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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因素-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為例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因素，包括器

官捐贈看法(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器官捐贈認知、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

來源)、同理心，以及人口特徵因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非器官

捐贈經驗)，並瞭解上述影響因素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關聯性。以臺灣地區各

大學之20歲以上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為研究調查對象，並利用網路調查法蒐集相關

資料，共獲得202筆有效問卷回覆資料，男女比例分別為49.5%：50.5%，達到教

育部公布之103年度大專院校男女比例。最後，資料蒐集後，以SPSS 22.0 for 

Window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相關分析、多元邏輯斯迴歸分析

等各項統計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已註記之比例與簽署意願現況 

在本研究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中，有 13.4%已經有去簽署並註記同意器

官捐贈，且多基於「以有機會去幫助別人」、「挽救生命」，以及「對家人/

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榜樣」等因素。另外，在簽署意願程度上，有 69.8%

是有意願，卻尚未註記，而主要是受到「還年輕，不急著簽署」、「不知道

去哪裡簽署」、「太忙沒時間」、「怕家人反對」、「朋友不支持」、「缺

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等內外在因素影響。至於在簽署意願程度上沒有意願

簽署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則占 16.8%，主要因為「沒想過」、「不了解簽

署這個的用意」、「信仰觀念因素」、「不知道去哪裡簽署」、「怕家人反

對」、「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等內外在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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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口特徵因素對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 

在本研究結果可得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口特徵因素之中，僅有性別

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有顯著相關性存在，且女生比男生更有意願，其餘

的如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非器官捐贈經驗等因素，皆對大學生和碩

博士生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沒有太大的影響。 

三、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對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 

在本研究結果可得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之中，僅有器官

捐贈認同程度會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有所影響，也就是

說，若器官捐贈認同程度愈高，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愈高；其餘的如器官捐

贈認知，以及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等因素，並不會影響其個人的器

官捐贈簽署意願。 

四、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同理心對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 

在本研究結果可得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對個人的器官捐贈簽

署意願是有影響的，也就是說同理心程度愈高，則較有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五、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人口特徵因素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

願之預測性 

以二元邏輯斯迴歸分析之結果，發現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人口特徵

因素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有中低度強度的關聯，尤其

是性別和器官捐贈認同程度有達到顯著水準，而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和碩博

士生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另外，以次序邏輯斯迴歸分析之結果，發現女性

比男性器官捐贈簽署意願高；最後，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較高者，以及器官捐

贈認知較佳者，其較有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鍵字：器官捐贈、簽署意願、大學生、碩博士生、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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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willingness to sign organ donation 

–A case study on college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A Master’s Thesis 

By 

Cheng Shan-Yueh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llege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willingness to sign organ donation. The factors 

including perception toward organ donation (such as attitude, knowledge and whether 

contact / heard of organ donation information and source), empathy,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ge, education, religion, and non-organ 

donation experience). Finally,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between the above factors and 

willingness to sign organ donation. 

 Using the computer network survey, so we got total of 202 college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from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49.5% male and 

50.5% female; over 20 years of age) 

 After data process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obtained are as follow: 

1. Only 13.4% of the respondents registered for organ donation, and the reasons 

that is more o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elp others”, “save lives”, and “is a 

good example of family / friends”. 

2. There are 69.8%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willingness to sign organ donation, but 

not yet to registered for organ don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s are more on “still 

young, no hurry to sign”, “I don’t know where to sign”, and “too busy”.  The 

external factors are more on “fear of family opposition”, “do not get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could not trust fully the med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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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re are 16.8%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no willingness to sign. The internal 

factors are more on “never thought”, “do not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 of signing 

organ donation”, “Belief”,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sign”.  The external 

factors are more on “fear of family opposition” and “could not trust fully the 

medical service”. 

4. In this study, gender was correlated with willingness to donate, and female 

higher than male. The rest, such as age, education, religion, and non-organ 

donation experience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willingness to donate. 

5. In this study, the college students’ organ donation-related factors, only attitudes 

were correlated with willingness to donate. The rest, such as whether contact / 

heard of organ donation information and source, and the knowledg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willingness to donate. 

6. In this study, the college students’ empathic was correlated with willingness to 

donate.  The more empathic they had, the more willingness to sign organ 

donation they be. 

7. In this stud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perception toward 

organ donation, empathy,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actors were low to 

moderate correlated with willingness to donate.  In particular, gender and 

attitude of organ donation can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sign organ 

donation.  In addition,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found that male has lower 

willingness to sign an organ donation than female.  Moreover, the higher level 

of perception toward organ donation or have better knowledge of organ donation, 

its willingness to sign organ don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eywords：Organ donation, Willingness to donate,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 Empa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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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有多少人正在面臨器官衰竭、飽受洗腎的惡夢中煎熬？而能夠承蒙上天眷顧，透過器官捐贈的贈

與，獲得猶如生命重生的「禮物」，是多麼得來不易！故此秉持著「為了〝你〞活得更好」的信

念，是一種不辜負他人恩澤的感恩心態，也讓這份大愛延續下去。 

改寫自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2012)《生命再現--重生》。 

第一節  研究背景：器官捐贈現況陳述 

器官捐贈，獲有「神的禮物」的美譽。這樣的美譽來自一個有意願遺愛人間

的天使，願意將最後的生命奉獻給另一個生命，讓生命的新頁再度展開，而那「美

意的大愛」，也能繼續延續下去(李淑如，2012)。因此「器官捐贈，展現大愛，

生命薪傳」亦逐漸成為近年來器官捐贈一系列行銷活動推廣的口號。 

臺灣器官捐贈醫學科學技術隨著時代的日新月異，發展臻至成熟，移植手術

的成功案例不僅逐年提升，且在各種新型抗排斥藥的相繼研發之下，讓受贈者接

受移植手術後，擁有一年的存活率達至 90%的穩定的品質(尤其是心臟、肝臟、

腎臟移植者)，顯而易見地，臺灣的器官捐贈移植手術已不再是實驗試驗階段，

而是擁有更純熟的技術來嘉惠病人並延續生命(柯文哲，2000)。另外，依據財團

法人器官捐贈暨移植登入中心(2015)即時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3 月 15 日止，臺

灣地區目前有效等候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共有 8,591 人，而同意器官捐贈的歷年

累計有 279,521 人，不過卻發現(表 1-1)，最後實際死後有器官捐贈(即指屍體器

官捐贈)的人數僅約兩百人左右。由此反映出兩種現象，一為器官捐贈醫療技術

的提升，並沒有讓需要接受捐贈移植的病人減少，反而逐年增加，使得多數患者

等不到器官而抱憾而終的情況已非鮮事，同時也讓臺灣陷入與全世界國家共同面

臨的瓶頸：器官資源的供不應求。另一為儘管國人同意器官捐贈的人數比例很高，

不過一般到最後還是不太會輕易地轉化為實際行動(Mohs & Hübn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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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0-2014 年屍體器官捐贈統計 

 

捐贈類別 

 

年份 

捐贈器官(案例數) 捐贈組織(案例數) 
捐贈器官 

人數 

心臟 肺臟 肝臟 腎臟 胰臟 腸 眼角膜 皮膚 骨骼 

2014 年 80 10 95 210 12 2 298 31 35 223 

2013 年 77 6 93 197 18 4 259 32 32 202 

2012 年 76 5 90 190 9 1 224 27 30 193 

2011 年 89 8 104 244 15 - 313 30 36 229 

2010 年 81 5 81 190 15 - 293 33 37 209 

註：亞東紀念醫院小兒外科陳芸副教授與器官移植小組於 2007 年經衛生署通過獲准執行小腸移植臨床試

驗，四年內有五例成功移植案例，手術成功率達 100%，半年存活率 80%，衛生署於 2011 年專家會議討

論下，將小腸移植正式納入器官捐贈移植項目(亞東紀念醫院院訊，2012)。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器官捐贈暨移植登入中心歷年統計。 

 器官資源的供不應求的現象來自哪些原因呢？研究者透過彙整臺灣最近三

年來的器官捐贈相關新聞報導，大略歸納出五點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未告知簽

署的秘密：每個人行善助人的方式不盡相同，但一般常聞捐贈者於死後器官捐贈

的助人行為多採低調、秘密簽署的方式，此現象有部分原因來自於東方「家族主

義」觀念所影響，特別是考量家人的意見。因此，為了不讓家人難過或害怕受到

親友責難，故鮮少跟家人提起或討論有關器官捐贈相關議題，僅僅把器官捐贈的

行善念頭埋藏在心裡，直到死亡的最後一刻才被家人發現；(二)傳統文化的牽制：

在東方傳統文化裡，有所謂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怎可毀傷」、「保留全屍，以

免影響家運」的思想觀念存在，認為保持身體的完整性，是一種表達父母養育的

尊重；另外，也有人認為人死後的身體樣貌仍然會影響家庭或後代子孫的整體運

勢，因此大多數的家屬很少主動提出要幫家人器官捐贈的決定，不過這也可能是

一種家屬無法面對親人死亡的事實，以及對人類死後未知世界的恐懼表現(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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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樓文菁、莊雯如、張瑞燕、林麗華，2011)；(三)錯誤迷思的傳訛：器官捐贈

的風氣並不鼎盛，尤其是在臨床勸募的過程中，發現有部分家屬雖然有意願器官

捐贈，但最不願意捐贈眼角膜及骨骼，而拒絕捐贈的理由包括「擔心死者找無回

家路」、「怕火化時沒有骨灰」等，可見這些迷思仍受到傳統的風俗民情所影響，

同時也讓不少等待移植器官的病人喪失重生的機會1；(四)拒絕部份人口群的器官

捐贈：在器官捐贈報導當中，發現臺灣目前在器官捐贈的捐贈者身分，有兩個人

口群較備受爭議，一為愛滋病患者，另一為死刑犯。就愛滋病患者器官捐贈的部

份，備受爭議的論點在於「是否適合器官捐贈」？主要是因為國內現行法規命令

有明訂，若捐贈者被篩檢出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陽性、庫賈氏病，以及其他不能

控制的感染疾病的話，則是絕對不能捐贈，也不被接受捐贈；此外，捐贈者若有

敗血症疾病、開放性結核病、藥物成癮、病毒性腦炎等，也是會被排除在捐贈名

單之外(財團法人器官捐贈暨移植登入中心，2014)，故此，目前對於開放愛滋病

患者器官捐贈的相關法規仍不敢輕易鬆綁2。另外，就死刑犯器官捐贈的部份，

備受爭議的地方在於「是否合乎人權」？詹文良(2012)指出，從法學的觀點而言，

死刑犯器官捐贈有違個人憲法保障之人權，特別是在身體自主權的部份。也就是

說要讓死刑犯在生前理性且自願地表示「願意器官捐贈」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

是在面臨死刑的條件情境下；另外，從醫學觀點來看，除了違反西方醫學文化中

的倫理行為外，也違反國內腦死判定程序3的法令規定。也就是說醫師參與死刑

執行的倫理議題早已備受爭議，再加上刑場上並非備有精密的相關醫療儀器可供

                                                 
1 怕找無回家路？眼角膜最常遭拒器捐，華人健康網，2012 年 12 月 3 日。 

2 衛福部醫事司長王宗曦表示，依據相關條例規定，愛滋感染者不能器捐，但國外已有感染者捐給感染者，

考量器官分配公平性，國內將擬修法開放感染者器捐給感染者。至於感染者與非感染者一起等候器官，則

仍需修改《器官捐贈移植作業手冊》且有待討論。蘋果日報，2014 年 8 月 12 日。 

3 依據臺灣腦死判定準則第 3、4、12 條規定，病人陷入昏迷指數為五或小於五之深度昏迷，且須依賴人工

呼吸器維持呼吸，以及昏迷原因已經確定。另外，腦死判定應由具判定資格之醫師二人共同為之，且須進

行二次程序完全相同之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其中第一次與第二次測試需間隔四小時。此外，人體器官移

植條例第 7 條亦明定：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之屍體，非經依法相驗，認為無繼續勘驗之必要者，不得摘

取其器官。但非病死之原因，診治醫師認定顯與摘取之器官無涉，且俟依法相驗，將延誤摘取時機者，經

檢察官及最近親屬書面同意，得摘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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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進行腦死判定，因此死刑犯的死是否真的合乎「腦死4」的認定仍是很大的

問題；(五)沉重的替代性決策：器官捐贈，代表親人死亡，也是一種人死後選擇

延續他人生命的大愛行動(黃姝文、陸洛，2005)。然而，大部份的器官捐贈者多

屬於意外死亡，故此對於某些家屬而言，在驟失親人之際，還要在短時間內做出

器官捐贈的決定，是一種非常複雜且難以言喻的心理歷程，特別是由父母為死去

的子女做出器官捐贈的抉擇時，面臨的壓力更是沉重，包括社會文化中的白髮人

送黑髮人的禁忌、社會對父母未善盡保護子女責任的譴責、必須說服親友有關為

死者做出決定的壓力等(黃姝文、卓紋君，2012)。 

 接著，在決定器官捐贈前，必須先徵求當事者意願或家屬的同意，就臺灣的

立法來看，與大多數國家一樣均採用「民衆自由選擇同意器官捐贈」(稱為 Opt-in 

law)，即民眾擁有自由選擇與表明是否同意在死後進行器官捐贈的權利，表明的

方式包括生前簽署器官捐贈同意卡5或健保 IC 卡註記6器捐意願。另外一種立法

則是採用「推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 Opt-out law)，即若民眾生前沒有表明

不願意器官捐贈（以註記等方式或簽立拒絕器官捐贈書），則醫師就可以合法摘

取器官，而採用這項立法的國家包括西班牙、法國、奧地利、捷克、瑞士、土耳

其、巴西、波蘭等(器官捐贈宣導手冊，2010)。從上可見，雖然大多數國家採用

「民衆自由選擇同意器官捐贈」的立法方式來推行器官捐贈，鼓勵民眾生前簽署

或註記器官捐贈意願，但這樣的方式並未因此提升國人死後器官捐贈的比例，或

改善器官資源短缺的問題。 

                                                 
4 腦死，係指個體無法自發性呼吸，需仰賴人工呼吸器或維生系統始能呼吸，且腦幹功能呈現不可逆性的

完全喪失，此與植物人擁有腦幹功能完全正常的情況完全不相同(羅殷霞，2006)。 

5
 依據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2012)理事長龍藉泉表示，目前台灣發行器官捐贈同意卡的單位有財團法人器

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以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雖然兩個單位推行的器官捐贈同意卡設計版

面不同，但效力上並沒有差別，皆是表達持卡人有器官捐贈意願，在法律上並未具有強制執行力，除非民

眾於簽署時有特別要求「加註於健保 IC 卡」，否則無論民眾持有哪一款器官捐贈卡，持卡人一旦被確認為

腦死，仍須經二名最近親屬同意並簽署相關文件才能施行器官捐贈。 

6
 健保 IC卡註記器官捐贈意願的法律效力，已明訂於民國100年修訂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六條修正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書面同意) 加註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稱健保卡），該意願註記之效力與該書面

同意正本相同。但意願人得隨時自行以書面撤回其意願之意思表示，並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該註記。

經註記於健保卡之器官捐贈意願，與意願人臨床醫療過程中明示之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以意願人明示之意

思表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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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爬梳過去相關研究，發現器官捐贈意願除了會受到社會的風俗民情，

以及立法政策的影響之外，也會因為不同人口特性而衍生出簽署意願與實際有簽

署註記的人數有所差異的情形，諸如以不同性別及年齡層已簽署註記情形而言，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調查發現，臺灣 61.8萬簽署器官捐贈同意卡的民眾當中，

有超過 65%為女性，其中以 31 至 40 歲少壯族女性占 25.17%，是同年齡男性的

2.2 倍(華人健康網，2013)；另外，從器官捐贈簽署意願與實際有簽署註記情形

來看，杜懿韻(2010)以醫護及非醫護相關科系學生進行器官捐贈行為的知識、態

度與意願關係之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大學生在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上比例是偏低的

(已簽署器官捐贈同意卡之醫護學生者占 6.3%，非醫護學生占 5.2%)，而在國外

的研究發現，如 Perenc, Radochonski & Anna Radochonski (2012)針對波蘭大學 625

位大學生進行器官捐贈和移植態度的調查，發現願意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的學生

僅有 24%，而實際有註記完成的更僅有 3%。 

除了上述不同人口特性會造成簽署意願與實際有簽署註記的人數有所落差

的現象外，有國外學者則開始從心理層面因素進一步探究其他可能影響器官捐贈

簽署意願的因素，例如 Cohen & Hoffner (2013)從同理心角色及利己利他覺察等

心理因素預測來探討青年人如何決定成為器官捐贈者，在其研究結果發現，同理

心在器官捐贈意願中有正向預測力，特別是同理關注，會連帶影響個人的利他覺

察。簡言而之，同理關注部分涉及個人情感反應，即「一種欲幫助他人減輕痛苦

的感受」，因此，倘若個人能夠關注到他人器官衰竭的痛苦及等候器官捐贈的需

求，那麼就會引發個人決定是否成為器官捐贈者的重要關鍵。另外，在

Wilczek-Ru_zyczka, Milaniak, Przybyłowski, Wierzbicki &Sadowski (2014)的研究

當中，發現雖然同理心在活體器官捐贈、屍體捐贈或骨髓捐贈意願之間沒有關聯

性，但卻可以進一步發現缺乏器官捐贈意願的受試者，其同理心程度比較低。 

綜合上述，可以得知，影響個人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原因，可能來自社會的

風俗文化、國家採用的器官捐贈相關立法制度、不同成長背景的人口特徵因素、

同理心等。然，是否還有其他潛在因素，則有待更多的研究討論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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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及重要性 

死亡，帶給我們的不應該只是傳統的禁忌與負向思考，而是一項每一個人

都應該學習與面對的人生課題(莊育婷，2010)。研究者爬梳過去國內器官捐贈

的相關研究，發現研究對象以醫護人員或護理相關科系的大學生進行訪問調查

居多，若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相關調查研究來看，大多數的學者研究發現，

大學生對於器官捐贈簽署意願，多處於「有意願，但尚未決定」的猶豫階段，

且也比較不願意代替家人做器官捐贈的決策，主要是自己並非家中主要決策者，

因此不僅較沒有權利去做決定外，作出來的決策也可能對家人較無影響力(史

麗珠、劉于綸、黃淑玲，2001；陳瑞娥、謝春滿，2008)。不過，國內曾有新

聞報導指出一名大學生初次接觸到器官捐贈議題時，抱著滿腔熱血，閃過想要

於相關網路平台上簽署同意器官捐贈的念頭，但是卻因第一次面對生死課題而

作罷，經過數個月後，從害怕到認同，最後於 21 歲生日之時完成簽署，當作

送給自己的成年之禮7。由此可見，雖然研究調查發現大部份的學生在器官捐

贈意願表達上是較無決策權力或影響力，但仍有社會實例讓人看見，有部份的

大學生是能夠勇敢表達與決定自己死後身體的使用權利。因此，倘若面對死亡

是無法避免的人生階段，且也無法預測死亡何時到來，若能在有限的生命裡，

預先去規劃與決定「是否願意在死後器官捐贈，幫助後人，遺愛人間」，那麼

往後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或許就不會如此徬徨，而是更坦然且正向地迎接它。

故此，就臺灣地區的學生而言，是否已經普遍得知器官捐贈議題？相關認知(法

規制度)程度為何？對於器官捐贈的認同程度為何？器官捐贈的簽署意願程度

又是如何？影響其簽署意願的因素有哪些？期望藉由此調查研究能有別於過

去研究之侷限，並將研究對象擴及至臺灣地區大學以上之大學生、碩士生和博

士生，瞭解上述問題對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情形，以作為日後宣導

教育之參考。此為本研究的重要性之一。 

                                                 
7女大生簽署器捐送給自己當成年禮，健康醫療網，201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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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有受贈者感慨地說出這樣的一段話語：「行善的時候，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很多人都願意做，但要用『生命幫助生命』，真的很不容易」(引自黃

思齊、江珮如，2012)。而本研究者撰寫論文過程中，曾有與身旁室友談論一些

和器官捐贈意願有關的問題，其中一題是「妳個人覺得器官捐贈跟同理心是有關

連的嗎?」沒想到我的室友卻這樣回答：「我覺得是有關聯的，因為器官捐贈是為

了能夠遺愛人間，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不過也是因為看到別人的需要，像是

罕見疾病或是一些重病的人，所以才會有這些想法，所以如果器官捐贈可以幫助

到他們，我會考慮…」。這番對話，除人讓我對這份研究產生一些信心外，也從

學者 Hoffman 對於同理心與利他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得到小小的印證：Hoffman 認

為有三種情況會引發個人對他人產生同理心作用，包括(1)由他人的不幸事件所

引發，非自己不幸事件；(2)行為之目的是為了幫助別人而非自己；(3)為了能夠

減低別人的痛苦(曾威豪，2009)。另外，除了個人同理心之外，國內也有一些研

究指出，醫院的醫護人員有 63%自認為會是第一個發現潛在器官捐贈者的人，且

多數潛在器官捐贈者的家屬會期望透過護理人員給予有關器官捐贈決策的指引

或經驗分享；因此，如果此時的醫護人員對器官捐贈抱持正向態度，將有助於病

人及家屬考慮器官捐贈的意願之外，若是更進一步以關懷的態度加以對待，更有

助於促成器官捐贈的決策(柯莉珊等人，2011；張佳蘋、葉莉莉、溫敏杰，2002)。

吳紫伃、許竑彬(2011)指出，關懷與態度表現在學理上是一種同理心的作用，即

透過關懷來幫助當事人了解自己及覺察內在經驗的歷程，促使當事者透過自我認

識後，達到改變並成為自助者。綜上可知，同理心可以是來自個人特質的表現，

亦可以是經由他人，如專業人員的關懷與引導，產生同理心作用，以達到為自己

表達個人的器官捐贈意願或為親人及做出器官捐贈的決策。 

 再者，國內學者黎小甄(2012)由資源分配探討大學生的利社會行為、同理心

及個人集體主義傾向的研究結果指出，同理心對大學生而言，似乎是可以跳脫家

人及朋友的範圍，願意幫助陌生人或與陌生人分享，但僅限於情緒上的表現。因

此，同理心的高低是否能夠提高助人的行為？究竟個人心理層面的同理心是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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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個人器官捐贈簽署意願？兩者之間的聯強度為何？至今尚未有完整之研究

證實，尤其是目前國內尚未窺見，因此仍需進一步探究之。不過，就本研究者之

淺見，認為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是每個人可以表達自己死後身體使用的自主權利

之一，即使是基於看見他人的病痛，引發同理心作用，促使自己在生前預先簽署，

並且告訴家人自己的器官捐贈意願及原因，那麼基於同理心引發的簽署行為，反

而也會讓這份助人的心意顯得有意義與價值，且未來家人有需要面臨是否器捐的

決策時，也能更堅定與安心地代替完成自己的心願。故此，期待透過本研究來瞭

解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的簽署意願的關聯性，以增加國內器官捐贈研究議題的深度

及廣度。此為本研究的重要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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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節研究動機與重要性，本研究擬針對目前就讀於臺灣地區大學以上之

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為研究調查對象，且年齡約為 20 歲以上，探討影響個

人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相關因素，其中影響因素分成三個部分，包括：(一)器官

捐贈看法，包含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源、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器官

捐贈認知；(二)同理心因素；(三)人口特徵因素，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非器官捐贈的捐贈經驗。而在器官捐贈簽署意願部分，則包含已簽署

/註記(含已簽署/註記之原因)、簽署意願程度(非常沒意願、沒意願、有意願、非

常有意願)。以下則提出幾項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一、研究目的 

(一)瞭解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看法。 

1、瞭解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源。 

2、瞭解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同程度。 

3、瞭解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知情形。 

(二)瞭解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情形。 

(三)控制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人口特徵因素，以了解器官捐贈看法及同理心對

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 

二、研究問題 

(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若有，則資訊來源為何？ 

(二)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同程度為何？ 

(三)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知情形為何？ 

(四)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如何影響個人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五)控制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人口特徵因素，則器官捐贈看法及同理心如何影

響個人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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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茲將研究過程中所涉及之重要名詞及操作型定義說明如下： 

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 

 本研究所稱之「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為目前就讀於臺灣地區各大學之大學生、

碩士生，以及博士生，年齡約 20 歲以上。 

二、器官捐贈 

臺灣目前主要的器官捐贈依來源區分，可分為活體器官捐贈及屍體器官捐贈。

前者是指捐贈者將其身體部分的器官捐贈出來做移植之用，一般常見於親屬之間

的移植。後者則是指病人腦死後，經法定規定，由醫生兩次腦死判定後，將其身

上良好且合適捐贈之器官或組織，以無償的方式，捐贈移植給急需用來維持生命

的患者。而本研究主要研究重心為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個人器官捐贈簽署意願，又

器官捐贈實是涉及個人面對死亡的態度、決定死後身體去向的規劃等，與屍體器

官捐贈較有關聯，故本研究將以「屍體器官捐贈」的論述內容為重。 

三、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根據民國 100 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六條修正條文規定：「醫師自屍體

摘取器官，以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為限：(一)經死者生前以書面或遺囑同意；(二)

經死者最近親屬以書面同意。其中前項書面同意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加註於全民

健康保險憑證(以下稱健保卡)，該意願註記之效力與該書面同意正本相同。但意

願人得隨時自行以書面撤回其意願之意思表示，並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該註

記。」再者，「書面同意，應由醫療機構或衛生機關以掃描電子檔存記於中央主

管機關之資料庫」。援此規定，本研究中提及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係指大學

生和碩博士生是否願意透過相關單位如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入中心、中華民

國器官捐贈協會等網站或其他宣導服務臺，完成器官捐贈卡(書)簽署及健保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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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註記8作業，謂之。(圖 1-1 為器官捐贈意願健保 IC 註記流程圖，以及圖 1-2 為

器官捐贈同意卡之線上簽署內容樣式) 

 

 

 

 

四、非器官捐贈經驗 

本研究提及的「非器官捐贈經驗」，即是指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一般日常的個

人捐贈經驗，包括捐血、捐錢、捐發票及捐物資(如二手衣服、書籍)等行為。 

五、同理心 

同理心(Empathy)最廣泛的意義是指一個人單獨對另一個人觀察經驗的反應

(Davis, 1983)；也就是說，一種能夠設身處地的從對方立場去體會當事者心境之

心理歷程，包括當事人的痛苦、需要、感受等(張春興，2006)。而本研究的同理

心，包含(一)觀點取替：在認知上，願意自發性的瞭解或採納他人不同觀點的表

現傾向；(二)同情關懷：一種以他人為導向(other-oriented)的情感表現，且強烈的

和關心他人、無私等有關(曾威豪，2009；Davis, 1983)。 

                                                 
8 目前臺灣簽署器官同意卡(書)後，一種是民眾可直接於健保 IC 卡上註記外，民眾亦可依需求申

請索取「器官捐贈同意卡」；另一種是線上簽署器官捐贈同意卡後，依需求選擇是否加註於健保

IC 卡上(如圖 2)。故值得注意的是，器官捐贈同意卡較臺灣健保 IC 卡註記開辦在先，故早期以

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的民眾須留意，擁有器官捐贈同意卡不一定代表健保 IC 卡有註記。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入中心(2014) 

圖 1-2 器官捐贈同意卡之線上簽署內容樣式 

圖 1-1器官捐贈意願健保 IC卡註記流程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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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的文獻探討共分成七部分。首先，第一節先從器官捐贈議題之社會案

例切入，探討臺灣近年來器官捐贈的現況與影響。第二節則說明有關器官捐贈基

本概念與立法沿革及發展。第三節則論述器官捐贈相關的倫理議題。第四節以相

關研究理論來說明器官捐贈的意圖或行為。第五節則是透過過去研究發現探討影

響器官捐贈意願的相關因素。第六節則闡述學生的死亡態度或相關的死亡經驗，

以理解學生對死亡的看法為何。第七節則透過同理心概念及與器官捐贈相關研究，

來瞭解兩者的關聯性。 

第一節   器官捐贈社會議題之實務案例探討 

臺灣推行器官捐贈至今已有十多年，卻直到 2013 年國內發生臺大醫院曾御

慈醫師不幸意外死於他人酒駕車禍，家屬發揮大愛捐贈其器官的事件，才掀起一

陣器官捐贈風潮。短期間，提高國人器官捐贈的意願及捐贈數量，也讓國內的器

官捐贈議題開始被關注，甚至開始展開各式各樣的宣導活動，促使一直存在於社

會之中的器官捐贈需求議題逐漸受到重視。以下則引用近年來有關器官捐贈的社

會案例，以了解臺灣近年來器官捐贈的現況與影響。 

一、社會文化議題 — 全身器捐！腦溢血喪命，醫院員工遺愛 40 人案例 

2014 年高雄市一名旗山醫院工作的員工因腦溢血昏倒，經醫院急救後，醫生宣布腦死，該

名員工的父親悲傷之餘發現心愛的兒子生前簽了器官捐贈同意書，一度拒絕讓他進行器官捐贈，

畢竟社會觀念還是希望能夠保留全屍，經過半小時的掙扎後，決定尊重他的遺願，將心臟、肝臟、

眼角膜、皮膚血管等捐出來，共造福 40 個人
9。 

華人社會文化裡，對於死亡比較避諱且不輕易談論之。再者，對於死後身體

的存留，保有「全屍」的信念，這樣的觀念來自兩個傳統文化的影響，一是《孝

                                                 
9 全身器捐！腦溢血喪命醫院員工遺愛 40 人，東森新聞，2014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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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裡的孝道觀念「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保留全屍

是一種對父母盡到孝道的本份。另一則是民俗信仰中的禁忌觀，即「無全屍如橫

死」(釋德嘉，1999)，所以認為即使死亡身體的樣貌仍然會影響家庭或後代子孫

的整體運勢，因此鮮少有家屬願意主動為親人進行器官捐贈。不過有學者認為這

樣的想像，僅是一種無法面對家人死亡的事實，以及對死後未知世界的恐懼感(柯

莉珊等人，2011)。 

另外，華人社會文化是以家族主義為主，重視家庭倫理觀念，特別是家人意

見。因此，在保守的風氣之下表達或決定是否器官捐贈的意願或決策，容易產生

矛盾、衝突、掙扎的心理過程，導致現今多數有意願器官捐贈的人，為了不讓家

人難過或害怕受到親友責難，而寧可低調的簽署，直到死亡的最後一刻才讓家人

或親友得知、發現。 

由此可見，社會文化的風俗民情以及家族意見是國內在推行器官捐贈的阻礙

原因之一。為了改善此現象，多數學者認為可以藉由多數人利用宗教力量尋求心

理慰藉的管道角度切入，例如「化小愛為大愛」、「遺愛人間」、「救人一命，勝造

七級浮屠」等宗教教義中慈悲、仁愛關點出發，讓家屬感受到器官捐贈對家族是

有正向效應(如對社會有貢獻、一種欣慰的榮耀)，那麼不僅專業人員在勸募過程

會顯得較為順利，家屬也會更願意以「成人之美」的意念做出器官捐贈決策。另

外，也有部份民眾認為可以以「結善緣」的信念來改變對死亡的看法及心態，即

讓別人因器官捐贈的大愛存活下來；讓自己因器官捐贈遺愛人間，同時也獲得善

終。 

二、法規制度適切性議題 — 愛滋病患、死刑犯、指定捐贈案例 

 (一)擬開放愛滋病患器捐案例 

一名肝硬化卻感染愛滋的病患，亟需換肝延命，雖然子女有願意捐肝救父，但被告知因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規定，即「愛滋感染者未被納入等候器官移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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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使得子女恐無法捐肝盡孝
10
。 

臺灣目前在器官捐贈的捐贈者身分中，愛滋病患者是備受爭議的人口群之一，

爭議的論點在於「是否適合器官捐贈」。這樣的爭議與考量乃基於國內早有相關

條例規定，若捐贈者被篩檢出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陽性、庫賈氏病，以及其他不

能控制的感染是絕對不被接受捐贈，此外若有敗血症疾病、開放性結核病、藥物

成癮、病毒性腦炎等也是被排除在捐贈名單之外(財團法人器官捐贈暨移植登入

中心，2014)，是故，縱使國外已有愛滋感染者捐給愛滋感染者之案例，但國內

仍不敢輕易鬆綁，特別是 2011 年臺大醫院曾發生誤植愛滋器官，導致五名受贈

者分別疑似感染愛滋，一度造成人心惶惶。不過就器官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及人道

考量，目前政府有意讓愛滋患者的器官捐贈給同為愛滋的病患，且僅限於活體器

官的互贈，惟屍體器官捐贈部分仍不得開放，以避免國人陷入感染的高風險中，

而讓一樁捐贈美意成為一生憾事。 

(二)醫院拒死囚器官，柯文哲：國際壓力 案例 

法務部槍決六名死刑犯後，欲送往高雄某醫院進行器官捐贈，卻遭婉拒，院方表示不希望做

出傷害臺灣國際形象的舉動，即是2008年國際移植醫學會在土耳其發布的「器捐醫學倫理準則」，

也就是伊斯坦堡宣言，明文禁止醫師利用死刑犯器官，若醫生違規，可能造成自身生涯有所影響，

同時連帶影響臺灣國際形象。故此不僅讓醫生們備感壓力外，也讓全臺灣八千名等待器官捐贈的

病患，少了重生的機會
11
。 

 臺灣另一個受爭議的器官捐贈人口群為死刑犯，特別是在於「是否合乎人

權？」過去在中國大陸地區，曾公然使用死刑犯的器官作為器官捐贈用途，認為

這樣的允諾可以帶來兩個好處，包括滿足病患對器官資源的迫切需求及讓死刑犯

達到悔過的願望(曠玲，2006)。就國內而言，學者詹文良(2012)則從醫學與法學

的觀點切入，提出兩個反對使用使死刑犯作為器官捐贈資源來源的理由：(1)違

                                                 
10 愛滋病患擬開放親屬活體器捐，中華日報，2014 年 8 月 11 日。 

11 醫院拒死囚器官柯文哲：國際壓力，華人健康網，2012 年 12 月 24 日。 

 



15 

 

反基本人權：乃即使是死刑犯，仍有所謂的身體自主權，且是個人的基本人權之

一。不過對於死刑犯而言，面臨即將接受死刑的情境下，要完全出自於理性、自

願地表示「願意器官捐贈」是困難的，因此有意願器官捐贈的意思表示是令人爭

議的地方。(2)腦死判定程序的合法性：在刑場上鮮少備有精密的醫療儀器，因

此若依據國內腦死判定流程，要求在場的醫師判定是否合乎「腦死」是非常困難，

且也是一件很大的疑問，況且也很可能產生讓死刑正當且合理化的疑慮。由此可

知，死刑犯器官捐贈與國家形象有違並無直接關聯，反而是我們應當省思其他的

器官資源在哪，而非將死刑犯視為重要的器官需求來源。 

(三)首例！腦死指定器官捐贈五等姻親案例 

一名僅 21歲年輕張姓病人因意外造成頭部重挫，經主治醫師診治病人昏迷指數結果為 3分，

而家屬瞭解到生命無法挽回後主動提出器官捐贈想法。經移植團隊與家屬會談後，悉知病人的姨

丈是成大醫院腎臟移植等待者，同時病人家屬也提出「是否可將其腎臟指定捐贈給其姨丈」之想

法，但受限於現行法規未明確規定有關「腦死指定器捐受贈對象」，故為了達成家屬圓夢的心意，

院方協助家屬向衛生署以專案方式申請核准「同意器官捐贈可指定捐贈五等姻親」，使得捐贈者

的姨丈在內共有 3 名病人獲得重生，創下國內第一例腦死指定器官捐贈給姻親的案例
12
。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當中，僅可窺見若民眾進行活體器官捐贈時，有特別的親

等限制須留意，主要是用來防範及避免親屬間指定贈予的時候，有情感利益或金

錢買賣之嫌，而違反器官捐贈為無償之行為的原則。至於，屍體器官捐贈因無法

斷定死者意思，故就指定贈予或親等限制就沒有特別條例規定之(蔡政芳，2012)。

儘管如此，仍有家屬希望即使是屍體器官捐贈，也能夠將器官指定捐贈給自己有

需要的親人，讓家人也能受惠，因此衛生福利部日前最新公告「人體器官移植分

配及管理辦法」修法表示，未來民眾為器官捐贈之捐贈者，若其有五等血親、姻

親或配偶正在等候器官且符合醫學考量，可藉由「指定捐贈」的方式，讓親人優

先獲得移植；若其有配偶或三等血親在等候器官，則可將等候順序大幅提前，讓

                                                 
12 首例！腦死指定器官捐贈五等姻親，華人健康網，2012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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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機會增加13。藉此讓器官捐贈不再只是遺愛他人的禮物，也可以是嘉惠親人

的另一種庇蔭。 

三、捐贈之間倫理議題 —〈南部〉子器捐母罹癌「2 兒」回來照顧案例 

民國 100 年 5 月，鳳山區一名曾姓國中生不幸墜樓後腦死，父母同意為兒捐出心臟、肝臟、

腎臟及血管等器官嘉惠他人，翌年母親節前夕，院方舉辦器捐感恩追思會，捐贈家屬(曾男的母

親)卻在會場中一眼認出受贈者，並表示：「我兒子的心臟在你身上」，爾後兩人相擁而泣，同時

也受到另一名受贈者的指認與感謝，如今捐贈家屬(曾男的母親)雖然肺腺癌轉移至腦部，接受住

院治療，不過獲得了兩名受贈人以感謝之意日夜照顧，三人形同母子
14
。 

或許，法規明訂，器官不得買賣，但我們卻很少想像得到，撇除金錢的物質

糾葛，實際上，對於親人思念的情感拉扯才是最濃烈，也最難割捨。援此，在器

官捐贈裡就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捐贈家屬與受贈者不能互相指認」，來減少捐

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一些無端情感糾葛。不過，倘若受贈者欲表達其感恩之意，

國內各大醫院每年會舉辦器官捐贈的感恩追思會，讓捐贈者家屬與受贈者一同出

席，透過醫護人員、社會工作師或器官捐贈協會人員來轉達受贈者對捐贈家屬的

恩惠，以及感念捐贈者無私的愛，讓捐贈家屬親眼看到那些受贈者的重生，並獲

得欣慰感15。 

四、社會教育宣導議題 — 有創意！環島打卡宣導器官捐贈案例 

台南市立醫院器官捐贈團隊的陳姓志工雖然在該院擔任體外循環師，但宣導器捐的方式卻很

Kuso！獲得器官捐贈協會的同意後，便穿上黃色志工背心及宣導布旗，展開為期 3 天 2 夜騎機車

宣導器官捐贈的環島行程，在鹿野熱氣球嘉年華、池上的伯朗大道、太魯閣天祥、宜蘭童玩節、

                                                 
13 器捐移植分配大風吹！器捐家屬優先，健康醫療網，2014 年 7 月 18 日。 

14〈南部〉子器捐母罹癌「2 兒」回來照顧，自由時報，2014 年 5 月 2 日。 

15 器捐協會秘書長吳英萊表示法律上規定器捐不能買賣，事實上索錢不是問題、索情才是問題，

因為家屬思念親人的情緒很強烈，對於受贈者來說其實是很大的壓力，因此不成文的規定，就是

將感謝與關心的心意，透過醫護人員或器捐協會轉達，而不讓捐贈與受贈方直接面對面，華人健

康網，2012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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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隆海洋音樂季等觀光景點留下足跡，並以車站、風景區為拍照打卡景點的首選，邀請團體出遊

的旅客幫忙拍照，以吸引一群人的注意，甚至要求一起入鏡，不僅達到了宣傳效果，也讓更多人

知道器官捐贈的概念
16
。 

臺灣的器官捐贈因為臺大女醫生曾御慈的捐贈而引發一陣器官捐贈風潮，不

過時光飛速，器官捐贈的熱潮開始逐漸退燒，但那些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不僅

逐日增加，且渴望新器官來延續生命的需求依然濃烈。故此，民間團體、相關社

會人士與志工開始運用各種創意的思維來宣導器官捐贈，讓器官捐贈議題能夠持

續受到關注與重視，包括環島打卡宣傳器捐、喝咖啡聊器捐17、器官捐贈接力馬

拉松活動等。此外，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更邀請了名人擔任器官捐贈

宣導大使，期盼能透過名人站台的力量，傳達器官捐贈相關資訊，積極倡導器官

捐贈的觀念，讓社會大眾擁有正向態度，並將器官捐贈意念化為實際行動18。 

綜上，透過臺灣近年來器官捐贈議題的社會案例得知，臺灣的社會文化在推

行器官捐贈制度上，仍是一個比較大的阻礙因素之一，且欲將國人對死亡態度由

保守扭轉至開放，確實不易，故不僅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之外，對於推行器官捐

贈及勸募器官的專業人員亦是無法避免的挑戰之一。另外，器官捐贈的相關法規

制度(即指現行的人體器官條例)看似讓人民的生命權以及身體自主權受到保護，

但並不代表這樣的法律保障是永久且無瑕疵地，特別在急遽變動的社會，依然會

隨著時代變遷，產生不一樣的社會問題與議題，而且在器官資源的有限性以及對

病患生命需求的迫切性之下，無不希望等候的時間縮短，盡快獲得他人器官重獲

新生，回歸社會正常生活。故此，應將民眾反映的聲音納入考量，適時修法，才

能使現行法規推行兼具彈性與周延性，器官捐贈的大愛不至於受阻。再者，器官

捐贈的倫理議題亦是值得重視的部分，不僅保護捐贈者及受贈者個人與家屬，同

                                                 
16 有創意！環島打卡宣導器官捐贈，健康醫療網，2013 年 11 月 26 日。 

17 有創意！喝咖啡聊器捐 35 人響應，華人健康網，2012 年 11 月 22 日。 

18 用愛接力！歐陽妮妮任器捐宣導大使，優活健康網，2014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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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善盡保密原則，讓此份捐贈的大愛，不受無謂、無端的情感牽絆，讓一樁美意

生變。最後，透過社會教育的力量，讓國人得知與理解，社會某一角落中，有一

群等候器官資源的病人需要幫助，期望受到大家的重視。此外也是期望藉由正確

的器官捐贈觀念的宣導及鼓勵，讓國人能以實際行動將器官捐贈意願及早做出規

劃，使器官資源短缺情形獲得改善外，更讓另一個生命不再因等候不到器官而消

逝，而是猶如獲得重生般，生命繼續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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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器官捐贈基本概念與立法沿革及發展 

臺灣規範器官捐贈的法律為 1987 年公布施行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其立

法的核心宗旨為「為恢復人體器官之功能或挽救生命，而使醫師得摘取屍體或他

人之器官施行移植手術19」。此立法的目的不僅讓醫學上的器官移植手術有了合

法性，同時也保障捐贈者的生命及身體的自決權(蔡政芳，2012)。本章節試圖將

過去有關器官捐贈議題研究爬梳與彙整後，從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立法背景、法

定器官捐贈特色、一般常見倫理議題進行論述，以解釋器官捐贈相關概念。 

一、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立法背景 

臺灣有關器官捐贈的相關法定條例乃指 1987 年公布施行的「人體器官移植

條例」。不過，早在該法律正式訂定頒布以前，國內人體移植的手術早已運行且

成功的臨床案例更是不在少數。而最早可追溯至 1968 年，臺大醫院李俊仁醫師，

率領一專業團隊首次完成活體腎臟移植手術，並且於隔年完成屍體腎臟移植手術，

此項創舉不僅成為亞洲第一個進行器官移植手術成功案例的醫師，同時開啟國內

移植醫學新頁，甚至對於國內外的器官移植醫療手術富有極大的貢獻(林秀美，

2001；賴玉玫、曹傳怡，2014)。 

有鑑於此，國內陸續有部分的醫師開始效仿、研究與發展其他器官移植的臨

床醫療技術，諸如 1984 年陳肇隆20醫師為一名患有威爾森氏症且肝昏迷的患者

進行亞洲首例換肝手術；1987 年朱樹勳21醫師為一名因缺血性心肌症而導致心臟

衰竭的病患進行國內首例屍體心臟移植手術；1995 年李元麒22醫師率領臺大醫院

                                                 
19 民國 76 年制定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一條規定：為恢復人體器官之功能或挽救生命，使

醫師得摘取屍體或他人之器官施行移植手術，特制定本條例。 

20 陳肇隆醫師，現任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院長。 

21 朱樹勳醫師，現任亞東紀念醫院院長。 

22 李元麒醫師，曾為台大外科部主任，於 2011 年因淋巴癌轉移肺部不幸病逝，享年 6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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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臟移植團隊完成國內第一例長期存活之肺臟移植手術(蔡念倢，2011；自由時

報，2011)。 

由此可知，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尚未正式頒布以前，國內的器官移植臨床醫

療手術早已悄悄地發展。若以人身生命安全的角度來看，確實對人體健康是一個

極度無法預期的風險醫療，畢竟是一種侵入性醫療行為；若以醫師的角度，無不

是一種挽救生命或恢復人體器官的功能的職業使命，即便經常需要背負著可能產

生的醫療糾紛或法律責任之種種壓力來進行重大的醫療行為。不過，無法否認地，

由於那些醫療先驅的努力成果，讓臺灣當前的移植醫療水準可與歐美國家並駕齊

驅，更促使政府開始重視國人有器官移植以延長生命的醫療需求，並讓一項醫療

技術合法化。 

二、法定器官捐贈特色 

臺灣有關器官移植相關法律可以 1987 年作為一個分界點，在 1987 年以前，

大多是針對人體單一的器官移植而訂定一項法律，如 1982 年的「眼角膜移植條

例23」及「眼角膜移植施行條例24」，目的是使盲人能恢復視力，或嚴重視力障礙

者可改善視力功能，以提升盲人或視障者就業機會。1987 年之後，則是針對各

類的人體器官做一個全面性的立法，即是目前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將國內

有關器官及組織的法規涵括至同一法律條例中，不再以單一移植器官個別立法

(詹文良，2012)，不僅是人體器官移植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人體器官移植醫療行

為合法化的開始。現今臺灣人體器官的來源大致可分成屍體器官捐贈及活體器官

捐贈，以下則各別概要說明兩種捐贈來源及方式在法定上的特色及差異，作為臺

灣器官捐贈運作的初步瞭解。 

 

                                                 
23 眼角膜移植條例於 1988 年 12 月 5 日廢止。 

24 眼角膜移植施行條例於 1989 年 1 月 25 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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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屍體器官捐贈 

病人因頭部外傷、中風、腦瘤或缺氧性腦病變等因素，導致呈現腦死狀態，

將可用器官捐出來，供他人使用者，稱之為「屍體器官捐贈」(柯文哲，2000)。

另，以臺灣現行人體器官條例的定義：「為恢復人體器官之功能或挽救生命，使

醫師得摘取屍體或他人之器官施行移植手術(第一條)及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

行移植手術，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第四條)25」。

可知，屍體器官捐贈必須為「死亡後」，且須經由醫師的法定腦死判定過程確認

後始之為之。 

在屍體器官捐贈當中，涉及兩個比較容易引起爭論的議題，包括腦死判定過

程及捐贈同意。前者關於死亡判定的過程，臺灣另有頒布一法規為「腦死判定準

則」，清楚說明病人腦死判定的先決條件(第三條)26、兩次腦死判定之腦幹功能測

試程序(第四條)27及進行腦死判定之醫師資格條件(第十條)28。另若為非病死29或

可疑之非病死屍體，需增加法醫勘驗死亡因素之程序，確定沒有涉及非法器官摘

                                                 
25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1 條：「為恢復人體器官之功能或挽救生命，使醫師得摘取屍體或他人之

器官施行移植手術，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及第 4 條：「醫

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前項死

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 

26 腦死判定準則第 3 條：「進行腦死判定，病人應符合下列各款之先決條件，始得為之：(1)陷入

昏迷指數為 5 或小於 5 之深度昏迷，且須依賴人工呼吸器維持呼吸。(2)昏迷原因已經確定。但

因新陳代謝障礙、藥物中毒影響未消除前或體溫低於攝氏 35 度所致之可逆性昏迷，不得進行。

(3)遭受無法復原之腦部結構損壞。」 

27 腦死判定準則第 4 條：「腦死判定，應進行 2 次程序完全相同之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第 2 次

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應於第 1 次測試完畢接回人工呼吸器至少 4 小時後，始得為之。但滿 1

歲以上未滿 3 歲者，應至少 12 小時後；足月出生（滿 37 週孕期）未滿一歲者，應至少 24 小時

後。」 

28 腦死判定準則第 10 條：「進行腦死判定之醫師，應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條件：病人為足月出

生（滿 37 週孕期）未滿 3 歲者，應為具腦死判定資格之兒科專科醫師。前款以外之病人，應為

(1)神經科或神經外科專科醫師 (2)具腦死判定資格之麻醉科、內科、外科、急診醫學科或兒科專

科醫師。前項所稱腦死判定資格，係指完成腦死判定訓練課程，並取得證書者。本準則修正前，

已領有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所發仍於有效期限內之小兒神經學專科醫師證書者，具腦死判定之資

格。」 

29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7 條：「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之屍體，非經依法相驗，認為無繼續勘驗

之必要者，不得摘取其器官。但非病死之原因，診治醫師認定顯與摘取之器官無涉，且俟依法相

驗，將延誤摘取時機者，經檢察官及最近親屬書面同意，得摘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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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等違法的可能性之後，才可進行器官捐贈。後者有關屍體器官捐贈同意的部分，

在 1987 年首次頒布該條例時，即有明訂醫師進行屍體器官摘取前，需取得死者

生前以書面或遺囑同意者，或者死者最近親屬以書面同意者，或者死者生前為捐

贈之意思表示，經醫師二人以上之書面證明者，三者之一。不過，考量死者生前

之體能、知能及資訊與各專業醫師相較來說屬於弱勢，且醫師同時擔負治療及勸

募器官責任，易有角色衝突顧慮，故於 2011 年 10 月修訂時，將「死者生前為捐

贈之意思表示，經醫師二人以上之書面證明者」之規定予以刪除，並參酌國外將

器官捐贈意思表示註記於駕照之作法，認為國人攜帶全民健保卡（健保 IC 卡）

的機率高於發行之器官捐贈同意卡，而增訂民眾可將器官捐贈的意願加註於健保

IC 卡的條例，且該意願註記之效力與該書面同意正本相同；若意願人欲取消其

意願，亦可隨時自行以書面撤回其意願之意思表示，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該

註記。此外，若經註記於健保卡之器官捐贈意願，與意願人臨床醫療過程中明示

之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以意願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準30。從上述說明，可以瞭解

到屍體器官捐贈的條件與程序，須為病人已呈現腦死狀態，且須透過合法醫師進

行法定腦死判定的程序確認後，才可摘取可用之器官進行捐贈移植，而醫師在摘

取前，還必須得到病人生前同意或最近親屬的同意，包括遺囑、書面同意或現行

的健保 IC 卡意願註記等。 

不過，國內學者對於腦死判定過程及捐贈同意的部分卻有不同的疑慮，以腦

死判定來看，判定程序是為了讓醫師在確認病人是否已處於「真正死亡」的合法

作為，但基於器官移植的其他因素，如器官摘取的時效性、移植成功率的考量等，

器官捐贈的病人是否真正死亡呢 (李郁強、趙俊祥，2011)？像這樣的爭議亦被

                                                 
30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6 條：「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以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為限：(一)經死者生

前以書面或遺囑同意。(二)經死者最近親屬以書面同意。前項第一款書面同意之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加註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稱健保卡），該意願註記之效

力與該書面同意正本相同。但意願人得隨時自行以書面撤回其意願之意思表示，並應通報中央主

管機關廢止該註記。經註記於健保卡之器官捐贈意願，與意願人臨床醫療過程中明示之意思表示

不一致時，以意願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準。第一項第一款書面同意，應由醫療機構或衛生機關以

掃描電子檔存記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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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至先前討論的死刑犯器官捐贈的議題及目前擬將開放的無心跳者器官捐贈

31的問題。而就捐贈同意的部分，雖然現行的法規提到，只要醫師能夠取得捐贈

病人生前同意或最近親屬的同意，包括遺囑、書面同意或現行的健保 IC 卡意願

註記等，即可進行器官摘取暨移植，不過基於臺灣社會文化因素，多數親屬是不

太忍心讓自己的親人被摘取器官，更何況怎會同意病人死後器官捐贈呢？因此臨

床上較常碰到勸募失敗的原因，大多數是最近親屬不同意的情況，故醫師僅能尊

重家屬意見，而不進行器官捐贈程序(李郁強、趙俊祥，2011)。 

倘若排除因人道考量的死刑犯器官來源，以及無心跳者器官捐贈的爭議問題

尚未解決之下，器官供應來源確實仍有供應不足的問題存在；再者，人體器官移

植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更是特別明訂：「醫院、醫師施行器官移植手術，應優先

考慮以屍體捐贈之器官為之」。因此，基於這些種種因素之下，前衛生署長楊志

良則建議「沒說不，即同意」的方式來提升器官資源的供應(聯合報，2009)，減

少國人因文化價值觀因素，不願親人器官捐贈，而導致勸募失敗發生，更連帶影

響屍體器官捐贈的比例。 

前楊署長所謂的「沒說不，即同意」的方式，涉及國家採用的器官捐贈立法

政策，而目前在國際通用的器官捐贈的立法類型分成兩種，一為「民衆自由選擇

同意器官捐贈」(稱為 Opt-in law)，其運行方式有三種：(1)器官勸募(Organ 

procurement)，即由醫事人員或社工師主動向潛在器官捐贈者或家屬提出器官捐

贈行為之議題，引發欲捐贈之動機。(2)器官捐贈(Organ donation)，係指個體以健

保 IC 卡註記、生前同意書簽署、死後遺囑聲明、最近親屬同意等方式，表明自

願於死後將可供移植的器官捐出。(3)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乃個體自

願以活體方式，將身體部分器官，如部分肝臟、腎臟、骨髓等，移植至另一受贈

者的過程。該立法為大多數的國家所使用，而臺灣當前推行器官捐贈亦採取此類

型。另一種則是「未表示“不捐贈”即視為“同意器官捐贈”」(稱為 Opt-out law)，

                                                 
31無心跳者器官捐贈(non-heart-beating donation, NHBD)，指在病人腦死狀態下，但人有心跳時，

摘取器官，進行移植之用。目的是期望增加器官的供應來源(柯文哲、李志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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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謂的「推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乃指國家人民死亡後，除非生前簽立

拒絕器官捐贈書，否則國家可依法將其身上的器官視為器官移植的來源，而施行

此種法律政策的國家有西班牙、奥地利、拉脫維亞、法國、比利時、義大利、芬

蘭、匈牙利、波蘭、丹麥、瑞典、以色列、盧森堡、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希臘、

新加坡等國(林涵萱，2012；張孟源、盧言珮，2011；器官捐贈宣導手冊，2010)。 

綜觀上述所提及，我們可瞭解到政府推行並鼓勵國人死後器官捐贈，最重要

的目的在於能夠「器捐薪傳生命」；再者，馬英九總統在任職於臺北市長的時候，

為了協助推行並支持捐贈器官的理念，而寫下一段話「捐贈器官就是切除自己部

份的身體來救人一命，這是比捐血更偉大的一種分享」(聯合報，2009)。故，縱

使解決器官資源短缺問題是非常迫切的事實，法規制定仍必須保有其適切性及合

理性，以確保人民身體自主權受到保障。再者，除了當前政府及醫療專業團隊不

斷地推動並鼓勵國人器官捐贈外，同時也是期待傳統華人社會文化對死亡的價值

觀念能夠慢慢地有所轉變，讓死後保留全屍的信念轉變成死後的器官捐贈能換來

新生命流傳的新思維，以促進人類死後器官的再利用性，同時讓死亡的態度變得

更多元及價值性。 

(二) 活體器官捐贈 

活體器官捐贈，是指捐贈者將其身體部分的器官捐贈出來，供移植之用途，

如部分肝葉、部分肺葉、一顆腎臟等。此項捐贈移植，一般常見於親屬間，倘若

為非親有關係的器官捐贈，則是一種器官買賣行為，不僅非法，也有違醫學倫理

(柯文哲，2000)。故此，為了防杜器官在市場上金錢交易所引發的種種道德風險，

器官「無償32」成為臺灣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最重要的法制原則(李郁強，2013)。 

現行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對於活體器官捐贈的規範當中，主要有幾個重要的

特點，同時也是經常被提及的議題，包括親等限制及捐贈同意(法定代理人同意)。

就親等限制部分，捐贈器官者須為成年人(第八條第一項)，且基於其生命安全的

                                                 
32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12 條：「提供移植之器官，應以無償捐贈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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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之下，其捐贈移植之對象限於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第八條第二項)33。

其實，活體器官移植的親等限制，最早頒布的法規，僅限於捐贈者三親等以內之

血親或配偶，而由「三親等」放寬至「五親等」實是在 2001 年發生一名陳姓大

學講師罹患猛暴性肝炎，在生命垂危之時，家屬、親友、學生極力設法搶救，找

遍三親等內有意願捐肝的親人，經過移植篩選都無法捐肝給他，最後輾轉找到一

位願意且合適的捐肝者，為五親等親戚，卻不符合法規。等到衛生署長官獲准後，

該名講師因引發敗血症，不適合繼續肝臟移植，最終與世長辭，讓大家感到無限

的遺憾(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2001)。有鑒於此事件，政府為了減少相似事件

再度重演，遂於 2002 年立即修法放寬親等限制，以增加捐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

移植比對，提高可成功移植的機率。 

在捐贈同意方面，主要是指法定代理人同意的部份。在前面有提到人體器官

移植條例在活體器官捐贈的年齡規範以「成年」為原則，但在該條例中又特別明

定：「…滿 18 歲之未成年人捐贈肝臟，並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出具書面同意34。」

由此可得知，臺灣規定活體器官捐贈年齡原則上是 20 歲35，但基於國家對於未

成年之捐贈者的生命安全與健康保護的義務，以及考量器官捐贈移植醫療手術對

捐贈者的潛在風險之下，認為縱使年滿18歲已能瞭解器官捐贈手術之相關事項，

但心智成熟程度仍須加以評估(李郁強，2013)，是故為了避免造成其生命或身體

的重大危害，將年滿 18 歲者依然視為未成年人，而其所為之器官捐贈移植決策

則須有法定代理人同意，以協助理性判斷，以及多一道生命安全的把關。不過，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2010)指出，器官捐贈決定因素實是捐贈者的「生理年齡」

為考量，非實際年齡，因此不同的器官組織皆有其捐贈的年齡限制(表 2-2-1)。 

                                                 
33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8 條：「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合於下列規定：(一)捐贈

器官者須為成年人，並應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 2 人以上之書面證明。(二)摘取器官須注意

捐贈者之生命安全，並以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為限。」 

34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8 條：「…成年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姻親，或滿十八歲

之未成年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不受第一項第一款須為成年人及第二款移

植對象之限制。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捐贈肝臟，並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出具書面同意。」 

35 民法第 12 條：「滿二十歲為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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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器官組織捐贈移植年齡範圍 

器官類目 年齡粗估範圍 

心臟 
·18 歲以下的器官捐贈者優先分配予 18 歲以下之待移植者。 

·年齡標準上限：65 歲。 

肺臟  ·年齡標準上限：65 歲。(無最低年齡限制) 

肝臟 

 ·12 歲以下或 18 歲以下且 40 公斤以下之器官捐贈者，優先分配予 18 歲以

下之待移植者。 

 ·年齡標準上限：70 歲。 

腎臟  ·年齡標準上限：70 歲。(無最低年齡限制) 

胰臟  ·年齡標準上限：65 歲。(無最低年齡限制) 

眼角膜 
 ·2 歲以下之器官捐贈者，優先分配予 2 歲以下之待移植者。 

 ·年齡標準上限：80 歲。 

小腸 

 ·12 歲以下或 18 歲以下且 40 公斤以下之器官捐贈者，優先分配給 18 歲以

下待移植者。 

 ·年齡標準上限：65 歲。 

資料來源： 

1. 1.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民國 103 年 9 月 10 日)附表 

2. 2.器官捐贈宣導手冊(2010)。 

3. 3.亞東紀念醫院院訊(2012)。 

 

另外，依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8 條之內容，亦可發現活體器官移植有特別

規範肝臟移植的年齡，主要是基於肝病是臺灣常見的疾病，甚至是一種國病，且

排行於國人十大死因中位居於第九名，使得多數因肝硬化、肝炎、肝癌等嚴重肝

衰竭的患者無不希望透過唯一的治療途徑--肝臟移植手術，來延長性命(衛生福利

部，2014；賴韻絜，2010；何明志、李伯皇，2000)，因此利用肝臟移植手術具

有可切除部份肝葉及肝臟再生36的特性，讓肝臟移植在活體捐贈移植手術中逐漸

受到重視外，也成為親屬間常見的器官移植種類。 

不過，就樂觀角度來看，能夠協助親人獲得重生，是令人心生光榮的一件事；

就擔憂面向則有二：一為捐肝手術對捐贈者不僅沒有帶來健康的利益，反而可能

                                                 
36 依據國泰綜合醫院癌症資訊指出，所謂「肝臟再生」是指一個正常的肝臟有部分被切除後，

剩下的肝臟可以在一兩個星期重新長出（再生）到原來大小。不過，若是肝硬化的肝臟則不容易

再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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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帶來傷害、失能，甚至死亡。另一則為華人社會對於家庭觀念是濃厚且緊密

地，故此親屬之間的捐贈移植行為是否出自於捐贈者自願或是受到家人的壓力所

驅使(翁麗雀、黃秀梨、張嘉玲、郭梅珍，2009)。故此，為了確保未成年人身體

與生命安全，以及避免因無決策能力，受到親屬壓力所迫，現行條例除了規定需

具有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外，更增列一條規範，明訂醫院施行活體器官移植手

術前，應對捐贈者予以詳細完整之心理、社會及醫學評估，確保在無壓力及無任

何金錢或對價之交易行為之下，自願捐贈器官，最後經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才可為之37。 

綜上所述，可得知活體器官捐贈除了親等限制的放寬、法定代理人捐贈同意

及詳細完整之心理、社會及醫學評估外，尚包括明訂不得以大眾傳播媒體散布、

播送或刊登促使人為器官買賣之訊息，並增訂罰則；設立「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

植登錄中心」平台，以掌握全國捐贈器官及等待器官移植者之資料，使器官資源

能被公平公正的妥善運用；「骨髓」的捐贈移植，視同血液之捐輸，故除了加以

保管外，無須特別之限制；醫師施行器官移植時，應善盡醫療尚需注意之事宜，

包括向捐贈者說明摘取器官之範圍、手術過程、可能之併發症及危險等(表 2-2-2)。

可見，在法律上，器官捐贈的行為已被視為一種正當與良善的行為，尤其是當屍

體器官捐贈的器官資源短缺之下，活體器官移植反而為病人帶來另一線生機，但

一項移植卻關係著兩個人的生命與健康安全，故無論是親等限制、捐贈同意或是

移植評估等，皆不可不慎。 

  

                                                 
37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8 條：「…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對捐贈者予以詳細完整

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經評估結果適合捐贈，且在無壓力下及無任何金錢或對價之交易行為，

自願捐贈器官，並提經其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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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法條重點內容(活體捐贈) 

條款項目 內   容 

第 9 條 醫師自活體摘取器官前，應向捐贈者說明摘取器官之範圍、手術過

程、可能之併發症及危險。 

醫師施行器官移植時，應善盡醫療及禮儀上必要之注意。 

第 10-1 條 醫療機構應將表示捐贈器官意願者及待移植者之相關資料，通報中

央主管機關；其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捐助成立專責機構，推動器官捐贈、辦理器官之分

配及受理前項、前條第二項所定資料之通報、保存及運用等事項。

必要時並得設立全國性之器官保存庫。器官分配之內容、基準、作

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醫療機構與有關機構、團體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之

表示捐贈器官意願者、待移植者及受移植者之姓名及相關資料，不

得無故洩漏。 

第 14-1 條 人體器官、組織、細胞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始得輸入或輸

出。 

前項輸入或輸出人體器官、組織、細胞之申請條件、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1 條)違反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罰鍰；其輸入器官、細胞、組織者，應立即封存，於一個月內退運

出口、沒入或就地銷燬。 

第 18 條 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

散布、播送或刊登促使人為器官買賣之訊息者，處新臺幣 9 萬元以

上 45 萬元以下罰鍰。 

資料來源：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民國 10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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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器官捐贈相關的倫理議題 

綜觀臺灣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相關規定後，可以得知器官移植可能是來自屍體

器官捐贈，也可能是來自活體器官移植，甚至也有利用動物器官進行異種移植試

驗的部分。不過，無論是屍體器官捐贈或是活體器官移植，隨著移植醫療技術愈

來愈發達下，人類可以捐贈移植的器官及組織也逐年遞增，包括心臟(或心瓣膜)、

肺臟、肝臟、腎臟、胰臟、腸、眼角膜、眼球、肌腱、皮膚及骨骼(財團法人器

官捐贈暨移植登入中心，2014)，不僅增加器官的再利用性，也提高等候器官移

植病人的新希望。 

再者，為了增加器官資源的來源，各大型醫院之醫療人員(目前實務上，尚

包含社會工作師)得主動向病患家屬勸募38，因此也就衍生出一套臺灣特有的器官

捐贈流程，包括(一)發現適合捐贈器官的腦死病患；(二)探詢家屬是否同意該腦

死病人進行器官捐贈；(三)家屬同意後，提供身心關懷、輔導及社會支持；(四)

維持器官捐贈者的生理狀況；(五)申請法律同意摘取之程序；(六)進行器官摘取

手術；(七)妥善保存、運用、分配及移植可用之器官；(八)捐贈者的遺體善後與

喪葬補助；(九)對捐贈者家屬進行後續之追蹤服務(如關懷輔導)及維護受贈者的

生理功能(溫信學，2008)。 

儘管如此，器官移植仍是一個具有多項風險的臨床醫療手術過程，不僅涉及

醫學手術的複雜流程，同時也會牽涉到部分非醫學上的倫理議題引發爭議，因此

以下則提出幾項在器官捐贈及勸募過程中常見之倫理議題，並論述說明之。 

一、喪葬補助的可行性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明定器官捐贈需以無償為之，來保障捐贈者及受贈者之間

的人權，且遵循應有之醫學倫理及維護社會公平，更重要的則是杜絕非法器官的

買賣行為。不過，臺灣政府為了推行與鼓勵人民參與器官捐贈，對於捐贈家屬均

                                                 
38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10-1 條：「…醫院為配合器官捐贈風氣之推動，如有適合器官捐贈之潛在

捐贈者，醫院醫療人員得主動向病患家屬勸募，以增加器官捐贈之來源。」 

 



30 

 

給予一定金額的喪葬補助費用；再者，各家醫院亦可根據個案捐贈的種類與數量，

除了給予補助金外，醫療費用上也可以有部份減免或全額補助。然而，這樣的補

助行為是政府與醫院基於人性關懷與感謝的立場所提供的費用，使得醫院的社會

工作師在勸募過程必定會告知家屬此項資訊(目前器官勸募的專業人員通常為醫

院內的社會工作者，並稱之為醫務社會工作師(溫信學，2008))，只不過，無論是

對醫務社會工作師或是對家屬來說，都可能會產生一種矛盾心理。 

就醫務社會工作師來說，並不希望被家屬認為器官捐贈行為就是一種器官對

價關係，但基於勸募器官的成功與否，說法上多多少少還是需要以「病患離開了，

但是留下的器官可以幫助很多人…而醫院也會補助一些喪葬費用…」等的方式來

勸說家屬，讓家屬透過捐贈者的遺愛人間幫助其他人之外，同時也能得到少許的

受惠機會(楊敏真，2006)；而對家屬來說，亦不願被誤認為器官捐贈是為了某些

經濟考量，如被說道：「…他們一定是為了錢，才會讓人割肉塊（取器官）/ 可

能是沒㈲錢埋葬他啦！不然怎麼會這樣，每個人嘛都要留全屍」(引自黃姝文、

陸洛，2005)。 

因此，若摒除掉國家基於人性關懷與感謝而提供一筆費用的利益面，那麼期

望捐贈患者夠遺愛社會並得以善終才是最初衷地醫療目的，而喪葬補助金提供與

獲得的可行性到底為何，則端看醫務社會工作師與家屬在器官勸募過程欲抱持何

種價值信念。 

二、替代性決策的適切性 

器官捐贈，是一種延續他人生命的大愛行為，但對家屬而言，不僅要接受親

人死亡的事實，還要在親人死亡的哀悼過程中，面對是否器官捐贈的困難決策(黃

姝文、陸洛，2005)。然而，大部分的器官捐贈多屬於意外死亡，對於某些家屬

而言，在驟然失去親人之際，還要在短時間內做出器官捐贈的決定是一種非常複

雜且難以言喻的心理歷程，特別是由父母為死去的子女做出器官捐贈的抉擇時，

面臨的壓力更是沉重，包括社會文化中的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禁忌、社會對父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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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保護子女責任的譴責、必須說服親友關於為死者做出決定的壓力等(黃姝文、

卓紋君，2012)。 

此外，黃姝文、陸洛(2005)更進一步提到，家屬對死者生前器官捐贈意願的

知情與否，所產生的心理影響是有差異的：若家屬在死者生前就已得知其有意願

器官捐贈，那麼在器官捐贈決策上就比較沒有太大的掙扎，且也會顯得較有自信

的下決定，那種代行決策的心境就會傾向「幫忙完成心願，讓親人走得更安心」

而已。若家屬並不知情死者是否有器官捐贈的意願，且死者生前也未曾表示過，

對家屬而言，面對器官捐贈決策時就會面臨一些心理壓力過程。再者，若死者身

份為孩子的話，則又會牽連到法律上的認同㈹理權問題，甚至還有可能被質疑代

替決策的合法性，因此為了支持自己所做的替代性決定是正確的，多數家屬抱持

的心情則會傾向「這是做好事，親人他會同意的」、「以子之名，代捐贈之實」

來強化決策的信心。 

由此可知，器官捐贈，對家屬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口頭決策而已，除了要面

對親人死亡事實，調適失去至親的哀傷之外，還要能夠在決策之後，找到一個使

自己心安理得的決策經驗意義。故，器官捐贈替代性的決策是否合理與適切，除

了對死生前的個性及想法有所理解外，怎樣才是對病患最佳的利益考量，顯得格

外重要，而家屬如何轉化自己的心境，讓此樁善事有正向之意義及價值，也是另

一件重要的經驗。 

三、指定器官捐贈的合理性 

 器官捐贈，相對來說，實是另一個生命的消失。對捐贈者家屬而言，是一件

令人極為哀傷的事情，但對受贈者及家屬來說，卻是可遇不可求的心願，尤其是

在當今人體器官供不應求的情形之下(方冠雅，2008)。因此，礙於屍體器官捐贈

之器官供應不足，政府另外開放國人透過活體器官捐贈進行移植手術，且還可指

定親屬(五親等內)相互捐贈，為那些等候器官的病人們帶來另一個生命曙光。 

 不過卻有人提出，為何活體器官捐贈可以指定捐贈，屍體器官捐贈卻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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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理上，認為屍體器官捐贈之所以無法指定捐贈，乃基於無法判定死者的捐贈

之意，另外亦可能會衍生出許多不可預期的倫理、法律及社會問題。就家屬立場，

有部份家屬覺得，除了幫親人器官捐贈對社會有貢獻之外，另外一個決定器官捐

贈的原因是期望可以藉由「指定捐贈」讓親人有部分的器官在死後亦能夠提供給

目前正在等待器官的親屬使用，使得不僅能夠助人，亦能達到自助。 

 關於屍體器官捐贈「指定捐贈」的部分，早已出現一首例，但目前政府僅用

「專案」方式核准，完成家屬心願。不過，在未來政府將有意進一步考量是否修

法，即未來民眾為器官捐贈之捐贈者，若其有五等血親、姻親或配偶正在等候器

官且符合醫學考量，可藉由「指定捐贈」的方式，讓親人優先獲得移植；若其有

配偶或三等血親在等候器官，則可將等候順序大幅提前。然，這樣的做法是否合

理、可行，政府仍在觀望，且有待研議。 

 綜合上面說提出的幾項倫理議題外，前面幾節所論及的華人社會文化觀、死

刑犯及愛滋病患者器官捐贈的可行性、捐贈者與受贈者互相指認的適切性、無心

跳者器官捐贈的合法性等也是目前備受爭議的相關倫理議題。如此之外，尚有學

者提出其他的倫理議題認為需被重視，例如境外等候器官移植、媒體管道取得器

官移植機會等。另外，無論器官捐贈的效益是好或壞，在器官捐贈實務應用上仍

應遵循自主、不傷害、行善及公平等四項原則(譚君琪，2012)，如此一來，不僅

人人皆能平等的使用器官捐贈移植的權利，同時也能讓大愛薪傳生命，不斷的延

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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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器官捐贈相關研究理論與應用 

目前臺灣在器官捐贈相關研究當中，顯少有特定的理論，僅有少部份研究，

諸如譚君琪(2012)針對大學生器官捐贈意圖-計畫行為理論之運用、李淑如(2012)

針對成人器官捐贈意圖-計畫行為理論之運用、廖玉珍(2012)針對高中生器官捐贈

意圖-計畫行為理論之運用、李秀娟(2012)台北市國小教師器官捐贈意圖之研究-

計劃行為理論之應用等，運用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簡稱 TRA)

來探究影響器官捐贈行為意圖因素。所謂的「理性行為理論」是指個體的器官捐

贈行為意圖是否會受到行為的內在因素－對特定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以及行為的外在因－社會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所影響的客觀論

點(李淑如，2012)。 

然而，器官捐贈除了可以用理性行為理論來解釋之外，張雅音、林惠娟、謝

佳恩、林麗絲、劉貴嬌、陳堯俐(2010)也提出其他三種會影響器官捐贈行為意圖

的理論因素，包括(一)利己主義，比如是一種做善事行為，可獲得福報、可獲得

部份金錢補貼、生命的自我實現與尊嚴的表現方式；(二)行善原則，比如是一種

助人行為、回饋社會的方式、可以延續生命；(三)自主原則，比如是個人生前的

遺願或器官捐贈意願意思表示方式。 

由於本研究非以探究受訪者之器官捐贈意圖為主要研究目的，故此，以下則

以張雅音等人(2010)的利己主義、自主原則加以延伸論述外，再另加以利他主義

補充說明，以做為本研究架構之理論基礎。 

一、利己主義(Self-interest) 

 利己主義(Self-interest)就字面上的解釋，可將利己行為定義為「個人抱持著

增進自己利益的心態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如同其他學者一樣，認為「以自己的

利益為前提而表現出來的行為」謂之利己主義(蘇士欽，2007)。利己主義所表現

出來的行為可以是作弊、欺騙、不遵守承諾等負向表現；同樣地，它也可以是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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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助人、幫助他人、熱於公益等正向表現(莫兆鳳，1989)，其與社會交換理論有

相似之處，皆認為追求個人利益乃為人類天性之一，用一種較含蓄的方式去記住

在社會關係中的付出與收穫，因此，若從互利、互助觀點而言，幫助他人也是一

種對自己未來的一項投資，意即「現在幫助別人，也許未來某一天需要他人幫助

時，別人也會伸出援手」(廖玉珍，2012；呂基燕，2009；謝佳恩等，2010)。除

了期待日後也能受到他人幫助的心態外，Cohen & Hoffner(2013)認為器官捐贈在

利己部份，以提升自我價值感居多，如增強自尊、自豪感、連結社會的認同。 

二、利他主義(Altruism) 

 以牛津進階當代英文詞典針對利他主義的定義為「不自私」(unselfishness)，

更進一步說明為「個人考慮他人幸福先於自己幸福(principle of considering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others before one’s own)」(蘇士欽，2007)。有學者認為利

他主義可以是服務為取向(service-oriented)，如志願服務或志工服務，藉由服務活

動中對他人提供照顧、關懷，以獲得自己付出的滿足感，猶如一種「助人為樂」

而不求回報的利他行為表現(朱壽騫，2011；徐俊賢，2004)。以器官捐贈而言，

捐贈者捐贈器官的時候很少考量自己捐出器官後可以獲得什麼，大多數僅是基於

同理/同情那些生病且基於需要器官移植的人，故器官捐贈可以說是在利他主義

當中較無私且純粹的利他行為表現(Cohen & Hoffner, 2013)。基於上述可知，一

般人對器官捐贈所抱持的利他看法，諸如挽救生命、認為他人因獲得器官而過著

正常生活，會是一件美好的事等。 

三、自主原則(Principle of autonomy) 

 自主原則包含了自我決定與自我管理，乃尊重個體是有自主能力，可以為自

己做選擇，也就是說認同個體個人行為所秉持的價值信念或觀點，同時也有做出

抉擇並採取行動的權利(廖玉珍，2012)。學者們認為器官捐贈中唯一有自主原則

的部份在於生前的器官捐贈意願簽署/註記的部份，是一種預立遺願或生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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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方式，即可以決定自己死後身體可以發生什麼事(張雅音等，2010；Perenc 

et al., 2012)。 

綜合上述，器官捐贈除了是一種利己、利他及自主行為的表現之外，有學者

進一步指出，器官捐贈的助人行為出現與否，尚還有一個關鍵點—同理心，即個

體能夠體會他人心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感受(廖玉珍，2012；呂基燕，2009；

張雅音等人，2010)，那麼助人行為的意願也油然而生。 

由此，雖然回應了本研究者欲將同理心納入調查研究因子當中，但目前僅國

外有部份學者將同理心應用於器官捐贈研究當中，而國內研究文獻則尚未窺見，

故為了提升研究的價值性，研究者將於後續章節說明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相關研究

外，同理心與器官捐贈到底有沒有關聯性，以及關聯性強弱為何，則有待本研究

調查結果分析之後，才能獲得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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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影響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相關因素 

器官捐贈在醫療上不只是提供移植所需而已，事實上它仍有一些好處，包括

(一)節省醫療資源，減少/停止腦死病人無目的或無意義的醫療行為；(二)受贈者

的生命獲得重生，如洗腎者，獲得器官移植後，可多一份貢獻社會之力量；(三)

捐贈家屬得到欣慰感，並且對日後不幸之事件產生較多正向想法(柯文哲，2000)。

不過，僅管有上述之優點，國人對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仍會受到一些個人或社會文

化因素所影響，諸如害怕屍體不被尊重、有違傳統全屍觀念、擔心器官移植到壞

人身上，反而危害社會等(陳瑞娥、謝春滿，2008)。援此，本小節先從器官捐贈

看法，以及人口特徵因素說明其如何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再於第七小節說明同理心如何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一、器官捐贈看法 

根據相關研究，茲歸納與探討影響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器官捐贈看法，分別

就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源、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器官捐贈認知等因

素，說明如下： 

(一)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源 

國外學者Stoeckle及Swamson皆指出，器官捐贈知識的增加會影響及改變器

官捐贈的認同態度，而Farquhar更進一步指出知識的增加與預期行為改變之間存

有相關性(杜素珍、史麗珠、廖美南、黃慈心、陳麗娟，2001)，再者國外學者Gauher, 

Khehar, Rajput, Hayat, Bakshi, Chawla, Cox &Warrens (2013)也指出，若要提升學

生器官捐贈簽署之意願，則應讓學生處於容易獲取到器官捐贈相關知識的環境中，

例如學校教育，否則將導致大學生對器官捐贈抱持冷漠的態度。因此，若要提高

器官捐贈的簽署意願，可以透過短片、廣告、明星代言等連續大規模的媒體宣傳，

以達到提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Annadurai, Mani & Ramasam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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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下表(表2-5-1)可以瞭解到，無論國內或國外研究，皆顯示目前社會大眾

獲得器官捐贈知識的來源，以大眾傳播居多，其次為醫護人員，再者為家人或朋

友，其餘則是偶爾參與捐血活動或校園宣傳而得知。可見，為了讓民眾得知器官

捐贈議題的重要性，以及獲得較多的知識，使得宣傳的管道愈來愈廣及多元化，

讓民眾能逐漸接受並認同器官捐贈。至於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對個人器

官捐贈簽署之意願有所影響，有待研究證實。 

表 2-5-1  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源 

研究者（年代） 內    容 

史麗珠等人(2001) 97.5%的護專學生表示聽過器官捐贈，且資訊的來源依序為大眾傳播、

宣導手冊、醫護人員、朋友、家人、其他處。 

杜懿韻(2011) ①醫護大學生得知器官捐贈訊息或相關認知來源，依序為大眾傳播、學

校教育、從醫護人員得知、從朋友、從家人、從網站、捐血活動、其他

處。 

②非醫護大學生得知器官捐贈訊息或相關認知來源，依序為大眾傳播、

學校教育、從網站、從醫護人員得知、從家人、從朋友、捐血活動、其

他處。 

Perenc et al.(2012) 波蘭大學學生得知器官捐贈訊息或相關認知來源，最高比例的依序為電

視、宣傳冊、學校。 

Annadurai et al. 

(2013) 

印度清奈藝術與科學學院學生得知器官捐贈訊息或相關認知來源，依序

為電子媒體、從衛生保健人員、朋友和同事。 

 

 

(二)器官捐贈認同程度 

爬梳過去至目前器官捐贈相關研究，發現對器官捐贈抱持認同的人愈來愈多，

且能夠接受並支持它，但實際有簽署或註記的人卻少之又少，例如在英國約有

90%公民贊成並支持器官捐贈，但實際有註記的僅有 29% (Mercer, 2013；NHSBT, 

2011a)。另外，杜懿韻(2010)針對醫護及非醫護相關科系學生進行器官捐贈行為

的知識、態度與意願關係之研究當中，發現醫護及非醫護學生在器官捐贈態度上

並無顯著差異，皆抱持正向態度，再者對器官捐贈態度愈正向，則個人的器官捐

贈意願愈高。葉翔婷(2014)以基隆民眾對家屬器官捐贈意願及相關因素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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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受試者對器官捐贈認同的程度愈正向，則對家屬器官捐贈的意願愈高，

兩者為正相關。 

然而，個人對於器官捐贈認同與不認同，其影響因素尚來自個人價值觀、家

人意見、醫療人員的信任感(如醫師、護理師、社工師等)或社會化文化的薰陶等，

諸如 Wu, Tang & Yogo(2013)研究指出，日本人民無法認同器官捐贈的原因大部

份來自社會文化因素，有三：(一)死亡和身體的傳統觀，即認為人死亡後身體、

頭腦和靈魂要集結在一起才算死亡，若器官被移植或切除，則將會影響靈魂成功

去下一個的世界；(二)互惠利他的獨特性，係指在日本社會中，收送禮物是一種

相互交流的社會行為，而器官捐贈行為是一種不確定的互惠關係，因此日本民眾

不覺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器官給別人，特別是別人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同時他們

也不願意接收陌生人的器官。至於國內相關研究，則發現國人對於器官捐贈抱持

認同的原因，大多數認為那是一種正向的行為表現，且可以帶給個人、受贈者，

甚至社會皆有正向影響力，諸如造福人群、挽救生命、是件有意義的事、大愛表

現等(表 2-5-2)。反之，無法認同器官捐贈的原因，則是害怕身體不完整、家人不

支持，擔憂器官不被善待、尊重或移植給壞人，反而危害社會，甚至仍有社會文

化的全屍觀念會影響到個人對器官捐贈的認同程度(表 2-5-3)。 

表 2-5-2 器官捐贈認同原因 

研究者（年代） 內    容 

杜素珍等人(2002) ①看到或聽到這方面的報導，死後把器官捐出可以造福人群。 

②我聽說器官捐贈可以挽救生命。 

③假如有人因為接受我捐贈的器官而過著正常生活，那該是一件多美好

的事。 

④器官捐贈與我的宗教信仰並不違背。 

⑤我相信人的身體只是靈魂與思想暫時的家，死後何不把身體捐出來。 

⑥假如我死後能捐出我的器官，就像部份的我還活著。 

陳瑞娥、謝春滿

(2008) 

 

 

①造福人群    

②仍然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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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莉珊等人(2011) ①我認為器官移植的價值是金錢不可衡量的，它是在拯救生命。 

②我覺得器官捐贈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Perenc et al. (2012) ①認為可以幫助他人。 

②讓死亡得到正向結果。 

③唯一可以決定自己死後身體可以發生什麼事。 

④在期待獲得他人器官前，自己應先器官捐贈。 

Cohen & Hoffner 

(2013) 

①為了他人，如拯救生命。 

②有助於科學知識。 

③捐贈者的利己，如自我價值感、驕傲。 

葉翔婷(2014) ①器官捐贈可以幫助他人，挽救他人生命。 

②器官捐贈是人類大愛表現的一種方式。 

 

表 2-5-3 器官捐贈不認同原因 

研究者（年代） 內    容 

柯文哲(2000) ①不知腦死病人生前意願，而不願/不敢自作主張做出重大決定。 

②怕器官捐贈後，外觀不好看。 

③親友意見不一。 

杜素珍等人(2002) ①雖然器官捐贈可以救人，但效果不見的得很好。 

②我覺得以我的年齡或目前的身體狀況，並不適合死後做器官捐贈。 

③我不確定我捐出的器官會不會移植到需要的人身上。 

④我害怕我的器官會移植到一些壞人身上，反而危害社會。 

陳瑞娥、謝春滿

(2008) 

①全屍觀念。 

②身體不完整。 

③不被尊重。 

Perenc et al. (2012) ①家人不支持。 

②不信任醫療機構。 

③宗教信仰不支持器官捐贈。 

Gauher et al (2013) ①害怕捐贈贈過程的痛苦、留疤痕。 

②大亂家人處理喪葬或火化事宜。 

③擔憂不知道器官會捐贈給誰，且是否有被好好善待。 

(三)器官捐贈認知 

本研究探討的器官捐贈認知是指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個人對於臺灣現行的人

體器官條例的瞭解程度，特別是屍體器官捐贈制度部份。在國外，較常在研究調

查中詢問的知識問題為「哪些器官可以器官捐贈」，而以Perenc et al.(2012)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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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位波蘭大學生器官捐贈知識與態度調查研究結果發現，有88.4%的學生可正確

知道心、肺、腎、肝是潛在可移植的器官與組織之一。 

在國內，黃貴薰、王憲華、黃慧芬、黃秀梨(1999)針對某醫學中心加護單位

護理人員的器官捐贈知識調查發現，有關器官捐贈照護之知識仍待加強，總分得

分最高為23分，最低分為7分，答對率為66%。史麗珠等人(2001)針對北部某護專

學生個人器官捐贈知識調查結果，10題中平均答對6.2題，答對率為62%。顯示護

專學生對器官捐贈知識尚可，其中以「有誰可以決定將器官捐出」、「器官捐贈

的年齡」、「腦死定義」等題目錯誤率較高。杜素珍、史麗珠、廖美南(2002)針

對北部某醫學中心護理人員對器官捐贈知識調查發現，10題中平均答對7.7題，

答對率為77%。顯示護理人員的器官捐贈知識偏中等程度以上。陳瑞娥、謝春滿

(2008)針對屏東縣某一科技大學護理系學生的器官捐贈知識調查結果發現，器官

捐贈之知識平均得分為7.10分，答對率為71%。 

另外，器官捐贈認知水準的高低是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有關聯呢？學者杜

懿韻(2010)針對醫護及非醫護相關科系學生進行器官捐贈行為的知識、態度與意

願關係之研究當中，發現大學生對於器官捐贈知識的情況，屬於中等水準以上，

且醫護學生在器官捐贈知識瞭解之程度高於非醫護學生。儘管如此，醫護及非醫

護學生其器官捐贈知識程度與其個人器官捐贈意願之間並無相關聯。葉翔婷

(2014)以基隆民眾對家屬器官捐贈意願及相關因素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受試者知

識題答對的比例超過50.0%，不過卻與對家屬器官捐贈意願之間無相關聯。 

由此可見，大部份研究結果皆顯示個人的器官捐贈認知水準的高低與個人或

家屬的器官捐贈意願無太大的關聯性，僅可證實，國人在器官捐贈相關知識能力

上具有中上水準。 

二、人口特徵因素 

根據相關研究，茲歸納與探討影響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人口特徵因素，分別

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非器官捐贈經驗等因素，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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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研究顯示「性別」是一個可以用來了解人類行為與態度之間差距的最佳方式

(Mohs & Hübner, 2013)。而性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是否有關聯？以國外的

相關研究指出性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有顯著關聯，例如Wilczek-Ru_zyczka et al. 

(2014)在一份參與器官捐贈之教育會議之研究調查(以16-61歲的學生、老師及護

士為研究調查對象)顯示，有64%的男性及78%女性受訪者表示有意願器官捐贈的

原因是基於「有機會幫助別人」，16%的男性及17%女性表示「挽救生命的重要

性」，而有18%男性及5%女性表示「是一種有意義的社會運動」。另外，在日

本，Wu, Tang & Yogo (2013)針對607位18-22歲不等的日本學生進行器官捐贈簽

署意願調查，發現雖然只有28.1%願意簽署捐贈卡，但若以性別比例來看，則以

女學生(受訪者)有較高的簽署願意；而Annadurai, Mani & Ramsamy(2013)針對印

度清奈藝術與科學學院進行研究調查，卻發現發現男性(77.95%)比女性(22.05%)

更有簽署意願。由此可知，雖然性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且

多數顯示女性有較高的簽署意願，但我們仍無法斷然的指出女性就一定比男性有

較高的簽署意願，或男性就一定比女性較願意簽署，而只能得知，無論是男性或

女性，皆有其考慮簽署的原因所在，且各有其差異。 

(二)年齡 

年齡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是否有關聯？根據國內部份研究，有學者認為

兩者之間有相關聯，認為年紀越輕，越有意願器官捐贈；而也有學者認為愈年長

(即就學年級愈高)，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愈比例愈高(李淑如，2012；Scaanner,1994；

Scaanner,1998；陳瑞娥、謝春滿，2008)。不過，周佩君、徐婉惠、陳瓊芳、金

素英、張鳳珍、溫如玉(2012)的研究結果則與過去研究有所不同，發現器官捐贈

意願與年齡呈現負相關，且特別是癌症病人捐贈眼角膜的部分，即年紀愈大的癌

末病人，愈沒有捐贈眼角膜的意願。葉翔婷(2014)認為年紀愈大，器官捐贈意願

愈低的原因可能與家人情感的難以割捨有關。可知，年齡似乎與器官捐贈簽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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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有些關聯，但非絕對。 

(三)教育程度 

教育在器官捐贈影響因子中是最為顯著的變項之一，會讓個人更傾向於作出

器官捐贈之決策(Pierini, Valdez, Pennone, Verges, Melano, Cabezas & 

CapurroRobles, 2009)。李淑如(2012)在成人器官贈意圖之相關研究結果中，顯示

教育程度與器官捐贈意圖之間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也就是說，受試者教育程度愈

高，則其器官捐贈意圖高於低教育程度者。另外，教育程度除了會影響器官捐贈

簽署意願之外，部份研究指出教育程度也會影響個人的器官捐贈認同態度，如賴

雅惠(2008)針對醫院工作人員在器官捐贈態度及捐贈意願的研究，結果顯示教育

程度在大學與研究所學歷以上者，其器官捐贈認同態度顯著高於高中職學歷者。

杜懿韻(2010)在醫護及非醫護相關科系學生器官捐贈行為的知識、態度與意願關

係之研究當中，將大學生劃分不同年級，發現年級高低對器官捐贈行為的知識較

無相關，反而在器官捐贈態度上卻有顯著差異，尤其是低年級的大學生(醫護相

關科系)，其器官捐贈態度比高年級的大學生(醫護相關科系)來得正向。可見，教

育程度的高低不僅會影響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也會影響個人的器官捐贈認

同程度。 

 (四)宗教信仰 

宗教時常是人們生活的精神寄托，也是對於某些重要事件決定之影響因素之

一，而無論是哪種宗教，倘若能帶動器官捐贈的觀念，將器官捐贈視之為一種救

人的行為，那麼可以創造更多受贈者的福音，故此以天主教而言：「捐贈器官，

是慷慨心志的最高表現」(“the very highest expression of nobility”)；基督教認為：

「捐贈器官，是做了一件發揮基督博愛精神的善事」；佛教而言：「捐贈器官，

如死後身體器官在他人身上生存，使生命又點燃生命的喜悅，是一種人間遺愛與

大孝」(王佩如，2013)。 

然而，儘管多數研究者認為器官捐贈可能與宗教信仰有關聯，且可藉由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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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讓器官捐贈意願提升，不過爬梳相關研究發現仍各有其差異。國內學者周佩

君等人(2012)針對癌症病人眼角膜捐贈之研究發現，宗教信仰與眼角膜捐贈意願

無顯著相關；不過，葉翔婷(2014)在基隆市民眾對家屬器官捐贈意願之相關研究

中的結果卻發現，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願有相關聯，尤其是無宗教信仰者對家

屬器官捐贈的意願高於有宗教信仰者(如佛、道教)，其推測可能是因為無信仰者

較不受「死後保留全屍」的傳統觀念束縛，因此對於家屬器官捐贈的意願有較高

的意願。至於國外的研究，有學者指出學生不願意器官捐贈，有部份原因是受到

自我宗教信仰的「輪迴」觀所影響，認為若死後器官被切除，則靈魂會不完整，

那麼就會有違「輪迴必須整個身體是完好無損」信念。綜上可知，多數研究指出

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有關聯，且可能與部份宗教信仰的價值信念有

關，如「輪迴」、「全屍」等。 

(五)非器官捐贈經驗 

在本研究中，所謂非器官捐贈經驗是指個人日常捐贈經驗，如捐血、捐錢、

捐發票、捐物資等。然，是否會影響器官捐贈意願呢？賴雅惠(2008)以中部醫學

中心、區域醫院與地區醫院的醫護人員(含醫師、護理師及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器

官捐贈認知、態度與意願調查，發現捐血行為對器官捐贈意願是有顯著相關聯，

且對個人的器官捐贈態度有正向影響。可見個人的非器官捐贈經驗與器官捐贈簽

署意願之間有關聯。不過，廖玉珍(2012)表示，器官捐贈不像捐血、捐款、捐物

資等捐贈行為可重複表現；再者，鑑於國內對於非器官捐贈經驗與器官捐贈簽署

意願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見，故此，促使本研究者將「非器官捐贈經驗」納入本研

究因子，並以個人日常捐贈經驗，如捐血、捐錢、捐發票、捐物資等為主，瞭解

臺灣地區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其非器官捐贈經驗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關聯性，

以增加國內器官捐贈相關研究的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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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學生死亡態度(或經驗) 

死亡態度或死亡經驗與個人的器官捐贈意願有無關聯呢？雖然目前尚窺見

相關的研究報告證實，但「死亡」是人們切身的問題之一，縱使我們有著恐懼與

逃避的態度，仍無法避免它，甚至割捨。再者，即便當今社會生活科技極為頂尖

與發達，仍無法研發出一項科學儀器，來協助我們預知死亡何時到來，它(死亡)

依然保有著「說來就來」的特性，不僅讓人無法招架，甚至時常令人措手不及(陳

錫琦、江彥錡，2012；許屏霞、陳錫琦、翁銘鴻，2011)。 

然而，本研究研究對象屬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就以大學時期來說，其發展階

段屬於青少年發展階段的晚期，雖然面對死亡的認知與概念已發展臻至成熟，但

並不代表每個人對死亡的感受、認知，以及反應都會一樣(林昱秀、陳錫琦，2009)，

故以下分別簡述各學者對於大學生死亡態度或死亡經驗的研究發現，以提升本研

究以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研究完整性。 

(一)洪栩隆、鍾秉穎、張利中(2006)研究顯示醫學系學生對於死亡的態度有六種： 

1、死亡是無可避免的，且是生命中自然的現象，故仍會依循生、老、病、

死的順序來演進。 

2、除了不可預期的意外事件，在尚未年老死亡之前，每個人仍有自由選擇

生存或死亡的權力。 

3、雖然對瀕死現象不甚瞭解，但仍充滿好奇。另外，對死者而言，瀕死的

無痛狀態是好的，只是對親人衝擊比較大。 

4、不確定人死後是否還算有生命，但假使還有生命，那麼會有助於面對與

接受死亡。 

5、對於還未年老之前因疾病而死亡的看法，不僅接受度低，且認為是一種

不自然的現象。 

6、認為身為醫師有對抗死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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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錫琦(2004)以大學生印象深刻的接觸死亡或感覺接近死亡經驗及其意義之

探討之研究結果指出，死亡經驗對大學生的死亡態度有正負向影響： 

1、正向影響： 

 (1)注意安全，包括出入安全、嬉戲安全等。 

 (2)重視建康，包括自我身體照顧、健康可貴等。 

 (3)珍惜當下，包括及時孝順父母、珍惜身邊事物等。 

 (4)把握現在，包括應懂得活在當下，把握時光、完成自己的夢想等。 

 (5)頓悟死亡，包括對死亡的意義及價值、死亡的不可預期性等。 

 (6)領悟生命，包括對生命的意義、懂得愛惜生命、人生無常等。 

2、負向影響： 

 (1)恐懼死亡，包括對死亡的恐懼等。 

  (2)排斥死亡，包括不敢再次面臨死亡、對死亡事件感到厭倦等。 

(3)害怕的心理，包括害怕隨時失去親人、擔心隨時會死去、對黑暗、

鬼魂有莫名的懼怕等。 

(4)負面的心理狀態，包括容易胡思亂想、不安、焦慮等。 

(5)個人性格改變，包括容易疑神疑鬼、逃避等。 

(6)對世事有無常感，包括絕的生命是脆弱的、無常的等。 

(7)人生是灰色彩，包括閃過輕生念頭、生活變的無意義等。 

(8)宿命觀，包括認為命運是無常的、一切聽天由命等。 

(9)自責或罪惡感，包括對自己自責、有罪惡感等。 

(10)怨恨，包括對造成死亡的人事物有所埋怨等。 

(三)許屏霞等人(2011)針對以某國立大學學生死亡態度之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死

亡態度會因為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以及不同環境經驗變項而有所差異： 

 1、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級與個人宗教信仰（信仰內容與實踐）。 

2、不同環境經驗變項：包括與家人談論死亡的經驗、接觸死亡相關報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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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或報章雜誌）的經驗、學習過生死學或生命教育等相關課程的經驗等。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結果，大學生過去的死亡經驗不僅對死亡態度有顯著影響，

且還可能因為個人的生長背景、特性，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而有所差異。如此之

外，林昱秀、陳錫琦(2009)也提到，對有接觸過死亡經驗者來說，其日後面對死

亡之恐懼或焦慮會相對的比沒有接觸過死亡經驗者要來得低。再者，洪栩隆等人

(2006)指出，若醫學生及早接觸死亡相關的經驗或課程，將有助於未來在個人生

活及專業領域上，能有效面對與適切地處理死亡相關事務。因此，面對死亡，不

應再抱持著害怕、恐懼的心理，甚至逃避接觸、討論，而是可利用現今的靈性社

會學/心理學、宗教學、哲學等，去探究死亡的意涵，讓自己對死亡有不同的意

義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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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同理心與相關研究 

同理心是一種天生的潛能，亦能透過後天的學習將其發揮；再者，良好的同

理心不僅能促進有效的溝通及互動關係，甚至激發個人潛在的利他行為表現(郭

美璋，2011)。如此之外，同理心並不同等於同情心。同理心是指能夠站在對方

的立場，且設身處地去體會當事人感受的心理歷程；而同情心則是帶有個人情緒

且主觀判斷的感受過程(陳玉敏、王文芳、張正辰，2002；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

會， 2002)。為了瞭解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的關聯性，以下則從同理心概念及同理

心相關研究來說明並呼應本研究之目的。 

一、同理心意義與內涵 

Davis(1983)認為同理心最廣泛的意思就是指個人單獨對另一個人觀察經驗

的反應。Rogers 則認為同理心(Empathy)就是要能夠「活在別人的角度裡」(黎小

甄，2012)；而同理心又稱同感心，由德文“einfuhlung”翻譯而來，係指進入之感

覺(to feel into)/內在之感受(to feel within)(李慧鶯，2001；Wong, 1994)，因此，若

將同理心完整定義，則為「一種能夠設身處地的從對方立場去體會當事者心境之

心理歷程，包括當事人的痛苦、需要、感受等(張春興，2006)。 

另外，李慧鶯(2001)更進一步指出，同理心有五種特性，包括：(一)是一種

藝術，即個人能夠不帶有批判且真心誠意地幫助他人之「成人之美」的藝術；(二)

是一種態度，包括真誠、無條件積極尊重、同理瞭解；(三)是一種能力，係指隨

著發展成熟後學習而來的能力；(四)是一種溝通技巧，能夠讓對方得知「你瞭解

他」的一種溝通模式；(五)是一種過程，係指透過同理心的覺察，瞭解兩者在互

動關係中語言與非語言的意涵與感受，將有助於關係建立的互動過程。 

再者，同理心除了具備以上特性之外，國內學者潘怡如、李明濱(2004)則認

為同理心可區分成四種向度，包括：(1)情緒，一種感知道他人情緒的自身情緒

反應；(2)認知，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並會隨著年紀增長而發展出來；(3)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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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同理的內在動機而做出的價值判斷；(4)行為，在溝通過程中運用的同理技

巧，如積極聆聽、反思回應、澄清與確認。而國外學者 Davis(1983)則在一項實

證的多元取向研究中，將個人的同理心分成四個向度，並與社會功能、自尊、情

感、對他人敏感度等因子進行測量，以定義並探究個人同理心之差異。以下分別

說明之，並作為本研究之測量取向依據。 

(一)觀點取替(perspective-taking) 

觀點取替取向的同理心，指個人在認知上，願意自發性的瞭解或採納他人不

同觀點的表現傾向(曾威豪，2009)，且Davis(1983)認為觀點取替與個人社會功能、

自尊，以及對他人敏感性具有較高的關聯性，反而與情感因子沒有相關。 

(二)同情關懷(empathic concern) 

同情關懷取向的同理心，指一種以他人為導向(other-oriented)的情感表現，

且強烈的和關心他人、無私等有關，因此，在此取向涉及較高的情感關係，以及

對他人敏感性；反而較不涉及個人社會功能和自尊(曾威豪，2009；Davis, 1983)。 

(三)幻想(Fantasy) 

幻想取向的同理心是指經由一種想像，將自己融入一個虛構情境或人物當中

的傾向表現，因此，幻想取向的同理心和情感、對他人敏感性等因子有較高的相

關性，而與個人社會功能、自尊較無關聯(曾威豪，2009；Davis, 1983)。 

(四)個人憂急(personal distress) 

 個人憂急取向的同理心是指個人面對或目睹他人不幸之遭遇時，感受到沮喪、

害怕、焦慮等情感反應，因此，個人憂急取向的同理心不僅涉及較高的情感關係

之外，在對他人敏感性因子具有較高的正向關，而在個人社會功能，以及自尊因

子中呈現負相關(曾威豪，2009；Davi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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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言，除了一般我們經常提到的「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瞭解他人感受」，

甚至英國諺語「穿別人的鞋子，走一英哩的路39」等，皆屬於同理心之意，還可

以如 Davis(1983)所言，將同理心細分成四種不同取向，且清楚得知不同取向，

涉及的內涵亦有所差異。 

二、同理心相關研究 

 Cohen & Hoffner(2013)以 18-29 歲青年人為研究對象，採用 Davis(1983)同理

心測量中的觀點取替和同情關懷兩要素作為探討 18-29 歲青年人的同理心在(屍

體)器官捐贈決策中的因子之一，發現同情關懷取向的同理心可以預測出正向的

器官捐贈意願並與利他之間產生交互作用，即是指當個人的同情關懷程度愈高，

則利他覺察的情形就會增加。另外，也發現同理心在不同性別上有顯著差異，且

女性高於男性，但卻與年齡無顯著相關。 

Wilczek-Ru_zyczka et al. (2014) 以參與器官捐贈之教育會議的出席人員 

(16-61 歲的學生、老師及護士) 為研究調查對象，採用 Mehrabianand Epstein 的

同理心量表探討同理心在活體器官捐贈、屍體捐贈或骨髓捐贈意願之間的關聯性，

發現同理心在活體器官捐贈、屍體捐贈或骨髓捐贈意願之間並無顯著相關。不過，

學者卻發現到一項有趣的研究結果，即同理心程度和缺乏器官捐贈意願的程度卻

有顯著相關，例如以「恐懼手術」作為拒絕器官捐贈理由的受試者，其同理心程

度較低。 

結合上述相關研究結果，雖然得知同理心在器官捐贈意願並無強烈相關性，

但可進一步瞭解到當受試者比較沒有意願器官捐贈時，其同理心的程度高低狀況。

然而，將同理心納入器官捐贈相關研究的學術資料並不多見，目前僅見於國外的

研究，而國內尚未窺見。為了增加國內器官捐贈研究議題的廣度與深度，研究者

在此研究中，以 Davis(1983)的同理心取向觀點作為本研究之同理心定義，且參

照 Cohen & Hoffner (2013)研究模式(僅採用觀點取替及同情關懷兩個同理心取向

                                                 
39 引自同理心隨想曲—把你的腳穿進別人的鞋子裡，大紀元電子日報，2010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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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同理心測量)，以及國內學者黎小甄(2012)翻譯 Davis(1980)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之量表題目作為本測量問卷之編制依據，並嘗試施測於臺灣

地區，探究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是否有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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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並以結構式量表工具進行量化研究。本章共分

成 6 小節，包括研究架構、研究工具與測量變項說明、研究對象之施測樣本資格

與資料收集、研究倫理、資料處理與信效度分析，以及研究資料分析策略。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係依據相關研究，以及前述第一章的研究動機、目的及問題發展

而成，設計如下(圖 3-1-1)所示，主要是探討影響大學生及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簽

署意願之相關因素。 

 

 

 

 

 

 

 

 

 

 

 

 

 

 

 圖 3-1-1 研究架構 

 

人口特徵因素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 

◆非器官捐贈經驗 

器官捐贈看法 

◆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源 

◆器官捐贈認同程度 

◆器官捐贈認知 

同理心 
依變數 

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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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之施測樣本資格與資料收集 

一、研究對象之母群體 

本研究母群體為目前就讀於臺灣地區各大學之大學生、碩士生，以及博士生，

且年齡為 20 歲以上。而考量以網路調查問卷方式施測，母群體分布過大，因此

為了讓抽樣具有代表性，本研究選擇以男女性別比例為主，根據教育部全球資訊

網各級學校學生的性別統計資料顯示，103 年度大專院校的男女比例，男生為

49.72%，女生為 50.28%。 

二、施測樣本資格 

 又本研究於前章節提及器官捐贈決定因素在於捐贈者的生理年齡，並非實際

年齡，以屍體器官捐贈來說，並無絕對的年齡下限，僅視捐贈者當時捐贈器官及

組織的可適用性而定；而以活體器官捐贈來說，依法須為成年人，若為未成年者，

則需法定代理人同意。不過，依臺灣的民法規定，滿 20 歲屬成年，依刑法，則

為 18 歲。考量人體器官條例之規範，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 20 歲(含)以上之大學

生，並擴及至碩士生及博士生，以增加本研究調查之可信度。 

三、資料蒐集方法 

 在資料蒐集方法上，研究者採用電腦網路問卷調查法(computer network 

survey)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依據蘇蘅與吳淑俊(1997)的說明，電腦網路問卷調

查法又可稱為「電子問卷調查 (electronic survey)」，係屬一種新興的量化研究之

調查方式，乃透過網際網路，大量、同時且直接地把問卷傳送至受訪者的個人電

腦，使受訪者可從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或打開自己的電子

信箱取閱問卷等社交網路管道進行填答後隨即寄出，猶如回答郵寄問卷一樣，若

對問卷有不瞭解之處，也可以透過「E-mail」告知「發信者」來做進一步諮詢。

此外，電腦網路問卷調查的資料的接收與傳遞皆在網路中進行，可說具有節省成

本，以及回覆效率高(研究顯示最高可達到 39.7%的回覆率)等雙重優點。但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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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時下年輕人雖然網路使用率頻繁，但對於填答問卷可能會因為各種因素而無

法填答或不想填答，如網頁連結過慢、不喜歡過於學術議題的內容或文章等。 

綜上，本研究以網路問卷調查進行資料蒐集，並以網址連結方式，將架設於

Google 表單問卷系統，並於正式問卷開放期間，廣貼於當今流行之社交軟體

Facebook、Line 群組等，進行施測，並用以下三個方式提來提高本問卷之回覆率： 

(一)贈予抽獎誘因：本研究於問卷內附有說明，受試者填答問卷後，留下 E-mail，

研究者會在資料蒐集完畢後，抽取 15 名受試者，並寄發 100 元之禮卷作為答謝。 

(二)強調保密與匿名原則：即使網路發達，甚至被「人肉搜索」皆是有可能還是

會造成個人資訊的外流，而無論如何，在研究過程最重要的還是要力求保密原則，

不僅有義務保護受試者，也是受試者的權利。故此，本研究除了在問卷中聲明研

究者會遵循保密與匿名處理的倫理原則外，還外加聲明受試者所填寫的一切資料

僅供作為研究者在學術上之研究分析，並不作個別分析，也不外流，完成網路問

卷資料彙整後，立即銷毀相關連結。 

(三)責信與回答：本研究於問卷內附有研究者之 Email，供受試者填答問卷時，

遇有疑問可聯絡，研究者會盡力回答或澄清受試者提問之問題。 

 

四、樣本蒐集結果 

本研究於2015年4月20日起至4月22日止進行問卷之專家效度檢驗，並於修正

後，將問卷內容架設於Google表單，並將問卷的網址連結載貼於研究者個人社交

網站Facebook，以及社交軟體Line，最後於2015年4月23日起至5月2日止開始進

行正式網路問卷施測。為了提升網路填答回覆率，先以便利取樣方式，邀請同為

研究生身分(符合本研究樣本資格者)之同學、朋友、家人等協助填答，再請其協

助廣貼、宣傳，最後本研究者再次於個人社交群組提醒與宣傳，以達到資料收集

之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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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資料蒐集總共獲得192筆，扣除掉42份非屬研究調查對象(非屬正在在學

之大學生和碩博士生)、非年齡範圍內之受試者(小於20歲)或資料不完全的問卷，

實際得到150筆有效網路問卷回覆資料。不過，由於填答者的男女比例有所落差，

且未達到本研究所預設之母群體抽樣的性別比例，尤其是男性，故此，又於2015

年5月12日起至5月19日止補收男性樣本。第二次補收男性樣本的回收結果，共獲

得99筆回覆資料，扣除47筆非屬研究調查對象，以及女性誤填，實際得到52筆男

性有效網路問卷回覆資料。 

綜上，兩次樣本蒐集，共回收291筆網路問卷回覆資料，有效問卷202筆，且

男女樣本數比例分別為49.5%：50.5%，達到本研究所預設之母群體抽樣的性別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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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與測量變項說明 

本研究採取量化研究方法，共分成：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人口特徵因素

等三個自變項，而器官捐贈簽署意願則為依變項。以下逐一說明本研究各變項之

操作型定義與測量工具之編制。 

一、器官捐贈看法 

(一)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源 

此部分參考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2007)之問卷進行編制，在是否接觸/聽過

器官捐贈資訊部分，分為「是」、「否」類別。若研究對象答「是」者，續答其獲

得器官捐贈資訊的來源；若答「否」，則跳答他題。然而，器官捐贈資訊來源部

份，包括電視新聞媒體、捐血站的廣告文宣、醫院的廣告文宣、相關網站，如器

官捐贈移植登入中心之 Facebook、官網等、親朋好友、醫院專業人員告知、器

官捐贈活動志工宣傳、演講、座談會、其他(請說明)等 9 個選項，為複選題形式，

由研究對象複選其獲得器官捐贈資訊之來源。 

(二)器官捐贈認同程度 

器官捐贈認同程度指個人對器官捐贈相關價值、信念抱持的認同與不認同程

度。此部分本研究者參考葉翔婷(2014)的器官捐贈態度量表，並以李克特(Likert)

四點量表的方式進行測量，共有 5 題，每題分成四種程度回答，分別為「非常認

同」、「認同」、「不認同」、「非常不認同」等，受試者依照其實際所知覺的情形作

答，並圈選一個符合個人情況的答案。 

本量表 5 題的題目當中，有三題為正向題，分別為第 1、4、5 題；反向題則

有兩題，分別為第 2、3 題。因此，在計分方式上，正向題的「非常認同」為 4

分；「認同」為 3 分；「不認同」為 2 分；「非常不認同」為 1 分。反向題的「非

常認同」則為 1 分；「認同」為 2 分；「不認同」為 3 分；「非常不認同」為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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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量表分數加總後，得分愈高者，表示對器官捐贈較認同；加總得分較低者，

則表示其對器官捐贈較不認同。以下表 3-3-1 為本量表題目選用來源及內容： 

表 3-3-1 器官捐贈認同程度之量表題目說明 

題

號 
原量表題目 

是否 

修改 
修改後內容 

1. 捐贈家屬器官會覺得家屬還活在這世界上，是一

種生命的延續。 
是 

器官捐贈對於捐贈者來說

是一種生命的延續。 

2.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不能

捐贈器官 
否 

 

3. 如果進行器官捐贈，身體就會有殘缺，所以不願

意器官捐贈。 
否 

 

4. 器官捐贈是好事，是在做善事。 否  

5. 器官捐贈可以幫助他人，挽救他人的生命。 否  

註：參考葉翔婷(2014)。 

 

 (二)器官捐贈認知 

器官捐贈認知指研究對象對臺灣人體器官條例相關法規政策的熟悉瞭解情

形。此部份本研究者參考陳瑞娥、謝春滿(2008)，賴雅惠(2008)，以及葉翔婷(2014)

之研究調查問卷彙編而成。量表題目共有 5 題，採用是非題方式進行測量，並由

研究對象主觀判斷是否正確或不正確。 

本量表 5 題題目中，有三題答案為「正確」，1、2、4 題；有兩題答案為「不

正確」，分別為第 3、5 題。因此，在計分方式上，若研究調查對象回答之答案與

量表所設計之答案相符者，獲得 1 分。最後，分數加總後，得分愈高者，表示其

個人對於器官捐贈認知愈正確。以下表 3-3-2 為本量表題目選用來源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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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器官捐贈認知之量表題目說明 

題

號 
原量表題目 

是否 

修改 
修改後內容 

1. 除了特定器官，器官捐贈沒有年齡的限制，只要器官

功能良好，即使是年老者也可以進行器官捐贈。(○) 
否 

 

2. 器官捐贈的人不可以索取任何金錢報酬。(○) 否  

3. 有任何疾病的人均可捐贈器官。(Ⅹ) 否  

4. 台灣現況，即使死者生前已簽立器官捐贈卡，或是於

健保卡註記願意器官捐贈，醫師仍會在取得家屬同意

書之後，才進行器官摘取手術。(○) 

否 

 

5. 與外國（新加坡、奧地利、瑞士、比利時）一樣，除

非生前聲明不做器官捐贈、否則意外腦死的均可一律

視為器官捐贈者。(Ⅹ) 

是 

除非生前聲明不做器官捐

贈，否則只要意外腦死的

均可被視為器官捐贈者。 

註：參考陳瑞娥、謝春滿(2008)，賴雅惠(2008)，以及葉翔婷(2014)。 

 

 

二、同理心 

同理心是指研究對象與生俱來或後天學習所擁有的同理心特質，此部份本研

究者參考 Cohen & Hoffner(2013)，以及黎小甄(2012)之量表題目(與 Cohen & 

Hoffner(2013)之研究所採取的測量面向與量表題目同為 Davis(1980)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之量表題目)進行彙編，並採用李克特(Likert)四點量表進行

測量，包括兩個構面，分別為觀點取替(第 1-3 題)與同情關懷(第 4-6 題)，共有 6

題，每小題分成四種程度回答，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

不同意」等，研究對象依照其實際所知覺的情形作答，並圈選一個符合個人情況

的答案。整體量表均為正向題，因此計分方式為「非常同意」為 4 分；「同意」

為 3 分；「不同意」為 2 分；「非常不同意」為 1 分，加總得分愈高者，表示其同

理心程度愈高。以下表 3-3-3 為本量表題目選用來源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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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同理心量表題目說明 

題

號 
原量表題目 

是否 

修改 
修改後內容 

1. 
當我確信自己在某件事情上的看法是對的，我還

是會去聽別人的看法。 
是 

當我確信自己在事情上的看

法是對的，我還是會去聽別人

的看法。(刪除「某件」二字) 

2.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正反兩面，而且也會試

著從這種角度來看事情。 
否 

 

3. 
即使我在生某人的氣，我通常仍會設身處地替他

著想。 
否 

 

4. 對於那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我通常會心生關懷。 否  

5. 我自認自己是個軟心腸的人。 是 我自認自己是個心腸軟的人。 

6. 他人的不幸遭遇會讓我感到難過。 否  

註：參考 Cohen & Hoffner(2013)，以及黎小甄(2012)。 

 

 

三、人口特徵因素 

人口特徵因素指為研究對象的基本特性，並探究是否也是影響器官捐贈簽署

意願的因素之一。因此，此部分之題目參考葉翔婷(2014)基隆市民眾對家屬器官

捐贈意願及其相關因素之調查問卷、賴雅惠(2008)醫院工作人員對器官捐贈暨移

植態度與捐贈意願之研究問卷、傅仰止、章英華(2009)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

畫 2009 第五期第五次：宗教組之問卷、以及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2007)器官

捐贈認知問卷調查等，進行題目編制，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

非器官捐贈經驗等五部分。說明如下： 

(一) 性別：指研究對象的生理性別，分為男、女 2 類。 

(二) 年齡：指研究對象之足歲年齡，而由受試者自行填答其實際年紀。 

(三) 教育程度：指研究對象目前在臺灣就讀之系級，分為大學、碩士、博士、其

他(說明)等 4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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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宗教信仰：指研究對象日常信仰之宗教分為佛教、道教、一貫道、天主教、

基督教、回教、民間信仰、沒有宗教信仰、其他(請說明)等 9 類。 

(五) 非器官捐贈經驗：指研究對象日常捐贈經驗。此部份共有 4 題，分成捐血、

捐錢、捐發票、捐物資(如二手衣服、書籍)等，由研究對象依照其過去一年

內的日常捐贈經驗情形填答，若有該經驗則填選「是」，反之則填選「否」。

計分方式為「是」為 1 分；「否」為 0 分，加總得分愈高者，表示研究對象

過去一年內有較多之非器官捐贈經驗。 

 

 

四、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一)是否已簽署/註記為同意器官捐贈 

指研究對象是否已經簽署/註記「同意器官捐贈」，分為「是」、「否」類別。

若研究對象答「是」者，續答其簽署/註記器官捐贈同意的原因；若答「否」，則

跳答他題。然而，簽署/註記同意器官捐贈的原因分為有機會去幫助別人、挽救

生命、有效的社會宣傳活動、對家人/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家人支持、

朋友支持、醫療人員(如醫生、護理師、社工師)建議、其他(請說明)等 8 個選項，

為複選題形式，並由研究對象複選之。 

(二)器官捐贈簽署/註記意願之程度 

指研究對象對個人簽署器官捐贈同意的意願程度為何，「非常沒意願」(1分)、

「沒意願」(2 分)、「有意願」(3 分)、「非常有意願」(4 分)等四個等級。若研究

對象答「非常沒意願」、「沒意願」者，跳答沒有意願簽署/註記器官捐贈的原因；

反之，若研究對象答「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者，跳答有意願簽署/註記器官

捐贈，但尚未去簽署/註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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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沒有意願簽署/註記器官捐贈的原因 

指研究對象沒有意願簽署/註記器官捐贈的可能因素有那些，分為不了解簽

署這個的用意、不知道去哪裡簽署、怕家人反對、朋友不支持、沒想過、信仰因

素、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害怕器官被變賣、其他(請說明)等 9 類，為複選題

形式，由研究對象複選其沒有意願簽署/註記器官捐贈的原因。 

(四)有意願簽署/註記器官捐贈，但尚未去簽署/註記的原因 

指研究對象有意願簽署/註記器官捐贈，但尚未去簽署/註記的可能因素有那

些，分為太忙沒時間、不知道去哪裡簽署、怕家人反對、朋友不支持、缺乏對醫

療服務的信任、還年輕，不急著簽署、其他(請說明)等 7 類，為複選題形式，由

研究對象複選其有意願簽署/註記器官捐贈，但尚未去簽署/註記的原因。 

 

五、提升社會大眾對器官捐贈瞭解的方式 

此題乃參考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2007)器官捐贈認知問卷調查所編制，做

為日後實務宣導之建議所用，故分成請名人拍攝宣傳短片、電視廣告宣傳、車箱

/燈箱廣告宣傳、報章雜誌專欄、納入學校健康教育通識教育等課程、街頭遊行

活動宣傳、電視廣播專訪、其他(請說明)等 8 類，為複選題形式，由研究對象依

其個人想法複選認為未來政府或相關宣傳單位在進行宣導時，可提升社會大眾對

器官捐贈瞭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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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參酌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Taiw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網站提供之【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建議版，進行說明研究中應遵循之相關研

究倫理。雖然屬於建議版本，但為了保障研究者與受試者雙方在參與研究過程之

權利與義務，仍有說明與遵守之必要性。內容如下： 

壹、自願參與，告知後同意與保密 

(一)社會工作研究者從事研究之前，應在適當時機取得研究參與者自願簽下的知情

同意書，拒絕參與者不應受到任何暗示性或實質性的剝奪或懲罰；不得利用不正當的誘

因吸引參與者，應注意參與者的福祉、隱私及尊嚴(1.1)。援此規定，本研究調查問卷

為受試者為自願於 Google 表單之線上網路問卷填答，並無不正當的誘因或何暗

示性或實質性的剝奪或懲罰脅迫參與。 

(二)社會工作研究者在取得知情同意時，知情同意書的呈現應以研究參與者可以理

解的語言文字或溝通能力為準，知情同意書的內容應包含研究的本質、範圍及研究參與

者所被要求參與的時間、參與研究所可能帶來之風險及利益，以及提供研究參與者之申

訴管道(1.4)。援此規定，本研究調查問卷將於問卷封面清楚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研究方法與流程、受訪者權益，以及預期效果及利益，並提供研究者之E-mail，

提供受試者諮詢與研究相關之疑問或提供建議之管道。 

(三)社會工作研究者應以書面或其他影、音方式妥善保存研究參與者所自願簽署之

知情同意書，確保參與者及其資料的匿名性及保密性，並應告知參與者有關保密的限制、

保密所採取的方法步驟及研究資料未來將銷毀的時間(1.6)。援此規定，本研究調查問

卷採不具名方式，以編碼方式替代可能辨識個別填答者身分之訊息，問卷之內容

將只針對學術研究之用。在問卷資料處理上，不進行個別分析，也不公開填答者

之填寫內容，盡量達到保密性，並以整體性方式呈現資料，使研究資料真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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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傷害最小化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說明參與研究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好處，盡力去察覺研究對研究參

與者造成的生心理傷害或不良影響，並採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將傷害降至最小，協助研究

參與者取得合適的支持性服務之管道以消除不良的影響(2.3)。援此規定，本研究調查，

有部分涉及死亡議題，難免仍有些人感到忌諱或不愉快，故若受訪者在填寫問卷

過程，有任何不舒服或不願意繼續接受填答，均可隨時放棄、終止。 

參、避免欺騙 

社會工作研究者執行研究或研究設計牽涉隱瞞、欺騙或不需知情同意書的程序，則

需經過嚴格且具公信力單位的檢視(3.2)。援此規定，本研究調查問卷除了參酌先前

學者之相關研究結果外，同時與指導教授討論及專家效度檢核，進行多方嚴格檢

視、編制與修正，使其具有其研究之公信力。 

肆、避免雙重關係及利益衝突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提供一具公信力之客觀申訴管道，並主動告知研究參與者該項資

訊，尊重研究參與者表達意見之權利(4.3)。援此規定，本研究者將提供 E-mail，使

受試者在填答問卷過程中，對本研究有相關疑問或建議時，可將其疑問或建議郵

寄至信箱，以便研究者回應或將其提供之寶貴建議採納於研究結果中。另，本研

究純屬學術需求，並未與相關機構結合，如醫院，且未有強力推薦受試者一定要

採取器官捐贈簽署行為之意念，故本研究絕無雙重關係，以及利益掛勾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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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正式問卷回收後，經由資料核對、去除、編碼之後，方以 SPSS 22.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各項統計分析。在進行各項分析之前，以下則分別說

明本研究資料處理，以及測量工具信效度分析結果。 

一、資料處理(計分與說明) 

 下表(表 3-5-1)為本研究資料處理之說明，如下。 

表 3-5-1 變項/量表計分與編碼方式與解說 

變項/量表名稱 計分與編碼方式 分數/編碼解說 

器官捐贈 

認同程度量表 

正向題：非常認同—非常不認同 

         (+4)-----------(+1) 

反向題：非常認同—非常不認同 

         (+1)-----------(+4) 

量表分數加總後，得分愈高者，表

示對器官捐贈較認同；加總得分較

低者，則表示其對器官捐贈較不認

同。 

非器官捐贈經驗 「是」-----------「否」 

 (+1)--------------(+0) 

加總得分愈高者，表示研究對象過

去一年內有較多之非器官捐贈經

驗。 

同理心量表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 

 (+4)-----------(+1) 

加總得分愈高者，表示其同理心程

度愈高。 

器官捐贈認知 1、2、4 題：「正確」--「不正確」 

           (+1)---------(+0) 

第 3、5 題：「正確」--「不正確」 

           (+0)---------(+1) 

若研究調查對象回答之答案與量表

所設計之答案相符者，獲得 1 分。

最後，分數加總後，得分愈高者，

表示其個人對於器官捐贈認知愈正

確。 

性別 男生=0 (參考組) 

女生=1 

依受試者填答之性別予以統計上之

編碼。 

年齡 20~24 歲=1 (參考組) 

25~29 歲=2 

30 歲以上=3 

由受試者自行填答的年齡予以分組

合併成 3 組。 

教育程度 原編碼：大學=1、碩士=2、博士=3。 

重新分組編碼：大學=1 (參考組) 

               碩博士=2 

由受試者填答的教育程度予以分組

合併成 2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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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原編碼：佛教=1、道教=2、一貫道

=3、天主教=4、基督教=5、回教=6、

民間信仰=7、沒有宗教信仰=8、其

他（請說明）=9。 

重新分組編碼：佛道相關=1、基督

天主教=2、一般民間信仰=3、沒有

宗教信仰=4 (參考組)。 

由受試者填答的宗教信仰予以分組

合併成 4 組。 

是否接觸/聽過

器官捐贈資訊 

「是」=1、「否」=9 此題為跳答題，故填「否」者除了

跳答他題外，編碼上視為遺漏值

「9」。 

器官捐贈資訊來

源 

分成：電視新聞媒體、捐血站的廣

告文宣、醫院的廣告文宣、相關網

站，如器官捐贈移植登入中心之

Facebook、官網等、親朋好友、醫

院專業人員告知、器官捐贈活動志

工宣傳、演講、座談會、其他（請

說明）等 9 個選項，每勾選一項，

予以 1 分計。 

為複選題形式，最後將勾選之分數

(次數)加總。 

是否已簽署/註

記為同意器官捐

贈 

「是」=1、「否」=9 此題為跳答題，故填「否」者除了

跳答他題外，編碼上視為遺漏值

「9」。 

簽署/註記同意

器官捐贈的原因 

分為：有機會去幫助別人、挽救生

命、有效的社會宣傳活動、對家人/

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家人

支持、朋友支持、醫療人員(如醫

生、護理師、社工師)建議、其他(請

說明)等 8 個選項，每勾選一項，予

以 1 分計。 

為複選題形式，最後將勾選之分數

(次數)加總。 

器官捐贈簽署/

註記意願程度 

順序尺度： 

非常沒有意願---非常有意願                

   (+1)--------------(+4) 

類別尺度： 

沒有意願=0、有意願=1 

受試者填答之非數愈高，表示其愈

有簽署/註記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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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願簽署/

註記器官捐贈的

原因 

分為：不了解簽署這個的用意、不

知道去哪裡簽署、怕家人反對、朋

友不支持、沒想過、信仰因素、缺

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害怕器官被

變賣、其他（請說明）等 9 類，每

勾選一項，予以 1 分計。 

為複選題形式，最後將勾選之分數

(次數)加總。 

有意願，但尚未

去簽署/註記的

原因 

分為：太忙沒時間、不知道去哪裡

簽署、怕家人反對、朋友不支持、

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還年輕，

不急著簽署、其他（請說明）等 7

類，每勾選一項，予以 1 分計。 

為複選題形式，最後將勾選之分數

(次數)加總。 

提升社會大眾對

器官捐贈瞭解的

方式 

分為：請名人拍攝宣傳短片、電視

廣告宣傳、車箱/燈箱廣告宣傳、報

章雜誌專欄、納入學校健康教育通

識教育等課程、街頭遊行活動宣

傳、電視廣播專訪、其他（請說明）

等 8 類，每勾選一項，予以 1 分計。 

為複選題形式，最後將勾選之分數

(次數)加總。 

註：本表說明順序為依照正式問卷之量表、題目編排順序。 

 

 

二、測量工具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測量工具信效度分析，依據量表設計分別採用因素分析、內容效度、

Chronbach′s α 係數等方式進行信效度檢測與說明。 

(一)效度(Validity)：指一個量表測驗可以測到該量表所欲測(研究者所設計)的心

理或行為特質的程度為何，也就是測驗結果的可靠性或正確性。 

    1、因素分析： 

根據學者 Kaiser(1974)觀點，可從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值的大小來判斷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表

3-5-2)，而在進行因素分析前，必須檢視量表之變項尺度設計是否為連續變項，

且每一構面至少含三題以上題目(吳明隆，2013)。此外，進行因素分析之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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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同時也會獲得該量表的各個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結果，而因素負荷量結果可提

供研究者了解該量表之項目反映出測量誤差的影響，以及潛在變數的程度。一般

而言，當因素負荷值大於 0.71 時，表示該項目具有理想品質，且此時此刻的潛

在變數能夠解釋觀察變數將近 50%的變異，也就是說 λ≥.71 可作為指標的判準(邱

正皓，2013；Bagozzi & Yi,1988；Hair, Black,Babin, Anderson & Tatham,2006)。 

表 3-5-2 因素分析標準 

KMO 統計量值 因素分析適合性 

.90 以上 極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80 以上 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70 以上 尚可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60 以上 免強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50 以上 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50 以下 非常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資料來源：引用吳明隆(2013) 

2、內容效度：指檢視研究測量工具是否能夠反映出研究主體的程度，包括

問卷內容的代表性、取向的適切性等(杜懿韻，2010；郭生玉，1998)，一般常見

之方式為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專家效度考驗。 

(二)信度(reliability)：信度代表的是問卷測量之結果是否達到穩定性及可靠性(邱

正皓 2013)。另外，一般欲了解該量表是否具有內部一致性，則觀看其 Chronbach′s 

α係數之結果。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須注意，Chronbach′s α係數的信度檢定，

僅較適用於李克特量表(吳明隆，2013)。 

 (三)本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分析結果 

1、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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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理心：由表 3-5-3 可知，同理心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KMO 值為.775，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考驗的卡方值為 277.688(自由度為 15)達顯著，代表除了母群

體的相關矩陣之間有共同因素存在，且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另外，表 3-5-4 因素

負荷量分析結果可知，量表各項目的因素負荷值大多大於 0.71，表示該項目在整

體量表上具有理想品質。 

 (2)內容效度：本研究為了建立一份具有內容效度的問卷，以測驗大學生和

碩博士生非器官捐贈經驗情形及對臺灣器官捐贈相關知識的瞭解程度多寡，而又

器官捐贈認知是屬於一般民眾所知之行為與常識，故此除了原參考之相關學者之

問卷題目皆參考史氏等人(1988)器官捐贈結構式問卷彙編外，同時也參考臺灣現

行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腦死判定準則、以及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的器官捐贈

宣導手冊，最後更是邀請 3 位社會工作學者甲乙丙(代稱)進行專家效度考核，綜

合建議結果，包括(1)量表題目過少，較著重於後半部分的人口資料題目，可考

量是否增題，以降低量表信效度偏低的風險，或者可能要考量是否合乎量問卷設

計，但仍可嘗試測驗，了解其信效度結果；(2)同意量表設計的方式，如從「非

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劃分；(3)題目用語可修正：「當我確信自己在某件

事情上的看法是對的，我還是會去聽別人的看法」，建議刪除「某件」。/ 「我自

認自己是個軟心腸的人」，建議修改為「心腸軟」。/年齡： ____歲(足歲)，建議

改成「實歲」。本研究的非器官捐贈經驗與器官捐贈認知量表依 3 位社會工作學

者之建議進行修改後，具有充分的內容效度。 

2、信度： 

如表 3-5-3 所示，器官捐贈認同程度部分，整體量表信度為 0.634，同理心

部分，整體量表信度為 0.744，顯示本研究之量表具有其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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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信效度分析結果 

量表名稱 題數 
量表 

設計方式 
效度 信度 

器官捐贈

認同程度 

5 題 李克特四點

量表 

Kaiser-Meyer-Olkin=.775 

Bartlett 球形檢定卡方=277.688(自由度=15)，

p=.0001 

0.634 

同理心 6 題 李克特四點

量表 
(未分構面) 0.744 

 

 

 

表3-5-4同理心因素分析結果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第1題 .052 .794 

第2題 .206 .741 

第3題 .228 .607 

第4題 .811 .183 

第5題 .813 .126 

第6題 .833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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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資料分析策略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資料，透過 SPSS 22.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編碼

(coding)與核對，最後依據變項測量尺度，選用適當之統計方法，進行以下之統

計分析，包括以描述性統計(平均數、標準差、百分比、次數分配)來說明樣本概

況，接著再以推論統計來進行分析考驗，如卡方檢定(X2 test)、相關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以及多元邏輯斯迴歸分析(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等，分述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對於變項屬性為名目或次序尺度資料進行次數分配，以及各占百分比

進行分析與描述。另外就研究對象之年齡、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同理心等尺度資

料加以說明平均數、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等資料特性，以瞭解並回應本研究

究問題。 

(二)卡方檢定(X2 test) 

本研究使用卡方檢定來考驗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口特徵因素與器官捐贈簽

署意願(分成有意願和沒意願兩類別)之間是否存有關聯性。邱正皓(2013)指出若

卡方值不顯著，則兩變項之間互相獨立；反之，卡方值有顯著，則表示兩變項之

間具有相依性或關聯性。 

(三)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本研究採用 Spearman 等級相關分析來考驗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看

法、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是否存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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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邏輯斯迴歸分析(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採用多元邏輯斯迴歸分析包括兩個部分，一為二元邏輯斯迴歸(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即指將依變項作成二分名義變項(將原本器官捐贈簽

署意願重新分類成「有意願」與「沒意願」兩個水準)後，與自變項(器官捐贈看

法、同理心、人口特徵因素)進行 Logistic 迴歸分析。另一為次序邏輯斯迴歸分

析(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即指將依變項以順序尺度方式(即非常沒意願、沒

意願、有意願、非常沒意願)與自變項進行 Logistic 迴歸分析。最後透過兩種不

同分析方法，探究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人口特徵因素與

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影響情形(是否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

簽署意願)。 

 

  

 



71 

 

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旨在瞭解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看法(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

贈資訊與來源、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器官捐贈認知)、同理心，以及人口特徵因

素(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非器官捐贈經驗)與器官捐贈簽署意

願的關聯性，並以網路問卷為研究工具，將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spss統計分析。 

以下則根據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將此章節分成六小節來說明與討論研究

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第一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口特徵因素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第二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第三節大學

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第四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

口特徵因素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卡方分析；第五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

看法、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相關分析；第六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口特

徵因素、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多元邏輯斯迴歸分析分

析。 

第一節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口特徵因素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節針對所蒐集到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回覆資料進行人口特徵因素之次數

分配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性別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之性別包括男性和女性，男性有 100人，占 49.5%，

女性有 102 人，占 50.5%。 

表 4-1-1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性別次數分析摘要表(N=202) 

變項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00 49.5 

女 102 50.5 

總和 2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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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如表 4-1-2 所示，研究對象之年齡分布介於 20 歲到 41 歲，平均年齡為 23

歲左右(Mean = 23.30，SD = 3.697)。因部分年齡層人數過少，易使得後續無法進

行推論統計，故於此進行合併分組。合併後，20~24 歲有 151 人，占 74.8%；25~29

歲有 39 人，占 19.3%；30 歲以上有 12 人，占 5.9%。 

 

表 4-1-2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年齡次數分析摘要表(N=202) 

變項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Mean SD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齡 20-24 歲 151 74.8 23.30 3.697 20 41 

 25-29 歲 39 19.3     

 30 歲以上 12 5.9     

 總  和 202 100.0     

 

三、教育程度 

本研究對象之教育程度原先分為大學、碩士和博士，共三類，由於博士生填

答人數過少，而為了使資料便於呈現，將博士生與碩士生合併，因此如表 4-1-3

所示，教育程度為大學者，有 117 人，占 57.9%；碩、博士者，有 85 人，占 42.1%。  

 

表 4-1-3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教育程度次數分析摘要表(N=202) 

變項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教育程度 大學 117 57.9 

 碩、博士 85 42.1 

 總  和 2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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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信仰 

本研究對象之宗教信仰原先分為佛教、道教、一貫道、天主教、基督教、回

教、民間信仰、沒有宗教信仰、其他(請說明)等 9 類，不過因為部份宗教信仰的

人數過少，易使得後續無法進行推論統計，故從新進行合併分組成四組。合併後，

如表 4-1-4 所示，宗教信仰佛道相關有 59 人，占 29.2% (其中佛教有 31 人，道教

有 27 人，一貫道有 1 人)；基督天主教有 11 人，占 5.4% (其中天主教有 3 人，

基督教有 3 人)；一般民間信仰有 44 人，占 21.8%；沒有宗教信仰有 88 人，占

43.6%。 

表 4-1-4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宗教信仰次數分析摘要表(N=202) 

變項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宗教信仰 佛、道相關 59 29.2 

 基督天主 11 5.4 

 民間信仰 44 21.8 

 沒有宗教信仰 88 43.6 

 總  和 202 100.0 

五、非器官捐贈經驗 

本研究將非器官捐贈經驗分為捐血、捐錢、捐發票、捐物資，如二手衣服、

書籍等四類，並以「是」、「否」回答。由表 4-1-5 可見，研究對象非器官捐贈經

驗當中，有捐血經驗者，有 69 人，占 34.2%；有捐錢經驗者，有 135 人，占 66.8%；

有捐發票經驗者，有 141 人，占 69.8%；有捐物資，如二手衣服、書籍等經驗者，

有 96 人，占 47.5%。顯示大多數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過去一年內皆有非器官捐

贈經驗，且以捐錢和捐發票的經驗居多。 

表 4-1-5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非器官捐贈經驗次數分析摘要表(複選題)(N=202) 

題 項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捐血 
是 69 34.2 

否 133 65.8 

捐錢 
是 135 66.8 

否 67 33.2 

捐發票 
是 141 69.8 

否 61 30.2 

捐物資，如二手衣服、書籍等 
是 96 47.5 

否 106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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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相看法、同理心 

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小節指在分析研究對象對於本研究調查內容在各項目中所占的百分比情

形。茲分別就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

源、提升大眾瞭解器官捐贈的方式、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器官捐贈認知)和同理

心進行次數分配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壹、器官捐贈看法 

一、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源 

如表 4-2-1(1)所示，研究對象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分為是、否兩類。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有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者居多，有 165 人，占 81.7%；沒

有接觸/聽過者僅有 37 人，占 18.3%。顯示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幾乎都有接觸/聽過

器官捐贈的相關資訊。 

接著，由表 4-2-1(2)可知，研究對象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的來源，從電視

新聞媒體得知者，占 73.3%，捐血站的廣告文宣者，占 32.7%，醫院的廣告文宣

者，占 50.3%，相關網站，如器官捐贈移植登入中心之 Facebook、官網等者，占

36.4%，醫院專業人員告知者，占 20.0%，器官捐贈活動志工宣傳者，占 28.5%，

演講、座談會者，占 26.7%，親朋好友者，占 33.9%。 

為了讓讀者更瞭一般獲得器官資訊的來源管道情形，本研究者將上述資料劃

分成兩大類，分別為正式管道及非正式管道，其中正式管道又分成兩組，包括「透

過媒體接觸」和「與人接觸交流」，而非正式管道則僅一組，即「親朋好友轉知」。

因此由表 4-2-1(2)亦可得知，目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獲得器官捐贈資訊來源以正

式管道當中的「媒體接觸」居多，尤其是來自「電視新聞媒體」、「醫院的廣告文

宣」和「相關網站，如器官捐贈移植登入中心之 Facebook、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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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次數分析摘要表 (N=202) 

變項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 

是 165 81.7 

否 37 18.3 

總和 202 100.0 

 

表 4-2-1(2)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來源次數分析摘要表(複選題) 

(N=202) 

合併分組 題目內容 
勾選

次數 

觀察值 

百分比(%) 

排

序 

正式

管道 

媒體 

接觸 

電視新聞媒體 121 73.3 1 

捐血站的廣告文宣 54 32.7  

醫院的廣告文宣 83 50.3 2 

相關網站，如器官捐贈移植登入中心之

Facebook、官網等 
60 36.4 3 

與人 

接觸 

醫院專業人員告知 33 20.0  

器官捐贈活動志工宣傳 47 28.5  

演講、座談會 44 26.7  

非 

正式

管道 

 親朋好友 56 33.9  

二、提升大眾瞭解器官捐贈的方式 

如表4-2-2所示，研究對象覺得可以提升大眾瞭解器官捐贈的方式，其中請

名人拍攝宣傳短片占59.7%，電視廣告宣傳占59.2%，車箱/燈箱廣告宣傳占10.4%，

報章雜誌專欄占47.8%，電視廣播專訪占45.8%，納入學校健康教育/通識教育等

課程占91.5%，街頭遊行活動宣傳占22.4%。 

為了讓讀者更瞭解提升大眾瞭解器官捐贈的方式及管道，本研究者將上述資

料劃分成兩大類，分別為「面對面接觸」及「非面對面接觸」，因此由表4-2-2亦

可得知，目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建議面對面方式則可採「納入學校健康教育/通

識教育等課程」居多；而非面對面方式則建議可採「請名人拍攝宣傳短片」、「電

視廣告宣傳」、「報章雜誌專欄」和「電視廣播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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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提升大眾瞭解器官捐贈的方式次數分析摘要表(複選題) (N=202) 

合併 

分組 
題 目 內 容 

勾選

次數 

觀察值 

百分比(%) 

排

序 

面對面 

接觸 

納入學校健康教育、通識教育等課程 184 91.5 1 

街頭遊行活動宣傳 45 22.4  

非面對面

接觸 

請名人拍攝宣傳短片 120 59.7 2 

電視廣告宣傳 119 59.2 2 

車箱/燈箱廣告宣傳 21 10.4  

報章雜誌專欄 96 47.8 3 

電視廣播專訪 92 45.8 3 

 

 

三、器官捐贈認同程度現況 

本量表採用李克特(Likert)四點量表，每個題項分成四種程度，分別為「非

常認同」(4 分)、「認同」(3 分)、「不認同」(2 分)、「非常不認同」(1 分)，而反

向題(題數 3 和 4)則為反向計分，並由填答者依其個人實際感受來作答。 

由表 4-2-3(1)可知，整體量表最低分為 12 分，最高分為 20 分，平均得分為

16.68，標準差為 2.066。單題平均為 16.68 除以 5 題，等於 3.34，顯示大學生和

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同程度介於認同與非常認同之間，且趨於正向。另外，由

表 4-2-3(2)可見，有 87.1%的研究對象認同(含非常認同)器官捐贈對於捐贈者來說

可以算是一種生命的延續；有 91.6%的研究對象不認同(含非常不認同)「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不能捐贈器官；有 90.1%的研究對象不認同(含

非常不認同)器官捐贈會造成身體有殘缺，而不願意器官捐贈；有 96%的研究對

象認同(含非常認同)；器官捐贈是一件好事，且是在做善事；有 99%的研究對象

認同(含非常認同)器官捐贈可以幫助他人，挽救他人生命。顯示大學生和碩博士

生的器官捐贈認同態度趨於正向，尤其是對於器官捐贈正向層面意義部分(題數 1、

4 和 5)，而負向層面意義的部分(題數 3 和 4)則較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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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1)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和器官捐贈認知整體量表次數分析摘要表(N=202)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題數 單題平均 

器官捐贈認同程度 202 16.68 2.066 12 20 5 3.34 

器官捐贈認知 202 3.99 0.925 1 5 5 0.8 

 

 

表 4-2-3(2)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認同程度次數分析之百分比摘要表(N=202) 

題 

號 

題項 非常 

不認同 
不認同 認同 

非常 

認同 

 

平均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標準

差) 

1. 
器官捐贈對於捐贈者來說可以算是一

種生命的延續 

6 

(3.0) 

20 

(9.9) 

81 

(40.1) 

95 

(47.0) 

3.31 

(.771) 

2.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所以不能捐贈器官 

67 

(33.2%) 

118 

(58.4%) 

15 

(7.4%) 

2 

(1.0%) 

1.76 

(.625) 

3. 
如果進行器官捐贈，身體就會有殘

缺，所以不願意器官捐贈 

75 

(37.1%) 

107 

(53.0%) 

17 

(8.4%) 

3 

(1.5%) 

1.74 

(.671) 

4. 器官捐贈是好事，是在做善事 
4 

(2.0%) 

4 

(2.0%) 

117 

(57.9%) 

77 

(38.1%) 

3.32 

(.615) 

5. 
器官捐贈可以幫助他人，挽救他人生

命 

1 

(0.5%) 

1 

(0.5%) 

85 

(42.1) 

115 

(56.9) 

3.55 

(.537) 

 

 

 

四、器官捐贈認知現況 

由表4-2-3(1)可見，整體認知測驗最低分為1分，最高分為5分，平均得分為

3.99，標準差為.925，單題平均為3.99除以5題，等於0.8，顯示大學生和碩博士生

的器官捐贈認知程度在中等程度以上。另外，表4-2-4可見，答對明顯率最高者，

為題數3，內容為「有任何疾病的人均可捐贈器官」，答對比例高達95%，其次為

題數5，內容為「除非生前聲明不做器官捐贈，否則只要意外腦死的均可被視為

器官捐贈者」，答對比例為81%。而答對率明顯較低者為題數2，內容為「器官捐

贈的人不可以索取任何金錢報酬」，答對比例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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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認知次數分析摘要表(N=202) 

題 

項      題  目 (正確解答)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1. 除了特定器官，器官捐贈沒有年齡限制，只要器官功能良好，即使是

年老者也可以進行器官捐贈(○) 
.77 .420  

2. 器官捐贈的人不可以索取任何金錢報酬(○) .68 .468  

3. 有任何疾病的人均可捐贈器官(Ⅹ) .95 .227 1 

4. 台灣現況，即使死者生前已簽立器官捐贈卡，或是於健保卡註記願意

器官捐贈，醫師仍會在取得家屬同意書之後，才進行器官摘取手術

(○) 

.79 .410  

5. 除非生前聲明不做器官捐贈，否則只要意外腦死的均可被視為器官捐

贈者(Ⅹ) 
.81 .396 2 

 

貳、同理心 

本量表採用李克特(Likert)四點量表，每個題項分成四種程度，分別為「非

常同意」(4 分)、「同意」(3 分)、「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 分)，無反

向計分，並由填答者依其個人實際感受來作答。由表 4-2-5(1)可知，整體量表最

低分為 15 分，最高分為 24 分，平均得分為 19.25，標準差為 2.228，整體量表單

題平均得分為 19.25 除以 6 題，等於 3.20。另外，表 4-2-5(2)則為各題之百分比

情形，可得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在同理心程度上趨於正向，且介於同意與非常同

意之間。 

 

表 4-2-5(1)同理心整體量表次數分析摘要表(N=202) 

同理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題數 單題平均 

202 19.25 2.228 15 24 6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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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2)同理心次數分析之百分比摘要表(N=202) 

題 

號 內  容 

非常 

不同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標準差) 

1. 當我確信自己在事情上的看法是對的，我還

是會去聽別人的看法 

1 

(0.5) 

8 

(4.0) 

145 

(71.8) 

48 

(23.8) 

3.19 

(.513) 

2.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正反兩面，而且也

會試著從這種角度來看事情 

- 

- 

- 

- 

108 

(53.5) 

94 

(46.5) 

3.47 

(.500) 

3. 即使我在生某人的氣，我通常仍會設身處地

替他著想 

2 

(1.0) 

47 

(23.3) 

124 

(61.4) 

29 

(14.4) 

2.89 

(.637) 

4. 他人的不幸遭遇會讓我感到難過 - 

- 

11 

(5.4) 

127 

(62.9) 

64 

(31.7) 

3.26 

(.551) 

5. 我自認自己是個心腸軟的人 - 

- 

17 

(8.4) 

118 

(58.4) 

67 

(33.2) 

3.25 

(.597) 

6. 對於那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我通常會心生關

懷 

- 

- 

15 

(7.4) 

132 

(65.3) 

55 

(27.2) 

3.20 

(.556) 

 

叁、本節之小結與討論 

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曾有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的情形與提升大眾瞭解器

官捐贈的方式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曾有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者

比例較高(占 81.7%)，表示器官捐贈發展至今，已愈來愈普及化。另，接

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的來源以正式管道中的媒體接觸居多，尤其是來自

電視新聞媒體、醫院的廣告文宣和相關網站，如器官捐贈移植登入中心

之 Facebook、官網。此研究結果可與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提及的史麗

珠等人(2001)、杜懿韻(2011)、Perenc et al.(2012)、Annadurai et al.(2013)

等國內外的相關研究結果進行呼應，即無論國內或國外的學生，其接觸/

聽過器官捐贈相關資訊來源的管道，以正式管道居多，尤其是從電視新

聞媒體或大眾傳播得知。此外，大學生和碩博士生認為可提升更多人瞭

 



80 

 

解器官捐贈的方法與管道，可以透面對面方式及非面對面的方式進行，

其中以面對面方式中的納入學校健康教育、通識教育等課程居首，次者

才是非面對面的請名人拍攝宣傳短片、電視廣告宣傳、報章雜誌專欄、

電視廣播專訪等。 

二、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認同程度現況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同程度整體分數情形

佳(最低分為 12 分，最高分為 20 分，單題得分為 3.34)，態度介於 3 分到

4 分之間 (認同與非常認同)，顯示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同程度

趨於正向。接著，本研究與國內器官捐贈相關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如史

麗珠等人(2001)針對北部某護專學生的器官捐贈態度之調查結果，傾向贊

同器官捐贈的價值，黃貴薰等人(1999)調查某醫學中心加護單位護理人員

的器官捐贈照護態度，結果顯示護理人員抱持正向態度，賴雅惠(2008)

調查醫院工作人員的器官捐贈暨移植的態度，結果顯示醫院工作人員的

態度(包括自我傾向、意願規範、傳統文化)偏向正向，杜懿韻(2010)調查

醫護與非醫護學生的器官捐贈態度，結果顯示趨於正向，葉翔婷(2014)

調查基隆市民眾的器官捐贈態度，結果顯示趨於正向。 

比較後發現，本研究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與先前

研究結果情形相似，顯示無論是學生、醫護人員、醫院工作人員或一般

的民眾，對器官捐贈認同皆趨於正向。 

三、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認知的現況 

(一)整體討論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知測量，在整體得分

表現佳，單題平均得分為 0.8(答對率為 80%以上)，表示大學生和碩博士

生的器官捐贈認知情形屬中等水準以上。此研究結果可與國內過去相關

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如黃貴薰等人(1999)調查某醫學中心加護單位護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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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器官捐贈知識情形，整體答對率為 66%；史麗珠等人(2001)針對北部

某護專學生的器官捐贈知識調查結果，整體答對率大約 62%，杜素珍等

人(2002)針對北部某醫學中心護理人員的器官捐贈認知調查結果，整體答

對率大約 77%，陳瑞娥、謝春滿(2008)針對屏東縣某一科技大學護理系學

生的器官捐贈認知調查結果，整體答對率大約 71%，調查醫護與非醫護

學生的器官捐贈知識結果，整體答對率大約 78%和 73%。 

比較後發現，本研究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知情形優於先

前研究，顯示可能與現在的莘莘學子處於資訊爆炸的時代，接收資訊管

道的多元化，以及器官捐贈宣導逐漸普及化有關。 

(二)單題討論 

本研究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知題目當中，答對明顯率最

高者，為題數 3，內容為「有任何疾病的人均可捐贈器官」，答對比例高

達 95%，其次為題數 5，內容為「除非生前聲明不做器官捐贈，否則只要

意外腦死的均可被視為器官捐贈者」，答對比例為 81%。此研究結果與陳

瑞娥、謝春滿(2008)，以及賴雅惠的研究結果相似。此外，大學生和碩博

士生答對率明顯較低者為題數 2，內容為「器官捐贈的人不可以索取任何

金錢報酬」答對比例為 68%。此研究結果比例低於陳瑞娥、謝春滿(2008)

的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於器官捐贈是否可以索取金錢報酬的制度不

甚清楚，尤其是目前在臺灣器官捐贈，捐贈者及家屬可獲得政府及醫院

的相關補助(如葬喪補助)，因此可能將器官捐贈「無償」的理念和器官捐

贈相關補助互相混淆，未來進行器官捐贈宣導教育時，可針對此部分加

以解釋與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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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同理心的現況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在整體上趨於正向(多

介於認同與非常認同)。不過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是否有相關聯，

才是本研究欲探究之目的之一，故將於後續章節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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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小節旨在說明研究對象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現況，分成是否已簽署/註記、

已簽署/註記原因、簽署意願程度、有意願，卻尚未註記的原因、沒有意願的原

因等，並以次數分配的描述性統計說明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是否已簽署/註記的情形 

如表 4-3-1 所示，對於是否簽署/註記同意器官捐贈之選項，分為是、否兩類。

本研究大學生和碩博士生還沒有簽署/註記的人數居多，占 86.6%，而已有簽署/

註記者僅為少數，占 13.4%。 

表4-3-1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是否簽署/註記同意器官捐贈次數分析摘要表(N=202) 

變數 分類 人數 % 

是否已簽署/註記同意器官捐贈 
否 175 86.6 

是 27 13.4 

 

二、已簽署/註記之原因 

由表 4-3-1 可知已簽署/註記的研究對象有 27 人，而進一步調查其願意簽署/

註記的原因，如表 4-3-2 所示，對於已簽署/註記之原因的選項包括有機會去幫助

別人、挽救生命、有效的社會宣傳活動、對家人/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家人支持、朋友支持、醫療人員(如醫生、護理師、社工師)建議、其他等八類。

可知，本研究已簽署/註記之大學生和碩博士生願意去簽署/註記的原因以「有機

會去幫助別人」的因素居多，占 96.3%，其次是「挽救生命」，占 81.5%，再者

是「對家人/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占 25.9%，而「有效的社會宣傳活動」

(占 7.4%)、「家人支持」(占 11.1%)、「朋友支持」(占 3.7%)和「醫療人員(如醫生、

護理師、社工師)建議」(占 11.1%)等因素僅為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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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之器官捐贈已註記原因次數分析之百分比摘要表(複選題) (N=27) 

變數 內容分類(複選) 
勾選 

次數 

觀察值 

百分比(%) 

排 

序 

已註記原因 

有機會去幫助別人 26 96.3 1 

挽救生命 22 81.5 2 

有效的社會宣傳活動 2 7.4  

對家人/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7 25.9 3 

家人支持 3 11.1  

朋友支持 1 3.7  

醫療人員(如醫生、護理師、社工師)建議 3 11.1  

 

 

三、簽署意願程度 

如表 4-3-3 所示，對於研究對象之簽署意願程度分成非常沒意願、沒意願、

有意願、非常有意願等四種。本研究發現，研究對象的簽署意願程度，以「有意

願」者較多，有 112 人，占 55.4%，次者為「非常有意願」，有 29 人，占 14.4%，

再者為「沒意願」，有 32 人，占 15.8%，最少者為「非常沒意願」，有 2 人，占

1.0%，顯示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大多是有意願簽署器官捐贈。 

表 4-3-3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簽署意願程度次數分析摘要表(N=175) 

變項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簽署意願程度 

非常沒意願 2 1.0 

沒意願 32 15.8 

有意願 112 55.4 

非常有意願 29 14.4 

總  和 17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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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意願，卻尚未註記的原因 

由上表 4-3-3 可知，有意願(含非常有意願)簽署器官捐贈的大學生和碩博士

生共有 141 人，接著進一步探究其有意願卻尚未去簽署的原因，如表 4-3-4 所示，

太忙沒時間者，占 27.1%，不知道去哪裡簽署者，占 47.9%，還年輕，不急著簽

署者，占 65.7%，怕家人反對者，占 41.4%，朋友不支持者，占 1.4%，缺乏對醫

療服務的信任者，占 5.7%。 

為了讓讀者更瞭解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有意願卻尚未簽署的原因，本研究者將

上述資料合併分組成內在因素及外在因素，因此由表 4-3-4 亦可得知，目前大學

生和碩博士生有簽署意願，未簽署的影響因素，以內在因素來看，覺得「還年輕，

不急著簽署」為首，其次是「不知道去哪裡簽署」，最後為「太忙沒時間」；而

從外在因素來看，覺得「怕家人反對」居多，其次才是「朋友不支持」和「缺乏

對醫療服務的信任」。 

 

表 4-3-4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有簽署意願，未簽署的原因次數分析百分比摘要表(複選題) (N=141) 

合併 

分組 
題 目 內 容 勾選次數 

觀察值 

百分比(%) 

排序 

內在因素 太忙沒時間 38 27.1 3 

不知道去哪裡簽署 67 47.9 2 

還年輕，不急著簽署 92 65.7 1 

外在因素 怕家人反對 58 41.4 1 

朋友不支持 2 1.4 3 

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 8 5.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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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沒有意願簽署的原因 

由上表 4-3-3 可知，沒意願(含非常沒有意願)簽署器官捐贈的大學生和碩博

士生共有 34 人，接著進一步探究其有意願卻尚未去簽署的原因，如表 4-3-5 所

示，不了解簽署這個的用意者，占 26.5%，不知道去哪裡簽署者，占 23.5%，沒

想過者，占 73.5%，信仰觀念因素者，占 26.5%，怕家人反對者，占 35.3%，朋

友不支持者，占 2.9%，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者，占 14.7%，害怕器官被變賣

者，占 23.5%。 

為了讓讀者更瞭解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沒有意願簽署的原因，本研究者將上述

資料合併分組成內在因素及外在因素，因此由表 4-3-5 亦可得知，目前大學生和

碩博士生沒有意願簽署的影響因素，以內在因素來看，覺得「沒想過」為首，其

次是「不了解簽署這個的用意」和「信仰觀念因素」，最後為「不知道去哪裡簽

署」；而從外在因素來看，覺得「怕家人反對」居多，其次是「缺乏對醫療服務

的信任」，而「害怕器官被變賣」和「朋友不支持」則較少。 

表 4-3-5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沒有簽署意願的原因次數分析百分比摘要表(複選題) (N=34) 

合併 

分組 
題 目 內 容 勾選次數 

觀察值 

百分比(%) 

排序 

內在因素 不了解簽署這個的用意 9 26.5 2 

不知道去哪裡簽署 8 23.5 3 

沒想過 25 73.5 1 

信仰觀念因素 9 26.5 2 

外在因素 怕家人反對 12 35.3 1 

朋友不支持 1 2.9  

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 5 14.7 3 

害怕器官被變賣 8 2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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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節之小結與討論 

(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已簽署/註記的情形與原因 

在本研究結果中，已經有去簽署並註記同意器官捐贈的大學生和碩

博士生比例僅占整體調查人數的 13.4%。此結果與國內外研究結果相似，

如國外學者 Perenc et al. (2012)針對 625位波蘭大學大學生進行器官捐贈

和移植態度的調查，發現願意登記成為捐贈者的學生僅有 24%，而實際

有註記完成的只有 3%；再者，Annadurai et al. (2013)針對 440 位 18 歲以

上的印度清奈大學生進行器官捐贈認知、態度和行為之研究調查，發現

實際上已經有註記完成的只有 2.04%。另外，國內學者史麗珠等人(2001)

針對北部某護專學生對器官捐贈意願、態度、知識之研究調查，發現已

簽署註記同意器官捐贈的護專生僅占所有受調查對象的 22.5%；杜懿韻

(2011)針對醫護和非醫護相關科系學生進行器官捐贈行為的知識、態度

與意願關係之研究，結果發現已簽署器官捐同意卡的醫護生比例僅佔

6.3%，而非醫護生僅占 5.2% 。顯示，雖然器官捐贈推行多年，但大學

生和碩博士生完成簽署並註記同意器官捐贈的比例仍然不高。 

此外，本研究相較於過去多數研究不同的地方，則是有進一步調查

「已簽署/註記」者，其願意去完成簽署/註記的因素為何。結果發現比

例較高的因素依序為「以有機會去幫助別人」，「挽救生命」，以及「對

家人/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榜樣」。由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者認為與

譚君琪(2012)針對大學生器官捐贈意圖之相關研究發現，有雷同之處，

特別是在測量大學生對於器官捐贈產生的結果所做的「結果評價」，包

含七項好的評價，如：幫助需要的人、心靈快樂、延續生命、自己家人

將來也受益、積陰德、維持家庭完整、宗教信仰等。再者，上述所提之

因素多與器官捐贈的正向價值相近，因此，未來仍可多倡導以正向的器

官捐贈價值理念，藉此提升大家簽署並註記同意器官捐贈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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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有意願，卻尚未註記的情形與原因 

在本研究結果中，有意願，卻尚未註記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占

69.8%(含非常有意願)，是在整體簽署意願比例中較高者。此結果與國內

外研究結果相似，如國內學者陳瑞娥、謝春滿(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95.6%的大護生表示曾想過或與家討論過，但尚未簽署；杜懿韻(2011)

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47.1%和 45.9%的醫護生與非醫護生有意願器官捐贈，

但尚未簽署；史麗珠等人(2001)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57.2%的護專生有想

過，但尚未決定，有 63%考慮過並與家人討論，有 11.6%有意願但尚未

簽署；Annadurai et al. (2013) 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43%的學生考慮器官捐

贈。 

本研究相較於過去多數研究不同的地方，則是有進一步調查影響大

學生和碩博士生有意願器官捐贈，卻尚未註記的原因，以內在因素來看，

包括「還年輕，不急著簽署」、「不知道去哪裡簽署」和「太忙沒時間」

的比例較高；而從外在因素來看，則是包括「怕家人反對」、「朋友不

支持」和「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由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者認為

由內在因素來推測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對象的年齡較年輕化，對於死亡的

感受比較沒那麼強烈，加上正處於心理學家 Erikson 提到的青年期與成

年期發展階段，日常生活易重於學校專業知能的學習、生涯規劃與發展、

人際關係建立與擴展等，完成自我統合，以及親密友愛的發展階段任務。

因此，如果對器官捐贈相關資訊鮮少關注者，可能也是造成不太了解哪

些機構或單位是有提供協助簽署/註記的服務。另外，外在因素的部分，

本研究者認為可與譚君琪(2012)的相關研究相呼應，尤其是大學生知覺

是否會促進/阻礙其器官捐贈的「控制信念」之研究結果，發現到他人的

支持的力量可以促進個人對器官捐贈的意圖，而以家人支持的影響力最

大。至於「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的部分，研究者推測器官捐贈以屍

體捐贈而言，屬於死後捐贈，無論是出自於生前自願捐贈或是死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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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捐贈，都期望能獲得善終，所以在幫助他人延續生命的同時，也希

望醫療團隊在器官摘除後，能夠做好大體及器官的妥善處理與保管。 

(三)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沒有意願簽署的情形與原因 

在本研究結果中，沒有意願簽署器官捐贈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比例

占整體調查人數的 16.8%(含非常沒有意願)。此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研究

結果相似，如國內學者陳瑞娥、謝春滿(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1.1%的

大學護生沒有意願簽署器官捐贈；杜懿韻(2011)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12.6%的非醫護生沒有意願器官捐贈，有 9.6%的醫護生不願意器官捐贈；

史麗珠等人(2001)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2.5%的護專生不願意器官捐贈。然

而，國外的研究調查，Annadurai et al. (2013)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16.8%的

學生不考慮器官捐贈；Perenc et al. (2012) 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52.5%的學

生表示「若要器官捐贈，除非他們提早死亡」，有 9.4%的學生表示「對

醫療服務不信任」，有 8.8%的學生表示「身體不應該被切割」，有 6.7%

的學生表示「沒有獲得家人的支持，就不會考慮器官捐贈」。 

然而，本研究相較於過去多數研究不同的地方，則是有進一步調查

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沒有意願簽署的因素，以內在因素來看，包括「沒

想過」、「不了解簽署這個的用意」、「信仰觀念因素」和「不知道去

哪裡簽署」居多；而從外在因素來看，則是「怕家人反對」和「缺乏對

醫療服務的信任」。由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者推測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年紀尚輕，較難以想像死亡或事前規劃如何面對死亡；再者華人文化對

於死亡的忌諱與保守，因此要促進對器官捐贈的實際行動，仍需長時間

來推行，尤其是偕同家屬共同關注與支持，以及提供更充足的器官捐贈

相關資訊，以提升大家對於器官捐贈醫療服務品質的信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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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口特徵因素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之卡方分析 

本小節將針對 175 位尚未簽署註記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其不同人口特徵因

素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關聯情形。由於本研究之樣本數過少，故研究者將依變

項之器官捐贈簽署意願進行資料簡化分組處理，共分為兩組，一為有意願(含非

常有意願)，另一為沒意願(含非常沒有意願)，以進行進行卡方檢定(X2 test)，來

檢測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是否互相關聯。 

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性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分析 

以下為 175 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性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分析，由表

4-4-1 可知，從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程度來看，沒有意願的男性占 27.3%，女性占

11.5%；有意願的男性占 72.7%，女性占 88.5%。另外，以卡方考驗分析結果發

現，X2 =6.958，P=0.008，達顯著水準，表示性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有顯

著關聯，即是指本研究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無論男性或女性在器官捐贈簽署意

願上皆有意願，不過女性的簽署意願高於男性。 

表4-4-1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性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簽署意願程度 
總計 卡方值 df 顯著性 

沒意願 有意願 

性別 男 個數 24 64 88 6.958 1 .008** 

百分比( %) 27.3% 72.7% 100.0% 

女 個數 10 77 87 

百分比( %) 11.5% 88.5% 100.0% 

總計 
個數 34 141 175 

百分比( %) 19.4% 80.6% 100.0% 

*p<.05  ** p<.01  ***p<.001 

 

 

 

 



91 

 

二、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年齡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分析 

以下為 175 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年齡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分析。由表

4-4-2可知，從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程度來看，在沒有意願的部份，20-2歲占 17.2%，

25-29 歲占 27.3%，30 歲以上占 25.0%；在有意願的部份，20-24 歲占 82.8%，25-29

歲占 72.7%，30 歲以上占 75.0%。另外，以卡方考驗分析結果發現，X2 =1.895，

P=0.388，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年齡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沒有顯著關聯，即

指年齡的高低並不會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表4-4-2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年齡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簽署意願程度 
總計 卡方值 df 顯著性 

沒意願 有意願 

年

齡 

20-24歲 個數 23 111 134 1.895 2 .388 

百分比( %) 17.2% 82.8% 100.0%    

25-29歲 個數 9 24 33    

百分比( %) 27.3% 72.7% 100.0%    

30歲以上 個數 2 6 8    

百分比( %) 25.0% 75.0% 100.0%    

總計 
個數 34 141 175    

百分比( %) 19.4% 80.6% 100.0%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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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教育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分析 

以下為175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教育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分析。

由表 4-4-3 可知，從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程度來看，在沒有意願的部份，大學生占

15.5%，碩博士生占25.0%；在有意願的部份，大學生占84.5%，碩博士生占75.0%。

另外，以卡方考驗分析結果發現，X2 =2.426，P=0.119，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教

育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沒有顯著關聯，即教育程度的高低並不會影響大

學生和碩博士生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表4-4-3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教育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簽署意願程度 
總計 卡方值 df 顯著性 

沒意願 有意願 

教 

育 

程 

度 

大學 個數 16 87 103 2.426 1 .119 

百分比( %) 15.5% 84.5% 100.0%    

碩、博士 個數 18 54 72    

百分比( %) 25.0% 75.0% 100.0%    

總計 
個數 34 141 175    

百分比( %) 19.4% 80.6% 100.0%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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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分析 

以下為175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分析。

由表 4-4-4 可知，從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程度來看，在沒有意願的部份，信仰為佛

道相關宗教者，占 25.0%，信仰基督天主教者，占 14.3%，信仰民間信仰者，占

12.5%，沒有宗教信仰者，占 19.4%；在有意願的部份，信仰為佛道相關宗教者，

占 75.0%，信仰基督天主教者，占 85.7%，信仰民間信仰者，占 87.5%，沒有宗

教信仰者，占 80.6%。另外，以卡方考驗分析結果發現，X2 =2.455，P=0.483，

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沒有顯著關聯，即有無信

仰宗教並不會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表4-4-4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簽署意願程度 
總計 卡方值 df 顯著性 

沒意願 有意願 

宗 

教 

信 

仰 

佛道相關 個數 14 42 56 2.455 3 .483 

百分比( %) 25.0% 75.0% 100.0%    

基督天主教 個數 1 6 7    

百分比( %) 14.3% 85.7% 100.0%    

民間信仰 個數 5 35 40    

百分比( %) 12.5% 87.5% 100.0%    

沒有宗教信仰 個數 14 58 72    

百分比( %) 19.4% 80.6% 100.0%    

總計 
個數 34 141 175    

百分比( %) 19.4% 80.6% 100.0%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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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非器官捐贈經驗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分析 

以下為 175 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非器官捐贈經驗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

分析。由表 4-4-5(1)可知，有捐血者，在簽署意願程度上，沒意願者占 16.4%，

有意願者占 83.6%，卡方值(X2)為 0.481，P=0.488，未達顯著水準。由表 4-4-5(2)

可知，有捐錢者，在簽署意願程度上，沒意願者占 18.6%，有意願者占 81.4%，

卡方值(X2)為 0.142，P=0.706，未達顯著水準。由表 4-4-5(3)可知，有捐發票者，

在簽署意願程度上，沒意願者占 20.5%，有意願者占 79.5%，卡方值(X2)為 0.291，

P=0.590，未達顯著水準。由表 4-4-5(4)可知，有捐物資者，在簽署意願程度上，

沒意願者占 17.3%，有意願者占 82.7%，卡方值(X2)為 0.443，P=0.506，未達顯

著水準。綜上可知，非器官捐贈經驗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沒有顯著關聯，即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非器官捐贈經驗並不會影響其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表4-4-5(1)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非器官捐贈經驗(捐血)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簽署意願程度 
總計 卡方值 df 顯著性 

沒意願 有意願 

捐血 
否 

個數 25 95 120 .481 1 .488 

百分比( %) 20.8% 79.2% 100.0%    

是 
個數 9 46 55    

百分比( %) 16.4% 83.6% 100.0%    

總計 
個數 34 141 175    

百分比( %) 19.4% 80.6% 100.0%    

*p<.05  ** p<.01  ***p<.001 

 

表4-4-5(2)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非器官捐贈經驗(捐錢)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簽署意願程度 
總計 卡方值 df 顯著性 

沒意願 有意願 

捐錢 
否 

個數 12 45 57 .142 1 .706 

百分比( %) 21.1% 78.9% 100.0%    

是 
個數 22 96 118    

百分比( %) 18.6% 81.4% 100.0%    

總計 
個數 34 141 175    

百分比( %) 19.4% 80.6% 100.0%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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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5(3)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非器官捐贈經驗(捐發票)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簽署意願程度 總計 
卡方值 df 顯著性 

沒意願 有意願 

捐發票 
否 

個數 9 44 53 .291 1 .590 

百分比( %) 17.0% 83.0% 100.0%    

是 
個數 25 97 122    

百分比( %) 20.5% 79.5% 100.0%    

總計 
個數 34 141 175    

百分比( %) 19.4% 80.6% 100.0%    

*p<.05  ** p<.01  ***p<.001 

 

表4-4-5(4)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非器官捐贈經驗(捐物資)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簽署意願程度 
總計 卡方值 df 顯著性 

沒意願 有意願 

捐物資 

(如二手衣服、書籍等) 
否 

個數 20 74 94 .443 1 .506 

百分比( %) 21.3% 78.7% 100.0%    

是 
個數 14 67 81    

百分比( %) 17.3% 82.7% 100.0%    

總計 個數 34 141 175    

百分比( %) 19.4% 80.6% 100.0%    

*p<.05  ** p<.01  ***p<.001 

 

六、本節之小結與討論 

(一)性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不同性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有顯著相

關性存在，且呈正相關，顯示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無論男生或女生皆有意

願簽署器官捐贈，且女生比男生更有意願。此研究發現與 Wu, Tang & 

Yogo (2013)針對 607 位 18-22 歲不等的日本學生進行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調查之研究結果相似，但與Annadurai et al. (2013)的研究結果並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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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調查結果發現男性(77.95%)比女性(22.05%)有意願器官捐贈。由上述

可知，性別雖然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有關聯，但是不同學者在不同地區、

國家所進行的相關研究，卻有不同的結果，例如 Annadurai et al. (2013)

的研究結果發現男性有意願簽署器官捐贈的比例高於女性，而這樣的結

果卻與臺灣、日本等研究結果有相異，就研究者推測，可能是與性別文

化有關。就近年來國際推行的性別平權、性別主流化議題而言，劉育敏

(2013)指出，印度國家在推行性別平權上，可能會是一條漫長的路途，

主要的原因來自印度自古以來即是一個民俗風氣非常保守的國家，存有

男尊女卑的觀念，導致女性在印度的社會地位一直處於低下階層。此外，

印度國家更對女性有所歧視(男性霸權)，使得當地的婦女即使被性騷擾、

性侵害等，都有可能是被默許或喝令不得張揚。反觀臺灣和日本，同樣

都存有男尊女卑的社會文化風氣，但相較於印度，在推行「性別平等」

的相關制度之下，引進國際「性別主流化」觀念，使得女性意識覺醒，

不僅倡導及捍衛女性在各個領域的權利與保障，如教育、勞動條件、以

及社會參與，更有國家推行相關法規制度加以保障，如「性別平等教育

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等，讓女性的社會地位、

權利能逐漸與男性均等，甚至表達個人主張的權利。 

(二)年齡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在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程度上是沒有

顯著關聯，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的學者所提出的論點並不相似，

如有學者指出年紀越輕，越有意願器官捐贈；而也有學者指出愈年長(即

就學年級愈高)，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愈比例愈高(李淑如，2012；

Scaanner,1994；Scaanner,1998；陳瑞娥、謝春滿，2008)。因此，在本研

究認為不同年齡對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並不大，但未來仍可進一步

研究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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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不同的教育程度在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程度上

是沒有顯著關聯，即是指教育程度的高低並不會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

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此研究結果與李淑如(2012)成人器官贈意圖

之相關研究結果並不相似，其研究結果指出教育程度與器官捐贈意圖之

間之有關聯的，且教育程度愈高者其器官捐贈意圖高於教育程度低者。

不過由於目前足以佐證之相關文獻資料並不多見，故未來可進一步探究

之。 

(四)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程度上

是沒有顯著關聯，即是指有無信仰宗教並不會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個

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此研究結果與周佩君等人(2012)針對癌症病人

眼角膜捐贈之研究發現相同，但與葉翔婷(2014)針對基隆市民眾對家屬

器官捐贈意願之相關研究中的結果不相同，在其研究結果中發現宗教信

仰與器官捐贈意願是有相關，且無宗教信仰者對家屬器官捐贈的意願高

於有宗教信仰者(如佛、道教)。研究者認為本研究對象是大學生和碩博

士生，與其他研究之研究對象並不相同，且加上現今社會風氣較不同於

過去，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學習、吸收到的各種價值觀念非常多元，並不

侷限於宗教教義或價值信念，因此無論是否有無宗教信仰，並不會對大

學生和碩博士生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有太大的影響。 

五、非器官捐贈經驗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非器官捐贈經驗在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程度上是沒有顯

著關聯，即是指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非器官捐贈經驗並不會影響其個人的器官捐

贈簽署意願。此研究結果與杜懿韻(2011)和賴雅惠(2008)之研究結果並不相同，

皆發現非器官捐贈經驗中的捐血行為對器官捐贈意願是有顯著相關。研究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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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有所差異可能是因為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非器官

捐贈經驗並不侷限於單一捐贈行為，因此導致非器官捐贈經驗在器官捐贈簽署意

願上的影響程度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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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 

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聯分析 

本小節旨在瞭解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對器官捐贈簽署意

願(非常沒意願、沒意願、有意願、非常有意願)的關聯情形，並以 Spearman 等

級相關進行分析，如下： 

壹、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關聯情形 

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關

聯情形 

以下為 175 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器官

捐贈簽署意願之 Spearman 相關係數分析。由表 4-5-1 可知，大學生和碩

博士生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 Spearman’s 

rho 係數為 0.149，p=0.050，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

資訊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沒有顯著關聯，且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有無

接觸或聽過器官捐贈資訊，並不會影響其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表 4-5-1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Spearman 相關係數

摘要表 

 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 

器官捐贈的「簽署/註記意願」程度 
Spearman’s rho 係數 顯著性（雙尾） 

.149 .050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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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關聯情形 

以下為 175 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

意願之 Spearman 相關係數分析。由表 4-5-2 可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

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Spearman’s rho係數為0.510***，

p=0.0001，達顯著水準，表示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

有顯著關聯，且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同程度愈高，則器官捐

贈簽署意願愈高。 

表 4-5-2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Spearman相關係數

摘要表 

 器官捐贈認同程度 

器官捐贈的「簽署/註記意願」程度 
Spearman’s rho 係數 顯著性（雙尾） 

.510*** .0001 

*p<.05  ** p<.01  *** p<.001 

 

三、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認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關聯情形 

以下為 175 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認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之 Spearman 相關係數分析。由表 4-5-3 可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

捐贈認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 Spearman’s rho 係數-0.099，p=0.193，未

達顯著水準。表示器官捐贈認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沒有顯著關聯，

即是指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知水準並不會影響其個人的器官

捐贈簽署意願。 

表 4-5-3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Spearman相關係數摘要表 

 器官捐贈認知 

器官捐贈的「簽署/註記意願」程度 
Spearman’s rho 係數 顯著性（雙尾） 

-.099 .193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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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相關情形 

以下為 175 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 Spearman 相

關係數分析。由表 4-5-4 可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的 Spearman’s rho 係數為 0.189*，p=0.012，達顯著水準，表示同理心與器官捐贈

簽署意願之間有顯著關聯，且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程度愈高，則器官捐贈

簽署意願愈高。 

表 4-5-4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 Spearman 相關係數摘要表 

 同理心 

器官捐贈的「簽署/註記意願」程度 
Spearman’s rho 係數 顯著性（雙尾） 

.189* .012 

*p<.05  ** p<.01  *** p<.001 

 

 

叁、本節之小結與討論 

一、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聯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器官捐贈簽

署意願之間沒有顯著關聯，表示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有無接觸或聽過器官

捐贈資訊，並不會影響其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研究者認為，雖然

目前政府及相關的單位在推行與宣導器官捐贈的方式較以往多元化，且

當今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處於資訊爆炸的世代，可獲得的資訊廣泛，且

接受資訊的態度較為開放，但仍可能會受到其他內外在因素影響而促進

/阻礙其個人器官捐贈的意願及行動，如個人對死亡的看法、傳統保留

全屍的觀念、家人或親友的支持態度、對醫療服務品質的信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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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聯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

有顯著關聯，且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同程度愈高，則器官捐

贈簽署意願愈高。此研究結果與杜懿韻(2011)、賴雅惠(2008)和杜素珍等

人(2002)之研究結果一致。顯示無論是大學生、碩博士生、醫護相關人

員，若對器官捐贈認同程度愈高，則個人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愈高。 

三、器官捐贈認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聯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器官捐贈認知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沒有

顯著關聯，即是指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知水準並不會影響其

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此研究結果與葉翔婷(2014)、杜懿韻(2011)

和杜素珍等人(2002)之研究結果一致。也就是說沒有所謂器官捐贈認知

水準高的人，就會有較高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抑或是器官捐贈認知水

準低的人，就比較不願意簽署器官捐贈。因此，無論是大學生、碩博士

生、醫護相關人員或是一般民眾，個人的器官捐贈認知水準高低，並不

會影響其簽署器官捐贈之意願。 

四、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關聯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有顯著關聯，

且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程度愈高，則較有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本

研究者透過嘗試後，結果與 Cohen & Hoffner(2013)的研究結果相符。不

過由於足以佐證的相關文獻資料過少，故未來可繼續以此方向探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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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人口特徵因素與

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本小節將以多元邏輯迴歸分析探討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

人口特徵因素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影響情形，故分別採用二元邏輯迴歸分析及

次序邏輯迴歸分析兩種分析方法說明之。而在進行二元邏輯迴歸分析及次序邏輯

迴歸分析之前，為了避免變項之間存有高度相關，而產生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因

此先以 Pearson 相關係數檢測，進行變項之間的相關分析，接著再以膨脹係數

VIF 值，以及最大條件指數值，來檢測變項之間是否存有共線性問題，最後再說

明多元邏輯迴歸分析之結果。 

一、 二元邏輯斯迴歸分析 

本研究各變項之間相關係數分析結果發現，自變項之積差相關皆小於 0.8；

再者，透過多元共線性診斷後，VIF 值皆小於 10，且變項的最大條件指數小於

30，表示變項之間應沒有共線性問題。 

故此，在進行二元邏輯斯迴歸分析時，本研究將依變項分成有意願(含非常

有意願)和沒意願(含非常沒意願)兩組，並與自變項進行二元邏輯斯迴歸分析。結

果由表4-6-1可知，迴歸模式之整體模式適配度檢定的卡方值為38.213，p=0.001，

達顯著水準，表示投入多項自變項當中，至少有一個自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與預

測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而Hosmer與Lemeshow檢定值 6.729，

未達顯著水準，整體迴歸模式的適配度良好，表示自變項可以有效預測依變項。

Cox & Snell R2 與 Nagelkerke R2 值分別為 0.196 和 0.313，表示所投入的自變項與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有中低度強度的關聯。再從個別參數

指標來看，只有性別(P=0.028)和器官捐贈認同程度(P=0.0001)之 p 值<0.05，達顯

著水準，表示性別和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

贈簽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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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二元邏輯斯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迴歸係數 

教育程度  

  碩博士 .177 

  (參考組=大學)  

年齡  

  25-29 歲 .949 

  30 歲以上 .691 

  (參考組=20-24 歲)  

宗教信仰  

  佛道相關 .520 

  基督天主 .329 

  一般民間信仰 .436 

   (參考組=沒有宗教信仰)  

性別  

  女性 .028* 

  (參考組=男性)  

是否聽過/接觸器捐資訊 .116 

器官捐贈認同程度 .0001*** 

器官捐贈認知 .994 

同理心 .501 

非器官捐贈經驗  

  捐血 .977 

  捐錢 .290 

  捐發票 .226 

  捐物資 .443 

常數 .003 

  

Cox & Snell R2 .196 

Nagelkerke R2 .313 

整體模式適配度檢定(X2) 38.213*** 

Hosmer- Lemeshow 6.729 

樣本數 175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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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序邏輯斯迴歸分析 

以下為 175 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看法(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器官

捐贈認知、是否聽過或接觸過器官捐贈資訊)、同理心，以及人口特徵因素(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非器官捐贈經驗)之次序邏輯斯迴歸分析。 

本研究變項之間相關係數分析結果發現，自變項之積差相關皆小於 0.8；再

者，透過多元共線性診斷，VIF 值皆小於 10，且變項的最大條件指數小於 30，

表示變項之間應沒有共線性問題。 

故此，在進行次序邏輯斯迴歸分析時，本研究的依變項為非常沒意願、沒意

願、有意願、非常有意願等，分數為 1-4 分來計，並與自變項進行次序邏輯斯迴

歸分析。結果如表 4-6-2 所示，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看法(器官捐贈認同

程度、器官捐贈認知、是否聽過或接觸過器官捐贈資訊)、同理心，以及人口特

徵因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非器官捐贈經驗)所建立的迴歸模式

之整體模式適配度檢定的卡方值為 75.762，P=0.0001，達顯著水準，表示所投入

的自變項當中，至少有一個自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與預測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

官捐贈意願。另外，從 Cox & Snell R2、Nagelkerke R2，以及 McFadden 來看，

分別為 0.351，0.414，0.229，表示所投入的自變項與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

贈意願有中低度的關聯。再從參數評估來看，女性比男性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高；

再者，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較高者，以及器官捐贈認知較佳者，其較有器官捐贈簽

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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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次序邏輯斯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迴歸係數 

教育程度  

  碩博士 .296 

  (參考組=大學)  

年齡  

  25-29 歲 .914 

  30 歲以上 .917 

  (參考組=20-24 歲)  

宗教信仰  

  佛道相關 .950 

  基督天主 .847 

  一般民間信仰 .610 

   (參考組=沒有宗教信仰)  

性別  

  女性 .002** 

  (參考組=男性)  

是否聽過/接觸器捐資訊 .217 

器官捐贈認同程度 .0001*** 

器官捐贈認知 .046* 

同理心 .084 

非器官捐贈經驗  

  捐血 .832 

  捐錢 .932 

  捐發票 .416 

  捐物資 .540 

[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1] .001 

[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2] .0001 

[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3] .0001 

Cox & Snell R2 .351 

Nagelkerke R2 .414 

McFadden R2 .229 

整體模式適配度檢定(X2) 75.762*** 

樣本數 175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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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建議與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以及人口特徵因

素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關聯性，因此，本章依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結

論，並提出具體之研究建議，做為日後研究發展，最後則說明本研究之限制。本

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第三節為研究限制，茲

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進行研究調查，而獲致以下研究結論： 

一、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已註記之比例與簽署意願現況 

 在本研究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中，有 13.4%已經有去簽署並註記同意器官捐

贈，且多基於「以有機會去幫助別人」、「挽救生命」，以及「對家人/朋友來說是

一個很好的榜樣」等因素。另外，在簽署意願程度上，有 69.8%是有意願，卻尚

未註記，而主要是受到「還年輕，不急著簽署」、「不知道去哪裡簽署」、「太

忙沒時間」、「怕家人反對」、「朋友不支持」、「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等

內外在因素影響。至於在簽署意願程度上沒有意願簽署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則

占 16.8%，主要因為「沒想過」、「不了解簽署這個的用意」、「信仰觀念因素」、

「不知道去哪裡簽署」、「怕家人反對」、「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等內外在

因素影響。 

二、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口特徵因素對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 

在本研究結果可得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人口特徵因素之中，僅有性別與器

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有顯著相關性存在，且女生比男生更有意願，其餘的如年齡、

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非器官捐贈經驗等因素，皆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個人的器

官捐贈簽署意願沒有太大的影響。 

三、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對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 

在本研究結果可得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看法之中，僅有器官捐贈

認同程度會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有所影響，也就是說，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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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捐贈認同程度愈高，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愈高；其餘的如器官捐贈認知，以及

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等因素，並不會影響其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四、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同理心對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 

在本研究結果可得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同理心對個人的器官捐贈簽署意

願是有影響的，也就是說同理心程度愈高，則較有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五、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人口特徵因素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 

    願之預測性 

 以二元邏輯迴歸分析之結果，發現器官捐贈看法、同理心、人口特徵因素對

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間有中低度強度的關聯，尤其是性別和器

官捐贈認同程度有達到顯著水準，而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

簽署意願。另外，以次序邏輯迴歸分析之結果，發現女性比男性器官捐贈簽屬意

願高；最後，器官捐贈認同程度較高者，以及器官捐贈認知較佳者，其較有器官

捐贈簽屬意願。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章依據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僅有 13.4%已經完成簽署及註記，

另外有 69.8%是有意願，卻尚未註記，而以「還年輕，不急著簽署」的因素為首；

有 16.8%是沒有簽署意願，以「沒想過」的因素居首。最後，整體來看，影響大

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因素，有三者，分別為性別、器官捐贈

認同程度，以及同理心。以下則提出幾項對未來研究或宣導教育之建議與努力方

向。 

一、針對相關單位宣導方面 

(一)利用媒體及其他管道多元宣導 

 依據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皆有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

訊，且以大眾媒體管道得知的居首，不僅便捷，且影響最深遠。故此，為了提升

更多人知道且了解器官捐贈相關議題，仍可以以「媒體宣導」作為一個最佳的宣

導教育方式，例八仙樂園塵暴事件「需要皮膚捐贈」的一連串相關報導。不僅讓

 



109 

 

塵暴傷患在短期間內獲得相關資源，同時也激發許多善心人士的器官捐贈的意願，

以及部分塵暴傷患的家屬決定幫塵暴傷患器官捐贈(指部分塵暴傷患的傷勢過於

嚴重，瀕臨死亡階段)，不僅幫助塵暴傷患做最後一件善事之外，也將可用器官

與資源捐出，讓其他的塵暴傷患或非塵暴傷患獲得更多的醫療(器官與組織)與社

會資源(金錢與生活物資)。另外，除了「媒體宣導」之外，本研究對象認為可以

提升大眾瞭解器官捐贈的其他方式，尚有包括請名人拍攝宣傳短片、電視廣告宣

傳、報章雜誌專欄、電視廣播專訪等，皆是政府或相關單位可以有效使用與建立

的宣傳管道，以提升大眾對器官捐贈相關資訊的瞭解。 

(二)強化宣導正確的器官捐贈法規制度 

 雖然在本研究中，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器官捐贈認知水準為中等水準之上，

但是對於「器官捐贈的人不可以索取任何金錢報酬」，答對比例是最低的，顯示

目前多數的人對於在臺灣進行器官捐贈是否可以索取任何金錢報酬仍處於不了

解的情形，甚至研究者在研究調查期間，經常被詢問的問題是「器官捐贈的人不

可以索取任何金錢報酬，那政府和醫院的補助，算嗎?」，可見有一部分的人將政

府和醫院的補助視為是一種金錢報酬的解讀，故此未來政府或相關單位應可針對

此部分向社會大眾加以解釋與釐清。 

 (三)鼓勵有器官捐贈簽署意願者預立器官捐贈意願 

依據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的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在器官捐贈簽署上是有意願

的，只不過大多認為自己太年輕，所以不急著簽署。研究者認為，可能多數人對

於器官捐贈應具備的資格條件，並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器官是否可以捐贈考量的

是器官的生理功能，而非年齡，因此，未來宣導可著重於此部分觀念的說明。另

外，目前宣導器官捐贈相關資訊的醫護人員或社會工作師可鼓勵預立方式來簽署

(如同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倡導大學生和碩博士生能

夠在有意識情況下，預先清楚表明自己器官捐贈的意願，主要是因為無論是誰，

都無法預料什麼時候會發生意外或者其他死亡事件，因此透過生前的器官捐贈簽

署註記，可提供未來在醫療服務上，事先得知是否願意且同意死後器官捐贈。而

生前的捐贈簽署註記，也能夠提供家屬在進行器官捐贈替代性決策時，更安心地

完成遺願。另外，醫護人員或社會工作師在大學生和碩博士生考慮或完成器官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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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簽署註記後，提醒並鼓勵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嘗試多與家人討論，讓家人及早得

知與瞭解，除了能夠彼此尊重外，也能減緩突然得知的強烈反對、爭吵情況等。 

二、針對學校教育方面 

(一)器官捐贈認同程度的提升 

依據研究結果，大學生和碩博士生認為可以有效提升大眾瞭解器官捐贈的方

式以「納入學校健康教育、通識教育等課程」的建議人數居多，因此未來學校可

開辦器官捐贈相關課程，或將器官捐贈議題納入相關課程中，甚至舉辦研討會或

座談會的方式推廣。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不僅可以提供學生正確得器官捐贈資

訊，如台灣目前相關法規(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法的現況、器官捐贈的簽署註記

流程與辦法、屍體器官捐贈與活體器官捐贈的差異與流程等，同時也能由器官捐

贈正向的價值理念為出發，提升學生對於器官捐贈的認同程度，另外也能夠從多

元觀念的提供與討論，協助學生在面對死亡(包括親友的死亡經驗)或對死亡的規

畫，能有不別以往的忌諱、害怕或保留全屍的想法。最後，倘若能由學生在學校

所獲得的器官捐贈價值理念與相關實務流程資訊，與其社會支持系統的家人、朋

友等一同關注、討論，就可以讓更多人真正理解器官捐贈助人的基本理念與實務

發展現況。 

(二)同理心的提升 

依據研究結果，另一個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因素為同

理心。而在本研究的同理心包含了觀點取替與同情關懷，為了提升同理心，以促

進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個人簽署意願，本研究者認為學校進行相關課程教育時，

可以相關的影片或新聞事件，如公益廣告：《老人的愛犬等候多日，認出來自主

人器官的器官受贈者》、創意影片：「身前行動」- 『杜琪峯與你「器官捐贈

30 秒短片」創意大賽』-《承傳· 故事》、微電影：台北榮民總醫院《打勾勾》

器官捐贈影片、八仙樂園塵爆事件的器官捐贈效應的新聞事件等，來激發學生對

器官捐贈議題的關注，透過相關影片或新聞事件情境營造，讓學生能夠得知社會

上有一些人的意外、不幸遭遇需要被關注，來引發其個人對他人的強烈的關懷、

同理，提高其對器官捐贈簽署註記的意願，而前提必須是建立在其對器官捐贈有

良好的印象或經驗。另外，倘若在討論的過程當中，得知有學生對器官捐贈沒有

意願的因素，可能是過去對器官捐贈有不美好得印象或經驗，如曾有家人因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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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而仍然不幸提早死亡，則可進一步接納、傾聽、同理、尊重，讓學生透過影

片或新聞事件自發性的瞭解或接納其他需要被關心的層面，減少擴大不美好得印

象或經驗。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依據本研究的發展過程、研究調查內容與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幾點研究限

制： 

一、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採用網路調查法，屬於量化研究方法，只能得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的

器官捐贈認同程度、器官捐贈認知、是否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與來源、非器

官捐贈經驗、同理心與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關聯情形，優勢是可以在短時間內瞭

解目前大學生和碩博士生普遍對器官捐贈的簽署意願以及影響其有意願簽署卻

尚未註記或沒意願去簽署的相關影響因素；而限制則包括網路填答者的資料真實

性問題、部分地區若在沒有網路之下，並無法參與本研究調查，亦會造成研究上

的誤差，以及不易獲得研究對象填答問卷的內在感受。 

 因此，未來除了仍可透過量化調查研究瞭解不同人口群對器官捐贈相關議題

的關注與爭議情形之外，尚可搭配質性研究取向，如透過團體經驗分享方式，瞭

解參與某一課程之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影響因素，優點可深入

瞭解影響大學生和碩博士生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想法與態度，但限制則是必須考

量研究對象的代表性，以及研究觀察者涉入所導致的偏誤情形，如引導式的經驗

分享。 

二、研究議題的敏感性與樣本資料收集不易 

在本研究調查期間，發現雖然透過研究者本身的社會網絡協助推廣問卷的填

答，由於研究議題敏感性問題，以及施測期間過短，使得獲得的回覆資料並不多。

另外，發現在資料收集過程，女性樣本較男性樣本易蒐集，可能是研究者本身個

人社會網絡因素，導致研究樣本的性別有落差，無法順利達到研究所設定之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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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而需另外進行第二次資料收集，且侷限於男性，形成研究資料不易一次收

集完善的原因。 

因此，未來進行相關研究仍須考量研究議題是否涉及敏感議題，包括社會文

化、法規制度等，另外則是研調查時間發放與結束的期間設定適切性，最後除了

依然可透過個人網絡資源獲得樣本資料外，也可利用研究對象的特性，改變及增

加資料蒐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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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影響器官捐贈簽署意願之研究-以大學生和碩博士生為例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鄭善曰，目前在進行一個有關影

響器官捐贈簽署意願的相關研究，而此份問卷調查的目的是想要瞭解臺灣地區大學生及

碩、博士生(20 歲(含)以上)的器官捐贈簽署意願。 

此份問卷不會花您太多的時間，大約 5-10 分鐘內，您所填答之題目並無對錯之分，

只需要您以真實的感受填寫即可。本研究純屬學術需求，並未與相關機構結合。本研究

絕對遵守匿名及保密原則，故資料蒐集採無記名方式填答；研究調查一旦完成，該網路

問卷之連結立即銷毀。若您在填寫問卷時，有疑問或建議，歡迎 E-mail 至

60138011f@ntnu.edu.tw。最後，感謝您能耐心閱讀完本研究問卷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王永慈博士 

研究生：鄭善曰敬上 

2015.4. 

  

A、您對於器官捐贈的認同程度 

題 

 

 

號 

請依據您個人實際之感受，填選最適切之答案。 非 

常 

認 

同 

認 

同 

不 

認 

同 

非 

常 

不 

認 

同 

1 器官捐贈對於捐贈者來說可以算是一種生命的延續。 4 3 2 1 

2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不能捐贈器官。 4 3 2 1 

3 如果進行器官捐贈，身體就會有殘缺，所以不願意器官捐贈。 4 3 2 1 

4 器官捐贈是好事，是在做善事。 4 3 2 1 

5 器官捐贈可以幫助他人，挽救他人生命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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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您在過去的一年有以下的捐贈經驗嗎？ 

題 

號 

 

是 否 

1 捐血 □ □ 

2 捐錢 □ □ 

3 捐發票 □ □ 

4 捐物資(如二手衣服、書籍) □ □ 

 

C. 請依據您個人實際之感受，填選以下最適切之答案。 

題 

 

 

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當我確信自己在事情上的看法是對的，我還是會去聽別人的

看法。 
4 3 2 1 

2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正反兩面，而且也會試著從這種角

度來看事情。 
4 3 2 1 

3 即使我在生某人的氣，我通常仍會設身處地替他著想。 4 3 2 1 

4 他人的不幸遭遇會讓我感到難過。 4 3 2 1 

5 我自認自己是個軟心腸的人。 4 3 2 1 

6 對於那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我通常會心生關懷。 4 3 2 1 

 

 

D.以下題目，若您認為是正確的，請勾選「正確」；若認為是不正確的，請勾選

「不正確」。 

題 

號 

 

正確 

不 

正確 

1 除了特定器官，器官捐贈沒有年齡限制，只要器官功能良好，即

使是年老者也可以進行器官捐贈。 
□ □ 

2 器官捐贈的人不可以索取任何金錢報酬。 □ □ 

3 有任何疾病的人均可捐贈器官。 □ □ 

4 台灣現況，即使死者生前已簽立器官捐贈卡，或是於健保卡註記

願意器官捐贈，醫師仍會在取得家屬同意書之後，才進行器官摘

取手術。 

□ □ 

5 除非生前聲明不做器官捐贈，否則只要意外腦死的均可被視為器

官捐贈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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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個人基本資料 

E1. 性別：□(1)男 □(2)女 

E2.年齡： _________歲(實歲) 

E3. 教育程度：□(1)大學(含大專院校) □(2)碩士 □(3)博士 □(4)其他_____(請說明) 

E4. 宗教信仰：□(1)佛教  □(2)道教  □(3)一貫道  □(4)天主教  □(5)基督教 

   □(6)回教  □(7)民間信仰 □(8)沒有宗教信仰 □(9)其他_______(請說明) 

E5. 您是否有接觸/聽過『器官捐贈』資訊(例如：影片、宣傳單張、報章雜誌)？ 

□(1)是(續接 E6 )    □(2)否(跳答 E7題) 

E 6、您得到的資訊是來自哪裡？(可複選) 

 □(1)電視新聞媒體  □(2)捐血站的廣告文宣  □(3)醫院的廣告文宣 

 □(4)相關網站，如器官捐贈移植登入中心之 Facebook、官網等 

 □(5)親朋好友      □(6)醫院專業人員告知    □(7)器官捐贈活動志工宣傳 

 □(8)演講、座談會  □(9)其他_______（請說明）(續答 E7 題) 

 

E7、您是否已簽署/註記『同意器官捐贈』？ 

     □(1)是(續答 E8題)     □(2)否(跳答 E9 題) 

 

E8、您去簽署/註記『器官捐贈同意卡』的原因是？(可複選) 

  □(1)有機會去幫助別人  □(2)挽救生命   □(3)有效的社會宣傳活動 

  □(4)對家人/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5)家人支持  □(6)朋友支持 

  □(7)醫療人員(如醫生、護理師、社工師)建議   □(8)其他_____(請說明) 

(跳答 E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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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9、您對於器官捐贈的「簽署/註記意願」程度是？ 

非常沒意願 沒意願 有意願 非常有意願 

(1) □ 

(續答 E10) 

(2) □ 

(續答 E10) 

(3) □ 

(續答 E11) 

(4) □ 

(續答 E11) 

 

E 10、您沒有意願簽署/註記『器官捐贈同意卡』的原因是？（可複選） 

□(1)不了解簽署這個的用意  □(2)不知道去哪裡簽署  □(3)怕家人反對 

□(4)朋友不支持 □(5)沒想過   □(6)信仰因素 □(7)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 

□(8)害怕器官被變賣   □(9)其他_____（請說明） 

(續答 E12 題) 

E11、您有意願，但尚未去簽署/註記的原因是? （可複選） 

□(1)太忙沒時間   □(2)不知道去哪裡簽署   □(3)怕家人反對 

□(4)朋友不支持   □(5)缺乏對醫療服務的信任   □(6)還年輕，不急著簽署 

□(7)其他_________（請說明） 

(續答 E12 題) 

E12、您認為可以用哪些方式提升社會大眾對器官捐贈的瞭解？（可複選） 

     □(1)請名人拍攝宣傳短片   □(2)電視廣告宣傳  □(3)車箱/燈箱廣告宣傳 

     □(4)報章雜誌專欄         □(5)納入學校健康教育、通識教育等課程 

     □(6)街頭遊行活動宣傳     □(7)電視廣播專訪  □(8)其他_____（請說明） 

 

問卷已全部填答完成，感謝您的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