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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安寧病房志工如何放下助人意識陪伴臨終病人安

詳地走向生命終點。希望透過質性研究方法，從志工陪病經驗分享，歸納

出志工在安寧團隊裡如何放下我執，朝向無我的陪病倫理與語言技能。本

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作為研究工具，以深度訪談為資料蒐集方法，對

象為北市某醫學中心六位服務年資三年以上且服務時數超過 360 小時之資

深安寧志工。 研究者從訪談內容的逐字稿進行分析而獲得四個概念，包

括：1)安寧病房志工服務歷程、2)安寧病房志工倫理行為與陪病、3)安寧病

房志工在臨終陪病的語言實踐、4) 安寧病房志工服務經驗的省思。以及根

據研究主旨及問題，歸納以下之結論：1）安寧志工儆醒到陪伴是回歸本

心的歷程、2)安寧志工的慈愛開啟內蘊智慧的轉化、3)安寧志工無為的陪

伴啟示臨終的修習、4）安寧志工對社會趨向與人性價值具導正作用。 於

此，本研究對現任安寧志工的建議：1)志工在職訓練課程應朝向彼此互動

與表達之學習。2)志工服務之倫理務須嚴格要求，經常舉辦座談以凝聚志

工向心力。3)安寧療護已擴大至「八大非癌疾病末期之照護」，多數志工

並不明瞭亦未接受研習或訓練，似宜未雨綢繆，以提升服務品質。 綜而言

之，安寧志工參與安寧療護團隊的一員，是重要且為團隊提升病人生活品

質的得力助手，但安寧志工謹守在倫理上行陪病之語言與技能的實踐，研

究者對此議題提出具體的建議，以供未來在實務與學術上的些許參考。  

摘

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ern how a hospice volunteer can not 

be conscious of being a helper as he/she accompanies a patient at the last leg of life. 

This research is done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 sharing of some volunteers 

their practical experiences to see how a volunteer can rid of his/her subjective self-

consciousness in terms of ethical judgments and the using of language.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this research is through interviewing six volunteers of a 

certain hospital, who have been volunteering for over three years. And each has had 

over 360 of volunteer working hours. I,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all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interviews and obtained four concepts: 1) The process of service for 

hospice volunteers. 2) The ethical behaviors and accompanying skills of hospice 

volunteers. 3)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non-language (e.g. body language) of hospice 

volunteers while accompanying the terminal patient. 4) The evaluation and 

contemplation of service rendered by hospice volunteers. Considering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nd related questions, here are some conclusions: 1) The volunteers 

should realize that accompaniment is a process to assist the patient to find way 

home. 2) The loving kindness of the volunteer will inspire inner wisdom. 3) The 

non-judgmental approach of accompanyment will inspire the preparation of the end. 

4) The service of hospice volunteer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ociety and human 

nature. 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to hospice volunteers: 1) The in-job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should include more courses on mutual interaction and expression. 2) 



There should be stricter requirement on the ethics of volunteer service. A regular 

symposium would increase the commitment of the volunteers. 3) Hospice care has 

expanded to include “eight non-cancer diseases.” Most volunteers seem not quite 

understand of this or have not received any training for the care of these patients. 

Perhaps it’s time to do so. In conclusion, a hospice volunteer joins in the team to 

provide hospice care, each one is essential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terminal patients. But they need to observe the ethical guidelines and language skill 

while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I hope my suggestions here will be helpful to 

practical service and academic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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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檔

日

期 

2010/06/07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5905291 2010.5.27 8:25 118.166.114.116 new 00 495905291 2010.5.27 8:25 

118.166.114.116 new 01 495905291 2010.5.27 8:27 118.166.114.116 new 02 

495905291 2010.5.27 8:28 118.166.114.116 new 03 495905291 2010.5.27 8:33 

118.166.114.116 new 04 495905291 2010.5.27 8:34 118.166.114.116 new 05 

495905291 2010.5.27 8:35 118.166.114.116 new 06 495905291 2010.5.27 8:36 

118.166.114.116 new 07 495905291 2010.5.27 8:37 118.166.114.116 new 08 

495905291 2010.5.27 8:37 118.166.114.116 new 09 495905291 2010.5.27 8:38 

118.166.114.116 new 10 495905291 2010.5.27 8:38 118.166.114.116 new 11 

495905291 2010.5.27 8:38 118.166.114.116 new 12 495905291 2010.6.2 11:06 

118.166.114.167 new 05 495905291 2010.6.2 11:07 118.166.114.167 new 06 



495905291 2010.6.2 11:07 118.166.114.167 new 06 495905291 2010.6.2 11:09 

118.166.114.167 new 07 495905291 2010.6.2 11:10 118.166.114.167 new 08 

495905291 2010.6.2 11:10 118.166.114.167 new 09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0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1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2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3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4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5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6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7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8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09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10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11 495905291 

2010.6.4 15:21 118.166.113.24 del 12 495905291 2010.6.4 16:06 118.166.113.24 

new 01 495905291 2010.6.4 16:06 118.166.113.24 new 02 495905291 2010.6.4 

16:06 118.166.113.24 new 03 495905291 2010.6.4 16:07 118.166.113.24 new 04 

495905291 2010.6.4 16:08 118.166.113.24 new 05 495905291 2010.6.4 16:08 

118.166.113.24 new 06 495905291 2010.6.4 16:09 118.166.113.24 new 07 

495905291 2010.6.4 16:10 118.166.113.24 new 08 495905291 2010.6.4 16:10 

118.166.113.24 new 09 495905291 2010.6.4 16:11 118.166.113.24 new 10 

495905291 2010.6.4 16:11 118.166.113.24 new 11 495905291 2010.6.4 16:11 

118.166.113.24 new 12 495905291 2010.6.4 16:11 118.166.113.24 new 13 030540 

2010.6.7 8:37 140.136.209.41 del 13 030540 2010.6.7 8:37 140.136.209.41 new 13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01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02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03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04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05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06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07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08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09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10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11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12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del 13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new 01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new 02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new 03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new 04 030540 2010.6.7 8:38 140.136.209.41 

new 05 030540 2010.6.7 8:39 140.136.209.41 new 06 030540 2010.6.7 8:39 

140.136.209.41 new 07 030540 2010.6.7 8:39 140.136.209.41 new 08 030540 

2010.6.7 8:39 140.136.209.41 new 09 030540 2010.6.7 8:40 140.136.209.41 new 10 

030540 2010.6.7 8:40 140.136.209.41 new 11 030540 2010.6.7 8:40 140.136.209.41 

new 12 030540 2010.6.7 8:40 140.136.209.41 new 13 

異

動

記

錄 

C 495905291 Y2010.M5.D27 8:14 118.166.114.116 M 495905291 Y2010.M5.D27 

8:15 118.166.114.116 M reli2791 Y2010.M5.D27 8:48 118.166.114.116 M 

495905291 Y2010.M5.D27 8:51 118.166.114.116 M reli2791 Y2010.M5.D27 11:19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10.M5.D27 11:19 140.136.129.39 M 030540 

Y2010.M5.D31 10:38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10.M5.D31 10:56 

140.136.209.54 M reli2791 Y2010.M5.D31 14:22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10.M6.D1 13:27 140.136.129.39 M 030540 Y2010.M6.D1 13:53 

140.136.209.54 M reli2791 Y2010.M6.D2 9:20 140.136.129.39 M 495905291 



Y2010.M6.D2 11:14 118.166.114.167 M reli2791 Y2010.M6.D3 9:14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10.M6.D3 9:14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10.M6.D3 9:14 140.136.129.39 M 495905291 Y2010.M6.D4 15:26 

118.166.113.24 M 030540 Y2010.M6.D4 15:27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10.M6.D4 15:31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10.M6.D4 15:37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10.M6.D4 15:37 140.136.209.54 M 495905291 

Y2010.M6.D4 16:16 118.166.113.24 M reli2791 Y2010.M6.D5 14:19 

140.136.129.39 M 030540 Y2010.M6.D7 9:25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6.D7 9:25 140.136.209.41 I 030540 Y2010.M6.D7 9:26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