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女兒照顧老年父母的情形 

  隨著醫藥的發達、科學的進步、人們的家庭觀念改變，每個人的

平均壽命延長，然而生育率卻不斷降低，使得人口老化的問題日益嚴

重；再加上雖然平均壽命增加，但隨著生理機能退化所產生各種疾病

的現象卻無法避免，失智、失能的老人日漸增多，使得老人的照顧問

題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大隱憂。 

  所謂的「照顧」，是由行動和情感兩部分來組成，Graham（1983）

便認為照顧是「一種愛的勞務」（A labor of love），其將照顧分成

兩種元素，即「愛」與「勞務」，也就是包含了情感認同與實際行動

兩大部分；Gillian Dalley（1988）也將照顧區分成「關心」（care 

about）和「照料」（care for），關心指的是照顧者對被照顧者的情

感，照料則指的是照顧的任務；而 Wareness & Ringer（1987）則認

為照顧是兼具工作和感覺的活動，因照顧不僅包含了情感的關係，更

包括要對他人的福祉（well-being）負責的意涵；根據以上對照顧的

定義，在與照顧相關的研究中，尤其是由家人來提供照顧的家庭照顧

者研究，應同時重視因為愛與關心所顯現的主觀經驗與感受，以及照

顧的實際勞動負擔來加以探討，俾能對家庭照顧有更完整的理解。 

  「家庭照顧」係指發生在家庭或社區之中，由家庭成員來提供親

屬無酬的照顧工作，其照顧工作的任務項目，大致上可分為「日常生

活活動（ADL）」的個人貼身照顧以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

的家務與交通接送照顧等兩大類，前者指的是協助被照顧者行使基本

的自我照顧功能的活動，包括洗澡、吃飯、穿脫衣服、如廁、上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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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樓梯、大小便等，需要此類照顧的老人通常為失能者，因此需要有

人長時間的照顧與陪伴；而後者則指的是協助被照顧者行使輔助性日

常活動的能力，如室內打掃、購物、做飯、戶外活動、錢財的管理、

交通接送等。若以其提供照顧的時間和提供照顧的直接性來分，又可

分為個人照顧、護理照顧、家務照顧，以及處理金錢等四項（吳淑瓊、

林惠生，1999）。 

據估計，台灣目前至少有五十萬至六十萬的家庭照顧者（潘英

美、林萬億，2000），其中失能老人的家庭照顧者約有七萬多人（內

政部，1996）， 而在老人的照顧問題上，家庭通常扮演著相當重要的

角色，政府的角色仍是相當殘補的，並且鼓勵三代同堂的家庭觀念，

這些政策概念可以從我國福利政策中對於奉養父母所給予的優惠以

及對父母的照顧義務的規定上觀察到；然而，根據研究指出，由於女

性的平均壽命較男性長，且婚姻關係中女性年齡通常比男性小，因

此，男性老人的照顧工作通常都由其女性配偶來擔任，反而是這些女

性配偶在老了之後，往往另一半早已失能或過世，使得其照顧更成為

下一代的責任（Lee，1992），當然，這些工作依然大多是落在女性身

上，一方面是因為同為女性，在從事一些較屬個人性的照顧工作時較

方便，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社會對性別角色的建構，使得女性必須擔負

這樣的角色。國內有關家庭照顧者的研究中均指出，照顧者中女性所

佔的比例約有七成到八成之間（邱啟潤等，1988；楊佩琪，1990；吳

聖良等，1991；徐亞瑛等，1992；湯麗玉等，1992；邱惠慈，1993；

吳淑瓊、林惠生，1999），且仍以配偶與媳婦為主要的照顧者，顯示

我國傳統文化仍可能是家庭決定由誰來提供照顧的重要因素（胡幼

慧，1990）。而在家庭所提供的照顧項目中，幾乎都提供了家務照顧

的工作，並且有六到七成也同時提供個人照顧的服務，其中以配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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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此項服務的比例最高，其次則為女兒，再其次為媳婦；平均每位照

顧者投入照顧工作達 6.54 年，而以提供照顧五年以上的將近一半

（44.4%），更有將近四分之一的照顧者以照顧老人長達 10 年以上，

有近九成的照顧者幾乎每天都在照顧老人，44.9%甚至每天照顧超過

九小時（吳淑瓊、林惠生，1999）。此外，根據民國八十九年的「老

人狀況調查報告」中指出，有將近五成的老人主要的經濟來源仍是子

女的奉養，顯示家庭不但具有生活照顧的實質功能，其經濟功能在現

代也仍然是相當重要的。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兒子肩負著照顧父母的重要責任，而相關的

研究也指出，台灣地區老人的支持來源主要侷限於家庭成員的配偶、

兒子與媳婦，女兒的角色是相當邊陲而不重要的，其對親生父母的照

顧只是餽贈禮物和提供情緒支持，並沒有照顧父母的責任與義務，而

這些原為兒子的照顧責任，更因為傳統社會性別分工的影響，最終仍

是轉嫁到媳婦的身上，兒子主要傾向於提供經濟與生活安全的功能性

責任，媳婦則提供家事方面的功能性責任（林松齡，1993）。在這種

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使得中外在「由誰來擔負照顧工作」上有很大的

差異。 

  反觀在西方的研究中指出，最可能提供照顧的便是女兒，其次是

配偶，再其次才是兒子（Qureshi & Walker，1989）；而在中外的比

較研究中卻指出，在美國，長期臥病的老人大部分是住在安養院中，

即使是由家人照顧的，也多由女兒來提供，媳婦的照顧角色是不彰顯

的；而台灣的臥病老人，則大多由媳婦來照顧，其次為兒子，由女兒

照顧的則較少（胡幼慧，1995）。但近年來，父母的教育水準與經濟

能力皆提高，使得過去養兒防老的傳統觀念較為淡薄，甚至有許多人

認為生女兒比生兒子好，因為女兒乖巧貼心，瞭解父母的想法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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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較願意陪伴父母，一掃過去女兒是賠錢貨的過氣想法。 

  在國外，女兒是家庭照顧的最主要資源，而有相當多的文獻均是

在探討女兒與兒子在照顧提供的差異，其大多認為兒子成為照顧者的

比例遠低於女兒，且只有在沒有女兒的家庭中，兒子參與照顧工作的

可能性才會提高（Coward & Dwyer，1990；Lee，1992）；而在照顧提

供的角色上，女兒不僅較有可能實行照顧工作，也比較有可能扮演主

要照顧者的角色，並且會長期擔任某些例行性的照顧服務，相反的，

兒子則多為短期支持性的角色，且多屬於外圍的協助者，甚至是照顧

的管理者，而不是實際參與照顧工作的執行者，即使其真的擔任主要

照顧者的角色，也比女兒花在照顧工作的時間較少，提供的直接服務

也較少（Montgomery & J. Rhonda，1992）。更由於兒子與女兒所扮

演的照顧角色不同，使得其服務提供的項目也隨之受影響，一般來

說，女兒大多提供例行性的家務活動，如準備食物、洗衣、每日的個

人協助等，相對的，兒子則大多是擔任家中的修理或維持、交通接送

等工作（Finley，1989；Montgomery & J. Rhonda，1992），由此發

現，兒子與女兒不但在照顧工作投入的程度上有所差異，其提供照顧

的內容也有相當大的不同。 

  然而，在我國傳統社會中，賦予兒子照顧的責任義務遠大於女兒

（林松齡，1993），母女間的依附關係並不若西方來得受重視，再加

上在父系的制度下，已婚的女兒不再被視為是原生家庭的成員，其所

應該照顧的對象是她的翁姑，對自己親生父母的照顧則是出自於情

感，而非權利義務。再者，女兒終究會嫁人、進入另一個家庭，這樣

徘徊在婆家與娘家之間的尷尬角色，若照顧娘家太多，往往會造成夫

家的不悅，更使得女兒回去照顧自己親生父母的難度增加（楊佩琪，

1990；吳聖良，民 1991；湯麗玉，1992；劉仲冬，1994；溫秀珠，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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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也不得不體認到，在兩性平權意識高漲、家庭規模日益減小的

現代，由於孩子生的少、人類的平均壽命又增加，子女的照顧責任更

顯得沈重，有些家庭更可能只有生女兒，因此，由女兒來擔負父母照

顧責任的情形，似有向西方社會跟進的可能。也因而，女兒照顧者在

台灣社會逐漸增多的現象實在值得我們多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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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女兒成為失能雙親主要照顧者的原因 

一、西方社會裡女兒成為照顧者的原因        

  有關失能老人的家庭照顧，Quereshi & Walker（1989）認為家

人間應有清楚的責任層級（hierarchy of obligation），其順序為配

偶、女兒、媳婦、兒子、其他親人、非親人，並且以「親屬關係」與

「性別」為決定家中由誰來擔任照顧者的判斷標準，再加以婚姻代表

的是最親密的關係與責任，使得配偶在照顧提供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

角色。而許多的研究都顯示，對老年人而言，「第一道防線」的照顧

工作多落在配偶身上，健康狀況較好的配偶最容易成為主要的照顧

者，其中又以太太照顧先生的情況最為普遍（Shanas，1979；Lee，

1992），如 Lopata（1973）的研究中即發現，有將近一半的寡婦在她

們的丈夫過世前提供照顧工作，且大多是提供一年以上的居家照顧工

作；許多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男性通常會和較年輕的女性結婚

（Dressel，1980；Lee，1992），且女性的平均壽命較長的緣故；這

也意味著男性在婚姻的生命週期中，會比他的太太更早需要被照顧；

而在女性需要被照顧時，她的先生通常已經過世了（Lee，1992），也

因此，當這些女性老人需要被照顧時，其照顧工作便可能落在其子女

的身上。 

  然而，在兒子和女兒間照顧責任的分工上，女兒通常是處於優先

地位的，這並不是說兒子完全沒有參與，他們也做了相當多的貢獻，

只不過在照顧的角色和工作上與女兒有相當多的差異罷了。一般來

說，兒子通常只有在沒有女兒或媳婦可以擔任主要照顧者時，才會擔

任這個角色，若是有女兒或媳婦得以從事照顧工作的話，兒子通常就

只擔任支援的角色，如財物上的協助、交通接送、財務管理、修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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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等工作，一些個人性的照顧和家務工作，如貼身的個人照顧、家務

整理、換洗衣物、準備膳食等則大多由女兒或媳婦來打理（Miller & 

Cafasso，1992；Stone et al.，1987），這種照顧工作的性別分野，

或許與傳統家庭勞務工作的性別區隔、文化規範或各種有關性別的社

會建構有所關連。 

  另一方面，由於男性照顧者所從事的家務工作是有較明確、清楚

的界定的，並且有較大的自由權去決定何時做與如何做（Berk，1988；

引自 Abel，1991），而在提供照顧時通常也會有其他親友來協助

（Baldwin & Twigg，1991；Abel，1991），使得其在照顧責任與時間

上的負擔都較小；而女性則通常在面臨照顧失能老人、小孩、家務與

工作等多方壓力與責任的情況下，會選擇減少自己的個人生活，而不

會放棄對老人的照顧責任（Cantor & Little，1985）。而 Abel（1991）

的研究中也發現，兒子和女兒在處理有酬工作和非正式照顧間的衝突

時所使用的因應策略有相當大的不同，女兒會較傾向於退出勞動市

場，或是減少工時、採用兼職的方式繼續留在職場上，而兒子則會使

用降低照顧責任的方式來因應。無論如何，中外的文獻中均指出，家

庭照顧者中約有 70％到 80％是女性（Stone et al.，1987；吳淑瓊、

林惠生，民 88 ），而這些家庭照顧工作中性別差異的事實在許多的研

究中都也已得到良好的實證（Lee，1992；Montgomery，1992）。 在

西方社會中，除了配偶外，女兒通常是較常見的家庭照顧者，因此，

以下我們將透過西方文獻的回顧來探討女兒這成為家中老人主要照

顧者的因素。 

  在年老父母的照顧中，女兒通常扮演著較兒子更為重要的角色，

而學者也都紛紛對這樣的社會事實做出解釋，如 Cicirelli（1989）

試著以回饋與義務、父母與子女間的依附關係來解釋成年孩子提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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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給年老父母的理由，以及其間的性別差異；Finley（1989）則嘗試

在家務工作這部分提出四個不同的理由來解釋何以女兒比兒子提供

年老父母更多的照顧，呂寶靜（民 88）更針對這些理由加以歸納成時

間分配說、認知到的孝道義務、經濟資源說、角色專門化等四大理論；

此外，Montegomery & Kamo（1989）更在這四項之後又增列了「文化

禁忌」的說法，在在都是想對女兒成為老年父母照顧者的原因提出解

釋。針對這些解釋的論點，我們大致可以將女兒之所以成為家庭主要

照顧者的原因歸納成社會規範、依附關係、性別分工、經濟資源等觀

點來逐一探討。 

（一） 社會規範 

  社會規範指的是社會對特定關係中應有的角色行為有一定的期

待，同時也對「權利」和「義務」有所規範（Ridley & Avery，1979），

尤其是在親屬關係中，親屬一直被認為是個人支持與交換網絡的重要

行動者（Adams，1968；Sussman，1965），因而當家中有老人需要被

照顧時，社會通常會期待由與老人關係最為親近的配偶或子女來擔負

照顧責任；然而，社會不但對個人所可享有的權利和相對應付出的義

務有所規範，同時也對行為中不恰當或忌諱的部分設限，特別是在照

顧工作中有關身體接觸上的性別禁忌。因此，我們可以將女兒成為照

顧者的社會規範因素分成「回饋與義務」以及「文化禁忌」兩方面來

加以探討。 

1. 回饋與義務： 

  Cicirelli（1989）認為子女照顧年老父母，是為了

回饋父母對其的付出，這樣的觀點是建立在公平與交換

理論的基礎上，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方式來維持成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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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間的平衡，報答父母對己身所付出的成本，使彼此

處於更平等的狀態， Cicirelli 也聲稱子女基於感謝父

母的照顧與文化規範之下，而產生照顧父母的責任，因

此，義務感也是產生照顧動機的主要因素。Finley（1989）

則主張女兒之所以較容易成為照顧者，主要是因為性別

角色的社會化，使女兒所認知到的孝道義務，覺得她們

應該較男性負擔更多的照顧責任。Brody（1985）更曾以

「虧欠」的感覺來形容某些成年的孩子，就算他們已經

投注了相當多的精力和資源來照顧父母，他們仍覺得不

夠，甚至有罪惡感；此外，他也發現，在他的研究樣本

中，有五分之三的女性會因為他們無法為母親做得更多

而感到愧疚。這樣的觀點，可以看出女兒會比兒子更有

虧欠和責任感，也因此，這可能是女兒較容易擔任照顧

角色的原因之一。 

2. 文化禁忌 

  Montegomery & Kamo（1989）指出社會化過程除了

「訂定」文化認可的行為外，也用以「禁止」某些行為

的產生；而兒子在社會化過程中不僅被塑造為排斥「家

庭照顧者的角色」，又承接某些形式的個人照顧任務也會

被視為違反文化禁忌，例如：洗澡、更衣和協助如廁等，

都會被視為是違反社會規範的，甚至引發「亂倫」的聯

想，性別遂成為照顧提供上相當需要考量的因素；但這

項觀點，僅適用在對父母的照顧上，配偶間的照顧則較

不會有這樣的禁忌。 

（二） 依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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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附（Attachment）是存在於兩人之間的一種主動、情深、

雙向的關係，是兩個人之間情緒或情感的連結。Cicirelli（1989）

主張父母與子女間情感的連帶建立在孩子的早期生活，並且會持

續一段時間，當一方受到傷害時，照顧者會希望去維持彼此間的

依附關係，致使依附關係在照顧年老父母的過程中具有正向的影

響；許多研究也指出，如果主要照顧者跟老人之間的情感關係良

好，照顧者會較樂意去擔任老人的照顧工作，且在照顧過程中的

情緒衝突也會較少（Greene & Monahan，1989；Given et al.，

1988），她們會投注較多的心力去滿足老人在身體、心理與社會

等各方面的需要，而不只是「看顧」他們。 

  然而，這並不是說男性就不會有相同的情感依附，只是男性

會傾向以實質照顧以外的方式來表達，如提供金錢上的協助或家

庭之外的安排方式（Walker，1992）。實證研究也指出，在生命

週期當中，母親和女兒的連帶關係是所有世代中最強的，包括情

感上、態度上和行為上的聯繫（Lee，1980；Rossi & Rossi，1990），

而許多需要子女照顧的被照顧者也都是女性，也就是母親（Lee，

1992），因此，在老年母親需要人照顧的情況下，女兒基於對母

親深厚的情感，或許會更願意投入照顧工作。 

（三） 性別分工 

  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將公私領域劃分得相當清楚，男性通常

是擔任工具性的角色，是負擔家計的人；而女性則擔任情感性的

角色，從事家務與照顧工作。也因為這樣的性別角色分工，當家

中出現失能老人需要照顧時，通常會由女性來擔負這樣的照顧責

任（Finch & Maso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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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性別角色差異的觀念不但普遍存在於社會規範之中，也

不斷地被灌輸在女性本身的觀念中，Ungerson（1985）即指出，

女性自己將許多的照顧任務定義為女性取向的工作，並不希望丈

夫或兒子來幫忙，若需要直接的協助，她們會找女性親屬、護士

或醫生來幫忙。而 Qureshi & Walker（1989）的研究中也發現，

有 48％的主要照顧者認為照顧老人是女性的工作，更有受訪者認

為由女性來從事家庭中的照顧工作會較自然，而且大部分的女性

會做的比男性來得好；即使是那些認為男性親屬也應擔負責任的

受訪者，也多半認為男性的工作是維持老人的社會接觸，而不是

家務和照顧工作。許多女性甚至認為當家中有人需要照顧時，自

己是家中最適合的人選，如果她無法提供照顧工作，便會覺得有

罪惡感（Ungerson，1985）。 

  另一方面，女性主義的觀點認為，這種傳統的性別角色態度

之所以會被傳承下來，乃是因一直處在性別階層體系中之優勢地

位的男性為了穩固與合法化自己的優勢地位所造成的，而在這樣

的父權制度下，建構出一種「女性適合照顧工作」的意識型態，

並且宣稱照顧帶給女性的不是只有不利的部分，還包括一些經驗

上的滿足（Graham，1983），Graham 認為女性的自我認同是建構

在照顧提供上，藉由照顧活動中的犧牲、滿足他人的需要來達成

自我實現。因此，社會對女性應從事家務工作的刻板印象以及女

性個人的性別角色態度都是使得其容易成為家中主要照顧者的

原因之一。 

  此外，Finley（1989）假設照顧工作有角色專門化的現象，

使得女性提供較多的個人性照顧，男性則多著重在照顧的管理和

監督方面。他同時也發現，雖然兒子和女兒有相同的責任去從事

 17



照顧工作的安排，但是女兒可以提供比兒子更多型態的照顧工

作。Lee(1992)則認為 Cicirelli 和 Finley 所提出的理論與看法

都無法解釋「為什麼女兒要比兒子提供更多的照顧？」，而只是

將女性在家庭照顧中的角色視為家務工作角色之一，因此，Lee

便將各種論點做整理，並且也針對性別角色專門化的現象來加以

解釋，其認為女兒之所以會擔負較多的照顧責任，主要是因為(1)

女性比男性更能融入親屬關係的網路之中；(2)大多數需要被照

顧的老年人是女性；(3)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有「同性別的趨勢」；

(4)女性比男性更強烈的認同自己照顧工作中的角色；(5)女性比

男性更能投入所有型態的家務工作中等五項因素的影響。由此可

知，照顧工作的性別角色專門化現象亦可能是使女兒成為家庭中

主要照顧者角色的重要原因。 

（四） 經濟資源 

  在父權制度與資本主義的規制下，女性在就業市場中處於相

當不利的地位，不但受到勞動力的性別歧視，成為從事較無技術

性的廉價勞力；更因為社會對性別角色的主觀認定，使得女性在

從事有酬工作之餘，仍須擔負大部份的家務工作，形成雙重的負

擔。 

  Finley（1989）假設女性比男性有更多的時間來照顧父母，

亦即呂寶靜（1999）所指的「時間分配說」，但在加入就業因素

後發現，發現女兒的職業地位並不會影響其所提供的照顧數量，

照顧工作的性別差異現象仍然是存在的。這或許是女性本身對照

顧責任的認知，再加上雙元勞動的資本父權主義建構對女性的控

制所造成，Finley（1989）指出，女性之所以會較沒有行為自決

的能力，往往是因為她們缺乏獲取外在資源的途徑，如就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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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也因為擁有較少的權力關係，使得女性多被要求從事較卑

微的工作，所以即使在就業和教育方面加以控制，仍舊無法降低

性別在照顧工作上的影響力。 

  Walker（1983）也認為女性在勞動市場上的選擇性較少，因

此當家中有人需要照顧時，女性回到家中負擔照顧工作的機會成

本會比男性低，在最大化家庭利益的理性決定之下，女性就較容

易成為照顧者（Stoller，1990）。由此，勞動市場結構直接影響

了女性經濟資源的多寡，不僅造成女性資源取得的困難，穩固男

性在家庭中的優勢地位，更強化與合理化了女性在家中擔任照顧

者的角色。 

二、在中國傳統社會裡女兒的角色 

  在探討了西方社會中，女兒為何成為家中老人主要照顧者的因素

之後，我們再回頭檢視我國社會老人照顧的特殊現象。與西方相同的

是，照顧工作的女性化現象，然而，由於中國傳統的傳宗接代、繼承

和養兒防老的觀念，將年老父母的照顧責任賦予兒子，而這樣的照顧

責任再加上傳統上性別角色分工的概念，使得這樣的責任又轉嫁到媳

婦的身上，即由媳婦這個有責任與義務的外人來擔負照顧責任，這是

中國與西方社會相當不同的現象之一；而在吳淑瓊與林惠生（1999）

的研究報告中也指出，目前台灣的老年女性，有一半是由媳婦來擔任

主要照顧工作，其次則為配偶，由此可見，中國這個特殊的現象與西

方社會強調母女間情感的連帶關係所形成的照顧責任的確大有不同。 

  中國傳統社會是對性別角色有清楚的規範，「男主外、女主內」

更是普遍為社會所接受的傳統信念，男性擔負家庭的經濟重任，女性

則負責打理家中的一切事務，也由於這樣的角色規範，使得女性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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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規範上，連在經濟上也必須倚靠男性，其附屬的角色便更加明

顯。學者認為女性之 所以不能與男性平權有三大原因：第一即為古

代的「三從」之說，如禮記上之記載：「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

嫁從夫，夫死從子。」女性受三從的束縛相當大，幼年時須服從父兄，

長時要服從丈夫，丈夫死後卻又要服從她的兒子，如此一來，一個女

人從出生到死亡，都處於服從的地位，更使其在家中與社會接受到種

種不平等的待遇；第二個原因，也是學者認為造成男女不平等的最大

原因，即是所謂「男女內外」之分，這樣的角色界限，要女子除了家

庭內部以外的事務外，一概不得過問，而社會稱妻子為賢內助，不過

是表示妻子只能為男性料理家內的小事與充當廚僕罷了；第三個不平

等的原因，便是中國家庭的宗法制度，家庭組織以最年長的男性為家

長，掌握一家的大權，在繼承上，為了延續男系的血統，通常是以嫡

長子為繼承的優先，女性在家中是沒有繼承權的（趙鳳喈，1993）；

由上述所提的三項原因，足以瞭解女性在中國傳統社會的不平等地

位。 

  此外，更由於中國的家庭相當重視宗法制度，注重男系血統的保

持，對女性是相當蔑視的；因此，女性從出生到出嫁，在家中的地位

與同輩的男性就有相當的不同，如詩經小雅斯干篇：「乃生男子，載

請之床，載衣之裳，載弄之璋，其泣喤喤，朱芾司皇，室家君王。乃

生女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弄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無父母詒罹。」由此可見，古代男女初生之時，將男孩放在床上，卻

將女孩放在地上，男孩弄璋、女孩卻弄瓦，待遇是相當不平等的；這

樣重男輕女的觀念，也使得古代的溺女事件相當普遍，女性在社會中

所受到的歧視更可見一斑。  

  既然女性在中國傳統家庭中的角色地位不如男性，那麼女兒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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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中又是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呢？中國人常說女兒是賠錢貨，因為女

兒終究是要嫁人的，嫁人以後要從夫，因此是夫家的人，「嫁出去的

女兒、潑出去的水」，是不能再收回的，胡幼慧（1995）也提到，女

兒與父母之間的關係是暫時性且微弱的，而且在中國的「父系」家庭

規範下，女兒的經濟效益不但在養兒防老上無法回饋父母，而著實成

為賠錢貨；又由於從父居的規範，使得女兒的孝養責任轉移到夫家，

阻斷了其對父母情緒與服務性的支持，女兒的親情價值也因而被這樣

的家庭制度所剝奪了。 

  在這樣以「父」為中心的傳統家庭結構下，婚姻並非下一代形成

一個小家庭，而是男家將媳婦娶進門，進了夫家的門後就成了夫家的

人，要受到公婆的約束，為夫家傳宗接代、繁衍香火；而父系社會形

成了重視男嗣的情形，讓女性在家中的地位更形低落（胡幼慧，

1995）；復加上媳婦是個「外人」的角色，嫁入夫家後，最重要的就

是扮演好侍奉公婆的角色，不敬不孝便有違婦道，會促使其在家中的

地位更顯不利。中國的孝道重視兒子的角色，文化規範使得兒子具有

照顧父母的義務，但實際上在照顧執行工作時卻轉嫁到媳婦身上；而

女兒從小也就被母親教誨她必須侍奉公婆的道理，使她實實在在要作

一個家庭主婦，而照顧婆婆更是屬於她家庭主婦分內的工作之一；溫

秀珠（1996）在研究中也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母親對女兒有關「婦

德」的教誨，便是教她們如何去順從丈夫、孝順公婆，侍候別人的父

母。此外，社會大眾也理所當然的認為媳婦應該擔負照顧工作的義

務，對於有媳婦的失能老人卻不是由媳婦來照顧時，自然而然會產生

疑問，在溫秀珠（1996）的研究中，便指出當照顧者是以女兒的身份

去照顧母親時，親朋好友便常會詢問為何不是由媳婦來照顧。 

  因此，當失能老人的家中有媳婦時，其通常成為擔負照顧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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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人選，倘若老人有許多的媳婦的話，則通常會由沒有工作，甚至

是收入最少的那位來擔負；其次，也有可能是由媳婦當中與婆婆的情

感關係最好者主動的提供照顧；另一個相當普遍的現況則是由媳婦們

來輪流照顧，沒有提供照顧的媳婦便常會被親朋好友指摘為不孝。老

一派的由於受到傳統規範的約束較深，因此總認為女兒嫁出去是潑出

去的水，由出嫁的女兒來照顧媽媽是違反社會的倫理規範，她們認為

照顧是媳婦應該做的事，除非在沒有兒子的情況下才不得不如此。 

  雖然女兒與媳婦皆同為女性，但中國人認為嫁出去的女兒就像潑

出去的水，不再是原生家庭中的成員，而是別人家的媳婦，自有其公

婆需要照顧，對自己親生父母的關照僅繫於情感，而不是責任義務，

因此照顧工作便落在自家媳婦的身上。況且若已婚的女兒對娘家的照

顧太多，往往可能引起夫家的不悅，溫秀珠（1996）的研究中指出，

許多女兒可以回娘家照顧自己的母親，甚至是帶回家中照顧，主要的

原因是因為公婆都已經去世，要不然就是先生很支持，那麼她才有爭

取回娘家照顧媽媽的藉口，否則就算跟母親的情感再好，回娘家照顧

母親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當然，相對於媳婦，女兒與母親的連結

較強、感情較好，使得女兒成為擔任照顧工作的理想人選，因此，如

果家中有未出嫁的女兒，其便成為提供照顧的絕佳人選；但若已嫁作

人婦，婆家的阻力大小便成為女兒是否能回來照顧的重要因素了。 

  相對地，在西方的核心與雙系的家庭制度下，女兒的親情回饋價

值顯得特別明顯，許多西方的研究也都發現，在現今的「雙邊親屬關

係體系」的社會中，主要的親屬聯繫大都圍繞著女性，認為女性與親

屬之間的交往較男性更為密切，也因此，在美國，女性通常被賦予親

屬關係維繫者的角色；而在親屬關係中，又以母親與女兒之間的連結

性最強，因而由女兒來照顧母親的情況相當普遍（Lee，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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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社會的變遷、經濟的發展與工業化，台灣女性的經濟地位有

了很大的提升，勞力密集式的工業發展型態，提供了女兒們賺錢貼補

家用的機會，而這樣經濟力的提升，是否讓她們的家庭與社會地位得

到提升？也是否使她們有更多的能力去爭取與娘家往來的時間與空

間？ 

  章英華（1994）的研究結果即顯示，女性對於傳統父子傳承之意

識型態的執著比男性為低，且在台灣地區七十年代有關未婚女工的研

究中也發現，即使女兒對家庭的經濟有貢獻並未使女兒在家中的待遇

因此變得優厚，但她們仍繼續將薪水匯回家中，然而她們的父母卻將

這些錢花在其兄弟的教育投資上，造成兒女之間的教育不平等更因而

加大（J. Salaff，引自胡幼慧，1995）。不過大部分的女兒並未因此

產生不滿或進行抗爭獨立，這種利他行為的表現，實在是相當特殊的

一種現象。研究也指出，教育和工作已經改變台灣婦女「嫁出去的女

兒、潑出去的水」的形象，這些職業婦女雖然都認為在奉養父母上，

兒子仍承擔較多的責任，惟她們認為兒子奉養父母主要是來自一種責

任感，女兒對父母則較以情感出發，照顧父母時也較細心體貼，而且

就算她們拿錢回娘家，也不會計較家產，甚至因為托兒的需求，與娘

家保持社會與經濟上的互動，關係更加密切（崔伊蘭，1987；引自胡

幼慧，1995）。 

  隨著女性經濟力的提升，婦女在夫妻關係中握有較多的決策權

力，在夫家的地位也明顯的提高，因此，女兒即使在出嫁後仍可以與

娘家有密切的互動，甚至可以游走在婆家與娘家之間，不若從前嫁入

夫家即為夫家人，不能過問娘家事；再者，女兒似乎也較兒子能夠提

供更多情感性的支持，更瞭解父母的需要，其與父母的關係，也與過

去那種短暫、微弱的關係有很大的不同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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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老人的居住安排或許對子女照顧父母的可能性也有相

當大的影響；陳景寧（1996）便提出，三代同堂的父系家庭體制確保

了子媳照顧公婆的可能性。雖然共同居住並不絕對等同於照顧的提

供，但與子女同住的父母所獲得的支持會較獨居或其他居住安排者來

得高（張明正，1993）。再者，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在地理上必須有

一定的接近性，否則是很難形成照顧關係的。根據內政部（2000）的

統計，台灣地區目前約有近七成的老人（67.79％）與子女同住，比

例相當高；而在西方社會中，老人與子女同住的比例不高，只有兩成

左右，但照顧失能老人的子女中卻有六成是與父母同住的（Stone et 

al.，1987）。Lewis & Meredith（1988）發現，一直與父母同住不曾

離開家的女兒會比那些已婚或曾搬離家庭的女兒更容易成為照顧

者，這是由於共同生活與照顧的界線不易分明，致使這些不曾離家的

女兒在不知不覺中成為理所當然的照顧者，顯示共同居住對於照顧關

係確實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影響。 

  隨著社會的變遷，子女的孝道觀念也有了些許的轉變，孫得雄

（1984）即在其民國 59 年、62 年及 69 年的三次調查中發現，受訪婦

女認為現代的年輕人較以前的年輕人不願意盡孝道、婚後不願意與父

母同住、不願意把部分薪水給父母使用及聽從父母意見的比率大幅升

高；陳淑瓊（1986）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子女孝敬、奉養父母的意願

很高，只是孝道的權威意識減弱，子女不再屈從於父母的權威，而是

朝向較彈性、理性的孝行表現，李宓昀（1989）的研究也指出，子女

對父母已不再是百依百順；黃光國（1988）的研究結果則反映出「親

自奉養父母」和「祭祀祖先」仍受到我國民眾的普遍重視；葉光輝

（1997）的研究也發現，台灣民眾對孝道內容中的「奉養雙親」仍有

相當程度的重視。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儘管工業化、都市化、民主

 24



化與多元化的影響使得民眾的孝道觀念有所改變，但親自奉養父母的

觀念仍然深植於民眾的心中。 

  此外，國內亦有許多探討影響子女奉養父母的行為與態度之因素

的研究，羅紀瓊（1988）的研究顯示，社會變遷確實減弱了兒女們的

孝養之心，但減弱的幅度是相當有限的，反而是財產的繼承影響子女

的奉養，換句話說，繼承父母財產的子女較可能擔負照顧父母的責

任，同樣地，將財產留給子女的父母，也較可能享受到子女奉養之樂。

李小玫、林惠生（1993）也發現，老年人生前的財產轉移會以老年時

「受到照顧的可能性」做最大的考慮，家庭財產的轉移可能越來越要

視子女的孝行而定，研究中同時也預期較大的財產轉移不見得會依照

傳統分給長子，而是給最可能提供老年人照顧的人，並且老年人財產

的擁有也可能有助於與家人協商他們年老時的照顧。由此可知，有財

產得以分給子女的父母在年老時較可能得到照顧；再者，父母會將較

多的財產分配給較可能提供他們照顧的子女，使得這些繼承父母較多

財產的子女擔負著更多照顧父母的重任。 

  綜上所述，西方社會中，女兒可能受到社會規範、依附關係、性

別角色分工與經濟資源的多寡等因素的影響而成為照顧失能雙親的

首要人選；在國內，除了上述因素外，家中是否有兒子、女兒的婚姻

狀況、父母與子女間的連帶關係、孝道觀念、是否繼承財產等因素，

也可能是促使傳統親屬關係網絡中處於邊陲角色的女兒成為照顧者

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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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女兒照顧者的照顧經驗 

  照顧，是一項相當勞心又勞力的工作，雖然有人認為女性藉由提

供照顧工作、犧牲自我來達成自我的肯定與滿足，但我們也不得不忽

略它對女性生活上所造成的改變與影響。溫秀珠（1996）即提到，照

顧對女性的影響不僅存在於照顧過程中，在照顧工作結束之後，她們

還必須面對情感、身體、心理、經濟，以及社交等方面的失落與損壞。 

  在有關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關係的研究中，大多將焦點放在兒子

與女兒身上，著重於探討其所提供的照顧任務與經驗感受的不同，這

或許是因為社會上對性別的敏感度較高的緣故所造成；另一方面，在

西方的研究中，由於女兒通常是傳統的親屬關係聯繫者

（kin-keepers），以及年老母親（尤其是寡母）的照顧者，因此，代

間關係的研究便常將焦點放在女兒與母親的關係上（Baruch & 

Barnett，1983）。許多研究指出，女兒照顧父母是出自於情感的依附，

因而女兒與父母的情感關係對照顧提供會有正向的影響（Cicirell，

1989；Greene & Monahan，1989；Given et al，1988；溫秀珠，1996），

而照顧的提供，逆轉了父母與子女之間的角色，勢必會對照顧者與被

照顧者間的關係造成改變，並為照顧者帶來相當的負荷與壓力。因

而，以下將分別從女兒與雙親（特別是母親）的照顧關係及照顧者的

負荷與因應策略等兩方面來做探討，俾能對照顧經驗有更深入的瞭

解。 

一、 女兒與雙親（特別是母親）的照顧關係 

  照顧提供的過程中，即使所提供的照顧工作相同，其間的關係也

存在著相當大的差異；而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對照顧的品質

或許會有所影響；在 Walker & Allen（1991）對女兒與母親間照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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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研究中，即將照顧關係歸納成本質型、矛盾型與衝突型三種不同

的型態，來顯示其間的照顧關係之差異性（如表 2-1）： 

（一） 本質型（Instrinsic Pairs）：母親與女兒間的關係是相互獲

益的，她們之間的關係是相當平等的，如同夥伴、朋友和姊妹一

樣，是相當親近的；她們也不會去計較或在意為對方付出多少，

並且也會合力去解決在照顧上所發生的問題，在這種關係中，衝

突是相當少的，她們並不會隱藏自己內心真正的感受，同時也體

認到彼此間在觀念、生活等各方面的不同，不會強迫對方去改

變；她們相互關心，並且也非常注意與擔心對方可能發生的問題。 

（二） 矛盾型（Ambivalent Pairs）：在這一型的關係中，雖然母親

與女兒都經驗到益處，但與本質型的相較起來，其較缺乏相互

性，她們較少參與可讓彼此同時感到獲益的活動，這一類型的女

兒也無法將母親視為是自己的朋友或姊妹，她們常覺得對母親有

很大的責任，有時對照顧工作會感到疲倦，其對彼此間關係的正

向感受較本質型少許多；其間的關係常會存在著一些衝突，這些

衝突的發生往往是因為雙方的期待不同，或是母親一再堅持由女

兒來照顧她，而在衝突發生時，她們也似乎無法接受彼此之間的

差異，甚至認為對方是造成衝突的來源；如同本質型的關係一

樣，矛盾型的母親與女兒也相當關心對方，只是缺乏其關心是相

互的證據。 

（三） 衝突型（Conflicted Pairs）：衝突型的母親與女兒經驗到較

少的報酬與較多的付出，她們也不會參加可使雙方共同獲益的活

動，母親與女兒都在彼此的關係中感到有相當大的衝突，她們都

在意自己本身所得到的（Thibaut & Kelley，1959）；這一型的

母親與女兒在描述其間的關係時都是較負面的，她們對彼此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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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抱怨，很少分享彼此內心的感受，並且她們也同意在這樣

的關係中並沒有獲益；她們間的衝突是相當普遍的，甚至於彼此

不說話、互相猜疑，不同於矛盾型的是，她們同意彼此間的關係

是有問題的；她們對彼此仍是關心的，只不過她們所關心的是對

方的失職，將焦點放在自己身上而非彼此之間，她們總覺得對方

不在意自己的感受。 

表 2-1  照顧關係的型態 

 本質型 矛盾型 衝突型 

關係的互惠/平等性 相互獲益、平等 
經驗到益處，但缺乏

相互性 

較少的報酬與較多

的付出 

共同從事活動的多寡 
合力解決照顧上所

發生的問題 

較少參與可讓彼此

同時感到獲益的活

動 

不會參加可使雙方

共同獲益的活動 

衝 突 
相當少，能體認到彼

此間的差異 

存在，且常常在雙方

的期待不同時發生 

相當普遍，且承認彼

此的關係是有問題

的 

關 心 

相互關心，並且非常

注意與擔心對方可

能發生的問題 

相當關心對方，只是

缺乏相互關心的證

據 

彼此仍關心，但關心

的焦點是對方的失

職 

關 

係 

的 

本 

質 

親 近 感 
如同夥伴、朋友和姊

妹一樣 

無法將母親視為是

自 己 的 朋 友 或 姊

妹，覺得對母親有很

大的責任 

雙方互相抱怨，很少

分享彼此內心的感

受 

        此外，在 Qureshi & Walker（1989）的研究中發現，照顧者與老

人之間的親密與互惠性並不會影響照顧的提供，但對於照顧經驗的性

質卻會有很大的影響；溫秀珠（1996）則發現，感情會影響照顧的提

供，與老人感情較好的家庭成員，確實比其他家人有更高的照顧意

願。也因此，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原先的情感關係很有可能會影響其

所發展出來的照顧關係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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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有許多研究提出了「角色逆轉」的概念，來探討子女

照顧者與失能雙親的照顧關係。Abel（1991）指出，照顧者必須去重

新定義與老人之間的角色，尤其是媳婦與女兒照顧者。因為在執行照

顧工作的過程中，照顧者不可避免地必須對老人運用權威，例如復

健、吃藥、包尿布等，這種權威地位的角色轉換，會讓照顧者覺得自

己傷害到老人的自尊，而陷入在維持老人的尊嚴與盡力協助老人恢復

功能之間掙扎，這樣的掙扎包括失能老人對照顧者所表現出的抗拒、

不合作、不合理的要求與過份的依賴，使得照顧者執行照顧工作的困

難度增加，而在投注許多心力之後卻仍得不到正面的回應，讓他們更

感到無奈與沮喪（Abel，1991；溫秀珠，1996）。 

  失能老人的照顧工作對照顧者來說，確實是一項很大的挑戰；而

在經驗了照顧過程中的種種無奈之後，是不是多少會對其與被照顧者

的關係造成影響？在 Alexis J. Walker, Hwa-Yong Shin, and David 

N. Bird（1990）的研究中即發現，有一半以上的女兒認為照顧工作

對她與母親間的關係有正向的影響，但也有不到一半的女兒認為並沒

有影響，只有極少數認為有負向影響，且大部分的女兒認為是因為她

花了許多時間在照顧母親，才使得關係有所進步；另一方面，過半數

的母親則認為照顧提供對她與女兒間的關係並無影響，但也有約五分

之二的母親覺得有正向的影響，且認為是因為自己有許多時間與女兒

在一起的緣故。此外，該研究亦提出影響關係改變的重要因素：認為

照顧工作對母女間的關係有正向影響者，通常對照顧提供較滿意，覺

得照顧工作為自己帶來相當大的意義，且擔任照顧工作的年限較短

等；然而，無論女兒所感受到關係的改變是正向、負向，甚至沒有影

響，其所提供的照顧品質卻是沒有差別的。 

二、 照顧對照顧者所帶來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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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照顧的過程中，女性必須面對照顧事件所帶來的衝擊，包括調

適自己以接受老人失能的事實、重新定義與老人之間的角色、解決老

人因失去日常生活功能所產生的沮喪與反抗，以及家庭因依賴者而改

變其家庭成員間的互動關係等，這些劇變使得女性照顧者產生許多複

雜的情緒，特別是在老人失能之初，她們往往無法相信老人是衰弱、

依賴的，自己不再像從前一樣可以從父母身上得到愛與建議，取而代

之的，是辛勞、失望的照顧工作；此外，她們也會對原先獨立、自信

的老人竟然需要完全的照顧而感到驚訝，這樣的改變，使照顧者感到

失落，因為眼前的這個老人，不過是有著相同的軀體，已不是原本那

個可以分享事情的人了（Abel，1991；溫秀珠，1996；陳郁芬，2000）。 

  Kane & Penrod（1995）的研究發現，對長期照顧者而言，最大

的正面效應便是成就感，而這樣的成就感來自於家庭成員的緊密結

合、完成照顧責任所帶來的滿足、家庭成員間關係的改善、被照顧者

的情況好轉，以及對被照顧者的關心。然而，老人照顧是一項長期的

工作，對照顧者所帶來的負面影響似乎比正面影響來得更受到重視，

也因此，在相關的研究中，對於有關照顧的各種負面影響，如對照顧

者在身體、情緒、精神與財務等各方面，都有相當多的著墨（Zarit et 

al.，1980），而這些負面的影響，我們通常會用「負荷」（burden）

這個概念來描述。 

  Braithwaite（1992）把負荷分成「主觀」和「客觀」兩類，主

觀的負荷是指照顧者在擔任照顧角色時的感覺；客觀的負荷則是指照

顧者實際上面臨的要求與困境（Hooyman & Gonyea，1995）。Bulger et 

al.（1993）認為主觀負荷為照顧者的情緒反應，如擔心、緊張、傷

心、憤恨、失眠等；客觀的負荷包括惱人的病患舉止，如攻擊行為、

過於依賴、自閉等，以及家庭生活被打斷，如休閒活動、例行工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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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機會的減少（Hooyman & Gonyea，1995）。Marsh（1992）則認為

主觀的負荷圍繞著大範圍的情緒，如生氣、罪惡、孤獨、沮喪、退卻

以及對被照顧者痛苦的同理；客觀的負荷則包括被照顧者的行為症

狀、家庭關係被打亂、家庭認同與角色的轉變等（Hooyman & Gonyea，

1995）。也就是說，主觀的負荷強調的是情緒面的反應，而客觀的負

荷則主要是著重在行為方面的影響。 

  Fitting et al.（1986）的訪談中發現，雖然兩性對負荷的認知、

家庭環境、社會網絡以及心理的調適都大致相同，但是女性在標準化

量表上卻表現了較多的沮喪。Brody（1986）的研究中也指出，女兒

較容易被照顧所帶來的負面壓力所影響；而 Zarit（1982）的研究發

現，女性表達了較多的負荷與心理壓力，主要是因為女性比較難將情

緒從照顧責任中帶離，男性則傾向以一種工具性、任務取向的觀點來

看待照顧工作。由上述的研究看來，女性在照顧過程中所經驗到的負

荷與壓力似乎遠多於男性，而造成這些差異的原因，或許與女性本身

對自己的角色認知、社會所賦予其的家務責任，以及其所得到的支持

有相當大的關連。然而，也有部分研究指出，兒子和女兒在壓力與負

荷上並沒有顯著的差異（Stoller & Pugliesi，1989；Montgomery & 

Kamo，1989；湯麗玉，1991）。 

  許多研究均指出，照顧老人的工作常會為照顧者帶來壓力與負荷

（邱啟潤等，1988；楊珮琪，1990；吳聖良等，1991；吳聖良等，1992；

徐亞瑛、張媚，1992；湯麗玉等，1992；邱惠慈，1993）。胡幼慧等

人（1994）的研究發現，照顧者會有無法安睡、感到被綁住、擔心的

困境；湯麗玉（1991）也指出被綁住、束縛以及沒有個人的時間做想

做的事，是最常見的照顧負荷，而當被照顧者的日常生活功能越差，

照顧者的社會支持越低，照顧者的負荷就會越重。徐亞瑛和張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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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的研究顯示照顧者會產生身體、情緒和社會等方面的負荷；

邱惠慈（1993）在其有關失能老人非正式照顧者所經驗到之負荷與壓

力的研究中提到，照顧者認為負荷較重的項目包括必須時時刻刻注意

老人、外出旅行受到影響、自己不舒服時還要照顧老人、照顧老人感

到疲倦以及照顧老人感到心力交瘁等項目，而沒有醫療人員教導、照

顧者自覺健康狀況越差、老人日常生活活動能力越差、配偶照顧者及

女性照顧者等可能在身體、情緒、社會功能與財務等方面負荷較大；

李淑霞（1994）也根據相關文獻歸納出照顧老人常使照顧者產生身

體、情緒、社會功能和財務等四方面的負荷。 

  在面臨照顧所帶來的壓力與負荷時，一般認為男性擁有的資源較

女性多，也就有較多的資源可以用來調適壓力（呂寶靜，1989）；陳

奎如（2000）則發現男性照顧者在面臨照顧工作所帶來的壓力與負荷

時的因應策略包括調整照顧責任、自己的認知以及照顧的方法，會以

工具性的態度，抽離情緒的涉入，將照顧視為是一種問題來處理，在

解決問題時，也較會傾向以尋找其他的替代照顧者，或協調照顧責任

的分擔的方式。因此，男性在從事照顧工作時，除了握有較多的社會

資源與支持外，其處理照顧問題的態度與方式也是其得以因應的較女

性為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上述的研究發現中，我們不得不承認照顧工作的確為照顧者帶

來相當大的壓力與負荷，同時也對照顧者的生活造成許多負面的影

響，而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期待，促使兩性在處理負荷與壓力時有著迥

異的因應方式，一般來說，社會給予男性的支持較多，這或許是男性

所感受到的照顧負荷較小的重要因素，然而，女兒在承受著照顧的負

荷時，會採取什麼樣的因應策略？其所獲得的社會支持有哪些？亦是

女兒照顧者研究中值得加以探討的重要議題之ㄧ。 

 3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女兒照顧老年父母的情形 
	第二節    女兒成為失能雙親主要照顧者的原因 
	第三節  女兒照顧者的照顧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