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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病房志工的宗教信仰在臨終陪伴的實踐價值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

討安寧病房志工的宗教信仰在照顧陪伴臨終病患過程中的實踐價值，透過

訪談法進行，瞭解志工個人的宗教信念如何影響助人工作的認知與履行。

為達研究目的，研究先由研究文獻槪說安寧療護、安寧志工角色、安寧病

房志工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在臨終陪伴及臨終陪伴的實踐價值；其次以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為研究工具，選取北市、縣醫學中心的十一位不同宗教

信仰志工為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探討志工如何感受宗教信仰在陪伴臨終

病患的意義，並瞭解此信仰在意義詮釋上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從訪談內

容的逐字稿進行紮根理論分析六個架構，包括：1)安寧志工的服務動機與

影響、2)安寧志工職責與服務經驗、3)安寧志工與宗教信仰的關係、4)安寧

志工面臨之臨終處境經驗、5)安寧志工服務經驗的回饋、6)影響陪伴的信

仰實踐相關要素。 根據研究主旨及問題，並依照研究結果歸納出結論如

下： 一、安寧志工在臨終陪伴動力的新觀點：研究獲得五個立基點，以作

為志工從事陪伴的思維，包括：1)瞭解病患在哪裡才能去那裡陪伴、2)生

命本身有能力療癒但需要陪伴、3)陪伴體會靈性交會的感覺靜靜的融入其

中、4)輕輕的握著手無聲中包含了千言萬語、5)陪伴過程提供了安寧志工

心靈成長的機會。 二、安寧志工宗教信仰實踐的新方向：宗教信仰成為志

工幽谷伴行的思維，包括：1)志工在善行中表現信仰，愛是由信仰所帶

動、2)信仰能讓人理解一生所受痛苦及其意義、3)培養出看到病患心靈成

長的眼光給予支持、4)信仰使志工心靈得到慰藉也是自立立人、5)信仰促

發和好關係使言行合乎倫理概念、6)信仰對生死智慧的啟發與教導讓陪伴

臻於完善。 再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對陪伴省思及實務工作上運用的具體

建議如下： 一、陪伴助人技巧的省思：1)思考宗教信仰的理念加以堅定、

2)建立信任關係的態度予以同理回應。 二、實務工作的建議：1)焦慮事在

信仰中尋求安慰、2)在「做」工作中得享內心平安、3)承認自己弱點亦不

可好奇、4)知修德前進還要謙遜忍耐、5)心地正直純潔也自我檢討、6)默想

死亡不安要勉勵善生。 依據本研究所發現的結果與結論，研究者對從事安

寧病患照顧的志工，以及未來有興趣研究此一議題的研究者提出具體的建

議，供其未來在實務與學術上的些許參考。 關鍵字：安寧療護、安寧病

房、安寧病房志工、宗教信仰、臨終陪伴、實踐價值  

摘

要

(英) 

The Significance of Religious Faith of Volunteers in Hospice Car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scertain how the value of the personal religious faith 

would affect a hospice volunteer as s/he looks after and accompanies a terminally ill 

patient; to understand how the personal religious conviction influences his/her 

comprehen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eing a hospice volunteer. To attain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first starts with general introduction on hospice care, 

the role of hospice volunteer, the religious faith of the volunteer, and the practical 

value of religious faith as the volunteer renders care to a terminally ill patient. Then, 



the researcher makes up a semi-structural outline to be used for interview, selecting 

eleven volunteers from medical centers in Taipei City and County, who are with 

different religious faith as the interviewees. This is to find out how their religious 

faith gives them the meaning as they look after and accompany a terminally ill 

patient, and how their religious faith influences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Based on the result of interview, the researcher develops six theoretical structures: 1) 

the motiv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volunteers; 2) the duty and experience of the 

volunteers; 3) the relation of the volunteers and their religious faith; 4) the 

experience of the volunteers as they face a dying patient; 5) the reward of their 

service; 6)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practice of their faith as they accompany a 

patient. Based on the purpose and result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 New perspectives: Here are five new perspectives that a 

hospice volunteer should keep in mind as he/she accompanies a patient: 1) one 

should understand what stage the patient is at so as to make accompaniment more 

effective; 2) body is capable of healing itself but companionship is essential; 3) 

quietly and gradually a volunteer can “meet” spiritually with the patient while 

accompanying; 4) holding of hands can express feelings beyond description; 5) the 

process of accompaniment could b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volunteer to grow 

spiritually. II. The new direction for the volunteers to practice their religious faith: 

Religious fait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upport for a volunteer as he/she 

accompanies a patient through the “valley” because: 1) accompaniment is a 

manifestation of religious faith, which motivates a person to love; 2) faith provid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and pain; 3) faith enables a volunteer 

to help and support the patient to grow spiritually; 4) while faith enables a volunteer 

to render comfort, it also helps him/her to grow; 5) faith helps to develop a friendly 

and ethical relationship; 6) the inspiration and teaching on life and death based on 

religious faith enhance the ministry of accompaniment. Again,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would like to make a few suggestions o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is ministry: I. Thoughts on the technique of the volunteers: 1) think 

through and strengthen the religious conviction; 2) establish a trusting relationship. 

II. Suggestions on practical operation: 1) find comfort for all anxieties in religious 

faith; 2) obtain inner peace in “doing” the job; 3) admit weakness and refrain 

from curiosity; 4) be diligent in moral improvement, yet be humble and patient; 5) be 

pure in heart and always practice self-examination; 6) meditate on the anxiety of 

death and encourage others to live well. Based on the result and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humbly presents these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for hospice 

volunteers and those who will join in future research, and hopes that this presentation 

will benefit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Hospice Care, 

Hospice Ward, Hospice Volunteers, Religious Faith, Accompaniment of the dying, 

Value of Implem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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