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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鑒於人口結構的老化、老人安養護機構已成為現代社會部份老人無

可避免或理想的居住選擇，爰在老人安養護機構高度死亡流動的場域

中，居住在其中的住民究竟是如何地看待自己及同儕住民的「死亡」議

題，此外，身歷其境的工作人員又是如何地處理及看待住民的死亡議

題？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老人安養護機構住民及工作人員之死亡態度，



研究目的包括：(一)瞭解機構住民的死亡態度歷程；(二)瞭解機構住民對

同儕住民死亡的態度歷程；(三)瞭解機構住民如何看待工作人員處理死亡

的議題；(四)瞭解機構工作人員如何處理及看待機構住民之死亡議題；

(五)提供機構工作人員實務上處遇方法及具體規劃生死教育之參考。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進行探索，並以敘事分析為研究方法，兼以現象學

之哲學觀點及運用深度訪談法、參與觀察法、檔案研究法蒐集資料。本

研究擇定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做為研究場域，以立意取樣訪問八位機構

住民、八位工作人員。依據研究發現，歸納之研究結論如下： 一、在機

構住民的死亡態度歷程方面：（一）機構住民死亡認知的多貌性深受環

境變項所影響，尤其是宗教教義及民間信仰；（二）喪親友的態度  

歷程差異受親屬情感緊密度與生命主題所影響；（三）面對自我死亡的

態度係由聽天由命的死亡意念向外延伸；（四）生理變項為死亡態度的

重要影響因素；（五）從死亡接納度與死亡關切兩向度，歸納出「積極

迎接死」、「害怕死亡」、「不思考死亡」、「拒絕思考死亡」等四類

型模式之死亡表現。 二、在機構住民面對同儕住民死亡事件之死亡態度

歷程方面：（一）機構住民與機構的關係呈現難捨難分的關係脈絡；

（二）機構住民間疏離的人際關係造成對他人的低度死亡關切；（三）

儀式有助機構住民間之情感寄託與割捨；（四）從死亡接納度與死亡關

切兩向度，歸納出「積極關懷」、「惻隱之心」、「事不關己」等三類

型模式之死亡表現。 三、在機構工作人員對機構住民死亡事件之態度方

面：（一）正負向兼存的理念態度考驗著工作人員的直接情緒反應；

（二）工作人員角色影響著其面對機構住民死亡事件的情緒調適；

（三）工作人員死亡態度透過標準化處理程序無限延伸；（四）機構住

民死亡事件對工作人員產生信念與態度的轉變。 四、在機構工作人員與

機構住民之死亡互動脈絡方面：機構缺乏對在世住民死亡處理機制，造

成住民彼此間的低度關切與參與。   最後根據研究的發現與分析結

果，對研究機構、工作人員及未來研究等三方面分別提出一些具體的建

議。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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