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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現今的社會結構已偏向高齡化以及少子化，台灣也即將在 2017年

正式進入高齡社會，促使「生前契約」這項產品的引進。台灣社會過去對

於往生事宜的處理態度較為保守，但隨著時代進步，越來越多的民眾也不

在忌諱這部分的話題，甚至會幫自己做好規劃。「生前契約」不僅可以防範

未然，還具有投資的概念，可以自己選購塔位，避免造成子女們的負擔，

也對未來多一份保障。 

  本研究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大專院校之學生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

程度，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採隨機抽樣方式採取 150人為研究樣本，分

成性別、年級、平均月收入、家庭型態以此分類來做分析、解釋，藉以探

討大專院校之學生對於生前契約這項商品的瞭解程度為何，作為業者經營

生前契約及民眾購買意願之參考。 

  本研究將以問卷方式進行研究探討，問卷採用在朝陽科技大學校園內

隨機發放問卷，請校內各個不同年級的同學來填寫，問卷其中共分為兩個

部分，其一為調查者的基本資料，另一部分為瞭解程度的調查，蒐集完成

之問卷以性別、年級、平均月收入及家庭型態四個部分使用 SPSS（PASW 

Statistics 18）進行交叉分析，並用人工閱券分析的方式，探討大專院校

之學生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 

  本研究最終結果顯示，性別及年級部分對於大專院校學生對於生前契

約的瞭解程度有所影響，企業可以加強較不瞭解生前契約的族群做介紹及

相關課程結合，讓大專院校學生對於生前契約有更深的瞭解。 

關鍵詞：高齡化社會、生前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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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背景與動機 

  現今社會人口組成型態、人們生活型態及社會思想風氣與過去大不

相同，少子化、高齡化、專業化、證照化、服務化、透明化深刻影響現

在社會產業的變化及人們消費的選擇。 

自西元 1993 年台灣就步入了高齡化社會（台灣老年醫學暨老年學雜

誌 2010），人口老化的一體兩面則是少子化現象。經建會推估，西元 2022

年以後，台灣總人口數將出現衰退，扶養比更為上升，勞動人口的負擔

更加沉重，老年人獨立生活備受重視，許多人則害怕走的太突然而開始

想著自己的殯葬事宜。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台灣平均喪葬費用約新台幣 30

萬至 40萬元不等，然而仍有 40%的一般家庭一時之間無法拿出這筆費用，

台灣更有 70%的人因缺乏存款致無法獨立辦喪，造成莫大的遺憾。(董懷

伯,2011) 

台灣社會過去對於往生事宜還是處於保守的觀念與文化中，認為往

生這種議題是一種禁忌話題。但隨著時代進步科技發達國人更講究專業，

年輕人的想法也與從前大不相同，談天內容更多元化，不避諱討論自己

的殯葬事宜。更因人人都有保險的基礎概念及未雨綢繆的觀念，「生前契

約」因而誕生。從殯葬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在其往生時擁有自主抉擇權，

自覺地要求安排自己的殯葬事宜也是很重要的事 (趙可式，2000) 。像藝

人許瑋倫畢生最大心願就是開一場屬於自己的演唱會，在她走完短暫卻

燦爛的 28 年人生後，告別式當日家人、親友齊力幫她圓未了的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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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瑋倫光芒演唱會」，播放她成長紀錄、演藝成績單以及準備收錄在專輯

的曲目，也因為生前契約讓藝人許瑋倫擁有一場自己喜愛的告別式。 

  日本的「生前契約」普及率已高達 70%，美國更高達 90%(潘志鵬,2004)，

「用自己想呈現的方式來預約自己的身後事」此想法也逐漸被大家所接

受，且因為生前契約提供消費者更新的殯葬現況及產業發展資訊，讓刻

板的黑色殯葬文化逐漸變成彩色。 

   生前契約由西元 1993 年由國外引進（葉真,2013），相信目前各大專

院校的學生多數對生前契約並不瞭解，甚至沒聽過，因此，想藉由專題

來探究目前大專院校學生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並藉由本專題研究可

提供目前台中市合法販售生前契約業者之行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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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探究大專院校學生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是否與性別、年級、平

均月收入及家庭型態有所關聯。 

 

第三節 範圍 

  研究對象為台中市大專院校學生為主，並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以

性別、年級、平均月收入、家庭型態區分作為研究，所得結論適用於台

中市合法販售生前契約的業者且消費者為大專院校學生。



4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台中市各大專院校學生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

－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並藉由所設定的研究方法來探討受訪者特質的

各項因素中何者最具影響力及其與受訪者對生前契約瞭解程度的關係。

以下圖(1-1)來做表示：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訂立研究主題 

(台中市各大專院校之學生對生前契約之瞭解程度-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 

  ↓ 

 受訪者特質  

性別、年級、收入、家庭 

因素分析 

篩選出主要影

響之因素 

 
問卷設計 

生前契約之內容

題目化 
→ 

問卷調查 

測試：剔除無效之題目，

篩選出有效問卷 

← 

 ↓  

 SPSS 資料分析 

↓ 

 

 

1. 受訪者瞭解生前契約之程度 

2. 影響因素與其瞭解程度之關係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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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1. 生前契約：「生前契約」，就是「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依照「殯葬管

理條例」的定義是：「指當事人約定於一方或其約定之人死亡後，由

他方提供殯葬服務之契約」。換句話說，就是消費者與生前契約業者

（禮儀社）訂定契約，雙方約定消費者或其指定的人（家屬或親友）

死亡後，其喪葬後事由這家生前契約業者（禮儀社）來負責服務。（台

灣殯葬資訊網） 

2. 高齡化社會：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65 歲以上人

口為老年人，當老年人口占所有人口 7%以上，這個社會便稱為「高

齡化社會」(ageing/aging society) 

3. 扶養比：指每一百位有生產能力的成年人(15～64 歲)所扶養或負擔無

生產能力(14 歲以下及 65 歲以上)的人口比例。 

公式為老年人口數+ 幼年人口數)÷壯年人口數 x 100%。（台北市民政

局） 

4. 老年人：根據老人福利法之第二條中規定：「本法所稱老人，指年滿

65 歲以上之人。」 

5. 殯葬：整個殯葬的程序可分為三個主要的階段，即『殮』、『殯』、『葬』。

殮為主要在對亡者身體作一番恭敬的處置及掩藏。殯為以停放亡者進

行弔唁，安排後續喪事為主。葬為以告別式及安頓亡者最後歸宿為主。

除了上述殯葬的主要程序及空間上的說明外，不同的宗教亦有不同的

生死觀以及殯葬禮儀。（萬安生命禮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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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所收集之資料，無論是學、碩、博士專題或研究論文，企業、

政府官方數據、資料，相關問卷調查，相關書籍…等等，依據內容略微

區分為以下四大節，內容為生前契約的意義、生前契約信託、生前契約

的現況以及如何正確地選擇生前契約，方便研究者參考探究，以利本研

究撰寫之正確性。 

 

第一節 生前契約的意義 

  「生前契約」一詞最早原自於美國「Pre-need」或「Pre-arrangement」，

後來日本沿襲發展將其翻譯為「生前契約」，而民國 83 年我國從日本引

進現代殯葬服務也按照日本的翻譯將殯葬產品稱之為「生前契約」，也就

是「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蔡橋宗,2004）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的宣傳中提到生前契約就是在活著的時候，對將

來的身後事所預作準備，尋找理想的生命禮儀事業業者，雙方就相關事

宜所訂的契約，也可說是人生最後一張保單，使用小額儲蓄的觀念，預

購未來的服務。 

  西元 1996 年，日本人碑文古創在葬禮概論書中對「生前契約」所下

的定義為：「生前契約，即是在葬禮方面，由本人在生前依自己期望而定

下契約之形式，生前契約共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決定葬儀式內容；第

二階段則為制定葬儀費用之支付方法。」（碑文古創，1996） 

  我國殯葬管理條例第二條第十六項規定，用詞定義「生前殯葬服務

契約」指當事人約定於一方或其約定之人死亡後，由他方提供殯葬服務

之契約。也就是，生前為自己或家人依照個人信仰、習慣及喜好預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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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身後往生的事宜，並找尋理想的業者，雙方依據相關事宜而訂定的契

約，並由業者提供完整的禮儀服務，所簽署的那份合約即為生前契約。 

  生前契約就像是保險一樣，不需要一下子就拿出所有的喪葬費用，

減少了親人不少經濟負擔，多些準備，讓那一刻不那麼慌亂。儲蓄生前

契約具有終身保障、終身保值及終身抗通貨膨脹的功能，並可自由轉讓

以及指定他人使用。 

  生前契約的特色約有下列幾點：所有相關費用皆透明化、消費自主

性、有政府監督機構、絕對履約保證、顧客主觀性、可中途解約、契約

金信託保障、選擇的資訊眾多。如圖 2-1 所示： 

 

 

圖 1-1 生前契約之特色圖（黃有志、鄧文龍,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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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前契約的信託 

  根據我國信託法第一條：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

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

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第二條：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

或遺囑為之。 

  生前契約信託之規定從西元 2003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按殯葬管理

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禮儀服務業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

約，其有預先收取費用者，應將該費用 75%，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

理。除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履行、解除、終止或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不

得提領。」 

  所謂交付信託，就是業者預收的款項中的75%將交由信託業者監管，

其目的是為了保障消費者未來的權益，期望降低因業者經營不善倒閉之

損失，並防止業者藉此名目吸金而捲款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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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前契約的現況 

   國內人口結構近年來也有少子化和高齡化的趨勢，勞動者壓力也更

高，根據內政部的統計來看，到了民國 102 年扶養比已高達 34.85%，老

化指數也高達 80.51%。（如表 2-1)。經建會也表示失業率提升，景氣更為

落後。（如圖 2-2): 

 

表 2-1 我國 102 年人口結構分析表 

國別 
年齡結構百分比（％） 扶 養 比

（％） 

老 化 指 數

（％）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上 

全世界 

 已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 

26 

16 

29 

66 

67 

65 

8 

17 

6 

51.52 

49.25 

53.85 

30.77 

106.25 

20.69 

中華民國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法國 

德國 

日本 

南韓 

中國大陸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澳洲 

紐西蘭 

14 

19 

16 

18 

19 

13 

13 

16 

16 

16 

26 

33 

19 

20 

74 

67 

69 

66 

64 

66 

62 

73 

75 

74 

69 

63 

67 

66 

12 

14 

15 

16 

17 

21 

25 

11 

9 

10 

5 

4 

14 

14 

34.85 

49.25 

44.93 

51.52 

56.25 

51.52 

61.29 

36.99 

33.33 

35.14 

44.93 

58.73 

49.25 

51.52 

80.51 

73.68 

93.75 

88.89 

89.47 

161.54 

192.31 

68.75 

56.25 

62.50 

19.23 

12.12 

73.68 

7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 102 年底人口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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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建會歷年景氣指標圖 

圖 2-2 歷年景氣指標圖 

 

  我國歷年死亡人口數不斷增加，從民國 90 年的 127,892 人一直到民

國 100 年的 153,206 人，十年間增加了 25,314 人。以平均殯葬費用新台

幣 37 萬來算約為 600 億，商機相當可觀。而以內政部統計生前契約信託

金額約 67 億元，國內最大生前契約龍頭佔 64 億，以其公司金額及分數

推估佔全國 2,300 萬人不超過 1%，生前契約滲透率非常低，商機仍可期

待。(摘自 2012 年龍巖股份有限公司年報內文) 

我國目前生前契約普及率仍低，相較於歐美、日本，我國生前契約

的滲透率相當低。生前契約滲透率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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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信託公會 

圖 2-3 生前契約滲透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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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如何正確地選擇生前契約 

  根據內政部到民國 102 年 5 月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各縣市合

法的殯葬禮儀服務業者總共有共 3,222 家，而其中符合《殯葬管理條例》

規定「一定規模」且交付信託之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共 25 家，如下所

示： 

1. 金寶軒事業(股)公司 

2. 品安生命(股)公司 

3. 萬安生命科技(股)公司 

4. 慈恩園寶塔誠業(股)公司 

5. 龍巖(股)公司(股)公司 

6. 蓮華往生事業(股)公司 

7. 台灣仁本服務(股)公司 

8. 展雲幸福禮儀(股)公司 

9. 萬榮國際(股)公司 

10. 陽光禮儀(股)公司 

11. 寶剛生命規劃有限公司 

12. 傳家生命事業(股)公司 

13. 懷恩祥鶴生命事業(股)公司 

14. 繫情生命禮儀(股)公司 

15. 鴻德生命事業(股)公司 

16. 國寶服務(股)公司 

17. 紘儀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18. 埔津(股)公司 

19. 日月星實業(股)公司 

20. 皇順開發(股)公司 

21. 慶云事業(股)公司 

22. 龍寶生命禮儀(股)公司 

23. 傳法禮儀(股)公司 

24. 冠遠建設(股)公司 

25. 建成禮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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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販賣生前契約的業者逐漸增加，目前已有 25 家合法販售的

業者，內政部特別提出購買生前殯葬服務契約 10 件民眾不可不知道的事

情，分別為： 

1. 何法生前契約業者須具「一定規模」(註一) 

2. 業者應將 75%的預收費用交付信託(註二) 

3. 注意五天的契約審閱期 

4. 契約應以書面明訂總價與付款方式 

5. 熟讀契約的服務項目、規格與實施程序 

6. 廣告與文宣是契約內容的一部分 

7. 簽約日 14 天內可無條件解約 

8. 定期檢視與調整契約內容 

9. 非投資型商品，不宜以投資心態購買 

10. 民國 92 年 6 月 30 日前簽訂之生前契約，不受殯葬管理條例之

規範，業者無需將 75%的預收費用交付信託 

---------------------------------------------------------------------------------------- 

註一 :生前契約業者需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五十條第三項之一                                    

定規模」之規定，方可合法銷售生前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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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管理條例第五十條第三項之一定規模之法規內文： 

一、 經營殯葬禮儀服務業務 3 年以上。但本一定規模要件       

修正前，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具一定規模，

得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公司，得不受限制。 

二、 財務狀況及獲利能力，應符合下列要件，其年度財務報表

並經簽證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者： 

(一)、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無累積虧損。 

(二)、最近 3 年內平均稅後損益無虧損。 

三、 於其服務範圍所及之直轄市、縣（市）均設置有專任禮儀

服務人員。 

四、 具備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公開及查詢之電腦作業，並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符合殯葬服務業銷售墓基

骨灰骸存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公開及管理辦法

者。 

五、 預收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款項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公司，

應於達到該額度 1 年內，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經聯合或

法人會計師事務所執業之會計師審查簽證有效遵行。 

註二：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殯葬管理條例第五十一條規定生前契約預收                   

   款項 75%需交付信託。 

   殯葬管理條例第五十一條規定之法規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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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禮儀服務業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其有預先

收取費用者，應將該費用 75%，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理。

除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履行、解除、終止或本條例另有規定

外，不得提領。 

前項費用，指消費者依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所支付之一切對

價。 

殯葬禮儀服務業應將第一項交付信託業管理之費用，按月逐

筆結算造冊後，於次月底前交付信託業管理。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一項信託契約，應會商信託業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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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生前契約相關研究論文整理 

將收集到的相關生前契約之研究論文及專題，深入探討後，發現多

數研究者以相關行銷或生前契約消費者的相關認知、態度及消費行為作

為其研究主軸。而相關研究中並未以大專院校之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

其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因此，也加強本專題探討大專院校學生對

於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以朝陽科技大學之學生為例的研究動力。 

表 2-2 相關論文之統整表 

年份 

（西元） 
提出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摘要 

2002 黃昭燕 

國內生前契約研究

-從殯葬業者與消

費者行為談起 

生前契約的推出，達到了業者

原先想要解決的問題，突破銷

售的瓶頸，使原先已死亡市場

為主的情形，轉向為以健康人

的市場來推銷，市場變大了幾

百倍，也藉著生前契約的執行

服務，無形中帶動了寶塔的使

用，且消費者的保障、服務提

升，價格也有依據，解決以往

服務為達水準及在費用上亂

敲竹槓的問題。 

2004 蔡橋宗 

台中縣市壽險保戶

生前契約購買意願

之研究 

根據統計得知，沒有購買生前

契約意願約佔六成二，並對照

本研究所做生前契約功能之

認同統計，沒有意願購買生前

契約者較不認同生前契約者

比例上有落差，進而推知，不

能接受生前契約而無購買意

願未必全然代表不認同其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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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西元） 
提出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摘要 

2010 吳妹祝 

生前契約消費者的

認知與態度調查研

究-以某公司中投

地區消費市場為例 

研究結果發現國內消費者對

生前契約認知不足，態度也不

夠積極，但相較於美、日先進

國家，我國生前契約的消費市

場潛力不容忽視，關鍵在於政

府政策、業界推廣和消費者教

育等三方的強力合作。 

2010 黃富 
保險公司結合生前

契約行銷之研究 

研究發現消費者對保險結合

生前契約商品需求卻具有需

求性與期待性，保險及生前契

約業者大多對保險結合生前

契約商品發展亦看好其融合

性。 

2013 葉真 
生前契約銷售特性

與消費行為之研究 

此研究發現經濟收入對決定

購買生前契約意願的比重佔

大部分。而生前契約公司日前

通路還是以實體據點或業務

人員銷售、接洽為主，對於式

時間就是金錢的現代人頗有

不便。 

2013 施慧敏 

生前契約消費價

值、態度與在購意

願關聯性之研究-

以龍巖集團為例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背景變相

之客戶，在消費價值、態度即

在購意願存在部分顯著差

異；此三變相皆有顯著的相關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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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實施流程 

  本專題研究設計主要為探討大專院校學生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

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本研究因素分別為性別、年級、家庭型態及平均

月收入等，並探討此 4 項變數因子，是否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會有所影

響，其問卷形成架構如下圖 3-1，並從中推導出 4 項假設： 

假設一：不同的性別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不同 

假設二：不同的年級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不同 

假設三：不同的家庭型態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不同 

假設四：不同的平均月收入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不同 

 

 

 

圖 3-1 問卷架構圖 

 

 

 

影響大專院校生
對生前契約瞭解

程度

年級

平均月收入

性別

家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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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有效且有系統地完成本研究，擬定一套流程，首先須確認主題

（大專院校之學生對生前契約之瞭解程度）及所要研究的對象（朝陽科

技大學之學生），接著確認研究的背景與動機，並明確規劃研究架構。再

者參閱相關文獻分析資料並根據資料製作問卷，待問卷完成進行施測，

問卷採隨機發放的方式，共計 150 份。問卷完整回收後，整理、分析，

成果結論。概略流程如下圖 3-2：  

 

圖 3-2 本研究之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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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專題研究以朝陽科技大學之全體學生為研究母體，並確定樣本以

隨機抽樣的方式從中選取。在考量研究限制及無效問卷的比例之下，決

定發放問卷為測試 150 份，並隨機在朝陽科技大學校園內向學生發放問

卷。 

 

第三節 問卷構想 

一、 研究對象之變數因子 

本專題研究設計主要為探討大專院校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程

度-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分布是以朝陽科技大學之學生為研究母

體。並且在 150 份的問卷中設計了 19 個問題，以「性別」、「家庭

型態」、「年級」及「平均月收入」等變數因子為人口統計變數，藉

以探討是否這些變數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會有所影響。 

二、 殯葬產業及生前契約瞭解程度 

在問卷中增加了受訪者對於「生前契約看法」、「生前契約相關

法規」、「生前契約商品內容」、「生前契約認知及瞭解」數種與生前

契約相關的問題項目，藉以探討上述問題與所設定之變數因子之相

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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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問卷資料統整表 

 變數名稱 變數型態 操作定義 

研

究

對

象 

變

素 

性別 名義的 分為男、女等 2 項 

年級 順序的 
分為一、二、三、四等 

4 個年級 

平均月收入 順序的 

分為五千以下、五千~一萬、

一萬~一萬五、一萬五~兩

萬、兩萬以上等 5 項（新台幣） 

家庭型態 名義的 

分為單親家庭、折衷家庭、小

家庭、三代同堂、其他等 5

項 

生

前

契

約

瞭

解

程

度 

生前契約可規畫生命 

、保有尊嚴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可完整規劃 

生後事及財產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可經保險及 

禮儀業者販售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金額無法更改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往生前不可隨時中止契約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可轉讓，也可保值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可非本人使用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沒有契約審閱期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公司 

結合塔位服務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須將育收費用

75%，交給信託公司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合法的生前契有相關 

法規和政府監控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只能幫自己購買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可解決 

無人料理後事問題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可解決 

不懂辦理往生事宜問題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生前契約可 

規劃往生辦理型式 
名義的 分為是、否等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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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抽樣方法 

  抽樣方法依其執行方式之不同，可分為隨機抽樣及非隨機抽樣。 

  所謂隨機抽樣法即不依個人主觀的取樣或判斷，母體內每一基本單

位個體均具有相同地位，採取隨機方式抽選樣本，事前各樣本被抽中的

機率完全相等。由於可利用機率理論計算各樣本中選的機率，所以隨機

抽樣法又稱為機率抽樣法。而隨機抽樣又分成以下四種： 

1. 簡單隨機抽樣 

也叫純隨機抽樣，從總體 N 個單位中隨機地抽取 n 個單位作為樣

本，使得每一個容量為樣本都有相同的機率被抽中。特點是：每個樣

本單位被抽中的機率相等，樣本的每個單位完全獨立，彼此間無一定

的關聯性和排斥性。簡單隨機抽樣是其它各種抽樣形式的基礎。通常

只是在總體單位之間差異程度較小和數目較少時，才採用這種方法。 

2. 系統抽樣 

也稱等距抽樣，將總體中的所有單位按一定順序排列，在規定的

範圍內隨機地抽取一個單位作為初始單位，然後按事先規定好的規則

確定其他樣本單位。先從數字 1 到 k 之間隨機抽取一個數字 r 作為初

始單位，以後依次取 r+k、r+2k……等單位。這種方法操作簡便，可提

高估計的精度。 

3. 分層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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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抽樣單位按某種特徵或某種規則劃分為不同的層，然後從不同

的層中獨立、隨機地抽取樣本。從而保證樣本的結構與總體的結構比

較相近，從而提高估計的精度。 

4. 集群抽樣 

將總體中若干個單位合併為組，抽樣時直接抽取群，然後對中選

群中的所有單位全部實施調查。抽樣時只需群的抽樣框，可簡化工作

量，缺點是估計的精度較差。（胡健穎，孫山澤,2000） 

本專題研究由於所研究的群體為大專院校之學生，且鎖定為朝陽科

技大學，範圍縮小，差異性也隨之降低，較適合簡單隨機抽樣，故本研

究所採用之抽樣方法為簡單隨機抽樣。 

 

第五節 問卷設計 

    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是一種發覺事實現況的方式,最大目的是蒐集

資訊,針對某一類群的各項屬性的基本資料,分為描述性研究與分析性研

究兩大類。而問卷發放方式有紙本問卷與電子問卷等兩種調查方式，本

研究採取紙本方式發放。 

  本研究問卷分兩部份，第一部分為受訪者基本資料，採封閉型選擇

的方式，以此瞭解受訪者在本研究的區分類別為何；第二部份為封閉型

兩項式問卷將生前契約的相關知識題型化以此方式測試並得知受訪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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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契約的認知為何，而完整問卷型式的成果將收錄在本研究附錄當

中。 

第六節 問卷施測時間 

  本研究問卷發放地點位於朝陽科技大學，施測時間為西元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6 日，預計發放 150 份。 

 

第七節 問卷之資料整理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之一為本研究生所設計之研究問卷。 

在校園隨機發放問卷，將 150 份紙本問卷全數回收完畢後，將資料

鍵入軟體程式中，經篩選整理，刪除無意義之題目，剔除無效問卷，得

115 份有效問卷。 

將有效問卷之資料輸入建檔，設立虛無假說與對立假說，並輸入至

SPSS（PASW Statistics 18）進行卡方檢定，程式進行分析，得到最終顯

著性結果，判斷是否推翻虛無假說。 

 

第八節 資料分析方法 

一、 方向說明 

本專題在對收集到的全部資料的比對與分析上，將其全部資料

分成四個部分進行比對及分析，第一部分是性別對於生前契約瞭解

程度之影響，第二部分是何年級對於生前契約瞭解程度之影響，第

三部分是平均月收入高或低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之影響，第四

部份是何種家庭型態對於生前契約瞭解程度之影響。最後進行比對

及分析，得出最終結果。而研究中所採集到的資料分別有以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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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 

1. 本研究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總共 150 份 

2. 生前契約相關之政府官方資料 

3. 生前契約相關之企業資料 

4. 生前契約相關之法律條例 

5. 生前契約相關之碩、博士論文 

6. 生前契約相關之書籍、報章雜誌 

 

一、 資料分析與處理 

1. 分類建檔 

將回收之 150 份問卷，進行初步資料建立電子檔，進而刪除

無效問卷，所得有效問卷數為 115 份。將 115 份有效問卷做資料

分析及最後比對，確認無誤後，將利用軟體 SPSS（PASW Statistics 

18）進行程式分析。 

2. 電腦軟體使用 

  由於有四大部分需要比對分析，以及最後的交叉同步分析

得出最後結論，故使用 SPSS（PASW Statistics 18）軟體，節省分

析時間也更準確的分析出最終結論，在將最終結論整理順序並排

列，即完成分析比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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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樣本結構分析，第二節為樣本敘述統計量，

第三節為研究假說驗證，驗證本研究假說是否成立。之後根據分析結果

在第五章提出結論。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受訪者性別、年級、平均月收入、家庭型態等變數樣本分配如表 4-1，

說明如下：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樣本之個人資料變數的統計整理如下。 

1. 性別：女性多於男性，男性 49.6%，女性 50.4%；女性佔最

多數。 

2. 年級：一年級 26.2%，二年級 25.2%，三年級 24.3%，四年

級 24.3%；一年級佔最多。 

3. 平均月收入：五千以下 35.4%，五千至一萬 45.2%，一萬至

一萬五 14.8%，一萬五至兩萬 4.3%，兩萬以上 0%；五千至

一萬佔最多。 

4. 家庭型態：單親家庭 14%，折衷家庭 1%，小家庭 64%，三

代同堂 20%，其他 1%；小家庭佔最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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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基本特質變數次數分配表 

基本資料 人數(人) 百分比(%) 

性別 
男 57 49.6 

女 58 50.4 

年級 

一 30 26.0 

二 29 25.2 

三 28 24.3 

四 28 24.3 

平均月收入 

NT$一萬~一萬五 17 14.8 

NT$一萬五~兩萬 5 4.3 

NT$五千~一萬 52 45.2 

NT$五千以下 41 35.7 

家庭型態 

三代同堂 23 20.0 

小家庭 74 64.3 

折衷家庭 1 0.9 

單親家庭 16 13.9 

其他 1 0.9 

 

二、 問卷題目資料 

1. 您是否聽過生前契約：是 80%，否 20%。 

2. 您是否常擔心自己發生意外生亡：是 57.4%，否 42.6%。 

3. 某些傳統的殯葬禮儀會讓你感到害怕或困擾：是 46.1%，否

53.9%。 

4. 您想自己策劃自己的喪禮：是 60.9%，否 39.1%。 

5. 「生前契約」可將生命規劃更加完整，保有人生最後的尊嚴：是

85.2%，否 14.8%。 

6. 您認為「生前契約」可讓身後事和財產規劃更加完整：是 87%，

否 13%。 

7. 「生前契約」可經由保險公司與殯葬服務禮儀業者販售：是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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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30.4%。 

8. 非定型化「生前契約」的服務內容與金額是雙方議定，除非雙方

同意，否則不能更改：是 77.4%，否 22.6%。 

9. 往生前不可隨時終止契約，以避免「生前契約」殯葬禮儀公司倒

閉風險：是 39.1%，否 60.9%。 

10. 「生前契約」可以轉讓亦可對抗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達到保值的

功能：是 44.3%，否 55.7%。 

11. 「生前契約」與保險的不同在於生前契約可以非本人使用：是

34.8%，否 65.2%。 

12. 「生前契約」沒有契約審閱期：是 33.9%，否 66.1%。 

13. 「生前契約」公司結合靈骨塔位或目的服務，達殯葬全方位的規

劃服務：是 89.6%，否 10.4%。 

14. 「生前契約」業者須將預收費用的 75%交予信託公司：是 51.3%，

否 48.7%。 

15. 合法的「生前契約」有殯葬及信託等相關法規和政府的監控：是

88.7%，否 11.3%。 

16. 「生前契約」只能幫自己購買：是 33%，否 67%。 

17. 生前契約可解決無人幫忙處理往生事宜的問題：是 93%，否 7%。 

18. 藉由「生前契約」可解決不會辦或不懂找誰辦理往生事宜的問題：

是 88.7%，否 11.3%。 

19. 藉由「生前契約」可預先規劃往生事宜的辦理形式：是 94.8%，

否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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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瞭解程度變數次數分配表 

問卷題目資料 

答案數百分比（％） 

是 否 

問題一：您是否聽過生前契約 80 20 

問題二：您是否常擔心自己發生意外生亡 57.4 42.6 

問題三：某些傳統的殯葬禮儀會讓你感到害怕或困

擾 

46.1 53.9 

問題四：您想自己策劃自己的喪禮 60.9 39.1 

問題五：「生前契約」可將生命規劃更加完整，保

有人生最後的尊嚴 

85.2 14.8 

問題六：您認為「生前契約」可讓身後事和財產規

劃更加完整 

87 13 

問題七：「生前契約」可經由保險公司與殯葬服務

禮儀業者販售 

69.6 30.4 

問題八：非定型化「生前契約」的服務內容與金額

是雙方議定，除非雙方同意，否則不能更改 

77.4 22.6 

問題九：往生前不可隨時終止契約，以避免「生前

契約」殯葬禮儀公司倒閉風險 

39.1 60.9 

問題十：「生前契約」可以轉讓亦可對抗通貨膨脹 44.3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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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價上漲達到保值的功能 

問題十一：「生前契約」與保險的不同在於生前契

約可以非本人使用 

34.8 65.2 

問題十二：「生前契約」沒有契約審閱期 33.9 66.1 

問題十三：「生前契約」公司結合靈骨塔位或目的

服務，達殯葬全方位的規劃服務 

89.6 10.4 

問題十四：「生前契約」業者須將預收費用的 75%

交予信託公司 

51.3 48.7 

問題十五：合法的「生前契約」有殯葬及信託等相

關法規和政府的監控 

88.7 11.3 

問題十六：「生前契約」只能幫自己購買 33 67 

問題十七：生前契約可解決無人幫忙處理往生事宜

的問題 

93 7 

問題十八：藉由「生前契約」可解決不會辦或不懂

找誰辦理往生事宜的問題 

88.7 11.3 

問題十九：藉由「生前契約」可預先規劃往生事宜

的辦理形式 

94.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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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工閱卷分析 

表 4-3 性別分析 

  瞭解程度 

性別 

非常瞭

解 

瞭解 普通 不瞭解 非常不瞭解 

33% 50% 12% 4% 0% 

男 30% 51% 12% 7% 0% 

女 36% 50% 12% 1% 0% 

 

  由表 4-3 可看出，非常瞭解的佔有率為 33%，五種瞭解程度中總數

占第二，而性別是女性的人數占 30%，表示落在性別女性的學生最為瞭

解生前契約。 

  瞭解的佔有率為 50%，五種瞭解種數占第一，而男性比率為 51%比

女性 50%的比率多 1%。普通的佔有率為 12%，五種瞭解程度占第三，而

性別男生和女生瞭解程皆為 12%，表示男生和女生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

程度一樣。不瞭解佔有率為 4%，五種瞭解程度占第四，而性別在男生的

人數占 7%，遠高於女性的 1%，表示性別男性對於生前契約較女性不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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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年級分析 

  瞭解程度 

年級 

非常瞭解 瞭解 普通 不瞭解 非常不瞭解 

33% 50% 12% 4% 0% 

一 24% 48% 21% 7% 0% 

二 23% 58% 19% 0% 0% 

三 25% 64% 4% 7% 0% 

四 57% 36% 7% 0% 0% 

 

由表 4-4 看出，瞭解佔總人數 50％，意味著多數學生時契約的瞭解程度

為此區間。再以每個年級來觀看，四年級非常瞭解的比例佔總四年級的

57％，代表超過半數的四年級生非常瞭解生前契約，而此人口比例以一

至四年級來看，四年數值為最大；而三年級瞭解程度佔總三年級人口數

64％，超過半數三年級生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僅次於四年級，間接判

斷越高年級越瞭解生前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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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平均月收入分析 

   瞭解程度 

平均月收入 

非常瞭解 瞭解 普通 不瞭解 非常不瞭解 

33% 50% 12% 4% 0% 

5000 以下 24% 49% 20% 7% 0% 

5000-10000 44% 50% 4% 2% 0% 

10,000-15,000 18% 59% 18% 6% 0% 

15,000-20,000 40% 40% 20% 0% 0% 

20,000 以上 0% 0% 0% 0% 0% 

 

由表 4-13 可以看出，非常瞭解占 33%為五種瞭解程度中總數占第二，而

收入 5000~10000 元的學生在非常瞭解中佔 44%，表示落在收入

5000~10000 元的學生最為瞭解生前契約。瞭解程度中的瞭解 50%占和普

通占 12%中最多比例的分別落在收入 10,000~15,000 和平均月收入 5000

以下及 15,000~20,000 的學生，而不瞭解占 4%，最多比例的為收入 5000

以下的學生占 7%，所以，收入 5000 以下的學生最不瞭解生前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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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家庭型態分析 

     瞭解程度 

家庭型態 

非常瞭解 瞭解 普通 不瞭解 非常不瞭解 

33% 50% 12% 4% 0% 

單親家庭 38% 31% 25% 6% 0% 

折衷家庭 100% 0% 0% 0% 0% 

小家庭 34% 54% 8% 4% 0% 

三代同堂 31% 81% 25% 6% 0% 

其他 100% 0% 0% 0% 0% 

 

由表 4-6 以看出，非常瞭解佔 33%，為五種瞭解程度佔第二，而非常瞭

解比例最多的是折衷家庭及其他家庭的學生為 100%；瞭解佔 50%，以瞭

解比例最多的是三代同堂各為 81%；普通瞭解佔 12%，以普通瞭解比例

最多的是單親家庭和三代同堂為 25%；不瞭解佔 4%，以不瞭解比例最多

的是單親家庭和三代同堂為 6%。但多數問卷的學生家庭型態為小家庭，

而折衷和其他家庭各只有一人填寫，所以，各家庭型態的學生對生前契

約的瞭解程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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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一、 大專院校-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之性別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 

本研究將性別與問卷題目進行分析，由表 4-3得知最終結果

為大專院校學生-女性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高於大專院

校學生-男性。 

二、 大專院校-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之年級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 

本研究將年級與問卷題目進行分析，由表 4-4得知最終結果

是四年級的學生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高於其他年級，次高是

三年級的學生，其瞭解程度最低的為二年級及一年級的學生，由

此可知年級越高之學生較瞭解生前契約。 

三、 大專院校-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之平均月收入對生前契約的瞭解

程度 

本研究將平均月收入與問卷題目進行分析，由表 4-5發現大

專院校之學生其平均月收入與其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並無顯

著的差異，也就是說收入的高低與學生瞭解生前契約的程度並無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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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專院校-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之家庭型態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

度 

本研究將家庭型態與問卷題目進行交叉分析，由表 4-6得知

最終結果為家庭型態為折衷家庭與其他類別的學生對於生前契

約的瞭解程度高於其他之家庭型態，次高是家庭型態為小家庭及

三代同堂的學生，其瞭解程度最低的為家庭型態為單親家庭的學

生。 

但由於折衷家庭與其他類別的學生人數僅有一人，因此並無

法準確的判斷家庭型態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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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一、 學術研究 

可提供給對生前契約有興趣的同學參考，並可瞭解朝陽科技

大學的學生普遍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 

 

二、 企業參考 

此研究可供目前於台灣合法販售生前契約的禮儀公司作參

考，可藉此讓他們瞭解目前大專院校學生對於「生前契約」的瞭

解程度及觀感，業者可於校內宣傳活動或是可以建議學校開設相

關課程及鼓勵學生修相關課程來更加瞭解此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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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的建議與研究限制 

以下將對本研究，分為對生前契約業者的建議及未來之研究。 

一、 對生前契約業者的建議 

（一）、從本研究的可以發現大專院校學生-以朝陽科技大學之學生

為例，對於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明顯不足，甚至有兩成的學

生沒有聽過「生前契約」這項產品，其原因可能在於生前契

約制定之銷售對象為銀髮族居多，而在對於大專院校之學生

的宣導方面較為不足，才會導致生前契約對於大專院校之學

生當中不普及甚至沒有聽過，業者可藉由與學校合作藉此宣

傳、推廣。 

 

（二）、從本研究可以發現大專院校學生-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對

於生前契約還是停留在與一般葬儀社是隸屬於同區塊，代表

生前契約這項商品其渲染力不足，以及生前契約沒有嚴格的

表示出本身與其他葬儀社的分別，導致容易混淆，應從此方

向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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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針對生前契約現況及自許未來願景進行探討 

  建議可針對生前契約目前的現況及生前契約業者本身期許

的未來展望作研究，進而瞭解生前契約擁有的特質及相關願景，

進而設計問卷題目，本研究未探討生前契約的完整現況及相關

願景，期許未來可針對此進行深度探討。 

 

（二）、以消費者的角度進行探討 

  本研究未以消費者的角度進行探討，本研究僅是探討瞭解

程度，並未以消費者的角度看生前契約這項商品，及其在消費

者心中是否隸屬於必需品，進而提供給生前契約業者在銷售方

面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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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中市各大專院校學生對生前契約的瞭解程度與接受意願之研究問卷調

查─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 

受訪者您好： 

  生前契約是一張往生服務的終生保單，有別於一般傳統禮儀設服

務方式，是延續人壽保險的功能且提供對家庭責任完整保障的契約，

透過生前契約，運用保險的概念，每月定存為自己或家人的身後事做

妥善的規劃。 

  西元 1992 年國內殯葬禮儀服務業就紛紛引進在歐美行之有年的

「生前契約」，為了得知目前民眾對生前契約的認知與接受程度故設計

了此份問卷，在您填寫此份問卷前，為了讓您更瞭解此份問卷，請您

閱讀下面幾段文字： 

  人一生會經歷生、老、病、死四個階段，無論生命長短，一定會

經歷生與死。我們無法避免死亡，只能面對死亡，胡適也曾說過：「今

日預備明日，這是真穩健；生時預備死時，這是真闊達；父母預備兒

女，這是真慈愛。」 

  此份問卷是有關您對「生前契約」的瞭解與接受意願的調查，純

屬學術上參考使用，對您所填寫的資料絕對保密，敬請放心，接下來

用您寶貴的兩分鐘來填寫此份問卷，再次衷心地感謝您的配合。 

 

敬祝 

  心想事成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指導老師：張華南 主任 

研究生： 

呂麗玉、黃資婷、林若吟、楊欣

宜、魏郁家、楊棋棻、謝佳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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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受訪者基本資料 

請依個人實際情況填寫，若有符合之選項，請在“口”內打勾。 

1. 性別：男 女 

2. 學院：人文暨社會學院 理工學院 資訊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3. ________________系__________________年級 

4. 平均每月收入 (含生活費)： NT$5,000 以下  NT$5,001~10,000  

NT$10,001~15,000   NT$15,001~20,000  NT$20,001 以上 

5. 家庭型態： 單親家庭 折衷家庭(註 1) 小家庭  

           三代同堂 其他 

              註 1:隔代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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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生前契約商品之瞭解程度 

請以您個人之意見回答下列問題，並在選項內打勾。 

 

問題 是 否 

1. 您是否聽過生前契約   

2. 「生前契約」可將生命規劃更加完整，保有人生最後的

尊嚴 

  

3. 您認為「生前契約」可讓身後事和財產規劃更加完整   

4. 「生前契約」可經由保險公司與殯葬服務禮儀業者販售   

5. 非定型化「生前契約」的服務內容與金額是雙方議定，

除非雙方同意，否則不能更改 

  

6. 往生前不可隨時終止契約，以避免「生前契約」殯葬禮

儀公司倒閉風險 

  

7. 「生前契約」可以轉讓亦可對抗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達

到保值的功能 

  

8. 「生前契約」與保險的不同在於生前契約可以非本人使

用 

  

9. 「生前契約」沒有契約審閱期   

10. 「生前契約」公司結合靈骨塔位或目的服務，達殯葬全

方位的規劃服務 

  

11. 「生前契約」業者須將預收費用的 75%交予信託公司   

12. 合法的「生前契約」有殯葬及信託等相關法規和政府的

監控 

  

13. 「生前契約」只能幫自己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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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14. 生前契約可解決無人幫忙處理往生事宜的問題   

15. 藉由「生前契約」可解決不會辦或不懂找誰辦理往生事

宜的問題 

  

16. 藉由「生前契約」可預先規劃往生事宜的辦理形式   

 

第三部分 生前契約商品之購買意願 

請以您個人之意見回答下列問題，並在選項內打勾。 

問題 是 否 

1. 您是否想要自己策劃自己的喪禮   

2. 您同意透過購買「生前契約」殯葬禮儀服務費用讓家人

免除金錢上的煩惱 

  

3. 生前契約可對抗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達到保值功能，

是否增加您購買生前契約的意願 

  

4. 生前契約可透過分期付款的方式，是否增加您購買的意

願 

  

5. 生前契約可轉約/可非本人使用，是否增加您購買生前契

約的意願 

  

6. 家中如有長輩，是否增加您購買生前契約的意願   

～感謝您的用心填寫～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