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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生死議題對於國人仍屬禁忌話題，一般人對死亡多避之為恐不及，

但卻有一群安寧療護志工長期投入在安寧療護的領域，配合安寧團隊持

續地服務疾病末期的病患與家屬。由於安寧療護志工需要長時間、不間



斷地教育訓練，與實際病房服務經驗的累積，才得以因應病患及家屬的

需求來提供良好適切的服務，因此如何讓安寧療護志工持續服務就是一

項重要的研究議題了。是故，本研究希望透過質化研究方法，找出影響

資深安寧療護志工持續服務的因素，以做為未來各機構的參考。   本

研究以深度訪談為資料蒐集方法，訪談六位服務年資在五年以上且服務

時數超過 600 小時的資深安寧志工。研究者在閱讀逐字稿文本後，再依序

進行開放譯碼、主軸譯碼、統整分析，發現影響資深安寧志工持續服務

的三大因素分別為個人因素、他人因素與組織因素。其中，個人因素包

括自我成長、自我實現、宗教信仰、人生經歷、開朗的個性、住得近；

他人因素則包括同班志工的支持、家人支持、院外他人的協助；組織因

素包括多元自主性高的工作內容與在職訓練、歸屬感的建立、專職人員

的態度等。最後再針對運用安寧志工的機構和未來想從事相關研究的研

究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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