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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愛㆟間：器官捐贈家屬之決策歷程（1） 
 

黃姝文   陸洛（2） 
高雄㊩㈻大㈻行為科㈻研究所 輔仁大㈻心理系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器官捐贈家屬之內在主觀經驗、決定捐贈歷

程、背後動機及強烈情緒，以建構出家屬之獨㈵內心世界。研究者共深度訪

談了㈨個器官捐贈家庭，計㈩㆕位家屬，再輔以㆔位㊩務㈳工員及㆒位受贈

者的訪談㈾料，以多角度之視野來看待器官捐贈議題。本文重點分析了：家

屬對親㆟腦死之情緒反應、因應方式、捐贈者之生前意願對家屬決策之影

響、器官捐贈訊息之來源、決策者之㈵性、親友的反對、㊪教的影響、㊩療

的角色、捐贈後對事件的看法、對受贈者看法、聯誼（輔導）團體之影響、

哀傷調㊜及其後之㈳會心理需求。研究者就接受死亡或眷戀糾葛、個㆟決策

或群體決策、及㈳會支持或㈳會阻力㆔大議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關鍵詞： 器官捐贈、決策經驗、哀傷調㊜ 
 
器官捐贈是當人結束生命時，選擇延續他人生命之愛心行動。對接受移植的受贈

者來說，得到器官，讓生命有了第二次機會，這種捐贈是一項偉大的禮物（Klassen & 
Klassen，1996）。目前國內每年至少有三千人在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大約 200人得到
他們需要的器官（林嘉洽，1997），移植器官的需要量與捐贈器官之數目不成比例（葉
高芳，1992）。在台灣，無法形成器官捐贈風氣的原因很多，如：傳統民間信仰的阻礙、
民眾對器官移植的不夠了解、潛在捐贈者的流失等（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1994）。
而意外死亡者家屬在台灣捐贈風氣不盛的背景下，選擇捐贈行為，是一項重大生活事

件。為什麼這群家屬願意將親人器官捐贈出去，他們的哀傷反應及決策動機、歷程，值

得我們去深入了解，以表達對這群偉大捐贈者家屬的人文關懷，也可作為推動器官捐贈

的參考。國內有關器官捐贈的研究，多偏重在器官受贈者之心理適應或生活品質，較少

針對捐贈家屬為之。因此，本土化資料的取得更形必要。本研究基於對器捐家屬的關心，

希望達成之目的主要為：探討器官捐贈家屬之決策捐贈歷程、背後的動機及強烈的情

緒，以建構出家屬獨特的內心世界。 
對器官捐贈家屬而言，除了要經歷親人死亡之哀悼歷程，還需面對器官捐贈與否

之困難決策，在如此錯綜複雜的社會心理歷程中，鉅觀之文化價值與規範必會與微觀

之個人經驗與特性交錯，進而影響器官捐贈的決策歷程。以下將針對器官捐贈的決策

歷程進行文獻探討，同時籍由解析中西方文化傳統中死亡觀的差異，來反思其對器官

捐贈決策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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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之決策歷程 

 
決策（decision-making）即指「對可行方案之選擇過程」。此選擇過程會受到環境

特徵、問題性質、決策者特質及決策程序的影響（吳秉恩，1986）。器官捐贈的家屬有
千百種，決定捐贈的理由也各不相同，很難用一個既有的理論模式套之。但家屬在做

決策時，還是可能受到下列三點因素影響： 
1.決策情境的因素：包括（a）決策的相對重要性：捐贈親人器官無疑是一項重大

決定；（b）決策的時間壓力：做決策的時間越短，越沒時間收集資料，決策者承受的
壓力也越大，因此家中主要決策者的態度、意向就很重要。 

2.決策問題的性質：器官捐贈包含問題的新奇性、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且牽涉甚
廣，如：親友的意見、醫院的態度、對腦死的認知等。 

3.決策者的因素：包括（a）個人特質：自信心及自尊心越強者決策較迅速，不易
受他人影響；（b）個人背景：研究顯示，女性的決策能力不但不輸男人，甚而更強，
但在實際情況下，決定捐贈的權力還是掌握在男性手中。雖然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的

第一順位是配偶，第二順位是子女，第三順位才是父母，但通常父母的決策權力會比媳

婦、晚輩大得多；（c）生理狀態：家屬在經歷親人意外的事故後，通常身心俱疲，而不
願節外生枝；但也有人能克服這種生理上的疲倦感，作出捐贈親人器官的決定。親人死

亡是一項多麼沈重的打擊，在這樣沈重的壓力下如何能再做出器官捐贈的決策呢？ 
以決策歷程來分析，當事人在前、中、後期可能都面臨了不同的事件與挑戰，也

各有關注的議題，現分而述之。 
1.決策歷程前期的重要議題 
器官捐贈代表的就是親人死亡，一般人在面對親人死亡時，常會感受到一種深度

的痛苦與沮喪，對外在世界失去興趣，失去愛的能力，甚至拒絕一切活動（Olsson，
1997），此即為哀傷反應。 

家屬決定捐贈的時間點，通常是在葬禮之前，病人還在醫院時。若以哀傷歷程理

論（Murphy，1985）來看，可能當事人還處在哀傷初期的震驚、否認階段。Pearson
等人（1995）對 69個腦死病患家庭（包含被要求器捐、沒被要求器捐、同意器捐及不
同意器捐之家庭）的研究結果指出：（1）同意器官捐贈，能幫助家屬更快走出悲傷歷
程，其中 30％的家庭因器官捐贈，成功的解決了悲傷；（2）醫院的治療在決定捐贈上
並無太大的影響；（3）1/4的家屬同意捐贈的原因為病人生前有交代；（4）當被要求器
捐時，仍有 66％的家屬情緒上不相信親人已死。 

家屬拒絕或同意器官捐贈之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器官捐贈協會（1994）的非正式
調查指出，影響家屬做決定之主要因素如下：（1）對腦死之認知充分與否；（2）家庭
中決策者的態度與意向；（3）家庭成員及親屬之意見；（4）是否有信仰、民間習俗上
之禁忌（全屍、在自己家中斷氣等）；（5）對器官捐贈的認知；（6）對醫院或醫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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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態度；（7）經濟因素（捐贈器官能有一筆喪葬補助費）；（8）意外事故糾紛是否和解。
而其它影響捐贈的原因尚有：（1）自利性目的，如希望為親人積陰德；（2）利他性目
的，如幫助別人脫離病痛等；（3）死者生前即有明確的意願表示。 
由此可知，決策歷程前期的重要議題應包括家屬自身哀傷情緒的處理，家屬對腦死

的充分認知，捐贈者生前意願的表達，捐贈資訊的獲得等。此時，當事人的宗教信仰、

民間習俗中有關生死的信念也會介入決策的歷程，此等文化議題我們將稍後另節專述。 
2.決策歷程中期的重要議題 
一旦器官捐贈的可能性被提出，決策歷程便進入中期，此階段的特點是反覆比較

各項可能的方案，綜合考慮後做出決斷，並付諸執行。在決策歷程的中期，前述調查所

發現的經濟因素，自利性目的，利他性目的等相關的因素都是重要的議題。另外，華人

社會特有的家庭動力，如親友的反對，家長的權威等因素可能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英國學者 Sque和 Payne（1996）質性訪談了 24位捐贈者家屬，主要關注在決策的

前、中期，發展出一套捐贈家屬的 「不一致失落模式」（dissonant loss model），分為
七個階段：（1）追憶（recalling）：被通知親人出事了，回憶和死者生前最後一起做的
一件事；（2）告知（informing）：醫師告知病人情況不佳；（3）期望（hoping）：在醫
院等待醫師的診斷，並對親人抱著一絲的期望；（4）了解（realizing）：領悟到病人不
會康復，再也回不來了。「確認死亡」是決定捐贈的重要關鍵；（5）決定（deciding）：
確認腦死，並作出捐贈的決定；（6）告別（parting）：向親人說再見；（7）因應（coping）：
處理哀傷的情緒及捐贈事宜。捐贈並不能使哀傷減少，但卻將死亡賦予不同的意義－

「親人的一項成就及仁慈」。此模式紮根於質性資料，以階段性方式清晰地呈現了主觀

經驗背後之歷程，提供我們一個了解捐贈家屬經驗的參考架構。哀傷情緒為此模式的

背景，內心衝突則在整個歷程中不斷現身。 
但是，中西方文化差異極大，影響捐贈的因素也應有不同。國外拒絕捐贈的最大

因素是，病人生前並無意願表示或生前明確拒絕，可看出國外較尊重個人意志。但台

灣拒絕捐贈的理由主要是不忍心傷害遺體、長輩不同意等，個人意志似乎不那麼重要，

就算生前意願未知，家人（尤其是長輩）若願意，也有充分的「文化授權」為其決定。 
中國人有很強烈之集體意識。中國傳統的生活型態為農業社會，耕作生活需要大

量的時間人力與穩定的社會結構，因而形成了以家族為中心之中國式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楊國樞，1988），這種集體主義更明確地說，就是楊國樞（1988）所
謂的「社會取向」（social orientation）。社會取向包含四個主要成份，即權威取向、團
體（家族）取向、關係取向、與他人取向（楊國樞，1988）。 

中國人之社會取向性格非常強烈，相當重視外在的社會情境與社會現實，並且重

視他人的看法，為符合社會情境之特徵要求，寧可違背自己的原意，表現出適合情境

之反應，以迎合外界。此種社會取向有幾項特點：（1）強調人際或社會關係之和諧－
寧可犧牲個人利益，也需維持家族表面的和諧；（2）重視他人的意見或批評－此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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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不重視個人自身對事物之看法和意見；（3）重視因人因時因地制宜一但外在情
境改變，個人就應表現出適當的因應態度與行為，以維持人際和諧；（4）習於壓抑自
我以求和諧－因重視表面關係之和諧，因此格外講求自我壓抑；（5）強調反求諸己而
不外責－此舉也是為求和諧之表現。因此中國文化裡社會取向之特質已成，自我不發

達也就顯然易見了（楊國樞，1988）。 
這樣的社會取向在器官捐贈決策上，是否扮演著重要角色，會有哪些影響，端看

個人與家族之集體意識強烈與否了。 
3.決策歷程後期的重要議題 
Sque 和 Payne（1996）的模式雖清晰地呈現了當事人在決策的前、中期的主觀經

驗，但在捐贈的決定形成後嘎然而止，對捐贈家屬的後續心理調適完全沒有著墨，是

為可惜。捐贈決策之後，內心衝突仍有可能發生嗎？捐贈器官的決定是幫助家屬更快

走出哀傷，抑或反而延遲哀傷的調適呢？哪些個人、家庭、社會、乃至文化的因素會

影響之後的心理調適呢？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但無論東西方，探討家屬

在器官捐贈後之哀傷調適及療癒的相關文獻都付之闕如，應於補強。 
在此階段，宗教信仰的安撫功能，宗教組織的支持功能，民間特定支持團體（如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的功能，甚至受贈者的回應與態度，執行醫院的輔導功能，

都可能是重要的議題。以下我們將特別解析中西方文化傳統中死亡觀的差異，來反思

其對器官捐贈決策的可能影響。 
 
中西方文化傳統中之死亡觀 
 

在我們的文化中，死亡是一個陰影，一項禁忌，一個令人排斥的事實與議題。而

這種對死亡「不可說」的態度，透過家族成員間的傳遞，根深蒂固地左右我們的「生

命觀」，而使「死亡」這個自然、無可避免之生命過程，顯得突兀與不受歡迎（陳芳智，

1985）。而這種把問題隱藏的方式，使我們無法正面探索問題的所在，不僅沒有把問題
解決，反而會造成負面影響。所以親人過世後，社會並不允許喪親者足夠的時間哀悼，

往往認為喪禮、告別式辦完，悲傷就該告一段落，快打起精神，堅強的活下去（蘇絢

慧，2001），因為死亡是禁忌的，談論悲傷是沒有意義的。 
1.佛教的生死觀 
中國文化下的死亡觀其實和宗教有很大關連，因為不了解自己死後何去何從，所

以感到害怕，為了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人們只好透過各種方法或想像，試圖解答這類

問題（蕭志強，1998）。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應為佛教，佛教視世界為空幻，人生為
苦患，深信業報輪迴，明分此岸與彼岸，此岸（生死輪迴）充滿憂苦必須厭離，彼岸

（涅盤解脫）則為極樂世界（佛土或淨土），應該欣求（傅偉勳，1993），佛教世俗諦
也有「三世因果」、「生死輪轉」之說法（釋慧開，2002）。而佛教對於生死問題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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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可謂「生死輪迴」與「涅盤解脫」原本無二，如無生死輪迴的觀念不會欣求涅

盤解脫；如無欣求涅盤解脫的宗教需要，也就不必將世俗世間看成業報輪迴之生死大

海。因此決定同一生命歷程為生死輪迴，或涅盤解脫端看當下之一念之差、內省體驗、

智慧洞見（傅偉勳，1993）。 
佛教強調內心自省的功夫，若發自內心行功積德將可到達所謂涅盤解脫，此說對

於器官捐贈家屬有一定的安慰作用，相信親人已在極樂淨土對於哀傷調適有一定作用。 
2.儒家及道家的生死觀 
儒家倡導世俗世間的人倫道德，以孔子為首；道家強調世界一切的自然無為，以

老子為首，兩者對於有關超自然或超越性的宗教問題無甚興趣，頂多存而不論而已，

這與其他宗教顯著不同。儒家的終極目標在天命或正命的貫徹（天人合一），完全不考

慮個體死後是否不朽，視的是「社會三不朽」：「立言、立功、立德」，此為無我無心之

「硬心腸」（tough-minded）之生死觀，有別於講求個體不朽的一般宗教之「軟心腸」
（tender-minded）。道家的生死觀是基於無為之天地之道，以老子觀點視生死，則死亡
為萬事萬物自然無為的生滅循環中之小小現象，如秋天落葉般自然，應安然接受（傅

偉勳，1993）。 
雖然儒道兩家，對於死亡無多著墨，但其對傳統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與生死態度，

影響一樣深遠。儒家強調在世的修身養性，道德修行，捐贈器官對已知親人生前意願

的家屬而言，是否是一種「立功、立德」，以捐贈親人器官來成就親人之道德修行，也

間接地提昇家屬之社會地位的一種行為，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而道家之死亡如萬物自

然生滅概念，則通常在接受死亡之情緒階段過後，才能讓家屬對親人死亡釋懷。 
3.民間信仰的生死觀 
民間信仰對於死亡，並無明顯教義。到底民間信仰為何？根據瞿海源（1988）的

描述，民間信仰是指自古以來民間相承襲下來，而又受到佛教、道教和儒家影響的一

種宗教信仰型態，它是一種擴散性宗教，沒有固定教義，沒有特定神職人員，也沒有

明確的組織，它與人們生活的每一層面都有密切關聯，其強力的擴散力，滲入到人們

生活的每一層面，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幾乎很難排除它的影響。 
因為受佛、儒、道影響深遠，所以一般民眾對死亡常有如「全屍」、「死後到極樂

世界」等觀念，會影響器捐家屬的重要決策。另外，民間信仰之功利性，在器捐家屬

的決策歷程中也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為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人們最重要的關注就

是解決根本的生存問題，這是實際且功利的，也因此民間信仰一直存有濃厚之功利色

彩。其功利表現在儀式上如童乩神媒的盛行、求神問卜的普遍，讓人們在面臨生活中

的不確定時，有一個依循。 
4.基督教的生死觀 
基督教認為人有原罪，人之所以會死是因犯了罪，唯有信仰耶穌改變自己人生，

才能克服死亡獲得永生。而新生、永生之信者也會常存有信（正信基督）、有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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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有愛（以耶穌愛心為己心），跟隨耶穌基督走向光明之路（傅偉勳，1993）。因
基督教屬西方外來宗教，西方對於死亡的態度較諸於東方是開放、不避諱的，因此死

亡對信者來說應該是不陌生，甚至死亡應為得永生之必經途徑，也因此信仰基督是否

比信仰佛儒道教，更容易接受死亡及器官捐贈是值得探究的。 
綜上所述，面對親人死亡之哀傷反應可能並無文化差異，皆需經歷強烈的情緒反

應才能復原、超越。值得一提的是，東方人情感表達內斂，因此在哀傷情緒的因應上，

似乎都沒有給喪親者足夠的時間哀悼，導致喪親家屬沒有足夠的時間調適（蘇絢慧，

2001），也增加日後生活適應上的問題。在器官捐贈之決策上，西方研究著重情緒變化
的心路歷程（Sque & Payne，1996），而國內的資料偏重在描述影響捐贈決定之社會因
素，如信仰、家族意見等（器官捐贈協會，1994），此點又可看出東方社會重情感內隱，
西方社會重情感表露之差異，也因此，這樣一個重大之心理抉擇過程就該放到文化脈

絡下省思。中國文化下之個人與團體意識與器官捐贈決策之交互作用值得進一步探

討，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應置身於文化脈絡這巨觀系統來探討。無論東西方，探討器官

捐贈後家屬之哀傷調適及療癒的相關文獻都付之闕如，因此，對中國文化下的捐贈經

驗進行本土化研究不僅深具意義，也是當務之急。 
本研究將以時間脈絡為主軸，描述決策歷程中的關鍵事件、當事人的種種情緒及

心理反應等。先針對「決策前」有關資訊的取得與認知，及「決策中」的各項影響因

素、考量要點、反對聲浪等議題呈現資料分析與討論。後再針對「決策後」個人對事

件的看法、對受贈者的看法、支持團體之影響、個人的哀傷調適及社會心理需求來進

行討論。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中之「深度訪談法」收集資料。目的是了解受訪者的主觀經驗

與評價，並探索到研究者無法用表面觀察和一般的問卷調查得知的深層意涵。 
在資料的品質控制上，研究者分析完資料後，再與數位具心理、社工、醫護背景之

研究人員共同討論，力求以不同的角度觀照資料。另外，本研究除了主要訪談捐贈家屬

外，亦訪談了接觸家屬最多的醫院社工師，更訪談了受贈者，藉由不同立場、不同角度

的資料來源，期能對單一議題有更多角度之視野。 
研究者於 1999年 8月起至 2000年 1月間，共訪談了九個捐贈家庭（十四位家屬），

三位移植醫院社工師，及一位受贈者。每做完一個個案分析後，研究者會將「逐字稿」、

「個案分析報告」寄回給受訪者作確認，再以電話與受訪者溝通及澄清，以求共識。

此程序可達到 Denzin和 Lincoln（1994）所提出質性研究「確實性」、「可轉換性」、「可
靠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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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捐贈家屬 
訪談對象的選取以理論取樣為原則（theoretical sampling），也就是以理論相關的概

念（concept）為取樣基礎，先以開放（openness）為原則，隨著不同的分析階段再逐
步地補充與調整，直到達到類別間的穩定一致性（consistency），理論現象的變異性
（variation）與飽足性（saturation），以及理論的深入性（depth of focus）（劉惠琴，
2000）。因此，為求訪談資料的豐富性及多樣性，在個案的選取上以個人背景異質性大
者為主，當資料呈現已呈飽和即完成取樣。 

本研究訪談的捐贈家庭以捐贈者為主軸，捐贈者編號 D1、D2…D9（D=Donor），
不同訪談角色則以不同符號表示，如 1 號受訪者角色為父親，則以 D1f 為之，以此類
推。研究對象以意外原因而腦死者之病人家屬為主，如突發性腦出血、車禍、自殺等

病患。受訪者特性整理如表 1。 
2.醫院社工師及受贈者 
醫院社工師的選取，以器官捐贈政策差異性大（積極勸募、消極處理…）之醫院

為原則，共訪談了三位（H1、H2、H3，H=Hospital）。受贈者則為移植腎臟十年之久
之患者（R1，R=Recipient）。詳細資料請見表 2。 
 
捐贈者 
 
因受訪家屬決策經驗會受到捐贈親人之角色、年齡、死亡時間等因素影響，因此，

也將捐贈者之基本特性整理如表 3，以 D1、D2…D9（D=Donor）為之。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對捐贈家屬的訪談以時間為脈絡，讓受訪者描述關鍵事件、情緒及心理反

應等。先針對「決策前」有關資訊的取得與認知，及「決策中」的各項影響因素、考

量要點、反對聲浪等議題呈現資料分析與討論。後再針對「決策後」個人對事件的看

法，對受贈者的看法、支持團體之影響、個人的哀傷調適來進行討論。 
 

決策前與決策中 
 

1.對親人腦死之情緒反應 
因受訪者之親人皆是意外死亡，相較於慢性病死亡，受訪者之情緒反應有其特殊

性。死亡最大的哀傷在於「無可奈何」、「不能挽救」、「不能做什麼」，因此當人眼睜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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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家屬基本資料表 

 
（1）參加團體是指參加器官捐贈家屬聯誼會或器捐機構辦的輔導團體。 

 
表 2 受訪社工師、受贈者基本資料表 

 
 
表 3 捐贈者基本資料表 

 
（1）生前意願是指生前是否曾表達願意捐贈器官之意願。 

 
看見死亡攫走生命時，會產生生氣、憤怒、無力感和自責等情緒（余安邦、薛麗仙，

1999）。本研究亦發現，當被告知意外發生時，受訪者通常有幾種情緒反應：無法接受、
慌亂不安、和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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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法接受 
面對親人意外時，家屬一開始的反應多是震驚、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而看到親

人所受的苦，家屬多會不捨、傷心與難過。如受訪者 D5m的兒子是工作時，不慎從屋
頂上摔下，因聯絡時間陰錯陽差，受訪者到院時，兒子已無意識。面對最疼愛之大兒

子腦死，受訪者心痛之情溢於言表。 
 
我小兒子從潮州那邊打電話來說：「媽，把爸爸也叫去，說哥哥好像摔

得不行了」，我聽了都快昏倒了。（D5m） 
 
除了被動地等待奇蹟出現外，另一種抗拒死亡的方式是積極地尋求奇蹟，如做氣

功、祈求神明保佑，轉送更好的醫療單位，都是希望能讓奇蹟在親人身上發生。 
 
我那時想，能拖就㆒直拖，拖那麼多㆝，氣功㆒直在做，看能否㈲奇蹟

出現！（D1f） 
 
若死去親人正值青春年華又是意外死亡，又為「子女」之角色時，受訪者通常很

難接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事實，也因此情緒反應會趨於強烈。 
（2）慌亂不安 
若死去的親人是家中主要經濟支柱，那家屬在面對意外時就多了一份慌亂、不安，

害怕往後的日子不知如何過下去，這樣的情形通常出現在「妻子」的角色上。而經濟

負擔的考量也讓家屬多了一份難以啟齒的痛，擔心若由自己口中說出放棄親人來做器

官捐贈，會淪為自私、無情的代名詞，而親友適時的建議，可稍微分散受訪者需承擔

決定後的壓力及責任。 
 

我大嫂蠻理性㆞跟我說：「你考慮清楚，如果他開刀，變植物㆟，你覺得

你可以負擔的起嗎?」雖然我們沒負債，不過如果變植物㆟，我要負擔大筆的
㊩藥費，只㈲我在工作，孩子都還在唸書。那時候大兒子在急診室外面跟親

㆟說，我阿爸說㈲㆒㆝他如果不行了，不要勉強救他，他覺得這樣拖累㆟家，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做器官捐贈？我剛好不在場，我在急診室裡面，他們是在

外面決定的。（D2w） 
 
（3）罪惡感 
經過一開始的震驚後，很多人的反應即是「罪惡感」，因為意外死亡有太多未竟的

情感、話語，讓家屬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因而會產生「如果我當初…，他就不會…」

的遺憾，此為即時之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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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倒㆘去後，我慢了㈩㈤分鐘才到家，是不是我們在救他，因此延

誤送㊩？我蠻㈲罪惡感的，是不是因為我們太慢？因為我還在那邊幫他剪衣

服，幫他幹什麼，我會想如果我沒㈲把班移到㆘午不就好了嗎！（D2w） 
 
而更深一層的罪惡感是由「死亡」這個不可挽回的事實所引發延遲的罪惡感。受

訪者 F1的兒子是在工作中突然昏迷，送醫診斷為自發性腦出血。當 D1f從外地趕回來
時，兒子已陷入昏迷，沒有意識。因為 D1f 長年在外經商，和孩子情感較疏離，面對
孩子意外死亡時，他有很多的感嘆、遺憾，認為自己沒有好好盡到做父親的責任，孩子

越好越凸顯自己的不好，因而捐贈器官其實是一種彌補遺憾、罪惡感的方法。 
 

尤其是 D1很孝順，這才更讓我心痛，這孩子很乖，很孝順，心㆞很善
良。我還能做什麼！我還㈲辦法再栽培他當總統？就算我多會賺錢，或是家

㈶萬貫，他也不能起死回生，我也不能再為他做什麼，所以我才決定器官捐

贈。（D1f） 
 

D6m也有相同的遺憾，兒子騎車發生車禍導致不治，夫妻當時在外經營事業，因
而感到內疚、自責，認為自己忙於事業，對孩子疏於照顧，才會釀成這場悲劇。而捐

贈器官只是為了留住兒子，坦承是一種自私的想法。 
2.對親人腦死之因應方式 
面對親人意外死亡的因應方式有二種：一為認命接受、宿命安排，二為壓抑情緒、

重建家庭。 
（1）認命接受、宿命安排 
有些家屬教育程度不高，想法單純，認為親人的死是運氣不好，死亡是命中註定

的。他們很相信命運的安排，「宿命觀」很深，認為每人的生死早已註定，無人可改變。 
 
他做工作都會拿㆒條繩子綁在腰㆖爬㆖屋頂去，唯獨那㆒㆝沒㈲綁就摔

死了。我覺得他外面根本都沒㈲傷，他摔到㆗樞神經啦。這樣栽㆘來，栽到

前門也不會死啊，栽到腳大不了斷腳嘛，他㆒摔就不會講話了，就摔這㆒次

呀，好像不死不行㆒樣。（D5m） 
 
（2）壓抑情緒、重建家庭 
這是另一種因應方式。面對先生去世，對頓失經濟支柱的妻子而言，並無太多時

間可處理悲傷情緒，因為還有孩子要照顧，家庭責任要負擔，因此要強迫自己收拾起

悲傷，面對現實生活。接受訪談其實就是再面對這段過去，受訪者有不堪回首之感嘆。 
 

當初第㆒個要面對的就是，我怎麼去照顧這個家庭，怎麼維持這個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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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就開始做㉂助餐。沒㈲㆟比我更慘痛的，拎著㆕個孩子㆒無所㈲，我僅存

的就是㆕個孩子跟家，可以住的家而已，我完全沒㈲現㈮。要教育㆕個孩子不

容易耶，真的不容易。就是要面對啦，與其悲哀，不如重整㉂己的心嘛。說真

的，真的是不堪回首。（D7w） 
 
但當困境熬過後（如 D7w，先生已去世十年，孩子也都長大成人），如何再回頭完

成自己當初未完成的哀悼情緒，其實是很重要的。 
3.捐贈者之生前意願 
捐者生前意願有已知和未知兩種情形，對受訪者皆有不同之心理影響。 
（1）意願已知 
若死者生前意願已知，家屬在決定捐贈上會較有自信，也無太大之心理掙扎，決

定捐贈只是幫助死者完成心願，讓親人走得安心，對家屬而言只是代行遺願而已。 
 

平常他對「死」就沒㈲禁忌，就㈲器官捐贈的想法。他生前就和我講、和孩

子講，所以我覺得做這個決定，心理㆖沒㈲什麼掙扎。（D2w） 
 
（2）意願未知 
但當死者生前未曾表示捐贈之意願時，親人在決定時就會面臨一些心理壓力。這

又牽扯到代理權之合法性，有人認為此代理權是必然之結果，有人則會質疑此合法性。 
a.認同㈹理權之必然性 
多數中國的父母皆認為孩子是父母的資產，父母有權為孩子做任何安排，這是傳

統親權觀的表現。父母為孩子決定事情似乎理所當然，但妻子也認同此代理權之必然

性，則相當有趣。在中國文化下，媳婦在家中仍得依循公婆之意見，無權為先生決定

事情。但 D7w因和先生情感連密、觀念一致，且公公去世、婆婆老邁，在這樣無長輩
權威的縫隙下，媳婦才得以出頭，憑藉著和先生親密的情感，為其決定了器官捐贈，

認為兩人的觀念一致，決定器捐，先生一定會贊成。 
 

他跟我說，器官捐贈滿好的，反正爛了也爛了、丟了也丟了、走了也走了，

他說不要在意那麼多，他就這樣偶爾這樣提㆒㆘。（D7w） 
 

b.質疑㈹理權之合法性 
有的父母做了決定，但又質疑自己的代理權。探究原因，主要是受訪者與親人情

感依附不深，在未知死者意願，又沒有情感基礎做後盾時，便會擔心親人不同意，也

因而一直加強信心，告訴自己這是做好事，親人會同意的。如 D1f 在未知兒子意願的
情形下幫其做決定，即有此種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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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媽媽住在㆒起的時間較多，我長期都在外㆞做生意。…他本性善

良，又很樂於助㆟，雖然他沒㈲說過，沒㈲說出來，但他很聽我的話、很乖，

所以，冒著說…㆒方面可以救㆟，㆒方面他很聽我的話，我再為他做最後㆒

個決定，他應該不會怨我啦！我為他決定這個事情，冥冥㆗他應該會知道。

（D1f） 
 
此決定，一方面是基於對兒子的了解，一方面是基於父親可為子女做決定的權力。

但是他「以子之名，代捐贈之實」時，這兩個考量基礎皆很薄弱，且父親長年在外和

孩子並不親密，因此，父親會害怕，會去質疑這代理人的合法性，也會不斷去加強自

己的信心，來支持當初做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兒子也會同意的。 
4.器官捐贈訊息之來源 
器官捐贈的訊息來源可分為遠距傳播（如報章媒體）和近距人際傳遞（如宗教團

體、專業團體）。 
（1）遠距之媒體傳播 
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在親人器官捐贈之前，已從報章雜誌聽過「器官捐贈」的訊

息。藉由傳播媒體的輸送，確可讓民眾接收到新觀念，但「知道」是一回事，「認同」

又是另外一回事。傳播媒體的輸送屬遠距團體，一般人較無認同感，影響也較小。因

此，電視傳播只是一個起點，真正決定捐贈仍有許多背景環境在運作。 
 

他過世前大概㆒個多㈪，在電視㆖看到㆒個㆗風病㆟，走路滿那個的，

他就跟兒子說：「阿爸如果怎樣，你阿母可能會捨不得，你們都懂事了，你

們都要會做這個決定!」（D2w） 
 
受訪者 D2w之丈夫，其實已預知妻子可能會因情緒而暫時失能，因此將決策之權

力下放給大兒子，顯見其捐贈心意之強。而在實際情況中，兒子也的確是主要決定者，

這也可看出家庭中權力之運作。 
（2）近距之㆟際傳播 
人際傳遞是近距離的團體，一般人較易有認同感，而團體內和團體外（社工師）

的影響同等重要。 
a.㊪教團體（內團體） 
受訪者中有兩位為基督徒，宗教信仰中對器官捐贈的觀念，便直接影響了受訪者

的意願。受訪者 D2w和先生是好幾代之基督徒，而 D3h雖未受洗，但孩子皆已成為基
督徒，因此和基督教接觸頻繁。在這樣的宗教背景下，信仰的力量遠比媒體的影響來

得大。 
 

平常基於㊪教信仰，他就常常跟別㆟講器官捐贈，也常常跟我們講。（D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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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專業團體（外團體） 
專業團體是指提供器捐訊息的專業機構，如醫院社工師。受訪者 D1f 強調是因社

工師勸募才願意捐贈的，這樣的回答可能是受訪者逃避決策責任的說法，因其正承受

著決策後不被認可，得不到他人支持的壓力。 
 
事實㆖，還是㈳服課㆒再㆞勸說，你們當時對我們這方面的鼓勵、開導，

才會去參考啦！不然就…啊，就算了啦！（D1f） 
 
是否被勸募成功（非主動提出願意捐贈）的家屬容易後悔？針對此點，受訪的社

工師 （H3）表示確曾有家屬寫信、打電話去抱怨，而社工師也曾提出建議，但對方不
願接受。最後，受贈者同意和家屬做書信往來，家屬才不再抱怨。社工師認為家屬只

是發洩情緒，而以心理學角度來看，「決策」就是從兩個或兩個以上之方案選擇一個去

執行，決策者對於未選擇之其他方案，永遠覺得最好，因而容易產生後悔情緒。此時，

決策者會希望得到社會支持及肯定，尋求一種「社會認證」。若無法得到肯定、支持，

甚或遭致反對，便會產生自責、自疑、緊張、焦慮之情緒，也會尋求管道發洩，這也

正是 H3所說的「發洩情緒」。 
5.決策者之特性 
由訪談資料中可發現，器官捐贈幾乎都是群體決策，有時邊陲家庭成員的影響力

還大過核心成員，權力分配也不平均。 
（1）群體決策之㈵性 
在決定捐贈時，大多數受訪者皆表示是家人共同討論出來的結果，較少為個人決策。 

 
這件事情我和他們（其他家㆟）討論過，她們也認為既然都這樣了，把

㈲用的東西留在世㆖去救㆟很好。（D1f） 
 
在中國文化中，個人非常社會取向，自我並不彰顯，為求和諧會隱藏自我意識（楊

國樞，1988），因此家庭（而非個人）才是一個決策單位。況且，群體決策又可分散風
險，減輕決策後所需承擔的責任與壓力，使個人更能因應壓力事件。 

（2）邊陲成員之影響 
有時決策者不見得是核心家庭的成員，邊陲家庭成員的意見反而有重大影響，甚

至可能成為關鍵決策者。如受訪者 D3h在做決策時，雖已獲得核心家庭成員之同意，
但仍希望再獲得長輩（邊陲成員）之認可，以求心安理得。 

 
我和我孩子都同意，但考慮後，我還是打電話給我丈㆟徵求他的同意。

我丈㆟是很民主，而她（妻子）生前也㈲這個意願，要不然我會擔心他們老

㆒輩的㆟觀念㆖比較不能接受。如果你沒讓他處理，直接為她辦捐贈，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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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會比較不平衡。（D3h） 
 
此處可看出中國家庭是延伸家庭，不只有核心家庭的成員，尚包含其他的親戚朋

友。面臨重大決策時，會有很多非核心家庭者出面參與，形成群體決策。另一方面，

多些關鍵人物做決策，也可分擔決策的風險，減輕決策者的心理壓力，形同群體決策

之現實。 
（3）權力分配之不均 
由決策過程中可看出主要決策者幾乎是長輩，而且以男性為主，顯見中國家庭重

男輕女的現象。傳統父權觀念下，男性才有決策權，女性的意見不具影響力。因此，

決策者為父親、丈夫或大哥，其承受的壓力也會較大；女性也有可能因此逃避了決策

後的責任與壓力。 
媳婦也一直是被排除在權力核心外之角色，若公婆尚在，決定權就輪不到媳婦。

例如，雖然簽同意書捐贈先生器官之第一順位為配偶（D5w），但事實上是父母先同意，
再叫媳婦去簽的。身為媳婦在家中並無決策權，就算本身的同意捐贈，怕引起公婆不

滿，也不敢說。只有在公婆同意下，才能代表全家人簽同意書。 
 

我們父母都同意了，才要她簽的，我們（公婆）是同意了叫她（媳婦）

簽的。（D5f） 
我不講出來誰都不敢在我面前說要把他捐出去，誰敢講，那麼多㆝她（指

媳婦）都不敢跟我講。（D5m） 
我那時心想該怎麼開口？萬㆒我講了她會不會罵我，說你這個媳婦怎麼

心肝那麼毒？那是我兒子，你的心腸那麼毒！（D5w） 
 
由此可看出父母認為自己才有權為孩子做決定，就算妻子也無權決定，傳統親權

觀之強悍表現無遺，媳婦角色之無權也明白呈現。 
6.親友的反對 
決策過程兩極化，有遭受親友嚴重反對的，也有親友皆同意的，形成鮮明的對比。

反對者較多是民間信仰的親友，因全屍的觀念，認為捐贈器官是狠心、無情的代名詞。 
 
我媽媽的㆒些朋友是民間信仰，我們捐了之後，他們比較不諒解，所以

我們㉂己也覺得蠻㈲壓力的。他們會說這㆔個小孩子怎麼這麼狠心，所以我

們是面臨多重壓力，㆒是親㆟突然㆞走，㆒是外面的㆒些壓力，說你怎麼會

捐器官，這麼狠心，其實那種難過是最煎熬的。（D3s） 
 
有人甚至使用一些強烈的字眼，如「都是要錢的」、「分屍」來表達對器捐之不認

同。家屬在得不到親友的支持，受贈者又沒有回應的情況下，對當初的決策便會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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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悔之意。 
 

說不定㈳會㆖㈲些㆟還會認為：他們㆒定是為了錢，才會讓㆟割肉塊（取

器官）；不然，就是會說：可能是沒㈲錢埋葬他啦！不然怎麼會這樣，每個

㆟嘛都要留全屍。（D1f） 
 
面對持反對意見之親友，有的家屬採取迂迴溝通的方式來化解衝突，也有人不對

批評做任何回應，以避免自己受到二度傷害，更有受訪者表示不在乎親友的想法，認

為決定權在自己，親友無權干涉，箇中差異則反映了每個家庭的特殊性。 
7.宗教的影響 
從訪談中可看到，決策過程中宗教可能是阻礙，也可能是推動的力量，而在宗教

的推動性上又可看到教義的理性與社會支持的感性。 
（1）㊪教的阻礙性 
民間信仰是一種生活實踐，它沒有一個系統化的教義說本，即使有，大多數的信

徒也不甚了解，只有一些朦朧的概念 ，如「全屍」的重要性，及習以為常的祭典儀式
在生活中實踐。然，正因「全屍」等觀念的影響，民間信仰對器官捐贈多是阻礙的力

量，民間信仰的受訪者也較易受到這些傳統觀念的阻礙或壓力，而影響其當初的決策

或決策後的社會支持。 
雖然有的受訪者認為以當時混亂的心情，實在無從考慮到宗教因素對捐贈的意

義，但傳統的民間信仰仍不自覺卻深刻地影響著他們，受訪者多有「全屍」的觀念，

希望捐贈後，親人的外型仍會恢復原狀，以為全屍的表現。 
 

㊪教信仰是這樣子的啦，我㈲㆒種輪迴的觀念，但我當時並無思考那麼

多啦！我也了解，到最後，㊩生只是把東西拿起來，外型還是會弄好的。

（D1f） 
 
而佛教信仰的受訪者也認為宗教信仰中確有阻礙器官捐贈的觀念（如「全屍」），

而他們願意捐贈器官，即是排除了此種阻礙，不認同此種觀念的表現。 
 
我們對器官捐贈不會排斥，不會覺得要㈲全屍，我們覺得捐贈器官反而

對我們是㆒種幫助，讓他走的很㈲意義，走的很㈲尊嚴。因為我覺得，用㈯

葬的話不是都被蟲咬，整個都腐爛掉了嗎？㈫化的話，燒出來變成㆒把灰

了，都沒㈲了嘛？現在㈳會跟以前不同了，大家要跟著時㈹走，總不能老是

守著舊的觀念，舊的觀念我們不會全盤接受。（D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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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傳統信仰（民間、佛教）對個人日常生活的介入並不深，某些觀念卻

會阻礙器官捐贈的推行，而這些觀念已然根植於民眾心中，改變並非易事。 
（2）㊪教之推動性 
a.教義之理性 
雖然大多數佛教受訪者，皆表示宗教有阻礙器捐之因子（如全屍觀），但一位身為

慈濟委員（佛教團體）之受訪者卻表示，佛教教義中其實也有贊成器官捐贈的闡述。

她表示全屍觀僅適用於一般人（沒有全屍會下地獄），而捐贈器官是救人，當然不在此

限。民間認為人死後八小時不能動，怕死者有牽掛，同樣也不適用於捐贈器官者。總

而言之，有的家屬認為佛教教義其實還是贊同器官捐贈的。 
 

證嚴法師的靜思語裡面㈲㆒篇㊢到，㆟家問：「聽說㆟死了要保全屍不

要移動，那如果㆟家做器官捐贈的話就不能保全屍了…」又㈲講『如果沒㈲

保全屍的會容易㆘㆞獄』，證嚴法師就反問說：「你聽說過救㆟的㆟會㆘㆞獄

嗎？」，你在世㆖臨終還救了㆟，閻羅王也不可能讓你㆘㆞獄。（D5m） 
 
相對於大部分人皆不甚了解佛教的教義，基督教徒對教義的說明就明確多了。基

督教義的死亡觀使教徒們相信人死後可復活，重點在靈魂的永生，身體只是軀殼，因

此他們認為器官捐贈是死亡中的一個過程。 
 
因為基督教覺得身體是神賜的，是神祂給我們的，我們死後㆖㆝堂也只㈲

靈魂去，身體只是個臭皮囊而已，如果你沒㈲捐的話，幾㆝後也是腐爛掉，反

而這樣子，做㆒些㈲意義的事情會彰顯生命。（D3s） 
 
b.㈳會支持之感性 
在捐贈後，有些受訪者參與的佛教團體會給予相當多的情緒支持，慈濟即為一有

組織之佛教團體，信徒對其信仰的認同及生活實踐不亞於基督教信仰，也因此宗教團

體在此提供了不少的社會支持。 
 

慈濟那個某某小姐每㆒次來，都勸我說：X媽媽妳不要哭，你哭妳兒子
會離不開，這沒㈲好處，我才慢慢的走出來。（D5m） 
 
另一個明顯提供社會支持的信仰為基督教。在決策後，由信仰中得到的社會支持，

是幫助受訪者調適哀傷的一個重要力量，此與傳統民間信仰大大不同。 
 
屍體放在家裡時，教會的弟兄姐妹幾乎每㆝都來安慰我們，但在我們那些民

間信仰的親友就蠻忌諱的，他們覺得不祥，會怕什麼的。所以㆒些民間信仰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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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沒㈲來，常來的反而都是教會的弟兄。（D3h） 
 
基督教在台灣算是外來宗教，這樣一個少數宗教要在一個陌生環境生存下去，又

要增加成員對宗教團體的認同感，必要之務即為增加團體凝聚力，藉由一些介入日常

生活的嚴謹教條（如：週日做禮拜等），來提高團體共識。介入生活作息愈多，教徒就

越能凝聚內團體力量，以別於外團體成員，如此一來，團體提供給教徒的社會支持就

越強。在本研究中，基督教有別於一般民間信仰的最重要差異即在社會支持的強弱。 
8.醫療的角色 
有的受訪者對第一線非移植醫院有些抱怨，認為醫院器捐處理過程緩慢、通報系

統不周延，造成時間延誤。但大部份受訪者對第二線移植醫院的處理態度，皆表示滿

意。醫院所提供的加強性服務，即安撫家屬情緒之額外服務，如紙條卡片等，顯示了

醫院處理的人性化，對家屬心理的影響更大。 
 
那個加護病房的 X 督導說：好你們先出去，我們幫他處理好後，再請

你們進去。不久，就送㆒張紙條出來說：「雖然我不認識你，但是請你放心；

雖然你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你信的主會保護、保佑你，讓你平靜㆞走過這

㆒段。謝謝你做器捐，但我們還是會努力㆞救他」。那時候我滿感謝的，覺

得滿安心的。（D2w） 
 
而在看到親人被處理得很完善時，受訪者心中的緊張、焦慮情緒，也因著病床上

安詳的親人慢慢紓緩下來。 
 

他進加護病房後，我就比較不那麼激動，因為他很祥和，就和平常睡覺

㆒樣，就很安詳㆞躺在那邊，跟他平常的脾氣、平常的性格㆒樣，什麼大事

都干擾不了他，就是那種感覺。（D2w） 
 
一般若家屬同意器捐，移植醫院皆有專人協助家屬，此應為基本之常規服務，但

因為從頭到尾有專人陪伴家屬，讓受訪者當時混亂不安的情緒，得以紓減，也達到情

緒安撫之效果。 
 
他們處理的怎麼樣我是不了解，但㈲㆟從頭㉃尾都和我們接洽，安慰我

們，幫我做安排，我們就覺的很好了，要不然，我們對這個也是外行啊。（D9f） 
 
受訪者也很感激醫院讓他們不限時間在加護病房內陪伴親人。以D5m來說，捐者

是受訪者最疼愛的孩子，但受訪者到院時捐者已無意識，未能和孩子說最後一句話，

是她心中永遠的遺憾。但院方讓她全程陪伴兒子走完人生最後的一段路，又滿足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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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額外需求（找牧師），讓她對院方之處理態度甚為感激，心中也有萬分的安慰。 
 

Y院這㆒點做得太好了，本來加護病房是㈲時間性的嘛！但讓我們家屬
㉂己在那邊陪伴 D5，只要你不講話什麼時候都可以去。像我㊛婿他們教會
的叫牧師來給他（D5）禱告，Y 院幫我們做，因為我㊛婿他們在台北的牧
師不可能來這裡。（D5m） 

 
決策後 
 

1.如何看待此經驗 
依兩個方面來探討，一是針對捐者，受訪者認為器官捐贈可增加親人功德、避免

受苦，提高個人價值，利盡其器、物盡其用，遵從信仰、順應遺願；二是針對家屬，

則是親人部份尚在人世，可提高家庭社會地位，因果循環、善有善報。 
（1）捐者部份 
a.增加功德、避免受苦 
捐贈器官，是為了讓親人在死後的世界不用受苦。這是家屬能再為親人做的最後

一點事，也有點是補償作用、彌補罪孽。這樣的想法，通常是反應在親人的死亡是，

社會禁忌下的死亡，亦即這種死亡是不光彩的、自己造成的。如：與人衝突互毆致死、

自殺等（D8、D9）。親人造成的罪孽，家屬擔心其在死後世界會受懲罰，因此器官捐
贈可讓家屬相信：如此大之善行，應可抵生前之過。讓親人能在死後世界過的更好。 

 
這個㈦少年㈧少年（台語），這（種）死哦，算起來是夭壽死的就對了，

爸爸媽媽還在啊，（所以）捐㆒個器官哦，捐給那個需要的㆟，他那麼年輕，

整個器官都是好的啊，現在捐給別㆟，看能不能多救幾個，可以讓他哦，看

死了之後比較不用在那裡（死後世界）受苦，就是等於說讓他做㆒個功德就

對了。（D9f） 
 
b.提高個㆟㉂我價值 
有提高捐者個人價值想法之家屬，其親人之死亡方式也如上述是社會禁忌之死。

D8是跳樓致死，大哥認為小弟年紀輕輕，對社會也沒什麼貢獻，因此捐贈器官可對社
會有所貢獻，而捐贈角膜又不會大範圍破壞遺體，因此可接受角膜捐贈，也認為這樣

的捐贈可提高親人之個人價值。 
 
我認為他㆓㈩多歲，對㈳會也沒啥貢獻啊，你說㆟往生之後，燒㆒燒㈫

化之後就什麼都沒了，如果說可以用的東西，捐出去不是可以幫助（別）㆟

嗎？因為你器官捐贈眼角膜，他不會把整個眼睛挖掉，只是把那個角膜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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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而已，主要說不要㈲整體㆖的破壞，不要說（破壞）太大，家屬方面能

夠接受就行了。（D8b） 
 

c.利盡其器、物盡其用 
另一種對器官捐贈的看法是，「物盡其用、利盡其器」的觀念，強調捐贈是為了怕

浪費，反正人死了也不用器官了，就給別人用好了。 
 

我最主要就是說，就想說「物盡其用，利盡其器」嘛，啊，這東西好的

還可以用妳非丟…丟掉他不可，哦，我是站在㆒個說…東西可以用，妳就㈲

捨必㈲得嘛，所以我…我捨掉去救㆟家。（D7w） 
 

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一種社會期待的回答，以D7w來看，妻子把自己抽離出情感層
面，以純理性的角度來談論此事，是在防衛自己真正的情感流露，因為先生驟逝，能

有時間情緒療傷簡直是一種奢侈，當務之急是照顧孩子，扛起家庭責任，所以這樣的

說法，是強迫自己抽離情感層面的說法。 
d.遵從信仰、順應遺願 
因宗教信仰的影響，親人早在生前就一直向家人談及死後捐贈乙事，也因如此，

認為器官捐贈只是遵從自己的信仰，施行親人的遺願罷了。 
 
基於㊪教信仰，他就常常跟別㆟講（器官捐贈），也常常跟我們（家㆟）

講。那別㆟都說：「哎呀！㆟還沒死就在說這個」。不過也會說：「這個 XX沒
禁沒。」啊我們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所以他都沒禁忌，他會說㈲㆒㆝

如果他怎麼了，他的器官能用的就拿去給別㆟用。（D2w） 
 
D2w和先生皆是虔誠基督徒，而先生生前之明確意願表示，D2w本身宗教信仰之

支持，讓決定捐贈毫無後悔，也無心理壓力。 
（2）家屬部份 
a.親㆟部份尚在㆟間 
有受訪者認為親人並未死去，藉由器官捐贈，將他的部份保留下來，他的希望也

並未完全放棄，只是換另一種方式去希望。 
 

器官捐贈完以後，這幾年來這樣去思考，其實想想做得也蠻對的，這樣

也不會怎麼樣嘛，對埋在㈯裡跟㈫葬完以後，你保存㆒個全屍給他走（也不

見得比較好過），就是說你處理完以後你不會去想，反而還更㈲㆒個希望就

是說，最起碼他的心還在跳，最起碼他還㈲㆒個東西還在㆟世間，而且那種

感受就會覺得說，你看現在他的某種東西，比如說他的心、他的肺、他的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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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還在㆟世間，還在供應㆟家㆟體㆖的功能，他還提供㆟家來延續生

命，其實這些你把它㆒直想，心態㆖會蠻安慰的，蠻好過的（D5m） 
 
人既然無法存活了，器官捐贈可以延續生命，而這也是留住親人在世上的一種方

式，這樣的想法會讓受訪者覺得很安慰，也認為自己為親人做了一件對的事。 
另一位受訪者，D6m更坦白指出，當初捐贈器官的動機是自私的，是為了留住兒

子。他們不願面對兒子就此離去的事實，想盡辦法要用任何方式留下兒子，不管是用

錢或任何手段，因此夫妻選擇器官捐贈將兒子的器官留下來。對D6m來說，決定捐贈
其實是自私的想法，沒想過要救治別人，只想到這是把兒子留下的唯一方法。 

b.提高家庭㈳會㆞位 
而有的受訪者認為器官捐贈讓親人走的很有尊嚴，讓家人活的很有尊嚴，似乎親

人捐贈器官提高了整個家庭的社會地位，因此，親人走的很有意義，家人也活的更有

尊嚴。 
 

大多數的㆟會很尊敬我們這樣的家庭，很欽偑我太太說我們幫她辦這個

（器官捐贈），現在建堂就是這樣，也是那些牧師啊，還㈲長老來要成立㆒

個紀念圖書館，算說我太太捐器官付出的那個心，教會也要做紀念圖書館，

用我太太的㈴稱㆘去漸漸（去推廣），用教會推動是比較快啦。（D3h） 
 

c.因果循環、善㈲善報 
有的受訪者會認為親人捐贈器官，保佑了家人之平安，因此，慶幸當初做了好事，

雖然也曾遭到親友之不認同，但家人間的彼此支持，讓受訪者更堅強。以受訪者D5f、
D5m來看，D5f曾中風，後來透過當初移植親人器官的醫生，器捐協會主任的協助，才
能很快治療好，D5m因而認為，當初若非孩子捐贈器官，認識這些人，也許父親就因
此一病不起，甚至往生。 

 
母：榮總就跟我講說他（父親）是㆗風，那㆗風也沒㈲病床住㊩院呀，

他也沒㈲仔細的照腦波也不知道㈲這麼嚴重啊，那個主任他就看㆒看開㆒個

單子叫我們到樓㆖去安排照那個片子，結果就安排㈨㈪㈩㆕號，你說㆗風怎

麼到㈨㈪㈩㆕號才要給我們照這個腦（當㆝為 9／3），怎麼對呢？我就打電
話給 XX（器捐㈿會主任），兒子和 XX 去辦，就㆒個多鐘頭什麼超音波也
照、腦波也照，…（要是）那時候 D5沒㈲捐出去，沒㈲ XX這麼熱心，我
根本都不知道事情嚴重性，我也不會直接去找X主任（移植D5的㊩師），（那）
後果妳（絕對）不敢想，妳怎麼知道呢？你要會㆗風早就㆗走了，㈩㆕號我

們都出院了，妳看我們去手續辦好㆒個多鐘頭超音波…什麼通通照好了，才

知道你的病症在那裡，所以我們這㊩的很快呀，要沒㈲ D5做好事，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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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根本（沒這麼順利）。 
父：不是迷信，好㆟還是㈲好報，我說（這是）現世報，做㆟要（做好）。

（D5m、D5f） 
 
因此認為親人做了捐贈，好人有好報，保佑了其他家人的平安，也認為這是現世

報，做好事還是有善報的。 
 
2.和受贈者接觸之意願 
在問及與受贈者接觸經驗及對受贈者看法時，受訪者有兩極化之反應，（1）希望

有回音。但此部份又分為兩種情形：a.積極性探知，b.消極性獲知；（2）不希望有回音。
原因為：a.怕自己無法擺脫親人死亡的陰影，b.怕觸景傷情，c.避免別人認為其為有目
的之捐贈；（3）另一種反應是矛盾情結的存在。此處也引用一位腎臟受贈者及一位社
工師對此事之看法。 

（1）希望㈲回音 
大部分受訪者皆希望有受贈者回應，因為見到受贈者如同見到親人，想要有受贈

者回應，其實只是想知道他們的「親人」是否仍安好。 
a.積極性探知 
因此，有的受訪者會透過各種方法，主動探知受贈者消息。如D1f，以寫信、打電

話等方式來了解受贈者之狀況。 
 

我也是會主動寄信去台北，給那間 XX㊩院，那個㈳服部的小姐，我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對方什麼㈴字，我說，我是什麼時候捐贈的，㈹表我說，轉

達對他的關懷、㈷福；㈲時候，我也會打電話去（問），（受贈者）現在如何，

麻煩你跟他說。（D1f） 
 
但大部分的受訪者皆無全部受贈者（有少數之受贈者有回應）之回音，因此皆有

些失望，甚至對於將受訪者視為會敲詐別人的壞人，而有些憤怒的情緒。如 D1f 即認
為社會對待受訪者不公平，付出那麼大之代價，卻沒有得到基本之尊重，因此感到憤

怒與失望。 
 

這個㈳會非常非常的不公平，捐贈者付出了那麼大的㈹價，（但）受捐

贈者連㆒點點的回應都沒㈲，我不是說希望說得到他的錢，（但）你再起碼，

他（捐贈者）要往生，你應該嘛要去探聽㆒㆘說，他何時要出殯？你沒辦法

去，你應該要㈲㆒個親屬，去站在遠遠的㆞方，跟這位捐贈者說，行個禮，

因為，㈲你的捐贈，我的親屬可以重見㆝㈰，結果，使㆟很失望（哽咽靜默）。

（D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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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這樣的想法，對受贈者其實已是一種壓力，雖然受訪者不會要求實質（金

錢上）的回饋，但情感上的回饋也是對對方的一種壓力。因此，匿名回饋（不讓雙方

知道對方為誰），可能對受贈者的壓力較小，對捐贈家屬而言，也可減少情感轉移之不

理性想法。 
b.消極性獲知 
大部分的受訪者，皆對受贈者持消極態度，若能得知消息最好，但若無法得知也

無所謂。對於受贈者採消極性獲知的受訪者，雖然部份受贈者有來聯繫，但對於沒有

聯繫的受贈者也不會主動去探知，只是覺得有些遺憾罷了！ 
 

他們主動來跟我們聯絡，像高雄那個（受贈者）很歡迎我們到他們家，

可是我們沒㈲到過他們家啦，因為我們想說怕（給對方壓力），（我們）最大

的盼望是知道受贈者㈲沒㈲健康？還是說住在哪裡？是捐給㊚生還是㊛

生？是想了解而已啦，因為大家只要㈲簽捐贈器官的㆟就不會要求什麼回報

啦，其實我們只是想要知道他們過得好不好而已，可是說現今在台灣㈳會裡

面㈲㆒些糾紛啦，怕說我們跟他們要錢（或）怎麼樣，他們也都不會（來跟

我們聯絡），這是覺得也蠻遺憾的啦．這是㆒個小遺憾。（D3h） 
 
這麼多的受訪者皆希望有受贈者回音，那受贈者對於捐贈家屬的心態到底是怎樣

的呢？針對此，研究者訪談了一位腎臟受贈者，他表示剛移植完腎臟時，生活品質大

大改善，心中因而有強烈的感激之情，想知道捐贈者到底為誰？甚至想捐一筆錢給捐

贈家屬，表達對捐者的感謝。但醫師的立場，不贊成受贈者和家屬有所接觸，怕引起

受贈者麻煩。因此，醫師的態度影響了受贈者與捐贈家屬的聯繫契機。 
 
當初我們換（完腎）之後，我們很感激，所以想知道捐贈者是誰，那前

幾年要去相認的心態很強烈，因為洗腎洗了很久，好不容易換到㆒個腎臟，

你會覺得說，生活真的是㆝壤之別啦，感激的心態很強烈，就是會很想跟對

方見面，甚㉃會想要去捐㆒筆錢給對方家屬，但是㊩師他們㈲㊩院方面的考

量，他就跟我們分析最好不要讓捐贈者知道，可能會㈲㆒些麻煩，所以㊩生

沒㈲告訴我們，我們也沒㈲辦法查啊。（R1） 
 
而除了醫師的反對外，身邊也有一些朋友（同是受贈者），表達了和捐贈家屬相認

後的一些壓力，因為家屬會對受贈者有所期待，也因此，R1想見面的心就越來越淡。 
 

當初我是很希望能夠知道（捐者為誰）的，剛開始那個期盼很強烈，很

想知道到底是誰捐給我，（但）㆒段時間以後可能也是因為聽了別㆟說了㆒

些例子，因為像 XX（另㆒位受贈者）就好，說實在 XX跟我說了很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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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很大的壓力呀，因為捐贈家屬他們來的時候㆒定會找他呀，或是㈲什

麼活動他㆒定要出面，變成反而是造成 XX 他㈲壓力，所以說看了、聽了這
麼多以後，變成想見面那個心態反而慢慢㆞就淡掉了。XX 也是跟我說其實
他也㈲他的壓力，那不過沒㈲辦法，總是受㆟家恩情在那邊，不出面就不行

呀。（R1） 
 
（2）不希望㈲回音 
a.擺脫陰影 
有位受訪者不希望有其他受贈者的回應或消息。她曾接獲心臟受贈者的來信，對

方希望能幫捐贈者在寺廟內點光明燈，需要知道他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家屬有些猶

豫要不要告訴對方，畢竟宗教信仰的不同（受訪者為基督教信仰），且受贈者的動機她

也不完全了解（民間信仰有一說是接受別人心臟，需做法事祛除原器官者的靈魂，以

免影響接受者之精神），因此會有擔心害怕，所以，這是宗教區隔造成的擔心害怕。 
b.觸景傷情 
在提及對受贈者看法時，有家屬表示不希望和其有所接觸，因為會觸景傷情，就

像又看到死去的親人一樣。 
 
其實哦，我心理㈲時候會想說到底捐給誰，啊如果再想㆒想哦，你知道又

怎麼樣，雖然這個受贈者他之前看不到，對不對？他現在已經看的到（親㆟捐

贈的是眼角膜，可是你看到他的時候，你心理會㈲㆒點感傷啦（㈲點語帶哽

咽），就會想到說那就是㉂己弟弟的。（D8b） 
 

c.避免嫌疑 
有受訪表示是怕別人認為其為有目的之捐贈，才不希望受贈者相認。因此受贈者

沒有和其聯絡，受訪者也不想要知道受贈者消息。以 D9f 而言，即為此種情況，但也
可能是因親人去世還不到一年，受訪者仍沈溺在哀傷情緒中，因此尚無思考到此事。 

 
我也沒㈲要知道（受贈者消息）啦，要不然等㆒㆘㆟家就想說，捐㆒㆘而已，

你就㈲的沒的㆒大堆，我們就不要（這樣子）啦，我們知道，我兒子這樣捐出去，

他㆒個死救了許多個，這樣我就好了…（D9f） 
 

（3）矛盾情結 
對於受贈者，受訪者常會有矛盾的情緒出現。依受訪者D3s所述，他先是理性的分

化母親和受贈者仍是兩個不同的個體「他們的確㈲接受過我媽媽的情啦，可是他還是

他啦」（D3s），但又感性地表達自己很想依偎在受贈者的身上傾聽器官的跳動，這種強
烈的情感黏結及表述，在東方文化是少見的，除可看出思念母親之深外，也可看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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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在理性與感性中擺盪不已，但這種矛盾是可共存的。其將此兩種情緒調配的很好，

某些場合出現理性，但某些場合有可表現感性，兩者是可並存的。 
 
像即使是我媽媽的腎臟也會覺得跟我們很親，就像它（腎臟）是我們家的

㆒樣，像那個X先生（腎臟受贈者）來啊，其實我會想躺在他的肚子㆖，會㈲
那種衝動，因為覺得那是我媽媽的腎臟，想要看它跳得好不好這樣子，不過我

是不會這麼做啦，只是覺得很親、很親啦！所以只是想知道說其他這㆕個親㆟

啦，看看他們過得好不好。（D3s） 
 
另外有受訪者一方面很理性地表達能體諒受贈者不想見面的難處，另一方面又很

情緒性地表示無法接受受贈者毫無回應的行為。D1f即有此種情緒，有位受贈者曾南下
為捐者上香，並包了一份奠儀，但卻讓D1f有買賣器官之感。 

 
當時來（㆖香），當然事先是不敢表明他們是（誰），他們是說受（受者

家屬）委託來的，我心理㆖知道說，受贈者㈲時候會怕，他㈰後會受到什麼

（捐贈）家屬的勒索，或是怎樣怎樣，他們可能㈲他們的立場，怕說以後我

們會對他㈲什麼樣的囉唆、麻煩啦！這我可以體諒啦；但這樣變成說，好像

（停頓、思索如何表達）這種的捐贈器官，好像變成是㆒種買賣，啊你東西

我已經買了，我㈰後又不必對你怎樣，喔好像說，（我）㈲㆒點的心理㆖的㆒

些不平坦，啊我（受者）就已經用錢跟你買了，你還要怎樣。（D1f） 
 
買賣器官的進一步解讀，表面上是一種侮辱，但深層的心理是D1f無法抓住兒子，

賣了就無法抓住，所以，才對受贈者此種行為，反而有不適感，也表示對兒子還是有

份難以割捨的依戀。 
根據研究者再訪談醫院社工師，社工師表示受贈者包白包有時是為求心理上之安

慰，也有可能是不想欠捐贈家屬人情而有的舉動。對於這樣的行為，社工師表示是受

贈者自己意思，上香也是受贈者自己意思，只是社工師會先為其做篩檢，看捐者家屬

的狀況是否適合受贈者見面，其實皆是受贈者自行為之。而院方立場是不予以反對，

也不主動介入。 
 
問：因為我曉得你們這邊都會讓受贈者的家屬㆘來（㆖香）？ 
答：不㆒定，那個是受贈者的家屬他們㉂己要求，他們會主動要求，那

我會大概評估㆒㆘，初步大概很簡單的看㆒㆘，如果說可以的話，我會告訴

他們，然後讓他們㆘去，去鞠個躬。 
問：因為我㈲聽過你們那邊的受贈者家屬㆘來好像㈲包給捐贈家屬白包

是吧，那是他們㉂己的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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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倒是覺得這個東西就讓他們㉂己（去決定），我想那個東西我們

不必介入。我跟他們講說這種東西我們絕對不干涉，（那是）他們（受贈者）

㉂己的意思呀，因為㈲些家屬，我這邊我是碰過蠻多他們會希望㈲㆒個奠儀

過去，他們會覺得安心，這個對受贈者也是㆒個（安慰）。但是我們不會刻

意，我們不會去講說你要包奠儀。其實我是覺得說 BY CASE，看他們的㆒
個意願啦，那我是覺得說我們的做法當然也要小心㆒些狀況啦，但是㈲些東

西過於堅持的話，我倒是覺得不必要啦。（H3） 
 
由此看來，捐受雙方接觸，對受贈者來說是還人情，對捐贈家屬來說卻也不見得

是好事，D1f憤怒其他受贈者沒有回應，而唯一一位有回應的，也讓他感覺不好，所以，
D1f在意的其實不是受贈者到底有沒有回應，而是藉由受贈者再讓他重新「抓住親人」，
抓住對親人的依戀。 

3.聯誼（輔導）團體之影響 
受訪者參加過的團體有兩種，一為器捐家屬聯誼團體，一為器捐協會辦的專業輔

導團體。受訪者有可能皆參加過兩種團體活動（因兩種對象皆為捐贈家屬），因此此處

不區分哪一種團體造成的影響，以免失之偏頗，只統括來看團體對受訪者造成的影響。

團體之影響，有說服溝通、情緒擴散、協助他人、社會支持及消除壓力。 
（1）說服溝通 
有參加捐贈家屬聯誼會的受訪者，皆易有相同之反應（想知道受贈者回音），亦即

在參加團體前，原本對受贈者無特殊想法，但參加團體後，聽到團體內相同經驗家屬

的心聲，而獲得新的觀念、認知，也同感：為何自己的受贈者也沒有回音，不知感恩，

此為一種說服溝通作用，D1f即為明顯例子。 
 

因為我們參加捐贈者聯誼會，幾乎所㈲參加的㆟都㈲㆒點的埋怨，這點

的埋怨，應該前幾期（捐贈㈿會會刊）㈲訪問過我，而且叫我投稿，我也㈲

投稿過，嘛都㈲刊出來；我㈲寄好幾本我㊢的（會刊），㈲㆒次是我㆖台去

講的（講稿），還㈲㆒次是叫我寄㆒張稿去，還㈲寄稿費給我；這文章內，

我都㈲提起這碼子事，出去（參加聯誼會）後，所㈲的捐贈者，大家嘛都是

這個心態。所以說，在我們那個聯誼會裡面，很多的家屬都是這樣的心聲。

（D1f） 
 
究竟是團體影響D1f讓他有獲知回音的渴望，或是D1f影響團體成員；孰為因果，

已不得而知，但可以確認的是，團體之影響力已逐漸在社會中渲染開來，也有越來越

多人會去注意到家屬之另一層需求。 
（2）情緒擴散 
因團體內皆是相同經驗之家屬，而有的受贈者皆有來回應捐贈家屬，但有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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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歧異造成某些家屬不滿，不滿親人的受贈者不知感恩，別人的受贈者皆有回應，

為何自己的沒有，因而讓她感到失望又憤怒。此為一種情緒擴散作用。 
 
很多㊩生說不給家屬相認，事實㆖不對，㈲的家屬會去敲㆟家竹槓，可是

你去簽的時候你㉂己㉂願，誰都不能去敲，敲了會犯法也可以這樣填呀，我們

就這樣聯誼會很多（家屬㈲相同心聲）…，他捐了以後，㆟家㈤個、幾個（受

贈者）通通來認，他們㆒家不是很好？不是每㆒個捐贈者都是要錢，像我兒子

死了，㈲哪個器官那個㆟好，我們看他好像看㉂己兒子，都很好，那他們㆒直

都不願意，所以㈲這樣器官不好捐（不好推行）就也㈲問題，㆟家不捐也㈲問

題，所以㆟家現在問我，我也不會說不贊成，我也不鼓勵㆟家捐。（D5m） 
 
根據心理學的觀點，人際間皆有一種相互依賴性，在比較彼此的處境後，某方的

情緒會擴散、蔓延，影響另一人，而有情緒同感之作用，此稱為「情緒擴散」。在情緒

擴散的過程中人與人間會相互比較、相互影響，而含有大部分之情緒成份，較少著重

在認知、表現方面。就如F5m之情況，因情緒擴散作用，增加其不平之感。 
（3）㈿助他㆟ 
有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在團體中，扮演的是幫助別人療傷的角色，是一個助人者，

非受助者，認為自己可以以過來人角色，提供團體成員一些幫助。 
 
我只是想說扮演㆒個（助㆟）療傷的工作而已，因為在團體裡面我可能是

最早捐贈的㆒個㆟，所以我去參加的話，想要去對這些家屬做㆒個療傷，以我

㉂己親身的故事。我想沒㈲㆟比我更慘痛的，我拎著㆕個孩子㆒無所㈲，我僅

存的就是㆕個孩子跟家，所以我想說我能夠走出來，沒㈲借助於其他㆟能夠走

出來，要教育㆕個孩子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而且我孩子都還好啦，都大㈻

畢業。（D7w） 
 
由此可看出受訪者很自豪於自己無求於人，把孩子教育的很好（大學畢業），單獨

撐起這個家的能力，此處也可看出一個母親，在家庭遭逢巨變後，如何在傳統角色壓

力下，忽視自己需求，以孩子為優先考慮，來完成所認為的母親應有責任。但在孩子

皆已獨立的同時，母親真正的需求在哪裡？是否應反過來再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以

達真正的適應良好。 
（4）㈳會支持 
有受訪者原本無法走出喪親的陰影，但在參加器捐協會辦的專業輔導團體後，看

到有很多跟他相同遭遇的家庭，且狀況比他更糟的家庭（經濟壓力、孩子還小、更多

親友不諒解），心中的悲痛才稍微紓緩，因為世上還有比他更需要幫助的人，而「同是

天涯淪落人」，更讓他從團體活動中得到不少支持和安慰。團體的另一項功能：提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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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支持，在此處表露無遺。 
 
去年在陽明山（參加）器捐家屬的生活研習營，經過那（些）捐贈器官

家屬種種家庭的認識，也算是輔導完後，感覺心理㆖是㈲比較（安慰），要

不然㆒開始的時候都比較不能接受，精神㆖壓力㈲比較大，出去（參加研習

營）後，（發現）那些器官家屬遭遇比我們要（不好的㆟），像㈲㆟的先生捐

完後，㈲的小孩還小的，㈲的是經濟問題，打擊比我們大的還㈲很多，所以

漸漸心理㆖的調㊜就比較（快），小孩子都長大了，家庭經濟沒㈲後顧之憂

這樣。（D3h） 
 
（5）消除壓力 
此處的壓力是指認知失調後的壓力及不適感。因聯誼團體是由某位受訪者發起

的，他提及，自己會組成這樣的一個家屬團體，目的在藉由很多相同經驗家屬的彼此

分享、支持，來說服自己器官捐贈的決定是正確的。這樣的說法背後是，夫妻當初決

定捐贈兒子後，曾遭遇許多輿論壓力，因此曾質疑自己的決策是否正確。而籌組團體

是一種認知失調後的合理化行為，做了一件事後，會找很多人來證明自己做這件事是

正確的、對的，以此消除認知失調的壓力感、不舒服感。受訪者也認為受贈者應對器

捐活動要有所熱烈回應，才是感恩的表現，這種要求回應的想法，似乎也是一種「遊

說」他人支持自己決策正確的想法。 
4.捐贈對哀傷調適之影響 
器官捐贈對哀傷調適的影響因素，可以社會支持的角度來看，適應良好與否，端

看器官捐贈造成的是社會支持，抑或社會阻力，因而造成的適應效果為增強效果，或

是相反效果。 
（1）㈳會支持 
在某些受訪者身上可看到因捐贈了器官而在調適哀傷的過程中更加順利，因為會

覺得很安慰，如D4m所言，心裡比較不會那麼難過。 
 
㆒直覺得說我幫他做㆒個好事，他可能會走的很安心，因為這個是他生

前的願望，且心裡很安慰，心裡比較不會那麼的難過，我們也覺得說他這樣

子走…他走的很安心，他可能會得到比這世界㆖更好（的待遇），所以我不

會說捐贈了之後反而更悲傷，就我（而言）悲傷是會，大家都會，（但是）心

裡就是㈲那麼㆒點點安慰。（D4m） 
 

而某些受訪者，較能走出哀傷的陰影倒不見得是捐贈器官所影響的，反而是其社

會支持的來源足夠，幫助其多方去適應親人死後的生活，這樣的情況也多反應在信仰

基督教的受訪者身上。以D2w為例，先生死後，教會幫他辦追思音樂會，還要巡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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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演出，因此，與其說器官捐贈讓F2更快走出哀傷，還不如說是先生的捐贈，替D2w
及家人帶來更多的社會支持及尊重。教會的朋友，如牧師，也會常代替先生帶孩子、

D2w外出郊遊，沒有因為先生的去世，而很少出遊或整天關在家裡，顯示D2w情感支
持、實質支持皆足夠。 

（2）㈳會阻力 
研究者回顧國外之文獻，發現器官捐贈可幫助家屬更快走出哀傷過程（Pearson et. 

al.，1995）。而在異文化下的中國有可能造成相反效果，如同D1f所說，捐贈反而造成
他更大的壓力，在他當初決策時是始料未及的。 

 
㈲捐贈是說，多㆒條的壓力啦。不知道別㆟對你（是怎樣的看法），對

你說，你㆒定是貪得什麼東西，不然你怎麼會（捐贈親㆟器官），（我會）㈲

這㆒層的壓力。說不定㈳會㆖㈲些㆟還會認為說：啊他們㆒定是為了錢，才

會讓㆟割肉塊（取器官）；啊不然，可能是沒㈲錢埋葬他啦！不然怎麼會這

樣，每個㆟嘛都要留全屍。（D1f） 
 
以研究者過去擔任器官勸募之角色，原本皆使用「捐贈器官可延續親人生命，是

逝者的重生」這樣的勸募話語，但這樣的勸募技巧是否有可能使家屬想去抓住一些回

應，想知道受贈者之下落，使家屬更難走出哀傷過程，這都是值得探討的。 
透過本節之結果分析，以時間的角度來分析可看出對受訪者而言之重要關鍵事件，

對每個受訪者而言親人捐贈器官皆是生活中之重大事件，但在決策經驗中每人皆有不同

之感受。 
 

結語 

 
本研究屬回溯性研究，雖然事件已經過去，但家屬現在如何重新認知、重新建構

此事件，對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遠比事實的真實性來得重要。以下將針對（一）接

受死亡或眷戀糾葛，（二）個人決策或群體決策，（三）社會支持或社會阻力，三個議

題做探討。 
 
接受死亡或眷戀糾葛 
 

家屬對於親人意外死亡之哀傷反應，多半是震驚、否認、無法接受，此與文獻的

記載相當吻和（Worden，1991；Murphy，1985；Borins，1995；Krigger，McNeely & 
Lippmann，1997）。但本研究的對象是捐贈器官的意外死亡病患家屬，因此家屬如何認
知及行使代理權，也是影響哀傷反應之重要因素。若親人生前即和家人討論過器官捐

贈意願，則這討論不只使家屬行使代理權較有信心，也讓家屬在決策之後更有保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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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此點結論也與西方研究相同（Burroughs et al.，1998）。 
另外，對受贈者的態度其實反應出家屬對死去親人的企望。想知道受贈者消息的

家屬，多半對死去親人仍有眷戀，這對哀傷適應到底是好是壞，則難有定論；不想和

受贈者進一步聯繫之家屬，則是因為與受贈者宗教信仰差異而有忌諱（D2w）。有的家
屬想到受贈者會覺得安慰，似乎親人尚在人間，對於其適應似乎有不小之幫助（D8b、
D4m.f），這時受贈者則成為一種寬心劑。有的家屬汲汲於探知受贈者下落，似乎受贈
者的態度決定其往後的釋懷與否（D1f、D5m.f.w），此種心態牽涉到中國文化之一種特
殊之交換行為：「報恩」，「禮尚往來」是中國人認為應有的概念與行為，受人恩惠必須

設法報答，所以「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文崇一，1988），這也
是黃光國（1988）所指稱之「人情法則」。由於報恩已成社會行為中一普遍法則，施惠
者就容易產生一種預期回報之心理，儘管內在警告自己，施惠勿念，但事實上很難做

到，因為社會還是鼓勵人報恩，D1f就是一個鮮明例子，因為受贈者之「有恩未報」，
讓其產生強烈不滿情緒（何況此等為救命之恩），此種情緒讓器官捐贈這件事變成不值

之事、錯誤決定，讓其在哀傷調適上，心頭總有一層陰影。和受贈者的互動，對捐贈

家屬而言，變成是一種悲悼提醒物（grief reminder）。 
而受贈者遭苦難病痛的折磨，一但受人恩惠必存必報之心，一方面是將恩惠回投，

以減輕自身負擔（D1受贈者給予家屬奠儀金），一是可獲得社會之讚賞增加聲望（D6
受贈者認D6f.m為義父母）。如果不回報會產生恥辱感，精神壓力很大。且此等回報已
成長期之連續性（D6受贈者皆要出席D6f.m之器捐活動），已非文崇一（1988）所言，
報恩此種交換行為在回報之後，即無長期之連續性。所以，有的受贈者會選擇不與捐

贈家屬互動（R1），但為解除「受恩未報」的壓力感，因此仍以定期至廟宇燒香膜拜來
減輕壓力。 

對受贈者之眷戀，其實也是一種慰藉（solace）。一般遭遇親人死亡之家屬，在經
歷情緒化尋找死者的階段後，會將這種不理性之想法放棄，且重新開始正常之功能及

社會角色（Klass，1993）。但器官捐贈家屬，因為有受贈者的存在，尋找死者的情緒化
階段可能會更長，而從這種能與之（受贈者）互動之經驗中，捐贈家屬找到了長期之

慰藉。美國學者Klass（1993）從研究中得知，喪親父母皆覺得孩子死後到天國去了，
相信孩子有死後世界，相信孩子死後皆會成為重要人物。本研究也發現，器官捐贈家

屬（尤其是父母）皆相信親人因為捐贈了器官，幫助了別人，死後的世界會更好，不

會受苦，會成佛成仙，下輩子投胎也會是有錢人等。這樣的想法與西方文獻有相合之

處，也可看出家屬對死去親人「逝者為善」的看法並無文化差異，而「相信死後仍有

世界」則是為了超脫對死亡的恐懼（Feifel，1990）。 
 

個人決策或群體決策 
 
中國文化下的死亡是禁忌的、避諱的、不可說的；器官捐贈更挑戰了傳統的全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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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這樣的脈絡下，決定器官捐贈變成一件很具壓力之事，而家屬後續面對的社會

支持或社會阻力，則是影響其調適的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發現器官捐贈可幫助家

屬更快走出哀傷歷程（Pearson et. al.，1995），但在中國文化下，器官捐贈反而可能讓
家屬遭受更大的輿論壓力，東西文化差異充分展現。 

以決策經驗來看，九個捐贈個案的決定中四個是群體決策（核心家庭成員集體決

策，D3、D4、D5、D6），其他個人決策中，也是有參酌其他家人意見，只是主要決定
者為個人。相較於西方社會之尊重個人意願，東方文化將家庭視為一單位，因此決策

需由家族進行。中國的家庭制度是「父系家庭」，家族組織遠較西方人的家庭來得嚴密

（李亦園，1988），家族的影響力也會比西方家庭來得大。而個人的存在是以團體的存
在與延續為目的，以團體為重心之性格使我們格外敏感他人的存在，格外看重他人的

意見（李亦園，1988），這也是集體決策的來由。在個人決策中，D2、D7主要決策者為
配偶，但這兩個案例是生前意願已知，因此配偶行使代理權於理有據。 

值得一提的是，生前意願未知的捐贈者（D1、D6、D8、D9）主要決策者多為父
親、兄長。D1、D6、D8、D9年齡分佈在13-25歲，除了年紀太輕不曾思考死亡問題，
基於對長輩的權威與死亡的忌諱，也不會和父母討論死亡議題，所以意願未知是年輕

捐贈者的特色。而決策者的角色，引出中國家族由男性長輩掌權的表現。中國家庭為

以父子關係為主軸的文化，它有延續性、包容性、權威性和非性的四項特色（李亦園，

1988）。在權威性方面，對父母之命無條件之遵守是子女天經地義之本分，所以父子關
係是極度權威的，父親權力是絕對的。「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所以幫孩子決定捐贈是

為他好，如此可看出東方文化的父子軸核心仍支配影響決策經驗的進行。中國男人的

權力除來自父系家庭制度外，尚有性別角色差異，「男外女內」是古今中外絕大多數社

會的兩性分工型態，內外之隔在於家居的界限；男人跨越家門投入外在世界，聚集了

各種權力資源。而侷限於家庭之內，或活動於離家居週遭不遠之空間的女性，其交集

互動的多為血緣性、親屬性的有限對象，女性的權力資源明顯小於男性。而中國「從

夫居」的婚姻制度讓婦女脫離了自己的血親家族，被納入一個父系家庭，構成一種斷

裂的生涯和外來者的身分地位（畢恆達，1996），加上女性的權力資源原本就少於男性，
因此外婆（如D3s外婆）、媳婦（如D5w）的角色就更為壓抑，更無法有主見，這些都
是傳統文化影響下必然之後果。 

權力影響效應之差序格局，讓決策進行以核心家庭成員為主軸，再向外以男性掌

權原則推演，因此，捐贈者的男性長輩（非核心家庭之邊陲成員）參與決策是理所當

然的（D3父親、D8兄長），因為都是「自己人」，家人發生急難，其他成員應該全力濟
助，相互扶持，否則就是不近人情，甚至是冷漠無情。但也由於多人做成決策，反而

分散了決策者所需承擔的風險與責任，有助於減輕決策後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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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或社會阻力 
 
社會支持指個人從正式或非正式之關係中獲取精神上、知覺上與物質上之支持，

是個體克服挫折與壓力之重要資源。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的確是受訪者在面對親人

死亡及器官捐贈的壓力時，事後哀傷調適的重要影響因素。而這樣的支持主要來自宗

教團體。不過，宗教團體也有可能帶給另一些家屬阻力。 
由本研究看來，十四位受訪者中有二位為基督教（D2w、D3s），但 D3s 非主要決

策者，六位為民間信仰者，三位為佛教，一位為道教。社會支持除了來自家人親友外，

宗教信仰的差異也帶來不同程度之社會支持。團體凝聚力強之宗教信仰，如基督教，

可提供家屬強有力之支持（D2w）。這種制度性的宗教具有較明確的教義與組織，也有
特定的神職人員，非常強調精神層面的修為和心理境界的提昇，本研究中訪談的基督

教徒，認為教義中的死亡是「人來自塵土，也將回至塵土」（D2w），甚至死亡應為得
永生之必經途徑，器官捐贈也無損於親人的永生，更是一種加乘效果，所以在死亡的

接受度上，基督徒確實比其他傳統信仰者來的高。 
佛教概念也明顯表現在捐贈家屬對事件的看法上，「死後極樂淨土不再受苦」

（D9f），「因果循環、善有善報」（D5m.f），都是家屬在重構事件所賦予的意義。若發
自內心行功積德可到達所謂涅盤解脫，親人已在極樂淨土，確實對家屬的哀傷調適有

一定作用。 
儒家強調在世的修身養性，道德修行，捐贈器官對家屬而言，是一種「立功、立

德」，以捐贈親人器官來成就親人之道德修行，也間接的提昇家屬之社會地位的一種行

為。所以，「提高個人價值」（D8b）、「提昇家庭地位」（D3h），此種概念皆由述說資料
得以驗證。 

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民間信仰，受訪者之民間信仰親友反對的力量既強且久，對

受訪者形成強大之社會阻力（D1f、D3h.s）。尤其是D1f非常在意他人的看法，性格中
的「社會取向」非常強烈。我們不難了解民間信仰對台灣民眾的意義有多深，幾乎思

想、觀念、日常生活皆受其影響。器官捐贈挑戰了此種（全屍）信仰，也因此，親友

反對的力量會如此之強大。 
相較於制度性宗教，民間信仰只幫助人們去適應現實生活的狀況，而忽視精神倫

理方面的提昇，其基本特徵為功利性。到廟裡膜拜敬神，只為求解決日常生活之問題

（如D9f到廟裡祈求神明保佑兒子的平安），並非誠心追求救贖、尋求解脫。而民間信
仰的受訪者捐贈器官之動機也有此特性，如「增加親人功德、避免受苦」，「親人部份

尚在人世」。家屬其實也想尋求一個心理上的安慰，也許這只是一些合理化的說法，但

若可幫助家屬適應往後的日常生活，也有其正面意義吧。 
哀悼歷程即是自我整合的歷程，九個個案以其不同之差異背景，豐富了器官捐贈

決策歷程之本土資料，但回歸原點，持續的哀悼歷程，希望家屬能一點一滴拾回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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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我，整合成新的自我，透過訪談的進行讓家屬再一次省視這個讓心揪痛的經歷，

也期望家屬皆能順利完成哀悼，成就新的力量重新出發。 
 
註釋 

 
（1）本文改寫第一作者的碩士學位論文，由第二位作者執筆，並以第二位作者為通訊

作者。文中所引用的實徵資料取自第一作者之碩士論文原始資料的一部份，該碩士

論文由第二位作者指導完成。兩位作者衷心感謝所有受訪者的熱心支持與奉獻。 
（2）第二作者目前任職於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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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the organ donation families,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underlying 
motivations and intense emotion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unique 
psychological worlds of these great families. A total of nine organ donation 
families （14 members） were interviewed in-depth. Three hospital social 
workers and one organ recipient were also interviewed to open up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issue of organ donation. Major results were presented 
pertaining to: emotional reactions to the brain death of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coping strategies, effects of donors’ declaration on decision-making, sources 
of organ do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decision makers, objections of 
family relatives, influences of various religions, and role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s, the meanings of organ donation, family members’ opinions of organ 
recipient, influences of counseling groups, grief adaptation and further 
psycho-social needs. Three issues were further discussed: accepting death or 
lingering solace, individual decision or group decision, and social support or 
social obstruction. 

 
Keywords: organ donation , decision experiences , grief adap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