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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女士您好： 

 

我是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目前正在進行碩士論文研究，我

的研究是關於「老幼兼顧的照顧經驗初探─以兼顧失能配偶與年幼孫兒的

女性照顧者為例」。 

 

我們都知道，在老幼兼顧的照顧過程中有甜蜜，當然有更多的辛酸，

很希望您能分享您寶貴的照顧經驗與感想，讓我們能夠更瞭解您的處境與

需求，並可做為日後相關人員（如社工、護理人員）提供服務時的參考，

進而提供您與類似情況的照顧者更適切的幫助。 

 

請各位照顧者不用擔心，此訪談並不是什麼正式性的訪問，只是私底

下想請阿嬤談談您在照顧過程中的一些生活小故事跟感想，訪談並沒有一

定的答案，也沒有所謂對與錯，阿嬤們不用緊張或擔心自己不會講話或不

知道要講什麼，其實只是希望利用跟阿嬤們聊聊天的方式，瞭解各位阿嬤

在照顧過程中的一些感想與經驗，很希望阿嬤們能夠接受我的訪問。 

 

訪談的時間約 2個小時，訪談的時間則以您的方便來選擇，我將會到

您家裡進行訪談，在訪談的過程中，為了能將訪談內容完整紀錄下來，我

會以錄音機輔助使用，但在訪談的過程中，若您有任何不希望被錄音的部

分，您可隨時告知，我會馬上終止錄音。訪談內容將採不記名方式，因此

您的資料完全不會對外公開，您所談的內容，也僅供學術研究上的分析，

屆時是以號碼來代替，在研究報告中不會出現您的名字，而在研究最後也

會將錄音帶予以銷毀，以保護您個人的隱私，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回答。您

的參與對我來說是莫大的幫助，若您願意接受我的訪問，麻煩您在下面的

受訪同意書上簽名，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 

研究生楊雅嵐敬上 

 

 

 

 

 

 

 
 

受訪同意書 
在經過研究者介紹後，本人同意參與此研究，並瞭解 

1. 本人所提供的資料，研究者會絕對保密。 

2. 在研究的過程中，若對研究有問題可隨時提出疑問或退出研究。     

受訪者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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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導引 

       

Warm up: 

1.您照顧您的先生多久了？是什麼原因使他需要人照顧？他現在的身體狀況如 

何？ 

2.照顧孫子多久了？照顧類型（全托或日托）、年齡、性別、教育程度、孫兒狀

況？ 

3.中間代：孫子是那個小孩的、有幾個小孩、小孩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度、

職業、居住地點？   

 

基本資料： 

1. 受訪者資料：年齡、教育程度、就業狀況、居住狀況？ 

2. 老人資料：年齡、主要病症、活動能力等（見老人的資料問卷）。 

 

一、有關雙重照顧工作項目任務 

（一）可不可以談一下一天的照顧工作流程？ 

（二）平常照顧老人的工作項目? 

Probe： 

1. ADLs 與 IADLs 方面的協助（參考巴氏評估量表項目） 

2. 其他的支持/協助項目 

（三）平常照顧孫子的工作項目? 

Porbe： 

1.ADLs 與 IADLs 方面的協助 

2.其他的支持/協助項目 

（四）對於這兩個工作，你覺得她們有什麼相同與不同的地方？  

（五）你覺得哪一項佔了你比較多的時間？精力？較累？ 

（六）你覺得這兩個工作責任有沒有輕重的分別？若有的話，誰輕誰重？為什

麼？ 

 

二、雙重照顧責任形成原因 

（一）為何您會承擔起雙重的照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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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否說明一下雙重照顧責任的先後順序與經過。 

2. 當初為何您會擔任配偶照顧責任呢？您為什麼要去照顧您的先生呢？  

3. 當初為何您會擔任孫兒照顧責任呢？您為什麼要去照顧您的孫子呢？ 

4. 在已經身為一種照顧者身份後，為什麼第二種照顧責任出現時，仍然由

您來承擔照顧責任呢？ 

Probe： 

（1） 對於這樣的情況您與家人有沒有出現協商誰來照顧的過程？跟

誰協商？過程如何？ 

（2） 您對最後您來照顧的安排有何看法？感覺如何？您的家人（尤

其是中間代，孫兒的父母）又有怎樣的看法跟感覺呢？ 

（二）文化規範  

1. 你覺得照顧工作是不是由婦女來做比較合適？為什麼？那你覺得男性的

工作或角色是什麼？ 

2. 你覺得婚姻關係代表的是什麼？ 

3. 你覺得（外）祖母幫忙帶孫子是應該的嗎？為什麼？ 

（三）社會交換  

1.您覺得您先生在過去的人生裡，是否給過你一些扶持或幫忙？為什麼？對

此你有什麼感覺？ 

2.你現在的生活費用來源主要來自？ 

3.您認為誰會照顧你的晚年生活？ 

（四）情感依附  

◎與老人的感情 

1. 您以前跟老人的感情怎麼樣？ 

2. 可否告訴我您和老人過去的一些事情，包括快樂的、爭執的，或是令您

印象深刻的？ 

3. 您覺得您們感情是不是影響您去提供照顧的原因？ 

   ◎與中間代父母、孫兒感情 

1. 您跟孫兒的父母的感情如何？您覺得您們感情是不是影響您去提供孫兒

照顧的原因？ 

2. 您跟孫兒的感情又是如何呢？您覺得您們感情是不是影響您去提供孫兒

照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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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顧者在雙重照顧過程中的經驗感受 

（一）關於老人照顧方面 

1. 可否說說你照顧老人的一些事情，例如快樂的、無奈的、或印象深刻的一些

事情！ 

2. 關於照顧老人你有什麼樣的感受（正面、負面的感覺）。 

 

（二）關於孫兒照顧方面 

1. 可否說說你照顧小孩的一些事情，例如快樂的、無奈的、或印象深刻的一些

事情！ 

2. 關於照顧孫兒你有什麼樣的感受（正面、負面的感覺）。 

 

（三）面對雙重照顧工作之歷程感受的互動過程 

1. 您兼顧配偶照顧與孫兒照顧也有一段時間了，你對於這樣的生活有怎樣的感

覺？ 

Probe: 比起之前只照顧一個，你覺得兩種照顧工作對您自己有什麼影響？ 

（1） 精神、心理方面 

（2） 身體健康方面 

（3） 社交活動、休閒方面 

（4） 時間運用方面 

（5） 其他 

 

2.在這段時間內，有沒有發生過兩種照顧角色所要求的時間、項目等，讓你無法

兼顧的情形？ 

Probe：（1）那是什麼情形，能不能請你舉個例子說明。 

（2）當時你有什麼感受？ 

 

3. 你覺得照顧兩個人給你的情緒感覺會不會相互影響？可以舉例說明一下？ 

當時你的感覺是如何？ 

 

4.您以前曾經想過年老時應該是怎樣的情境嗎？對於現在要擔任兩種照顧工

作，您心裡的感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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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中間代的關係 

1. 你可以談一下你的家庭關係嗎？你覺得家裡的感情好不好？家人（特別著重

孫兒的父母）在面對這樣的情境時有怎樣的反應？ 

2. 您跟家人（特別著重孫兒的父母）在照顧工作上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 

Probe： （1）他們有沒有協助你日常生活的照顧工作？ 

（做哪些項目、頻率、對照顧者的感覺與影響） 

（2）有無照顧任務的分配？您家裡如何分配照顧的任務？誰負責什麼

任務？為什麼？您自己與家人對這種分配結果的看法如何？你覺

得理想上應該是怎樣？ 

3. 家人（特別著重孫兒的父母）如何看待您的雙重照顧工作？她們對您的工作

有出現怎樣的反應？ 

Probe： （1）可以回想一下當您在照顧老人跟小孩的過程中，她們跟您互動的

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衝突？感謝？快樂？無奈？ 

（2）他們曾經對您的照顧工作表示過什麼？您的感覺又如何？ 

 

 

四、照顧者在雙重照顧過程中的因應策略 

 

（一）您兼顧配偶照顧與孫兒照顧也有一段時間了，平常你是怎麼來安排你的照

顧流程的，有沒有什麼特別的方法？ 

 

（二）如果兩種照顧角色所要求的時間、項目等，有讓你無法兼顧的情形，你如

何處理？ 

 

 

五、其他：您還有沒有什麼想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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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的資料問卷 

1.年齡：                                                樣本編號：      

2.主要病症：      

3. 照顧老人多久了  

4. 過去職業：       

5. 巴氏量表評分：      

 

獨立 依賴 項                目 

完全獨   需工具輔助

自處理   能自理    

需人     完全不

幫忙     能處理

1.吃飯（準備食物、拿筷子、進食、善後） □10 分 □5分  □1 分 

2.穿上身衣服（穿衣、扣鈕釦） □5分 □3分  □1 分 

3.穿下身衣服（穿褲子、繫鞋帶） □5分 □3分  □1 分 

4.修飾（洗臉、刷牙、梳頭、刮鬍、化妝） □5分 □1分 

5.洗澡（出入浴室、脫壹、清洗衣服） □5分 □1分 

6.上廁所（出入廁所、清潔下部、整理衣服） □10 分 □5分  □1 分 

7.小便控制（有無失禁？） □10 分 □5分  □1 分 

8.大便控制（有無失禁？） □10 分 □5分  □1 分 

9. 上下床或椅子 □15 分  □5 分 □5分  □1 分 

10.室內外走動 □15 分  □10 分 □5分  □1 分 

11.上下樓梯 □10 分 □5分  □1 分 

總        分  

 

受訪者資料問卷 

1.年齡：                                              樣本編號：      

2.教育程度：        

3.就業狀況：□現在有工作      職業：         職位：              

            □為了照顧而放棄工作 

以前工作的職業：                 職位：         

□為了其他理由放棄工作             

□一直都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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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退休前的工作：          

4.子女數：         

5.有協助育兒需求的中間代：            

（1） 年齡：        

（2） 婚姻狀況：       

（3） 教育程度：       

（4） 職業：       

（5） 居住地點：        

6.孫兒： 

（1）年齡：        

（2）性別：        

（3）教育程度：       

（4）照顧孫子多久了：       

（5）孫兒托育類型        □全托       □日托 

7.居住狀況 ： 是否與老人同住 □是         □否 

              是否與孫兒同住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