性醫院志工，其認為是男性在傳統角色上，擔負著家庭之經濟重任，因此，

在逃離接受上比女性更有這方面之傾向。呂佳芬（民 99）研究結果亦發現男性

慈濟志工在「死亡恐懼」、「死亡逃避」和「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等層面皆高

於女性慈濟志工。該研究者的看法與前位研究者相同，亦認為該研究結果與男

性在傳統角色扮演中，負擔較多的家庭、社會責任及經濟壓力，因而比女性更

有「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傾向。而在林柳吟（民 91）、彭孟津（民 99）對社

區老人之死亡態度的研究結果卻顯示，性別並不會對死亡態度之任何一個面向

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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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結果顯示，不同研究對象之性別對於死亡態度具有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從過去研究結果能夠發現，男性可能因社會角色扮演的壓力而趨向傅向的

死亡態度。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性別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上是否

有顯著差異。 

2. 年齡 

吳佳蓁（民 102）研究發現不同年齡之醫療志工在「死亡恐懼」、「死亡逃

避」、「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有達到顯著差異。李鈴蘭（民 101）研究結果亦

發現，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死亡逃避」達顯著差異，發現 41 歲到 50 歲的

國小教師比 31 歲到 40 歲的國小教師有較高的死亡逃避。呂佳芬（民 99）研究

結果僅發現，60 歲以上的慈濟志工在「死亡逃避」層面高於 40-49 歲之慈濟志

工。 

然而，黃國城（民 92）、彭孟津（民 99）等研究則發現不同年齡之志工、

社區老人在死亡態度的不同面向上並未完全達到顯著差異。 

由上述結果顯示，不同研究對象之年齡對於死亡態度具有不一樣的想法，

結果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年齡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上

是否有顯著差異。 

3. 宗教信仰 

黃國城（民 92）研究發現「基督教」信仰者之醫院志工在「趨近接受」上

顯著高於「無宗教信仰」之醫院志工。李鈴蘭（民 101）研究發現，在「死亡

逃避」上，信奉一般民間信仰的國小教師明顯高於信仰佛教和基督、天主教的

教師；在「趨近導向死亡接受」上，信仰佛教的國小教師明顯高於信仰一般民

間信仰的教師，信仰基督、天主教的教師明顯高於無信仰、信仰道教、信仰一

般民間信仰的教師；而在「逃離導向死亡接受」上，信仰基督、天主教的教師

明顯高於一般民間信仰的教師。但是在黃雅莉（民 105）針對兒科醫護人員之

研究則發現，不同宗教信仰與死亡態度各面向均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29 

 

由上述結果顯示，不同研究對象之宗教信仰對於死亡態度會有不一樣的想

法，不過從研究結果仍可以得知，有宗教信仰者在面對死亡這件事，有更趨向

接受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宗教信仰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

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4. 教育程度 

黃國城（民 92）研究發現「國小」教育程度之醫院志工在「死亡恐懼」上

顯著高於「研究所」教育程度之醫院志工；另「大學院校」教育程度之醫院志

工在「中性接受」上又顯著高於「國小」教育程度之醫院志工。吳佳蓁（民

102）研究發現學歷為大專校院的志工在「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高於國

中學歷志工。而呂佳芬（民 99）研究結果僅顯示出，教育程度為「國小」（含

以下）的慈濟志工在「死亡逃避」層面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及「高中職」

為之慈濟志工，其他面相則未達顯著差異。 

由上述結果顯示，不同研究對象之教育程度對於死亡態度會有不一樣的想

法，但是從過往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學歷越高者越可能趨向接受死亡的發生。

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教育程度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上是否有顯著

差異。 

5. 經濟狀況 

林柳吟（民 91）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月收入在一萬元以下的老人在趨近導

向的死亡接受及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得分較個人月收入在一萬元以上老人

高。而在黃國城（民 92）研究發現不同經濟狀況之醫院志工，在死亡態度的分

層無顯著差異，家中經濟狀況之高低並不影響其死亡態度。另在呂佳芬（民

99）研究結果亦發現不同經濟狀況的慈濟志工在死亡態度之各層面上不因經濟

狀況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由上述結果顯示，不同研究對象之經濟狀況對於死亡態度會有不一樣的想

法，結果有所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經濟狀況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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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6. 婚姻狀況 

呂佳芬（民 99）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婚姻狀況的慈濟志工在「死亡恐懼」

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已婚有偶」組高於「已婚喪偶」組。吳佳蓁（民 102）研

究發現，不同婚姻狀況的醫療志工在死亡態度有顯著差異，已婚及其他婚姻狀

況的志工在「死亡恐懼｣、「死亡逃避｣的層面低於未婚的醫療志工。劉金鳳（民

100）研究發現不同婚姻狀況的老年人在「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態度」分量表中

有顯著差異，「未婚」的老年人在「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分量表上得分優於

「喪偶」、「已婚」及「離婚」者。李鈴蘭（民 101）研究結果指出，不同婚姻

狀況之國小教師在「死亡恐懼」、「死亡逃避」、「趨近導向死亡接受」達顯著差

異，發現已婚有偶的教師在「死亡恐懼」、「死亡逃避」、「趨近導向死亡接受」

高於未婚教師。 

然而，黃國城（民 92）研究發現不同婚姻狀況之醫院志工，在死亡態度的

分層面上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在「死亡恐懼」的平均數上，「已婚喪偶」之醫院

志工，卻相對較低。陳美珠（民 100）研究發現社區大學中年人的死亡態度在

婚姻狀況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由上述結果可知，不同研究對象之婚姻狀況對於死亡態度雖然會有不一樣

的想法，但是死亡恐懼的部分，已婚者會高於喪偶或單身者。因此，本研究探

討不同婚姻狀況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7. 子女數 

李鈴蘭(2012)研究結果指出，不同子女狀況之國小教師在「死亡恐懼」、

「死亡逃避」、「趨近導向死亡接受」達顯著差異，研究發現有子女的教師在

「死亡恐懼」、「死亡逃避」、「趨近導向死亡接受」高於無子女的教師。然而，

呂佳芬（民 99）研究結果卻是發現慈濟志工的死亡態度不因子女數不同而有所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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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結果可知，不同研究對象所擁有的子女數對於死亡態度會產生不一

樣的想法，卻也能明白有子女者會比無子女者更偏為負向的死亡態度，但是研

究結果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子女數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

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 環境背景變項對死亡態度的影響 

另從過往的研究可以得知，就業狀況、居住型態、自覺健康狀況、志願服

務參與經驗、服務年資等環境背景變項，對於死亡態度的想法也會隨著不同的

狀態而產生不一樣的結果，以下就過去研究結果的發現依序說明之： 

1. 就業狀況 

林柳吟（民 91）研究發現無工作者在逃離導向的死亡態度得分高於有工作

者。黃國城（民 92）研究發現不同就業狀況之醫院志工，在死亡態度分層之

「死亡恐懼」有顯著差異，從事「工商業」及「自由業」之醫院志工在「死亡

恐懼」上顯著高於「目前暫無工作」者之醫院志工。吳佳蓁（民 102）研究結

果顯示，不同職業的醫療志工在死亡態度上有顯著差異，在「死亡恐懼」、「死

亡逃避」層面上有工作者高於學生；但在「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工商服

務業高於家管。然而，陳美珠（民 100）研究結果卻指出，社區大學中年人的

死亡態度在有無工作並沒有顯著差異。 

由上述結果可知，研究對象有無工作、從事何種職業對於死亡態度會產生

不一樣的想法，但是研究結果不盡相同，不過可以發現大多研究仍表示有工作

者在死亡恐懼或死亡逃避上是高於無工作者的。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就業狀

況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2. 居住型態 

林柳吟（民 91）研究發現獨居者在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

接受及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得分較與配偶同住、與家人同住的老人高。裴惠然

（民 103）研究將居住型態區分為與子女同住、與老伴同住、與子女及老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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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獨居等四種類型。調查結果發現，居住型態與死亡態度並無顯著相關。劉

金鳳（民 100）研究發現，不同居住狀況的老年人死亡態度在居住狀況上並沒

有顯著差異。 

由上述結果可知，研究對象的不同居住狀況對於死亡的態度與想法可能產

生差異，雖然仍有研究指出不同居住狀況對死亡態度沒有影響，但是隨著研究

對象的不同，所調查的結果也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發現。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

居住狀況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3. 自覺健康狀況 

黃國城（民 92）研究發現健康狀況「極佳」之醫院志工在「趨近接受」上

顯著高於健康狀況「良好」及「尚可」之醫院志工，而「良好」及「尚可」之

醫院志工顯著高於健康狀況「差」之醫院志工。李鈴蘭（民 101）研究顯示自

覺健康狀況好和良好的教師在「趨近導向死亡接受」層面得分高於自覺健康狀

況普通的教師。裴惠然（民 104）研究結果發現，在死亡恐懼層面，慢性病越

多者，越恐懼死亡；死亡接受層面，慢性病越多者，越接受死亡；死亡逃離導

向層面，則是慢性病越多者，越以死亡為逃離導向。陸金竹（民 103）研究顯

示，健康狀況為「尚可」之安寧志工在「死亡恐懼」上顯著高於健康狀況「良

好」之安寧志工，而健康狀況為「尚可」之安寧志工在「死亡逃避」上顯著高

於健康狀況「良好」之安寧志工。而呂佳芬（民 99）研究結果指出，慈濟志工

的死亡態度不會因自覺健康狀況不同而有所差異。 

由上述結果可知，研究對象的不同健康狀況對於死亡的態度與想法可能產

生差異，多數研究結果都指出健康狀況良好者對於死亡的態度比健康狀況較差

者更偏向正面的態度，但是亦有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

健康狀況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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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志願服務參與經驗 

呂佳芬（民 99）研究發現「無」接觸臨終經驗者的死亡逃避高於「有」接

觸臨終經驗者。吳佳蓁（民 102）研究結果顯示，有無接觸臨終經驗的醫療志

工在死亡態度的「死亡恐懼」、「死亡逃避」層面上達顯著差異，且「無」接觸

臨終經驗者顯著高於「有」接觸臨終經驗者。李鈴蘭（民 101）研究結果發現

國小教師在死亡態度各分層面而言，無顯著差異存在。陸金竹（民 103）表示

是否曾經歷過親友死亡之安寧志工在「死亡態度」分層之「趨近接受」上有顯

著差異，「經歷過親友死亡」之安寧志工在「趨近接受」上顯著高於「未經歷過

親友死亡」之安寧志工。彭孟津（民 99）指出有參與過親人急救決定之經驗者

對於死亡顯得較不恐懼，較能保持正向的態度面對死亡。楊曉惠（民 99）研究

則指出，親人死亡的經驗「3 次以上」者在整體死亡焦慮及其「死後所發生的

事件」、「未知的死後世界」、「未知的死後世界」、「死亡的過程」層面上明顯有

較高的死亡焦慮。而郭美慧（民 103）則表示大學生其死亡態度不會因為有無

親友死亡經驗和有無寵物死亡經驗而有所差異。 

由上述結果可知，研究對象志願服務參與的經驗中，有無接觸臨終經驗對

於死亡的態度與想法可能產生差異，多數研究結果都指出有接觸過與死亡相關

議題者對於死亡的態度比從未接觸過死亡議題者更能夠接納死亡，但是亦有研

究提出不同的看法。而志願服務類型的不同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經驗，在服務

過程中也並非每位志工都會經歷生死議題。因此，本研究探討中高齡志願服務

者的志願服務參與經驗在死亡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5. 志願服務年資 

呂佳芬（民 99）研究發現在「死亡恐懼」、「死亡逃避」層面上，參與服務

年資「未滿 5 年」者高於「滿 10 年未滿 15 年」、「滿 15 年以上」者。吳佳蓁

（民 102）研究結果發現，志工在「死亡逃避」、「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及

「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有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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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結果可知，不同服務年資的研究對象對於死亡的態度與想法可能產

生不一樣的想法，從過往研究結果能發現服務年資越高者越可能偏往正向的死

亡態度，但是不同對象亦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因此，本研究探討不同服務年資

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 中高齡者的死亡態度 

現有關於「死亡態度」的國內外文獻大多著眼於和醫療、宗教及社區領域

相關的中高齡志願服務工作者為主（吳佳蓁，民 102；吳婉容，民 99；呂佳

芬，民 99；原來，民 100；張振發，民 99；陸金竹，民 103；黃國城，民 92；

黃鶴珠，民 99），少數研究是了解社區、養護機構老人或中年人的死亡態度

（林智凱，民 99；侯冬芬，民 93；陳美珠，民 100；楊曉惠，民 99；裴惠然，

民 104；劉金鳳，民 100；蔡坤良，民 93）。 

從過往研究結果發現，在宗教相關機構服務的志願服務者對生命意義感是

較正向的（呂佳芬，民 99），同時他們視死亡為生命無法改變的事實，而以坦

然的態度去看待死亡這件事情，並且他們認為死亡是一個過程，以一種樂觀的

態度去面對（吳婉容，民 99；呂佳芬，民 99）。例如：針對高雄區慈濟志工生

命意義感與死亡態度之相關研究採用 Wong et al. 重新修訂之死亡態度量表

（DAP-R），將死亡態度區分為死亡恐懼、死亡逃避、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

離導向的死亡接受、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等五個層面。研究結果發現高雄區慈

濟志工在死亡態度上對死亡恐懼較低，也比較不逃避死亡，對於死亡態度傾向

於坦然接受（呂佳芬，民 99）。另針對高齡女性志工自我概念與死亡態度相關

之研究也顯示，多數高齡女性宗教志工對於死亡比較不會恐懼，而是以正向、

樂觀的態度面對之（吳婉容，民 99）。 

同樣地，過往研究亦發現在醫院相關機構服務的志願服務者在對於生命意

義的感受與幸福感為中上程度，研究還指出死亡恐懼是影響人們幸福感的重要

因素，死亡恐懼越低者，幸福感會越高（陸金竹，民 103；黃國城，民 92；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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琇婷，民 101），而多數醫院志工對於死亡的態度是抱持中性的死亡接受，認為

死亡是人生中無法避免的過程，將其視為生命的一部份，對死亡並不會感到恐

懼與害怕（吳佳蓁，民 102；原來，民 100；陸金竹，民 103；黃國城，民

92）。例如：針對高雄市醫院志工幸福感、死亡態度與生命意義感之相關研究結

果發現，高雄市醫院志工在死亡態度上，對於死亡的恐懼感較低，也比較不會

逃避死亡，對死亡偏向坦然接受的態度（黃國城，民 92）。針對嘉義地區醫療

志工靈性健康與死亡態度之探討結果顯示，嘉義地區醫療志工以「中性導向的

死亡接受與「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的死亡態度為多數，對於死亡比較不會恐

懼或逃避，將其視為自然且必然發生的事情（吳佳蓁，民 102）。另針對安寧志

工生命意義感、死亡態度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結果也發現，安寧志工在死亡態

度上對死亡的逃避較低，也比較不恐懼死亡，對死亡視為是生命過程中的一部

分，不論是好是壞對死亡都會坦然接受，將死亡視為是自然的，且是不可避免

的事（陸金竹，民 103）。 

然而，黃鶴珠（民 99）針對社區志工進行深度訪談，發現志工會因為不知

道自己死時及死後會發生什麼事而對於死亡產生恐懼感，並會擔心自己來不及

補救人生過程中的遺憾或悔恨，從而對死亡感到害怕。另外，張振發（民 99）

台中榮總志工死亡焦慮之研究結果亦能得知，整體醫院志工的死亡焦慮屬中等

偏低程度之死亡焦慮傾向，但是其對於瀕死過程中，身體可能受到疼痛或開

刀，以及痛苦的瀕死過程及死亡，則會產生明顯的死亡焦慮傾向。 

另一方面，有研究針對社區老人、養護機構老人、資深榮民，以及中年人

進行死亡態度的探究。就蔡坤良（民 93）針對八位小琉球漁村老人進行深度訪

談的結果得知，多數老人都能自在地談論死亡並表示不會害怕死亡的本身，也

能表示出對自己的遺體該何處理的看法，但是對於身後事，卻又擔心死後子孫

的生活。另，該研究者亦針對小琉球漁村老人進行問卷調查，從調查結果亦能

夠得知，小琉球漁村老人對死亡的關切（包含自己及他人）與死亡的準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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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對瀕死及遺體處理的恐懼程度，以及對死亡的抉擇及不去思考、擔心與面

對死亡的認知程度都相對偏低。而大部份小琉球老人對瀕死過程所可能遭受的

痛苦、無依、或拖累子女感到害怕，並表示會掛念家人的生活情形。從裴惠然

（民 104）針對社區老人希望感、死亡態度與成功老化之探討的結果顯示，大

多數老人認為死亡是與上帝神佛結合，是通往天堂或極樂世界的入口。並發現

宗教信仰與死亡態度有顯著的相關。 

而在養護機構老人的部分，可以從楊曉惠（民 99）針對高高屏地區養護機

構老人生命意義感與死亡焦慮相關性之研究結果發現，養護機構老人的死亡焦

慮偏高。在「死後所發生的事件」、「未知的死後世界」、「死後失去掌控」、「死

亡的過程」等四個向度中，對於「死後失去掌控」與「死後所發生的事件」有

較高的焦慮。另從侯冬芬（民 93）針對雲嘉地區資深榮民生命意義、死亡態度

與生活品質之相關性探討結果可知，雲嘉地區資深榮民視死亡為生命中自然的

一部份，既不恐懼亦不歡迎它，而當其整體生命意義愈高，愈不恐懼死亡，也

不會視死亡為逃離現世痛苦的方法。 

另外，有研究係針對有宗教信仰之老人進行死亡態度的探討，如劉金鳳

（民 100）針對臺北市信仰佛教與基督宗教老年人來生信念與死亡態度之調查

研究結果發現，有宗教信仰的老人對於死亡是抱持著正向的態度，認為死亡是

生命中自然且無法改變的事實，既不恐懼亦不歡迎死亡的到來，因而將有限的

生命作最佳的運用。從林智凱（民 99）針對高齡基督徒老人進行深度訪談的內

容可以了解宗教能夠協助老人重新建立自己對於死亡的想法，並且以較為正向

的態度去面對死亡。 

最後，在探究中年人死亡態度的部分，則有陳美珠（民 100）針對中年人

來生信念、死亡態度與自殺傾向之相關性研究，其結果指出社區大學中年人有

較高的中性接受的死亡態度，較低的死亡恐懼，並且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中年人

身上發現，宗教信仰為「基督宗教」的中年人，死亡態度較偏向於「中性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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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接受」，而且其在「中性的死亡接受」上更高於宗教信仰為「佛教」者。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理解，個人的死亡態度對其生命意義與幸福的感受會

產生不同的影響。若能夠將死亡視為生命的一部份，是我們必須面對而無法改

變的事情，將會對於我們妥善規劃未來有很大的幫助，並且能夠在往後的日子

裡盡可能地去追求、拓展生命的意義，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天，面對死亡這件事

情，不只有接受它是無法逃避的事，而要以更坦然的態度去面對與接納，才能

夠讓有限的生命創造出無限的價值，如此，我們也才能夠以正向的態度面對死

亡，並提高幸福感。故，了解一個人的死亡態度有助於我們了解一個人的生命

意義感與幸福感，如果我們能夠知道參與志願服務及不同志願服務場域是不是

會影響到一個人死亡態度時，我們就能夠透過提供適當的志願服務工作內容，

並積極鼓勵中高齡者擔任志工，以促使他們更能夠正向、樂觀地面對死亡，並

且能夠有充裕的時間提早為晚年生活做規劃與準備。 

  



38 

 

小結 

 前文有提及，現在有關於「死亡態度」的國內外文獻大多著眼於和醫療、

宗教及社區領域相關的中高齡志願服務工作者為主（吳佳蓁，民 102；吳婉

容，民 99；呂佳芬，民 99；原來，民 100；張振發，民 99；陸金竹，民 103；

黃國城，民 92；黃鶴珠，民 99），少數研究是了解社區、養護機構老人或中年

人的死亡態度（林智凱，民 99；侯冬芬，民 93；陳美珠，民 100；楊曉惠，民

99；裴惠然，民 104；劉金鳳，民 100；蔡坤良，民 93）。對於身處不同場域志

願服務者其死亡態度差異之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況且，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

氛圍的逐漸開放，人們能夠從多元的管道接觸、了解有關生命健康的議題。因

此，想要透過此研究來了解不同服務場域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是否會因為不

同的服務經驗而讓他們對於死亡態度產生差異？參與志願服務的中高齡者的社

會網絡是否會影響他們對於死亡的態度？以及知悉生命健康相關資訊是否會讓

他們對死亡產生不同的想法？而研究者藉由文獻探討的結果大膽假設，中高齡

志願服務者的不同服務場域、社會支持程度、及知悉生命健康資訊對其死亡態

度都會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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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探究不同服務場域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是否

會因為不同的服務經驗而讓他們對於死亡態度產生差異；參與中高齡志願服務

者的社會支持網絡是否會影響他們對於死亡的態度；以及知悉生命健康相關資

訊是否會讓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對死亡產生不同的想法。 

本章節共分為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研究工具，以及資

料收集與分析等四個小節，以下依序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 研究架構 

 

 

 

 

 

 

 

 

 

 

 

 

 

圖 3-1-1 影響中高齡志願工作者死亡態度之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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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設 

(一) 不同服務場域對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死亡態度會產生影響。 

(二) 中高齡者社會支持程度對死亡態度會產生影響。 

(三) 知悉生命健康資訊對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死亡態度會產生影響。 

 

第二節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就業服務法（民 107）第 2 條對中高齡者以及老人福利法（民

109）第 2 條對老人之定義，將研究對象之年齡界定為 45 歲以上之民眾，並根

據內政部最新統計，臺北市平均餘命達 83.63 歲，老化指數為六都最高，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數佔比，也是六都之首（內政部統計處，民 108），本研究共發放

661 份紙本問卷與 97 份線上問卷，成功回收 488 位 45 歲以上於臺北市參與志

願服務的民眾，在去除未滿 45 歲的填答者，以及系統性遺漏者之後，最終獲得

471 份有效問卷。研究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測試使用紙本（376 份）及線上問卷

（95 份）的受訪者在死亡態度五面向上是否有差異，發現在死亡態度五面向都

有顯著性的不同，因此，本研究最後只包含了 376 位使用紙本問卷的受訪者。 

二、 抽樣方式 

研究者於 108 年 11 月底與臺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主任聯繫取得臺北市政

府於 107 年統計之志工人數及服務成果的相關資料，從該統計資料得知，臺北

市目前擁有 2,399 隊志工隊，約有 71,354 名臺北市民投入志願服務的行列之

中，其中 45 歲以上的志願服務者約占了近八成，因此，本研究將以年滿四十五

歲以上之臺北市志願服務者為母群，依據社會福利類（36%）、文化教育類

（33%）、衛生保健類（21%）、生態環保類（2%），以及其他類（7%），包含觀

光旅遊類、行政庶務類、宗教服務類、急難救助及交通服務類等五個類別的志

願服務者人數分布比例進行分層抽樣，並以紙本問卷的方式對臺北市 12 行政區

當中有意願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區公所、圖書館、健康中心、里辦公室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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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團體等單位進行問卷調查，由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主任提供的各單位志工承辦

人聯繫名單，先透過電話進行初步的聯繫，說明研究內容與目的，以及詢問協

助調查之意願，若該單位有意願協助調查進行，會再將紙本問卷與填答小禮一

同郵寄至單位，待問卷完成之後，研究者再親自前往回收，但由於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簡稱新冠疫情）的影響，問卷回收情形並不理想，尤其是衛生保健類

型的志工。 

109 年 4 月為了因應新冠疫情的衝擊，對暫停志願服務相關活動之臺北市

立美術館、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癌症基金會、乳癌病友協會、血液基金

會等單位進行線上問卷調查，此部分的執行方式為由該單位之志工承辦人將線

上問卷連結透過電子郵件的方式發送給該單位內部所有的志願服務者，由志願

服務者自行決定是否願意填答，而考量本研究受訪者年齡上的限制，會在填寫

線上問卷第一部份時就先行篩選，以確保回收有效資料。 

本研究回收之紙本問卷依照志願服務五個類別的比例為：社會福利類

（42%）、文化教育類（24%）、衛生保健類（19%）、生態環保類（5%），以及

其他類（10%）；線上問卷依照志願服務五個類別的比例為：社會福利類

（29%）、文化教育類（38%）、衛生保健類（24%）、生態環保類（0%），以及

其他類（8%）。由於紙本和線上問卷有可能產生系統性誤差，且經測試紙本受

訪者與線上受訪者確有不同，故本研究最後只採用紙本問卷進行分析，詳見第

四節資料分析方法。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 預試問卷施測與建立表面效度 

研究者在正式施測前，請身旁的家人、朋友介紹年滿 45 歲以上之志願服務

者，將第一問卷初稿讓 2 位 45 歲以上未滿 55 歲的消防志工、2 位 55 歲以上未

滿 65 歲的學校及醫院志工、2 位 65 歲以上的社會福利志工填答，後根據 6 位

受訪者的回饋與填答過程所發現的問題進行修正，形成第二問卷初稿。後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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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65 歲以上的社會福利志工，以及 4 位 65 歲以上的宗教與醫院志工填答，確

認沒有其他修改的問題及經過信度測試之後，形成正式問卷並開始發放與回

收。 

二、 研究工具之形成 

研究工具的形成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參考文獻擬定問卷初稿，第

二階段是請年滿 45 歲以上之志願服務者試填答預試問卷，第三階段藉由預試受

訪者之意見、回饋，以及預試過程中遭遇之問題與困難進行修正，遂形成正式

問卷（見附錄）。 

三、 測量工具之說明 

本研究透過國內外文獻的歸納、整理，探究志願服務與死亡態度之間的關

係後選擇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配合「社會支持量表」、

「生命健康相關資訊來源」、「死亡態度量表」三種測量工具，進行資料收集與

資料分析。 

(一) 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 

 參考過往與測量死亡態度相關之研究，本研究包含七個個人背景變項（性

別、年齡、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婚姻狀況、子女數），及五個環境

背景變項（就業狀況、居住型態、自覺健康狀況、志願服務類型、志願服務年

資），問卷題項請參閱附錄。 

1. 個人及環境背景 

 個人背景變項部分，研究者將性別區分為男性與女性；將年齡區分成 45-64

歲、65-74 歲以及 75 歲以上。宗教信仰包含佛教/道教/一貫道、基督教/天主

教、民間信仰及無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分為國小（含以下）、國中、高中

（職）、大專校院、研究所（含以上）。經濟狀況包括富裕、小康、普通、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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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相當困難。將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有偶、已婚喪偶、離婚。子女數

包含無、一名、兩名、三名、四名、五名以上。 

 在環境背景變項部分，研究者將就業狀況區分為一週工作滿 40 小時以上、

一週工作未滿 40 小時及無工作或退休或其他。居住型態包含與子女同住、與配

偶/伴侶同住、與子女及配偶同住、獨居以及與親友同住。將自覺健康狀況分為

極佳、良好、尚可與差。 

(二) 預測變項 

 本研究的主要預測變項共有四個：志願服務類型、志願服務年資、社會支

持程度及生命健康資訊來源。 

1. 志願服務類型及服務年資 

 研究者將志願服務類型區分為「社會福利類」、「文化教育類」、「衛生保健

類」、「生態環保類」、「其他類（例如：觀光旅遊類、行政庶務類、宗教服務

類、急難救助及交通服務類等）」等五類，此題以複選題的形式來了解中高齡志

工們參與志願服務類型的現況。另，研究者將志願服務年資區分成未滿一年、

滿一年未滿三年、滿三年未滿六年、滿六年未滿九年以及滿九年以上。 

2. 社會支持程度 

 在社會支持程度方面的測量，係參考汪慧君（民 97）中譯 Zimet et al. 

（1988）所發展的多向度知覺社會支持量表 MSPSS（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透過家人、朋友、特定他人等三個面向來測量社會支

持的程度。該量表共有 12 題，每一面向有 4 個題目，以 Likert 七分量表測量，

依所圈選量尺上的分數分別為「非常不同意」1 分、「很不同意」2 分、「不同

意」3 分、「中立意見」4 分、「同意」5 分、「很同意」6 分、「非常同意」7

分，分數越高表示其社會支持程度越高，由於該量表的信度在整體及其他 3 個

分量表上皆擁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故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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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預試過程中，發現多數受訪者在七分量表的選擇上容易發生回答

困擾的狀況，在考量中高齡者填答的容易度、流暢度以及期望受訪者能更直覺

性地回答問題，在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改以 Likert 五分量表測量，依所圈選

量尺上的分數分別為「非常不同意」1 分、「不同意」2 分、「中立意見」3 分、

「同意」4 分、「非常同意」5 分，分數越高表示其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整體

（α=0.872）及其他 3 個分量表（α=0.825；α=0.958；α=0.803）上仍擁有良好的

內部一致性。 

3. 生命健康資訊來源 

 研究者將與生命健康相關資訊之問題分為知悉與行動兩部分，前者針對受

試者是否知悉器官捐贈/大體捐贈、四大癌症篩檢、病人自主權利法、安寧療護

等四項與生命健康相關資訊，皆區分成有聽過、沒聽過兩類，並採用複選題的

形式來了解獲取該資訊之八種來源。而在試圖了解受試者在面臨與生命健康相

關問題時會選擇採取什麼樣的行為方面，研究者將面對四大癌症篩檢的選擇區

分為「是，且已按時接受檢查」、「是，但尚未按時檢查」、「否」等三個選項；

將面對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的選擇區分為「是，且已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

「是，但尚未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否」等三個選項；將面對預立醫療決定

的選擇區分為「是，且已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是，但尚未簽署預立醫療決

定書」、「否」等三個選項；將面對安寧療護的選擇區分為「是，且已簽署預立

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是，但尚未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

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否」等三個選項，此部分係參考安寧照顧基金會生命

教育測驗題的形式，藉由情境題的方式了解中高齡志工面對以上四項與生命健

康相關的狀況時，會選擇採取什麼樣的行為。 

 本研究利用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細節請見第

四節資料分析方法），但由於在最後一個 OLS 迴歸模型，變項總數已經到達臨

界點而可能使變項的預測效率低落，故為減少變項數目，同時確保分析結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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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意義，研究者決定使用 2 個新增變項來測量生命健康資訊及行為：受訪者

聽過幾種與生命健康相關的資訊（0-4）、受訪者願意執行上述幾種與生命健康

相關的行為（0-4）。 

(三) 應變項：死亡態度 

本研究的應變項為死亡態度，其測量係參考廖芳娟（民 89）之「死亡態度

量表」所編製。該量表內容共計 32 題，包含死亡恐懼、死亡逃避、趨近導向的

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等五個層面。其中「死

亡恐懼」面向有 7 題、「死亡逃避」面向有 5 題、「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面向

有 10 題、「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面向有 5 題、「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面向有

5 題。該量表採用 Likert 五分量表測量，依所圈選量尺上的分數分別為「非常

不同意」1 分、「不同意」2 分、「部分同意」3 分、「同意」4 分、「非常同意」5

分，分量表合計分數愈高，表示受試者愈偏向該一面向的死亡態度，因為該量

表在的信度在整體及其他 5 個分量表上皆擁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故採用之。

預試結果顯示，整體（α=0.727）及其他 5 個分量表（α=0.946；α=0.698；

α=0.921；α=0.723；α=0.979）上皆擁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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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回收 488 份紙本及電子問卷後，首先去除未滿 45 歲的填答者，以

及系統性遺漏者，再以平均數插補法進行資料的修正隨機遺漏值，最終獲得

471 份完整有效問卷，由於調查方式的不同 (紙本及線上) 可能觸及不同的樣本

群，以致得到不同的答案，於是研究者特別比較紙本（376 份）及線上問卷

（95 份）的受訪者在死亡態度五面向上是否有差異，在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測

試之後，紙本受訪者和線上受訪者的五個死亡態度面向都有顯著不同（紙本問

卷的樣本群在死亡態度五面向的數值都比線上問卷來得高），因此，本研究最後

只採用紙本問卷資料（376 份），並利用 SPSS 23.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整

理與分析，資料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為了解本研究中 376 名中高齡志工樣本的特性，首先使用次數分配、集中

量數、離散量數等方式來檢視其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教育

程度、經濟狀況、婚姻狀況、子女數）、環境背景變項（就業狀況、居住型態、

自覺健康狀況），志願服務類型與服務年資、社會支持程度、生命健康相關資訊

來源，以及死亡態度。社會支持量表之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941，死亡

態度量表之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915，可見此二量表都擁有良好的內部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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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論統計 

為深入了解各種因素與本研究中 376 名中高齡志工死亡態度之間的關聯，

推論統計的使用包含下述雙變項分析與多變項分析。 

(一) 雙變項分析 

 雙變項分析用來檢測各個自變項與五個死亡態度面向之間的關係。由於五

個死亡態度的面向皆為連續變項，當自變項為類別變項且僅有兩個選項時，獨

立樣本 t 檢定將被用以進行分析。當自變項為類別變項且有三個以上的選項

時，則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及事後檢定進行

分析與說明。當自變項同時也是連續變項時，將使用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 

correlation）進行分析。 

(二) 多變項分析 

 為確保各變項之間並不存在共變性，在進行階層性多元迴歸（hirarchical 

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之前，先進行多元共線性診斷（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之後在控制個人背景變項、環境背景變項的條件下逐層

檢驗中高齡者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的類型、年資、社會支持程度、及對生命健康

資訊了解程度與其死亡態度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將四大類變項逐步加入階層

性多元迴歸分析：第一個模型中的自變項包含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共 18

項）；第二個模型在第一模型的變項下加入志願服務類型及年資變項（共 6

項）；第三個模型包含了第二個模型中的所有變項再加入社會支持程度變項（共

1 項）；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模型則在第三個模型的所有變項之後加入生命健康

資訊及具體行為變項（共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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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節依據研究目的進行統計分析，首先針對「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生命態

度之研究調查」所蒐集到的樣本資料進行描述，並依循研究目的說明中高齡志

願服務者的個人基本資料，解釋個人背景變項、環境背景變項、對於生命健康

資訊了解程度，以及與社會支持程度、死亡態度之間的關係。本章將從上述面

向呈現研究結果。 

第一節 樣本資料 

一、 個人及環境背景資料 

 在個人背景變項中，研究者採用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婚姻

狀態等七個類別變項，以人數及百分比方式呈現。其中男性有 70 位（18.6%），

女性有 306 位（81.4%）；在年齡方面，45-64 歲有 166 位（44.1%），65-74 歲有

164 位（43.6%），75 歲以上有 46 位（12.2%）；在宗教信仰部分，約八成的中

高齡者有宗教信仰（83.5%），無宗教信仰者比例較低（16.5%）；在教育程度方

面，約八成的中高齡者的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上（87.8%）；經濟狀況方

面，九成九的受訪者認為家中經濟為普通以上；在婚姻狀態方面，以已婚有偶

者為最多（67.3%），次為已婚喪偶者（14.9%）及未婚者（12.8%），離婚者為

最少（5.1%）；擁有子女數部分，以兩名子女者為最多（43.1%）（詳見表 4-1-

1）。  

 另外，環境背景變項包含了就業狀態、居住型態、自覺身體狀況等三個類

別變項。就業狀態部分，約八成受訪之中高齡者為退休或無工作或其他狀態，

僅近二成三的受訪者有正職或兼職工作；在居住型態上，大多數的受訪者為與

子女及配偶同住（39.1%），其次為與配偶/伴侶同住（24.5%），與子女同住

(14.4%)，獨居（16.0%），亦有少數與父母、手足或朋友同住者（6.1%）；在自

覺身體狀況方面，以認為自己健康狀況「良好」最多，有 203 位（54.0%），其

次為「尚可」（37.0%）與「極佳」（8.2%），而「差」的比例為最低（0.8%）

（詳見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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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個人與環境背景變項之分布（n=376） 

 變項 樣本數(n) 百分比(%) 

個 性別   

人   男 70 18.6 

背   女 306 81.4 

景 年齡   

變   45-64 歲 166 44.1 

項   65-74 歲 164 43.6 

   75 歲以上 46 12.2 

 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一貫道 214 56.9 

   基督教/天主教 55 14.6 

   民間信仰 45 12.0 

   無宗教信仰 62 16.5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7 4.5 

   國中 29 7.7 

   高中(職) 147 39.1 

   大專院校 161 42.8 

   研究所(含以上) 22 5.9 

 經濟狀況   

   富裕 1 0.3 

   小康 195 51.9 

   普通 178 47.3 

   略有困難 1 0.3 

   相當困難 1 0.3 

 婚姻狀態   

   未婚 48 12.8 

   已婚有偶 253 67.3 

   已婚喪偶 56 14.9 

   離婚 19 5.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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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數   

   無 62 16.5 

   一名 52 13.8 

   兩名 162 43.1 

   三名 82 21.8 

   四名 14 3.7 

   五名以上 4 1.1 

環 就業狀態   

境   一週工作滿 40 小時以上 50 13.3 

背   一週工作未滿 40 小時 37 9.8 

景   無工作/退休/其他 289 76.9 

變 居住型態   

項   與子女同住 54 14.4 

   與配偶/伴侶同住 92 24.5 

   與子女及配偶同住 147 39.1 

   獨居 60 16.0 

   與親友同住 23 6.1 

 自覺身體狀況   

   極佳 31 8.2 

   良好 203 54.0 

   尚可 139 37.0 

   差 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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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志願服務類型與服務年資 

 本研究將志願服務類型分為社會福利、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生態環保及

其他等五種類別，由於該題為複選題，故將每個種類視為一個個別選項以了解

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參與情況。結果顯示，有近五成五的受訪者都參與了社會

福利類型的志願服務工作，其他依次為 35.6%從事文化教育類、30.3%從事衛生

保健類、22.1%從事其他類，而回答參與生態環保類的志願服務者在本研究中的

參與比例最少（8.2%）（詳見表 4-1-2）。 

表 4-1-2 

志願服務類型之分布（n=376） 

變項 樣本人次(n) 百分比(%) 

志願服務類型   

  社會福利類   

    從事 210 55.9 

    未從事 166 44.1 

  文化教育類   

    從事 134 35.6 

    未從事 242 64.4 

  衛生保健類   

    從事 114 30.3 

    未從事 262 69.7 

  生態環保類   

    從事 31 8.2 

    未從事 345 91.8 

  其他類   

    從事 83 22.1 

    未從事 293 77.9 

 中高齡志工在被問及從事幾種志願服務時，約五成八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

表示參與一種志願服務工作，但有三成四的中高齡志工同時從事兩種志願服務

工作，從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中高齡者在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時，多數會專心

投入於單一類型的服務單位，但是有部分的中高齡者會選擇兩種或甚至三種以

上的服務單位提供志願服務（詳見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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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從事幾種志願服務之分布（n=376） 

變項 樣本數(n) 百分比(%) 

從事幾種志願服務   

  僅做一種志願服務 219 58.2 

  同時做兩種志願服務 127 33.8 

  同時做三種以上志願服務 30 8.0 

 另外，在志願服務年資方面，約有半數（48.7%）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已經

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九年以上，相信其服務經歷與經驗相當豐富，亦可了解志願

服務對中高齡者而言，是一種持續的活動，藉由長時間的投入培養成另一種生

活的習慣或興趣。由表亦可知，有約一成的志願服務者是新加入未滿一年的新

人，尚處於摸索與經驗累積的階段（詳見表 4-1-4）。 

表 4-1-4 

志願服務年資之分布（n=376） 

變項 樣本數(n) 百分比(%) 

志願服務年資   

  未滿一年 56 14.9 

  滿一年未滿三年 40 10.6 

  滿三年未滿六年 53 14.1 

  滿六年未滿九年 44 11.7 

  滿九年以上 183 48.7 

 

三、 社會支持程度 

 本研究的社會支持量表為一連續變項，研究者以平均數及標準差方式呈

現。社會支持程度方面，平均數為 47.03 分，標準差為 7.682（詳見表 4-1-5）。 

表4-1-5 

社會支持程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375）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社會支持程度   

  0-60分 47.03 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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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將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社會支持以家人、朋友、特定人等三方面支

持來源呈現資料分析結果。社會支持共有 12 題，滿分為 60 分，總得分平均為

47.03 分（標準差 7.682），依據分數將社會支持程度區分為中偏低（0-40 分）與

中偏高的社會支持（41-60 分）兩個組別，其分布狀況依序為 55 人（14.6%）

及 320 人（85.1%），顯示本研究中的中高齡志工大多擁有中度偏高的社會支持

程度（詳見表 4-1-6）。 

表 4-1-6 

社會支持程度之分布(n=375） 

變項 樣本數(n) 百分比(%) 

社會支持程度   

  中偏低社會支持（0-40 分） 55 14.6 

  中偏高社會支持（41-60 分） 320 85.1 

 由進一步分析的研究結果顯示，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社會支持來源以家人

支持為最多，平均數為 16.16（標準差 2.772），其次為特定人的支持，平均數為

15.83（標準差 2.828），而朋友的支持最低，平均數 15.05（標準差 2.903）（詳

見表 4-1-7）。 

表4-1-7 

社會支持程度分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375） 

 平均數 標準差 

家人支持程度（0-20分） 16.16 2.772 

朋友支持程度（0-20分） 15.05 2.903 

特定人支持程度（0-20分） 15.83 2.828 

值得一提的是，在預試階段有受訪者針對社會支持量表反應選項過多易造

成混淆與困擾，於是後來將「很不同意」與「很同意」此二選項刪除，僅留下

「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部分同意」3 分、「不同意」2 分、「非常不

同意」1 分等五個選項（參見附錄）。本量表之「家人支持」面向的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892、「朋友支持」面向的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876，以

及「特定人支持」面向的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887，而量表整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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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941，顯示整體量表與 3 個分量表皆擁有良好的內

部一致性。 

在量表的效度檢測上，Kaiser-Meyer-Olkin 的取樣適當性檢定結果為

0.927，同時 Bartlett 球形檢定的結果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社會支持量表所有題

項在本研究中皆能成功測量同一向度（表 4-1-8）。 

表4-1-8 

社會支持量表因素分析取樣適當性結果 

 KMO與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927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四、 對生命健康資訊的了解及獲取來源 

(一) 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相關資訊 

 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是否聽過器官捐贈/大體捐贈，從表

4-1-9 可發現，有 369 位（98.1%）的中高齡者聽過器官捐贈/大體捐贈，僅有 7

位（1.9%）中高齡者未聽過相關資訊。從有聽過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的中高齡志

願服務者的回應中（該題為複選題），可以發現獲取資訊的前三名分別為醫療院

所、家人朋友與政府倡導活動（詳見表 4-1-10）。從表 4-1-11 得知，有一成四的

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已經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並有五成三的中高齡者表示本人

有意願簽署，只是目前尚未完成同意書之簽署。 

表 4-1-9 

對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的了解（n=376） 

項目 樣本數(n) 百分比(%) 

有聽過 369 98.1 

沒聽過 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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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相關資訊來源（複選題） 

項目 樣本人次(n=376) 百分比(%) 

家人朋友 133 35.4 

醫療院所 236 62.8 

政府倡導活動 128 34.0 

報章雜誌 120 31.9 

廣告媒體 52 13.8 

影視戲劇 21 5.6 

網路媒體 71 18.9 

其他 21 5.6 
 

表 4-1-11 

對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的行為（n=376） 

項目 樣本數(n) 百分比(%) 

已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 55 14.6 

尚未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 201 53.5 

否 120 31.9 

(二) 四大癌症篩檢相關資訊 

 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是否聽過四大癌症篩檢，從表 4-1-

12 可發現，有 351 位（93.4%）的中高齡者聽過四大癌症篩檢，另有 25 位

（6.6%）中高齡者未聽過相關資訊。在聽過四大癌症篩檢的中高齡志工的回應

中（該題為複選題），可知獲取資訊的前三名分別為醫療院所、政府倡導活動與

報章雜誌（詳見表 4-1-13）。此外，有六成五的中高齡志工已經按時接受檢查，

並有近三成表示本人有意願接受檢查，只是目前尚未付諸實際行動（見表 4-1-

14）。 

表 4-1-12 

對四大癌症篩檢的了解（n=376） 

項目 樣本數(n) 百分比(%) 

有聽過 351 93.4 

沒聽過 2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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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3 

四大癌症篩檢相關資訊來源（複選題） 

項目 樣本人次(n=376) 百分比(%) 

家人朋友 84 22.3 

醫療院所 287 76.3 

政府倡導活動 194 51.6 

報章雜誌 98 26.1 

廣告媒體 63 16.8 

影視戲劇 10 2.7 

網路媒體 64 17.0 

其他 13 3.5 
 

表 4-1-14 

對四大癌症篩檢的行為（n=376） 

項目 樣本數(n) 百分比(%) 

已按時接受檢查 246 65.4 

尚未按時接受檢查 103 27.4 

否 27 7.2 

(三) 病人自主權利法相關資訊 

 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是否聽過病人自主權利法，從表 4-

1-15 可發現，有 312 位（83.0%）的中高齡者聽過病人自主權利法，另有 64 位

（17.0%）中高齡者未聽過相關資訊。從有聽過病人自主權利法的中高齡志願服

務者的回應中（該題為複選題），可以發現獲取資訊的前三名分別為醫療院所、

政府倡導活動及報章雜誌（詳見表 4-1-16）。從表 4-1-17 得知，有一成七的中高

齡志願服務者已經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並有將近六成七的中高齡者表示本人

有意願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只是目前尚未付諸實際行動。 

表 4-1-15 

對病人自主權利法的了解（n=376） 

項目 樣本數(n) 百分比(%) 

有聽過 312 83.0 

沒聽過 6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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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6 

病人自主權利法相關資訊來源（複選題） 

項目 樣本人次(n=376) 百分比(%) 

家人朋友 83 22.1 

醫療院所 208 55.3 

政府倡導活動 112 29.8 

報章雜誌 88 23.4 

廣告媒體 46 12.2 

影視戲劇 12 3.2 

網路媒體 62 16.5 

其他 14 3.7 
 

表 4-1-17 

對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行為（n=376） 

項目 樣本數(n) 百分比(%) 

已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252 67.0 

尚未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65 17.3 

否 59 15.7 

(四) 安寧療護相關資訊 

 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是否聽過安寧療護，從表 4-1-18 可

發現，有 367 位（97.6%）的中高齡者聽過安寧療護，僅有 9 位（2.4%）中高

齡者未聽過相關資訊。從有聽過安寧療護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回應中（該題

為複選題），可以發現獲取資訊的前三名分別為醫療院所、家人朋友及政府倡導

活動（詳見表 4-1-19）。從表 4-1-20 得知，有約一成六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已經

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並有七成的中高齡者表示本人

有意願簽署意願書，只是目前尚未付諸實際行動。 

表 4-1-18 

對安寧療護的了解（n=376） 

項目 樣本數(n) 百分比(%) 

有聽過 367 97.6 

沒聽過 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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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9 

安寧療護相關資訊來源（複選題） 

項目 樣本人次(n=376) 百分比(%) 

家人朋友 165 43.9 

醫療院所 293 77.9 

政府倡導活動 130 34.6 

報章雜誌 123 32.7 

廣告媒體 67 17.8 

影視戲劇 20 5.3 

網路媒體 73 19.4 

其他 12 3.2 
 

表 4-1-20 

對安寧療護的行為（n=376） 

項目 樣本數(n) 百分比(%) 

已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

意願書 

63 16.8 

尚未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

擇意願書 

271 72.1 

否 42 11.2 

五、 死亡態度 

 本研究的主要應變項為死亡態度，此變項為連續變項，研究者以平均數及

標準差方式呈現。死亡態度整體量表方面，平均數為 98.82 分，標準差為

15.228（詳見表 4-1-21）。 

表4-1-21 

死亡態度整體及分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376）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死亡態度（0-160分） 98.82 15.228 

死亡恐懼（0-35分） 17.87 5.107 

死亡逃避（0-25分） 14.75 4.090 

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0-50分） 31.41 6.746 

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0-25分） 14.83 3.882 

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0-25分） 19.96 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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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將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死亡態度依死亡恐懼、死亡逃避、趨近導向

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等五個面向呈現資料

分析結果。死亡態度共有 32 題，滿分為 160 分，總得分平均為 98.82 分（標準

差 15.228），並依據各量表分數可以發現，在 376 份有效問卷中，趨近導向的死

亡接受為最高分的面向，總分平均為 31.41（標準差 6.746），其次依序為中性導

向的死亡接受（平均數 19.96，標準差 2.396）、死亡恐懼（平均數 17.87，標準

差 5.107）、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平均數 14.83，標準差 3.882），最後則是死亡

逃避（平均數 14.75，標準差 4.090）（詳見表 4-1-21）。 

本量表之「死亡恐懼」面向的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883、「死亡逃

避」面向的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882，「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面向的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917，「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面向的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856，以及「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面向的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778，而量表整體 Cronbach’s coefficient α 為 0.915，所有的數

值皆顯示出整體量表與 5 個分量表擁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為檢驗量表的效度，死亡態度整體量表及其五個面向的分量表均進行了

Kaiser-Meyer-Olkin 和 Bartlett 檢定。Kaiser-Meyer-Olkin 的取樣適當性檢定結果

為均接近或高於 0.8，同時 Bartlett 球形檢定的結果也全都達到顯著水準，顯示

死亡態度的整體及五個分量表在本研究中均達到測量同一向度的效果（表 4-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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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2 

死亡態度量表因素分析取樣適當性結果 

 KMO與Bartlett 檢定 

死亡態度整體量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915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死亡恐懼分量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83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死亡逃避分量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82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趨近導向死亡接受分量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917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逃離導向死亡接受分量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56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中性導向死亡接受分量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778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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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研究回收之有效樣本已婚女性為主，八成的受訪者為 45-74 歲的退休

者，且高達八成是高中（職）以上的學歷，八成的中高齡志工擁有特定的宗教

信仰，約八成四的志工與家人或親友同住。另，幾乎全部受訪的志工都自認其

經濟條件和健康狀態良好。在志願服務類型方面，從事社會福利類型的人次最

多，依序是文化教育類、衛生保健類、其他類，最後是生態環保類。其中，九

成的中高齡志工從事一到兩種的志願服務工作，並以服務九年以上者為最多。

受訪者的社會支持平均為 47.03 分，且主要是得到家人的支持。最後，在生命

健康資訊方面，八成以上的志工們從醫療院所與政府倡導活動中聽過四大癌

篩、器官捐贈、預立醫療、安寧療護的相關資訊，並有六成五的志工接受定期

檢查，但僅有一到兩成的志工完成簽署同意書或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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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雙變項分析 

一、 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與死亡態度之關係 

 此部分將以個人及環境背景為自變項，以死亡態度為應變項，進行變項間

關係之考驗。性別的部分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年齡、宗教信仰、婚姻

狀態、居住型態等部分使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教育程度、經

濟狀況、子女數、自覺身體狀況、就業狀態等部分則使用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示。 

 不同性別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的「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

上的平均得分有顯著不同：女性對「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顯著高於男性。在

年齡方面，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的「死亡逃避」、「逃離導向的死亡接

受」等兩層面上也存在顯著的年齡差異：從事後檢定的結果可知，75 歲以上的

志工在死亡態度的「死亡逃避」、「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的平均得分皆

高於 45-64 歲的志工（詳見表 4-2）。 

 不同宗教信仰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的「死亡逃避」、「趨近導向

的死亡接受」層面上的平均得分也都存在顯著的差異：從事後檢定的結果可

知，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的中高齡志服務者在「死亡逃避」的平均分數顯著高

於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志工。而在死亡態度的「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

的平均得分，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的中高齡志工的分數顯著高於無宗教信仰的

志工；且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志工在死亡態度的「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

上的平均得分高於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民間信仰及無宗教信仰的志工們（詳

見表 4-2）。 

 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教育程度與死亡態度的各面向，包含「死亡恐懼」、

「死亡逃避」、「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與「中性導向

的死亡接受」等，都有顯著的關聯性。再者，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子女數的多寡

與死亡態度的「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也有顯著的關聯性。另，志工們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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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健康狀況與「死亡恐懼」、「死亡逃避」、「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與「中性導

向的死亡接受」等面向有顯著的關聯性。在婚姻狀態方面，中高齡志願服務者

在死亡態度的「死亡逃避」、「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的平均得分差異均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從事後檢定的結果可知，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

度的「死亡逃避」與「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的平均得分，離婚的中高

齡志工皆顯著高於未婚的志工。另離婚的中高齡志工其「死亡逃避」的分數亦

高於已婚有偶的志工們（詳見表 4-2）。 

二、 志願服務類型及年資與死亡態度之關係 

 此部分將以志願服務類型及年資為自變項，以死亡態度為應變項，進行變

項間關係之考驗。志願服務的各個類型分別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志願

服務年資的部分則使用皮爾森相關係數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示。 

 從表 4-2 得知，從事文化教育類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的「死亡

恐懼」、「死亡逃避」、「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

的平均得分都顯著低於未從事文化教育類之志願服務者；但從事文化教育類的

中高齡志工在「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則顯著高於未從事者。 

 從事衛生保健類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的「中性導向的死亡接

受」層面上的平均得分則較未從事衛生保健類之志願服務者來得低。此外，從

事生態環保類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的「死亡逃避」層面上的平均得

分則顯著高於未從事生態環保類之志願服務者。從事其他類（包含觀光旅遊

類、行政庶務類、宗教服務類、急難救助及交通服務類）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

在死亡態度的「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的平均

得分都比未從事其他類之志願服務者來得高（詳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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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支持程度與死亡態度之關係 

 為了解社會支持程度與死亡態度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使用皮爾森相關係數

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示。 

 從社會支持程度與「死亡態度」各層面比較可知，社會支持程度與「趨近

導向的死亡接受」、「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之相關達顯著水準，屬低強度

正相關，表示「社會支持程度」愈高者，其「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及「中性

導向的死亡接受」程度愈高（詳見表 4-2）。 

四、 生命健康資訊與死亡態度之關係 

 為考驗生命健康資訊的接收與具體行為是否與死亡態度相關聯，本研究進

行了皮爾森相關係數的分析。 

 從表 4-2 得知，志工們生命健康資訊接收與死亡態度的「中性導向的死亡

接受」面向有顯著的關聯性：當志工們獲得愈多項生命健康資訊時，其「中性

導向的死亡接受」程度也愈高；且其生命健康具體行為與死亡態度的「死亡恐

懼」、「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面向皆有顯著的關聯性：當志工們有執行愈多項

生命健康具體行為時，其「死亡恐懼」及「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之程度也都

會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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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變項與死亡態度之關係（n=376） 

 負向死亡態度 死亡接受 

變項 死亡恐懼 死亡逃避 趨近導向 逃離導向 中性導向 

性別   女>男*   

年齡  

[64 歲以下(1)；65-74 歲(2)；

75 歲以上(3)] 

 (3)>(1)*  (3)>(1)*  

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一貫道(1)；天主

教/基督教(2)；民間信仰(3)；

無(4)] 

 (1)>(2)* (1)>(4)*** 

(2)>(1)*** 

(2)>(3)*** 

(2)>(4)*** 

  

教育程度 ** *** * *** ** 

經濟狀況      

婚姻狀態 

[已婚有偶(1)；已婚喪偶(2)；

離婚(3)；未婚(4)] 

 (3)>(1)* 

(3)>(4)* 

(3)>(4)*   

子女數   *   

自覺身體狀況 *** ***  ** * 

就業狀態      

居住型態 

[與子女同住(1)；與配偶/伴侶

同住(2)；與子女及配偶同住

(3)；與親友同住；獨居(4)] 

     

志願服務類型(人次)      

   社會福利類      

   文化教育類 否>是* 否>是* 否>是* 否>是* 是>否* 

   衛生保健類     否>是* 

   生態環保類  是>否**    

   其他類   是>否* 是>否*  

志願服務年資      

社會支持程度   **  *** 

生命健康資訊接收     ** 

生命健康具體行為 ***    ** 

註：兩變項其一為類別變項且僅有兩個選項，而另一為連續變項時，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

析；當其一為類別變項且有兩個以上選項，一為連續變項時，使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分析。當

兩變項同時為連續變項項時，將使用皮爾森相關係數進行分析。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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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使用雙變項分析來了解各面向死亡態度與獨立變項（個人及環境變項、志

願服務變項、社會支持程度變項、生命健康變項）之間的關係時，結果顯示在

個人及環境變項方面，女性中高齡志工的「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高於男性。

當中高齡志工的年齡越大時，在「死亡逃避」及「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

上的平均得分會越高。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的中高齡志工其「死亡逃避」高於

基督教/天主教的志工們；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的中高齡志工其「趨近導向的

死亡接受」高於無宗教信仰者，同時，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志工的「趨近導向

的死亡接受」高於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民間信仰及無宗教信仰者。另，中高

齡志工們的教育程度與死亡態度的五面向都有顯著的關聯性。再者，離婚的中

高齡志工在「死亡逃避」與「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都高於未婚、已婚有偶的

志工。志工們的自覺身體狀況與死亡態度的「死亡恐懼」、「死亡逃避」、「逃離

導向的死亡接受」及「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等四面向都有顯著的關聯性。 

 志願服務變項部分，未從事文化教育類之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的「死亡

恐懼」、「死亡逃避」、「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

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從事者；從事文化教育類的中高齡志工在「中性導向的死

亡接受」層面上的平均得分則顯著高於未從事者。未從事衛生保健類之志願服

務者在死亡態度的「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從事

者；從事生態環保類之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的「死亡逃避」層面上的平均得

分顯著高於未從事者。從事其他類之志願服務者在死亡態度的「趨近導向的死

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層面上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未從事者。  

 在生命健康變項部分，志工們生命健康資訊接收與死亡態度的「中性導向

的死亡接受」面向有顯著的關聯性；且其生命健康具體行為與死亡態度的「死

亡恐懼」、「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面向皆有顯著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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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多變項分析 

 本研究利用階層式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迴歸模型進行多變項分

析，於第一個模型中放入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共 18 項）；第二個模型加入志

願服務類型及年資變項（共 6 項）；第三個模型加入社會支持程度變項（共 1

項）；第四個模型加入生命健康資訊及具體行為變項（共 2 項），並進行多元共

線性診斷（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VIF 是用來判斷多元線性迴歸模型自

變項之間是否獨立，若 VIF>10，表示自變項之間存在共線性。本節所有迴歸模

型的 VIF 值均小於 10，而 OLS 迴歸模型結果分析如表 4-3-1 至表 4-3-4。 

一、 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與死亡態度之關係 

 第一個模型包含個人及環境背景的所有變項：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經濟狀況、婚姻狀況、子女數、就業狀態、居住型態、自覺健康狀

況，表 4-3-1 呈現了 OLS 迴歸模型的結果。 

(一) 負向死亡態度 

 負向死亡態度包含兩個面向：死亡恐懼與死亡逃避，而所有個人及環境變

項中，僅自覺健康狀況與這兩個面向都有負相關；也就是說，當中高齡志工們

自認為健康狀態愈好，其死亡恐懼及死亡逃避就愈低（詳見表 4-3-1）。 

 此外，宗教信仰及婚姻狀態也都與負向死亡態度相關。與無宗教信仰的志

工們相比，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志工有較低的死亡恐懼；而與單身的中高齡志

工相比，離婚的志工們則有較高的死亡逃避（詳見表 4-3-1）。 

(二) 死亡接受 

 死亡接受的面向包含：趨近導向、逃離導向，及中性導向。性別、宗教信

仰、及自覺健康狀況都與死亡接受相關聯。男性的「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比

女性來的高；與無宗教信仰的中高齡志工們相較，信奉佛教/道教/一貫道、天主

教/基督教及民間信仰的志工們在「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上都有著較高的分

數。此外，當中高齡志工自覺健康狀況愈好，其「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分

數越低，但「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分數會愈高（詳見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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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與死亡態度之關係(ｎ=376) 

 負向死亡態度 死亡接受 

變項 死亡恐懼

(β) 

死亡逃避 

(β) 

趨近導向

(β) 

逃離導向

(β) 

中性導向

(β) 

性別 -.017 .041 -.088 -.044 .122* 

年齡      

  65-74 歲 .078 .101 .011 .109 -.059 

  75 歲以上 .049 .097 .056 .115 -.102 

  (45-64 歲)      

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一貫道 .011 .084 .235*** -.009 -.038 

  天主教/基督教 -.158* -.111 .361*** -.028 .090 

  民間信仰 -.043 .031 .128* .054 -.064 

  (無)      

教育程度 -.053 .017 -.057 -.048 -.027 

經濟狀況 .048 .052 .096 .075 -.007 

婚姻狀況      

  已婚有偶 .121 -.064 -.012 -.039 -.320 

  已婚喪偶 .064 -.039 -.004 .009 -.068 

  離婚 .068 .159* .102 .014 .005 

  (未婚)      

子女數 .017 .063 .071 .007 .137 

就業狀態 .086 .036 .015 .067 -.05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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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型態      

  與子女同住 -.096 .035 -.058 -.031 -.005 

  與配偶同住 -.065 .079 -.006 -.007 .151 

  與子女及配偶同住 -.198 .022 -.036 -.088 .222 

  與家人同住 -.008 -.017 -.055 -.032 -.038 

  (獨居)      

自覺健康狀況 -.177*** -.212*** -.025 -.129* .117* 

模式摘要      

  R2 .084 .122 .128 .060 .066 

  F 1.814* 2.751*** 2.920*** 1.258 1.393 

*p<0.05; **p<0.01; ***p<0.001 

二、 個人背景變項、環境背景變項、志願服務類型、服務年資與

死亡態度之關係 

 第二個模型包含了第一個模型中的所有變項，並加入了志願服務相關的變

項：志願服務類型、志願服務年資，表 4-3-2 呈現了 OLS 迴歸模型的結果。 

 將表 4-3-2 的結果與表 4-3-1 的結果比較，當志願服務類型及志願服務年資

兩個變項被放入 OLS 迴歸模型後，個人及環境變項與五大死亡態度面向之間的

關聯大致維持不變。不過，在年齡、經濟狀況、婚姻狀況、子女數等變項與死

亡態度五面向之間的關聯產生了新的變化，從表 4-3-2 可以看到，與 45-64 歲的

志工們相比，65-74 歲的志工們其「死亡恐懼」的分數較高；當中高齡志工們的

經濟狀況越好時，其「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分數也會越高；與單身的志工

們相比，已婚有偶的志工們其「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分數較低；另，當志

工們擁有越多的子女，其「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分數就會越高。 

 而本研究的主要自變項之一是志願服務的類型，結果顯示，若與未從事生

態環保類志工相比，從事生態環保類的志工對「死亡逃避」的分數較高。至於

志願服務的年資則和負向的死亡態度有著負相關。本研究中的中高齡志工們若

服務的時間愈長，其「死亡恐懼」及「死亡逃避」就愈低（詳見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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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志願服務類型及年資與死亡態度之關係(ｎ=376) 

 負向死亡態度 死亡接受 

變項 死亡恐懼

(β) 

死亡逃避

(β) 

趨近導向 

(β) 

逃離導向

(β) 

中性導向

(β) 

性別 -.039 .028 -.102 -.051 .112* 

年齡      

  65-74 歲 .136* .120 .036 .117 -.092 

  75 歲以上 .098 .118 .079 .124 -.112 

  (45-64 歲)      

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一貫道 .006 .066 .222** -.028 -.042 

  天主教/基督教 -.167* -.126 .346*** -.047 .090 

  民間信仰 -.038 .030 .126* .050 -.073 

  (無)      

教育程度 -.045 .028 -.055 -.046 -.031 

經濟狀況 .063 .059 .108* .082 .001 

婚姻狀況      

  已婚有偶 .113 -.064 -.009 -.026 -.331* 

  已婚喪偶 .069 -.025 -.005 .012 -.083 

  離婚 .035 .129* .095 .015 .000 

  (未婚)      

子女數 .030 .070 .079 .009 .162* 

就業狀態 .058 -.005 -.012 .035 -.077 

居住型態      

  與子女同住 -.066 .054 -.045 -.020 -.032 

  與配偶同住 -.032 .103 .006 .001 .118 

  與子女及配偶同住 -.167 .048 -.024 -.077 .194 

  與家人同住 .026 .018 -.033 -.010 -.033 

  (獨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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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健康狀況 -.203*** -.231*** -.035 -.134* .120* 

志願服務類型      

  社會福利類 -.021 .016 -.059 -.069 -.009 

  文化教育類 -.054 -.056 -.050 -.082 .108 

  衛生保健類 .079 .062 .000 -.013 -.080 

  生態環保類 .054 .114* .034 .049 .093 

  其他類 .029 .082 .071 .082 .104 

志願服務年資 -.195** -.127* -.065 -.021 .082 

模式摘要      

  R2 .126 .164 .146 .082 .106 

  F 2.104** 2.870*** 2.490*** 1.300 1.728* 

*p<0.05; **p<0.01; ***p<0.001 

三、 個人背景變項、環境背景變項、志願服務類型、服務年資、

社會支持程度與死亡態度之關係 

 第三個模型包含了第二個模型中的所有變項，並加入了社會支持程度的變

項，表 4-3-3 呈現了多元迴歸模型 OLS 的結果。 

 將表 4-3-3 的結果與表 4-3-2 的結果比較，當社會支持程度此一變項被放入

OLS 迴歸模型後，個人及環境變項、志願服務類型及志願服務年資與五大死亡

態度面向之間的關聯大致維持不變，但是可以發現，當加入社會支持程度變項

之後，原先在性別、經濟狀況、自覺身體狀況等變項與「趨近導向的死亡接

受」、「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之間的關聯性消失。而年齡與「中性導向的死亡

接受」之間的關係產生新的變化，與 45-64 歲的志工們相比，65-74 歲的志工們

其「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分數較低。 

 而本研究的主要自變項之一是社會支持程度，結果顯示，社會支持程度與

「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及「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有正向關係。本研究中的

中高齡志工們若社會支持程度越高，其「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及「中性導向

的死亡接受」就會愈高（詳見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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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志願服務類型及年資、社會支持程度與死亡態度之關係(ｎ=376) 

 負向死亡態度 死亡接受 

變項 死亡恐懼

(β) 

死亡逃避

(β) 

趨近導向

(β) 

逃離導向

(β) 

中性導向

(β) 

性別 -.041 .028 -.095 -.056 .128 

年齡      

  65-74 歲 .135* .120 .046 .112 -.073* 

  75 歲以上 .105 .114 .089 .130 -.100 

  (45-64 歲)      

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一貫道 .009 .066 .208** -.021 -.072 

  天主教/基督教 -.166* -.126 .342*** -.044 .080 

  民間信仰 -.038 .030 .129* .049 -.070 

  (無)      

教育程度 -.044 .026 -.034 -.051 .009 

經濟狀況 .064 .060 .088 .089 -.038 

婚姻狀況      

  已婚有偶 .107 -.059 -.056 -.021 -.415* 

  已婚喪偶 .069 -.024 -.020 .017 -.112 

  離婚 .033 .131* .084 .016 -.019 

  (未婚)      

子女數 .035 .068 .081 .015 .161* 

就業狀態 .058 -.005 -.014 .035 -.082 

居住型態      

  與子女同住 -.205 .051 -.038 -.012 -.026 

  與配偶同住 -.027 .102 .010 .005 .123 

  與子女及配偶同住 -.160 .046 -.030 -.067 .180 

  與家人同住 .028 .017 -.036 -.008 -.040 

  (獨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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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健康狀況 -.205*** -.228*** -.059 -.129* .077 

志願服務類型      

  社會福利類 -.025 .018 -.076 -.070 -.037 

  文化教育類 -.049 -.057 -.057 -.073 .090 

  衛生保健類 .078 .063 -.004 -.014 -.085 

  生態環保類 .055 .115* .020 .054 .067 

  其他類 .028 .083 .058 .085 .079 

志願服務年資 -.195** -.127* -.073 -.018 .067 

社會支持程度 -.011 -.007 .147** -.053 .285*** 

模式摘要      

  R2 .127 .163 .166 .086 .174 

  F 2.035** 2.726*** 2.772*** 1.306 2.947*** 

*p<0.05; **p<0.01; ***p<0.001 

四、 個人背景變項、環境背景變項、志願服務類型、服務年資、

社會支持程度、生命健康資訊與死亡態度之關係 

 第四個模型包含了第三個模型中的所有變項，並加入最後一類與生命健康

資訊相關的變項：受訪者聽過幾種與生命健康相關的資訊、受訪者願意執行幾

種與生命健康相關的行為，表 4-3-4 呈現了 OLS 迴歸模型的結果。 

 從整體的結果來看，本研究所包含的變項若與負向死亡態度（如死亡恐懼

或死亡逃避）有顯著關聯時，則不會再與死亡接受的態度（如趨近導向、逃離

導向或中性導向）有關聯。例如，志願服務年資愈長的受訪者，其「死亡恐

懼」及「死亡逃避」都愈低；但服務年資與三個有關死亡接受的面向則沒有關

聯。其他幾個變項也有類似的關係，像是婚姻狀況、從事生態環保類型志願服

務與生命健康相關具體行為（詳見表 4-3-4）。 

 與生命健康相關具體行為和兩個負向死亡態度有負相關。結果顯示，當中

高齡志工們願意執行愈多種與生命健康相關的行為時，其「死亡恐懼」也會愈

低。婚姻狀況、從事生態環保類型志願服務和兩個負向死亡態度有正向關係。

結果顯示，與未婚的志工相比，當中高齡志工為離婚者時，其「死亡逃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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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而與未從事生態環保類的志工相比，從事該類型志願服務者的「死亡逃

避」也會愈高（詳見表 4-3-4）。 

 性別、宗教信仰、子女數、社會支持程度及生命健康資訊接收和三面向的

死亡接受有正相關。結果顯示，男性在「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比女性還要

高；與無宗教信仰的志工們相比，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的志工其「中性導向的

死亡接受」的分數較高；當志工們擁有的子女數越多時，其「中性導向的死亡

接受」的分數越高。再者，當中高齡志工的社會支持程度愈高，其「趨近導向

及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都會愈高；而當志工們接收到越多種類的生命健康資

訊，其「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分數越高。另外，婚姻狀況則和三面向的死

亡接受有負相關。結果顯示，與未婚的志工們相比，已婚有偶的中高齡志工其

「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分數較低（詳見表 4-3-4）。 

 從表 4-3-4 的結果亦能了解，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志工們，比無宗教信

仰的志工其在「死亡恐懼」的分數較低，但是在「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的分

數則較高；而當中高齡志工自覺健康狀況越好時，其「死亡恐懼」、「死亡逃

避」會越低，同時，其「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也會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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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志願服務類型與年資、社會支持程度、生命健康資訊與死亡態度

之關係(ｎ=376) 

 負向死亡態度 死亡接受 

變項 死亡恐懼

(β) 

死亡逃避

(β) 

趨近導向

(β) 

逃離導向

(β) 

中性導向

(β) 

性別 -.049 .021 -.093 -.047 .151** 

年齡      

  65-74 歲 .125 .120 .038 .109 -.066 

  75 歲以上 .082 .109 .075 .129 -.074 

  (45-64 歲)      

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一貫道 -.012 .059 .200** -.016 -.039 

  天主教/基督教 -.159* -.128 .350*** -.038 .081 

  民間信仰 -.057 .027 .116 .046 -.052 

  (無)      

教育程度 -.024 .032 -.024 -.052 -.017 

經濟狀況 .063 .063 .082 .083 -.046 

婚姻狀況      

  已婚有偶 .098 -.045 -.082 -.049 -.447** 

  已婚喪偶 .078 -.016 -.023 .006 -.138 

  離婚 .032 .134* .079 .010 -.028 

  (未婚)      

子女數 .040 .067 .087 .018 .161* 

就業狀態 .048 -.007 -.021 .034 -.07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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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型態      

  與子女同住 -.059 .047 -.033 -.005 -.015 

  與配偶同住 -.010 .089 .040 .033 .146 

  與子女及配偶同住 -.147 .038 -.008 -.047 .194 

  與家人同住 .026 .020 -.041 -.013 -.046 

  (獨居)      

自覺健康狀況 -.201*** -.226*** -.059 -.132* .068 

志願服務類型      

  社會福利類 -.027 .020 -.080 -.074 -.041 

  文化教育類 -.048 -.059 -.055 -.070 .094 

  衛生保健類 .076 .066 -.009 -.020 -.093 

  生態環保類 .044 .115* .010 .048 .072 

  其他類 .026 .086 .051 .078 .072 

志願服務年資 -.180** -.122* -.067 -.021 .046 

社會支持程度 .009 -.002 .158** -.054 .260*** 

生命健康資訊接收 -.031 -.042 .027 .061 .130* 

生命健康具體行為 -.119* -.008 -.092 -.032 .090 

模式摘要      

  R2 .142 .165 .173 .089 .200 

  F 2.122*** 2.540*** 2.683*** 1.253 3.204***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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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包含所有變項之階層式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得知，當其他變項都被控制

後，信仰天主教/基督教、離婚、自覺健康狀況、從事生態環保類型、志願服務

年資、與生命健康相關具體行為都與負向死亡態度（死亡恐懼、死亡逃避）具

有相關性；而性別、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或天主教/基督教、已婚有偶、子女

數、自覺健康狀況、社會支持程度以及生命健康相關資訊接收則都與死亡接受

（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相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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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一、 研究結果與討論 

面對高齡化社會的趨勢，志願服務的推動愈來愈受台灣政府與社會的重

視。志願服務對於中高齡者的身體與心理健康、人際關係的建立與連結、及生

活滿意度…等等各方面都有正向的影響。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其

服務場域的不同對死亡態度之影響，以及知悉生命健康相關資訊是否會讓他們

對死亡產生不同的想法並在既有文獻的指引下提出了三個假設。此節就這三個

假設先提出討論，再就其他特別的結果進行討論 

(一) 不同服務場域對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死亡態度會產生影響 

當其他變項未被控制時，雙變項分析的結果告訴我們，不同服務場域和五

個不同死亡態度的面向之間是較有關聯的。比方說，文化教育類的中高齡志工

其「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比起未從事者更高，但「死亡恐懼」、「死亡逃避」、

「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及「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則是未從事文化教育類的

志工比較高；衛生保健類的中高齡志工其「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比未從事該

類型的志工們更低；生態環保類的志工對「死亡逃避」比未從事此類型者更高

（參照表 4-2）。 

然而，當其他相關變項都控制住後，從 OLS 迴歸模型四（參照表 4-3-4）

中我們有兩點特別的發現：從事生態環保類的志工們，其「死亡逃避」的分數

仍然顯著。這個結果讓我們知道從事生態環保類的志工會比未從事此類型者更

加逃避死亡。此外，從事文化教育類、衛生保健類、其他類的中高齡志願服務

者，在其他變項都已控制的狀態下，原先在死亡態度五面向的分數已無顯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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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另在志願服務年資的部分，年資越高的中高齡志工，其「死亡恐懼」與

「死亡逃避」就會越低。 

由此結果可以發現，若僅從志願服務場域與死亡態度之間的關係，部分服

務場域能對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負向死亡態度、死亡接受產生影響；但是在加

入個人及環境背景變項、社會支持程度及生命健康資訊等變項之後，服務場域

對死亡態度的影響則大幅減低甚至消失。然而，當中高齡志工投入志願服務工

作的時間越長，則會越不恐懼或逃避死亡。 

Wong（1994）提到，當一個人害怕自己浪費生命，活著沒有意義或價值

的時候，對於死亡會有更強烈的恐懼感或想要逃避，從過往研究可以了解，高

齡環保志工因為從事志願服務而能維持身體健康，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拓展

生活圈，甚至可以讓原本對於生活感到消極的志工轉為積極正向（謝安琪，

2009）。然而本研究結果發現，從事生態環保類的志工在「死亡逃避」的分數卻

比未從事者來得更高，這有可能是因為年齡較高的志工比較可能參與生態環保

類的服務（郭瑞霞，2003），而年齡愈高的人傾向愈高的「死亡逃避」（呂佳

芬，2010；李鈴蘭，2012），以致於本研究中從事生態環保類的志工們更容易逃

避死亡。 

志願服務可以讓中高齡者發揮所長，學習新技能，認識新朋友，以滿足他

們在愛與歸屬、自尊或自我實現的需求，這表示志願服務會產生雙向的回饋，

志工們在給予協助的同時，也獲得個人需求的滿足與成就感，使生活更有目標

和動力（Knowledge Development Centre, 2006），這也回應到本研究的結果，從

事志願服務本身可能就會對中高齡者的生活帶來許多正向的影響，當中高齡志

工服務的年資越長，其會越不恐懼死亡，也較不會逃避死亡。不過，至於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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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志願服務的類型對死亡態度可能帶來的影響則不是最為關鍵的。 

(二) 中高齡者社會支持程度對死亡態度會產生影響 

 在社會支持程度方面，本研究中有超過九成的受訪者屬於中高度社會支

持，而從社會支持程度與死亡態度關係方面亦能夠發現，當中高齡志願服務者

的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時，其趨近導向及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越高。從社會支持

程度與死亡態度相關分析與 OLS 迴歸模型的結果，社會支持程度越高，其趨近

導向及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越高。由此可知，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社會支持程度

與其面對死亡的態度是息息相關的，這結果也呼應到 Wilson（2003）、劉家勇等

人（民 107）的研究發現，志願服務能夠促進社會參與機會，在建立新關係、

新連結的情況下，能夠豐富社交網絡，降低憂鬱、焦慮等負面情緒，進而提高

其社會支持的程度與對生活的滿意度。另外，曾華源、白倩如、李仰慈（民

107）的文章也提到，社會支持和身心健康有緊密的關聯，而志願服務是促進中

高齡者參與社會活動很好的橋樑，藉由志願服務的參與，讓他們能夠獲得同齡

者的支持與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對於生活滿意度及幸福感的提升也會有所幫

助，當長者退休、失去生活重心的時候，志願服務可以提供他們足夠的支持與

動力去適應新的社會角色，發展新的社會支持網絡，讓他們能夠活得更好，也

更願意去面對未知的未來與壓力。這可能與本研究所呈現之結果相互呼應，當

中高齡志工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時，對於死亡這個議題會秉持不歡迎但也不害怕

的態度，甚而偏向接受死亡是一既定的事實。 

 這個假設的成立在實質生活中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尤其是當我們將這個研

究結果與下述的第三個研究假設的結果合併討論時（請參見下一小節最後一段

針對本研究的第二個和第三個研究假設的綜合討論，第 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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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悉生命健康資訊對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死亡態度會產生影響 

在生命健康資訊方面，綜觀而言，絕大多數（80%以上）的受訪者都有接

收到四大癌症篩檢、器官/大體捐贈、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決定）、安寧

療護等相關的資訊，但是實際完成簽署的人卻僅有一至兩成，研究所得結果的

比例與現有資料大致吻合（行政院衛生署，民 98），這就顯示出政府的宣導工

作雖然有達到倡導的效果，但是在實際簽署行為的落實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於簽署同意書或意願書仍維持在有意願但未付諸行動的

狀態，只有四大癌症篩檢有六成的受訪者已按時接受檢查。從此結果發現，對

於受訪的中高齡志工而言，對預防疾病的身體健康檢查的接受度仍高於面對生

死相關的議題。而在生命健康資訊與死亡態度關係方面，值得注意的地方在

於，無意願簽署器官/大體捐贈同意書、預立醫療決定書或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

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的受訪志工，其死亡恐懼或死亡逃避會高於已完成簽署者

或有意願但尚未簽署的志工們。 

從本研究結果可知，接收到與生命健康相關資訊與實際簽署行為無法劃上

等號，認識、了解相關資訊可能對於中高齡志工對於生命健康的態度轉而正

向，但無法有效影響其落實簽署意願書的行為。在器官捐贈意願方面，可能受

到臺灣本土文化的影響，傳統觀念仍認為「人死要留全屍」，「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可輕易毀傷」，讓即使認同器官捐贈的概念，也有意願簽署，但是考量到

家庭，卻又躊躇不前（林重鎣，民 108）。另外，衛生福利部（民 109）的報導

則提及，國人對於器官捐贈的態度，深受新聞時事的影響，需要透過不斷的討

論與提醒，才能夠提升國人簽署同意書的行為。在安寧療護方面，中高齡者對

於安寧療護的認知與態度會影響其接受安寧療護的意願，加上國人非常重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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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與孝道觀念，因此，在選擇是否簽署同意書的當下，容易考量親人或朋友的

意見而搖擺不定（黃秀真，民 103），故，可以理解除了要知道中高齡志工的死

亡態度，同時也要了解志工家庭內對於談論生死議題的想法與開放度，才能有

效促使志工們落實簽署的行為。而在預立醫療決定書方面，從林綉君等人(民

105）的研究內容可知，國人對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想法亦深受文化與家庭的影

響，雖然中高齡者對於死亡的過程有想像或期待，但是卻礙於忌諱談論死亡，

或對於積極治療抱持希望，而沒有對於自身臨終時的醫療行為預作任何的囑咐

或準備，將該議題留給子女決定，自己則是選擇逃避、不去面對。從本研究的

結果，也能看到相呼應之處，中高齡志工們，多數聽過預立醫療決定，也有意

願簽署，表示他們多數認同預立醫療決定的概念，但是在到逹實際完成簽署的

過程卻還有不少等處理的議題。 

 本研究發現中高齡志工的社會支持程度（第二研究假設）和知悉生命健康

資訊（第三研究假設）對其死亡態度會產生影響；而這兩個研究結果值得進一

步探討其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存在的重要交互關係：當中高齡志工們想要將接受

到與生命健康相關的資訊轉化為實際行動時，身旁必須有家人、親友或其他志

同道合的志工們陪伴，例如，當志工想要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時，需要有兩位

見證人一同簽署，甚至需要擬定醫療決定代理人，而在選定這些人選時，勢必

要有一定的社會支持網絡，和他們共同討論，陪同前往簽署。這些重要他人的

意見對於中高齡志工們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也是促進他們願意身體力

行去簽署的重要動力，因此，社會支持程度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死亡的想法，進

而改變他們面對死亡時所決定採取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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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討論 

依據 Tomer（2018）所編輯的書籍內容可以了解，死亡態度的五面向並非

各自獨立且單一，而是由死亡恐懼為主體，向外發展為其他四面向。每個人對

於死亡本來都是抱持恐懼、害怕的態度，但是經過不同成長背景、宗教信仰等

因素的洗禮，大家對死亡的態度可能會產生變化，轉化成逃避或接受，首先，

當一個人越害怕分離，擔憂面對死亡的痛苦、未知或遭受神聖的審判時，死亡

逃避的程度會越高。隨著經驗的累積或其他支持的力量，每個人對死亡的態度

遲早都會由逃避轉向接受以克服心中的恐懼感，其中，最積極正向的接受態度

為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這類型的人們相信死亡會帶來更美好的世界，也會認

為自己擁有充滿意義與價值的生命；而中立導向的死亡接受則是指個人對於生

命是不歡迎但也不害怕的態度，他們接受死亡是一個人不可避免的事實，所以

會以自我實現的方式來克服死亡恐懼。最後，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所表示的涵

義並非是害怕死亡，而是指當一個人的生活或身心遭受到難以承受的困苦與壓

力時，會選擇死亡作為對痛苦生命的解脫，故，此類型的人仍然是接受死亡的

事實，不過，其前提為他們必須遭受到強大的苦難且難以承擔，而選擇死亡來

結束生命，是為了逃避現實中莫大苦難而選擇接受死亡的一種模式。 

本研究使用來自臺北市 12 行政區 45 歲以上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的便利樣

本，而從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在 376 位受訪的中高齡志願服務者中，有八成

為女性，這與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8 年所發布的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

長期追蹤調查成果報告的結果不謀而合：女性在投入志願服務工作的比例高於

男性（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民 107）。在年齡方面發現，以 45-74 歲的受訪

者為多數，且有五成認為自己身體健康狀況良好，這個結果說明該階段的中高

齡志願服務者在健康狀況良好的狀態下，參與志願服務成為其豐富晚年退休生

活的另一種選擇，而另一個可能性是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在擔任志工的同時，實

際健康狀況真的改善了或是認為自我的健康狀況變好了（Griep et al., 2017）。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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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與既有文獻一致的是投入志願服務工作的中高齡者，其經濟狀況與教育程

度都較好（龍紀萱，李依臻，施勝烽，民 103），這有可能是因為不須特別為家

庭經濟狀況憂心且學歷較高的人會更願意選擇擔任志工。 

 本研究發現，置身於社會福利類與文化教育類的志願服務者為多數，但考

量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此結果不一定與非疫情期間所取得的數據一致。在服

務年資方面，雖然僅從事一種志願服務工作者仍為多數（58.2%），不過，令人

眼睛為之一亮的是，仍有將近四成的受訪者是同時從事兩種以上的志願服務工

作，而且當中有近五成的志願服務者已經服務滿九年以上，而此結果與衛福部

在 105 年所收集的全國性資料是一致的（衛生福利部，民 106；參考表 1-1-

1）。從此研究結果可以理解，志願服務是一種長期投入時間、體力、心血的活

動，除了可能成為退休生活的興趣與樂趣，亦能發展成一種全新樣貌的生活風

格。 

 另外，從階層式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中高齡志工在死亡態度的五大

面向有可能會因為逐步加入不同變項而產生不同的變化，例如：已婚有偶、子

女數需要加入不同的變項比較過後，在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上的差異才會變得

顯著；而志工自覺身體狀況在加入志願服務類型及年資比較時，與死亡恐懼產

生明顯差異，但是在加入社會支持程度及生命健康資訊相關變項比較後，其結

果則變成沒有顯著的不同。不過，仍有部份變項並不受到加入不同的變項而讓

結果產生改變，例如：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中高齡志工，其死亡恐懼不論加入

多少其他變項都會顯著降低；而當志工的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時，其中性導向的

死亡接受在加入不同變項比較之後，對於死亡的態度都會是偏向接受死亡此一

事實，屬於不害怕但也不歡迎死亡的態度。 

 綜上所述，死亡恐懼是個人對於未知的死亡過程感到抗拒，死亡逃避是個

人不願接受不可避免的死亡事實，故，當自覺健康狀況越好的中高齡志工，其

死亡恐懼與死亡逃避的分數越低時，表示他們對於未知的死亡過程與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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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事實較不會感到恐懼與想要逃避；不過，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當中高

齡志工經歷離婚或擁有的子女數越多時，對於死亡則會有更高的恐懼感與更不

願面對這必然發生的事實。趨近導向與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則是個人在克服死

亡恐懼的另一種面對方式，當中高齡志工的社會支持程度越高，就越能夠接受

死亡這一事實，也更能泰然的面對無法倖免的事件；同時，此處亦有一項有趣

的結果，當中高齡志工擁有的子女數越多時，更能夠以坦然接受的態度或積極

自我實現的行為來克服對死亡的恐懼，正向地面對這必然發生的事實。 

二、 結論 

 從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僅能確信志願服務的年資越長及社會支持程度越高，

中高齡者越能夠坦然地面對死亡，而在不同志願服務類型是否會影響死亡態度

層面，則需要未來研究更深入地去挖掘與探討，從研究結果無法輕言斷定志願

服務類型是否是影響其死亡態度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於近年來政府大力推行活

躍老化政策，鼓勵中高齡者投入志願服務工作，因此，有不少中高齡志工是同

時從是兩種以上的志願服務，故，無法藉由少數的樣本直接推論不同志願服務

場域會影響死亡態度。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 

一、 研究限制 

 雖然本研究回收 376 份有效問卷，但是這些受測者可能大多數原先就偏向

願意談論生命議題的志願服務者，故，此系統性誤差可能使本研究無法觸及某

部分本來就不願談論此議題的群體，而無法全面性地了解真實的狀況；另，本

研究有效樣本多為高教育水準、高社經背景的志願服務者，而無法有效了解低

教育水準、低社經地位的志願服務者對於死亡的態度與想法。此外，由於志願

服務類型變項為複選題，因此，當某一志願服務類型的單一面向死亡態度分析

結果為顯著的時候，並無法輕易斷言該死亡態度是因該志願服務類型所造成之

影響，或是因同時從事其他志願服務類型，而讓受訪的中高齡志工們的死亡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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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產生改變，例如：當我們發現從事文化教育類的志工在趨近導向死亡接受分

數較位從事該類型的志工更高時，並不能直言斷定這一定是文化教育的志願服

務類型所帶來的影響，其中，可能有志工是同時擔任衛生保健類型的服務經驗

的影響，進而得到此研究結果。另外，志願服務時間長短或是個人對於志願服

務場域的歸屬感會影響志工們的投入程度，但是本研究無法透過相關題項了解

志工們一周當中投入最多時間或心力的志願服務工作，則無法輕易判斷影響志

工死亡態度改變的志願服務類型。 

 此外，雖然本研究以匿名性問卷的方式進行，仍難以避免填答者為了迎合

研究期待或是社會期待，而在填答時選擇與本身想法不一致的答案，進而產生

難以覺察的偏誤。另，本研究屬於橫斷性研究，僅收集某一時間點受訪者的態

度與想法，無法確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如：我們無法確定志工們是因為從

事某一類型的志願服務而導致其死亡態度更趨近於接受，還是因為本身對死亡

態度就是較為開放、正向而讓他們更偏向選擇某一類型的志願服務工作。 

 最後，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收集資料，無法進一步了解受訪者的其他意見

與對於死亡的深層想法，僅能透過所回收之問卷找出與死亡態度相關的訊息。 

二、 研究建議 

 對政策之建議，在與志願服務單位接觸的過程中，了解到在衛生保健類的

單位會定期舉辦與生命健康、晚年規劃等相關的講座、課程，甚至在志工訓練

課程中傳遞與生命健康相關的訊息與討論議題，但是志工們的接受度並不高，

反而希望機構方能夠多提供與健康保健或疾病預防相關的課程，從此可知，中

高齡的志工們，對於談論死亡仍是排斥、抗拒的態度，不過，換個想法，這也

可能表示志工們想要活得更好，比起死亡，更希望可以健康快樂的活著。因

此，為了更有效地與志工們（亦或是其他社會大眾），我們在推動生命健康教育

的政策時，可以換個角度思考，比方說，將死亡視為生命的一部分，我們是否

可以藉由與中高齡志工們討論如何讓晚年生活過得更有活力、更健康作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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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使他們能夠在良好的健康狀態與豐富有趣的生活型態下，更有餘力去為未

來做其他的規劃與準備。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將來能夠發展精簡且具信效度之死亡態度量表以提高

受訪者的填答意願，亦可以更深入地探討某一特定行政區不同類型之志願服務

者對於死亡的態度與想法，甚至能夠去比較臺北市 12 行政區不同類型之志願服

務者對於死亡態度的相似與相異之處。同時，為了彌補橫斷性研究的不足，期

望將來的研究能夠收集縱貫性的資料，針對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收集長時間對於

死亡態度想法的轉變。同時，為了更深入了解志願服務類型，志願服務年資，

社會支持，生命健康資訊如何影響中高齡志工死亡態度，未來期望能有使用質

性方法的研究來釐清這些因素與死亡態度背後的脈胳。 

 對服務單位與主管機關的建議，從前段敘述可以發現，對於中高齡志工而

言，他們更重視的是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健康，如何照顧自己以避免疾病發生，

在討論臨終議題之前，更想要了解如何讓自己生活的更有品質。因此，志願服

務訓練單位可以先藉由舉辦與疾病預防、醫療保健相關的活動、講座，提高志

工們參加活動的興趣，依照志工們的身心健康程度、社會支持程度、生活滿意

程度等不同的狀況適時地去討論與生命相關的議題，讓中高齡者能夠從以輕鬆

自然的形式去接觸與了解生與死，同時加入相關政策的宣導，促進他們預作規

劃與安排，更進一步則是可以設計一系列與生命教育、臨終相關的課程，透過

完整時間的說明與小組互動思考，增加其對於自身生死態度的思考。此外，在

實務工作上可以針對較為年輕或身體狀況較健康的志工們推廣與生命健康相關

的政策，因為他們距離死亡並不是最靠近的一群人，與年長的志工們相比，他

們可能會更願意去討論和生命健康相關的問題以及更能身體力行的一群人，讓

他們能夠更早一步開始思考與預先準備人生的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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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 

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生命態度之研究調查 

您好：  

感謝您百忙中填寫此問卷，在此致上萬分的謝意與敬意~ 

本問卷之目的，主要在瞭解不同志願服務領域之中高齡者對於死亡的態度。 

本問卷採匿名方式填答，答案無對錯之分，您所填答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

用，個人選答絕對保密，敬請安心作答，有任何問題亦歡迎來信指教。 

請您依個人實際感受，逐題作答，不要有所遺漏。您的意見彌足珍貴，對本研

究有決定性的影響，誠摯的期望您能撥冗協助填答，裨益本研究順利進行，感

謝您的支持與合作。 

敬祝您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生：朱晏瑢 敬上 

聯絡信箱：alice41117@yahoo.com.tw 

指導教授：沈蕙雯 博士 

第一部份 

填答說明：以下是個人基本資料，共有 12 題，請您仔細閱讀每一題目後，依照

您實際狀況符合的程度，勾選出適當的選項。 

1. 您的性別為 

男性   女性   其他＿＿＿＿ 

2. 您的年齡為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69 歲   70-74 歲 

75-79 歲  80-84 歲  85 歲以上    

3. 您的宗教信仰為 

佛教   道教   一貫道  基督教    

 天主教  民間信仰   無  其他＿＿＿＿ 

4. 您的教育程度為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研究所(含以上)   其他＿＿＿＿ 

5. 您認為您目前的身體狀況為 

極佳   良好   尚可    

   差    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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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的就業狀態為 

一週工作滿 40 小時以上    

  一週工作未滿 40 小時    

   無工作    退休    其他＿＿＿＿ 

7. 您的經濟狀況為 

富裕   小康    普通    

  略有困難   相當困難   其他＿＿＿＿ 

8. 您的婚姻狀態為 

未婚   已婚有偶   已婚喪偶    

   離婚    其他＿＿＿＿ 

9. 您擁有的子女數為 

無    一名   兩名   三名    

   四名   五名以上    

10. 您的居住型態為 

與子女同住   與配偶/伴侶同住    

  與子女及配偶同住   獨居  其他＿＿＿＿ 

11. 您目前參與之志願服務類型為 (可複選) 

社會福利類   文化教育類    

   衛生保健類  生態環保類    

其他類(例如：觀光旅遊類、行政庶務類、宗教服務類、急難救助及交通服務

類等) 

12. 您的志願服務年資為 (擔任志願服務者總年資) 

未滿一年   滿一年未滿三年    

  滿三年未滿六年   滿六年未滿九年 

    滿九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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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填答說明： 

以下是關於來自家人、朋友、特定的人(如伴侶、師長、鄰居等)

三方面支持的程度，共有 12 題，請仔細閱讀後，依照您所認為

符合的程度，圈選出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中

立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當我需要時，有特定的人會在身邊。 1 2 3 4 5 

2. 我有一個特定的人可以分享我的喜悅與分擔憂愁。 1 2 3 4 5 

3. 我的家人確實嘗試幫助我。 1 2 3 4 5 

4. 我能從家人中獲得情緒的協助和支持。 1 2 3 4 5 

5. 我有一個特定的人，他(她)給予我真實的安慰。 1 2 3 4 5 

6. 我的朋友確實嘗試幫助我。 1 2 3 4 5 

7. 當事情出錯時，我可以依靠我的朋友。 1 2 3 4 5 

8. 我可以和我的家人談論我的問題。 1 2 3 4 5 

9. 我有朋友可以分享我的喜悅與分擔憂愁。 1 2 3 4 5 

10. 在我的生活中有特定的人關心我的感受。 1 2 3 4 5 

11. 我的家人樂於協助我做決定。 1 2 3 4 5 

12. 我可以和我的朋友談論我的問題。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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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填答說明：以下是與生命健康相關資訊來源之問題，共有 12 題，請您仔細閱讀

每一題目後，依照您實際狀況符合的程度，勾選出適當的選項。 

1. 請問您是否聽過器官捐贈/大體捐贈？ 

有聽過   沒聽過 (請跳至第 3 題)   

 

備註： 

器官捐贈－僅將功能完整器官摘取，移植給血型及組織配對相符之器官衰竭病

患。 

大體捐贈－是提供遺體給醫學院、醫學大學之學生解剖教學，或病理解剖研究

之用；但器官捐贈後，仍可提供遺體病理解剖研究之用。 

 

2. 請問您是從哪裡知道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的資訊？(可複選) 

家人朋友   醫療院所   政府倡導活動 

   報章雜誌   廣告媒體   影視戲劇 

網路媒體   其他＿＿＿＿＿ 

 

3. 請問您是否聽過四大癌症篩檢？ 

有聽過   沒聽過 (請跳至第 5 題)    

 

備註： 

目前政府補助四大癌症篩檢之政策與範圍如下： 

1.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45-69 歲婦女、40-44 歲二等血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

女，每 2 年 1 次。 

2. 子宮頸抹片檢查：30 歲以上婦女，建議每 3 年 1 次。 

3. 糞便潛血檢查：50 至未滿 75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 

4. 口腔黏膜檢查：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或吸菸者、18 歲以上有

嚼檳榔（含已戒檳榔）原住民，每 2 年 1 次。 

 

4. 請問您是從哪裡知道四大癌症篩檢的資訊？(可複選) 

家人朋友   醫療院所   政府倡導活動 

   報章雜誌   廣告媒體   影視戲劇 

網路媒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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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您是否聽過病人自主權利法？ 

有聽過   沒聽過 (請跳至第 7 題)    

 

備註： 

台灣第一部以病人為主體的醫療法規，也是全亞洲第一部完整地保障病人自主

權利的專法，適用對象不再僅限於末期病人，而是擴大為五款臨床條件；從立

法宗旨來看，除了保障病人醫療自主、善終權益，也旨在促進醫病關係和諧，

可以說是超越個人性的保障，進而擴及家庭、社會性的權益。 

 

6. 請問您是從哪裡知道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資訊？(可複選) 

家人朋友   醫療院所   政府倡導活動 

   報章雜誌   廣告媒體   影視戲劇 

網路媒體   其他＿＿＿＿＿ 

 

7. 請問您是否聽過安寧療護？ 

有聽過   沒聽過 (請跳至第 9 題)   

 

備註： 

安寧療護的服務對象是末期病人。目的是幫助、尊重病患、減輕痛苦，讓病患

能擁有生命的尊嚴與生活品質，並在五全照顧下得以安然逝去；同時陪伴家屬

勇敢地渡過哀傷，重新展開自己的人生。 

安寧團隊是由不同職類的專業醫療人員組成，提供病人及家屬身、心、靈的全

方位照顧，並且協助病人及家屬面對死亡的各種調適，讓生死兩無憾。 

 

8. 請問您是從哪裡知道安寧療護的資訊？(可複選) 

家人朋友   醫療院所   政府倡導活動 

   報章雜誌   廣告媒體   影視戲劇 

網路媒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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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靜下心，思考將來若您遇到下列問題時，會如何選擇？ 

9. 當您的年齡符合政府補助四大癌症篩檢的資格時，您是否會選擇按時檢查，了

解自身的身體健康狀況？ 

是，且已按時接受檢查    

 是，但尚未按時接受檢查 

  否    

10. 有一天，生命到了盡頭，您是否會選擇捐贈可用的器官，讓其他需要的病人因

此而獲得重生機會？ 

是，且已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    

 是，但尚未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 

  否    

11. 有一天，生命都將走到盡頭，您是否會選擇在意識清楚、身體狀態良好的情況

下，為將來病重時，想要的醫療項目、理想的舒適照顧預作準備與安排？ 

是，且已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是，但尚未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否    

12. 有一天，當您的生命已走到末期，您是否會選擇以擁有生命尊嚴與生活品質之

五全照顧方式下安然逝去？ 

是，且已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是，但尚未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否 

 

備註： 

安寧療護提供病人及家屬「五全照顧」。 

1. 全人﹙提供病人身、心、靈全面的照顧﹚。 

2. 全隊(專業的醫療團隊，照顧病人和家屬的身、心、靈需求)。 

3. 全程(從一接觸開始到病人往生以後)。 

4. 全家(以病人和家屬為照顧中心)。 

5. 全社區(落實「去機構化」的照顧，完成大部分病人落葉歸根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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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填答說明： 

以下是與生命相關的問題，共有 32 題，請仔細閱讀後，依照您所

認為符合的程度，圈選出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部

份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死亡應該是一種可怕的經驗。 1 2 3 4 5 

2. 想到我自己的死亡，就會引起我的焦慮不安。 1 2 3 4 5 

3. 我盡可能避免去想到死亡。 1 2 3 4 5 

4. 我相信我死後會升天或到極樂世界。 1 2 3 4 5 

5. 死亡將結束我所有的煩惱。 1 2 3 4 5 

6. 死亡應是自然的、無可否認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件。 1 2 3 4 5 

7. 人終將會死的定局讓我感到困擾。 1 2 3 4 5 

8. 死亡是通往極樂之地的入口。 1 2 3 4 5 

9. 死亡可讓我從這個可怕的世界逃脫。 1 2 3 4 5 

10. 每當死亡的想法進入我的腦海中，我都試著將它趕走。 1 2 3 4 5 

11. 死亡是悲痛與苦難的解脫。 1 2 3 4 5 

12. 我總是試著不要去想到死亡。 1 2 3 4 5 

13. 我相信死後將是一個比現世更好的地方。 1 2 3 4 5 

14. 死亡是生命過程中自然的一部份。 1 2 3 4 5 

15. 死亡是與上帝(神、佛… )及永恆至樂的結合。 1 2 3 4 5 

16. 死亡肯定會帶來一個嶄新輝煌的生命。 1 2 3 4 5 

17. 對於死亡，我既不害怕也不歡迎。 1 2 3 4 5 

18. 我對死亡有強烈的恐懼感。 1 2 3 4 5 

19. 我完全避免去想到死亡。 1 2 3 4 5 

20. 死後是否有生命，這個問題讓我感到非常困擾。 1 2 3 4 5 

21. 死亡意味著一切的結束，這個事實令我害怕。 1 2 3 4 5 

22. 我盼望死後能和我所愛的人團聚。 1 2 3 4 5 

23. 我視死亡為現世痛苦的解脫。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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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部

份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4. 死亡只是生命過程的一部份。 1 2 3 4 5 

25. 我視死亡為一個通往永生幸福之地的通道。 1 2 3 4 5 

26. 我盡量避開與死亡相關的事物。 1 2 3 4 5 

27. 死亡為靈魂提供了美好的解脫。 1 2 3 4 5 

28. 在面對死亡時能讓我感到寬慰的是，我相信死後仍有生命。 1 2 3 4 5 

29. 我將死亡視為今生重擔的解除。 1 2 3 4 5 

30. 不論死亡是好是壞，我都會坦然接受。 1 2 3 4 5 

31. 我對死後的生命懷有期待。 1 2 3 4 5 

32. 不知死後會發生什麼事的不確定性令我擔憂。 1 2 3 4 5 

 

感謝填答，煩請確認是否有缺漏，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