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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齡老人面臨的靈性需求問題；以及靈性關懷高齡

老人的問題，思考如何在機構中可有創新的模式。 研究者採用質性研究

方法，針對高齡老人整理出關懷訪視的資料，得出高齡老人確實存有的靈



性的需求。續以文獻研讀了解靈性關懷的意涵、實務和現有的關懷模式。

最後採用「參與觀察法」與「半結構式訪談」，對 XX 老人公寓內，參加

創新靈性關懷團體聚會中的 75 歲以上高齡老人，研究他們參加「歌頌讚

美祈福會」的新模式聚會活動，檢視能不能達到以下三種靈性關懷目的：

1.互相陪伴。2.靈性激發、成長。3.喜樂、平安感覺。 研究者採用立意抽

樣方式，取得參與「歌頌讚美祈福會」八位 75 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同意，

進行訪談，再將資料加以分析，最後歸納出他們的內在和外在行為，有八

項重要發現如下：一、主動積極參加。二、願意分享。三、覺得有意義。

四、一家人的氛圍。五、靈性激發。六、獲致平安喜樂。七、盼望。八、

接受與肯定。這八個結果，對應到「歌頌讚美祈福會」最初創立時的宗旨

與目的：一、提醒依靠『神』。二、建立一家人觀念。三、心靈陪伴。

四、激發生命價值。五、引起盼望。六、歡喜來聚會。 由本研究結果證

實，第一：高齡老人確實存有靈性需求的問題。第二：靈性關懷高齡老

人，可以有創新的模式。 因此，研究者提出兩點建議：一、靈性關懷高

齡老人，不應該只有「關心」而已，還要有積極作為去激發他們靈性上的

成長，以活出生命的價值。二、靈性關懷高齡老人的團體聚會活動，可以

是多樣化的，也可以結合生命教育活動或課程，值得政府及相關機構和宗

教團體共同來研究和推廣。 關鍵詞：高齡老人、靈性需求、靈性關懷、

立意抽樣、參與觀察法、半結構式訪 談法。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studies how 

to provide them with spiritual care. It seeks a creative way of attaining this goal in 

institutions which take care of elderly people. The research used with‘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of the spiritual needs of elderly people and discovered that they 

do indeed have such needs. This was complemented by reading on spiritual care so 

as to gain a knowledge of what is actually done in certain old peoples’ homes. The 

‘observational method’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ere then used for an 

in-depth study of eight persons aged 75 or over in one particular home. After they 

took part in a new form of spiritual exercise, a Hymns of Praise Group, it was 

observed if this enabled them to meet the three objectives of spiritual care: (1) 

mutual companionship, (2) spiritual stimulus and growth, and (3) a feeling of joy 

and peace.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eight persons, an in-depth sample study was 

undertaken and the results analysed, taking into account external behavior and inner 

feelings. There were eight important findings: (1) active participation, (2) 

willingness to share, (3) finding the activity meaningful, (4) family ambiance, (5) 

spiritual stimulus, (6) peace and joy, (7) hope, (8) acceptance and confirmation. 

These eight discoveries correspond to the six aims of the Hymns of Praise Group, 

which were (1) to increase faith in God, (2) to cultivate a sense of family, (3) 

spiritual companionship, (4) to awaken an interest in the value of life, (5) to arouse 

hope, (6) to meet together joyfully. The research proves that the elderly do indeed 

have the problem of spiritual needs, and that there are new ways of spiritual care 

which can provide for them.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er makes two suggestions: (1) 

The spiritual care of the elderly is not limited to care, but should encourage positive 

activities to help them to grow and to find value in life; (2) the activities of this kind 

of group may be very varied. They can be related to the programme and curriculum 



of life education. This is worth being studied and promulgated by the government, 

related institutions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Key words: the elderly, spiritual 

needs, spiritual care, in-depth sampl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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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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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04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3/1/22 

轉檔

日期 
2013/01/22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9205168 2013.1.21 23:33 1.164.31.225 new 01 499205168 2013.1.21 23:33 

1.164.31.225 new 02 499205168 2013.1.21 23:33 1.164.31.225 new 03 499205168 

2013.1.21 23:33 1.164.31.225 new 04 499205168 2013.1.21 23:33 1.164.31.225 

new 05 499205168 2013.1.21 23:34 1.164.31.225 new 06 499205168 2013.1.21 

23:43 1.164.31.225 del 06 499205168 2013.1.21 23:44 1.164.31.225 new 06 

499205168 2013.1.21 23:45 1.164.31.225 del 06 499205168 2013.1.21 23:45 

1.164.31.225 new 06 499205168 2013.1.21 23:46 1.164.31.225 del 01 499205168 

2013.1.21 23:46 1.164.31.225 del 02 499205168 2013.1.21 23:46 1.164.31.225 del 

03 499205168 2013.1.21 23:46 1.164.31.225 del 04 499205168 2013.1.21 23:46 

1.164.31.225 del 05 499205168 2013.1.21 23:46 1.164.31.225 del 06 499205168 

2013.1.21 23:47 1.164.31.225 new 01 499205168 2013.1.21 23:47 1.164.31.225 

new 02 499205168 2013.1.21 23:47 1.164.31.225 new 03 499205168 2013.1.21 

23:47 1.164.31.225 new 04 499205168 2013.1.21 23:47 1.164.31.225 new 05 



499205168 2013.1.21 23:47 1.164.31.225 new 06 499205168 2013.1.22 0:00 

1.164.31.225 del 04 499205168 2013.1.22 0:00 1.164.31.225 new 04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del 01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del 02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del 03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del 04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del 05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del 06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new 01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new 02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new 03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new 04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new 05 499205168 2013.1.22 0:01 1.164.31.225 new 

06 

異動

記錄 

C 499205168 Y2013.M1.D21 23:23 1.164.31.225 M 499205168 Y2013.M1.D21 

23:24 1.164.31.225 M 499205168 Y2013.M1.D21 23:24 1.164.31.225 M reli2791 

Y2013.M1.D22 0:08 1.164.31.225 M reli2791 Y2013.M1.D22 13:21 

140.136.136.29 M reli2791 Y2013.M1.D22 13:22 140.136.136.29 M reli2791 

Y2013.M1.D22 13:22 140.136.136.29 M reli2791 Y2013.M1.D22 13:22 

140.136.136.29 M reli2791 Y2013.M1.D22 13:23 140.136.136.29 I 030540 

Y2013.M1.D22 13:27 140.136.20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