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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以下的章節中，第一節首先整理相關文獻，嘗試瞭解照顧的雙重意涵以及

老幼照顧工作任務項目並對照老幼照顧異同之處；第二節分析雙重照顧角色形成

的可能動機與原因；第三節則討論照顧者在雙重照顧過程中的經驗與心路歷程，

並試圖以角色理論來解釋老幼照顧感受如何交互作用而影響整體的雙重照顧歷

程。 

 

第一節  老幼照顧工作的任務與異同 

在進入老幼兼顧之女性照顧者歷程討論之前，首先要釐清雙重照顧的意涵，

幼兒照顧與老人照顧在照顧活動上，雖然有其類似處，但本質極為不同。本節主

要在闡述照顧工作的雙重意涵、再來討論失能老人與幼兒之照顧工作項目與任

務，最後則比較失能老人與幼兒照顧的異同。 

一、照顧工作的雙重意涵 

所謂的照顧，是由照顧活動（activity）與照顧情緒（emotion）所組成。

除了包含關心與愛的情緒外，也包括了一組的任務或一系列的活動。Graham

（1983）曾將照顧區分為對他人情感的關心與福祉負責兩部分，提出照顧是一種

「愛的勞務」（A Labor of Love）的概念，將其本質區分為勞務工作與情感兩元

素，是認同（identity）與活動(activity)並存的。同樣，Gillian 也將照顧區

分為「關心」（caring about）與「照料」（caring for）兩部分，所謂「caring 

about」是指照顧者對被照顧者的情感，而「caring for」則是有關照顧的任務

與工作。綜歸而言，其皆將照顧概念化為行動（doing）與感覺(feeling)的結合 

(Gillian，1988；引自 Schofield et al.,1998)。照顧工作不可否認的會帶給

照顧者情感上的滿足，但本質上是繁瑣、單調、費時、需隨時因應的勞務，此外，

照顧工作的貢獻常是不被察覺或是被認為沒有價值的（Land，1991；引自呂寶靜，

1995）。 

根據上述學者對照顧意涵的定義，我們瞭解照顧工作的多元面向，在探討

照顧者的照顧歷程時，不但應該注重照顧工作的實際勞務，也應著眼於照顧者由

於愛與關心等情感所呈現的經驗與感受，而愛與勞務在照顧歷程中彼此的相互影

響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焦點。然而，有關於失能老人照顧與家中其他依賴成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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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如年幼兒童）的之「關心」（caring about）與「照料」（caring for）組成

元素可能不盡相同，當兼顧老幼兩者照顧責任時，各自的照顧工作責任與情緒感

受也可能彼此互動影響，因此，欲探索兼顧失能老人與年幼孫兒雙重責任之女性

照顧者心路歷程，必須先瞭解失能老人與幼兒之照顧工作項目與任務。 

 

二、失能老人與年幼孫兒之照顧工作項目與任務 

所謂照顧是對依賴者所提供的生活事物上、健康上的協助、支持和保護（溫

秀珠，1996）。Schofield 等人（1998）曾將照顧責任區分為：一般家務的照顧

工作以及家庭照顧工作兩類。一般家務的照顧工作（usual caring task 

performed in households）乃指被照顧者為非失能者，但因彼此關係間的某些

承諾，以致被照顧者依賴照顧者提供「服務」（如煮飯、打掃、照顧小孩等），而

照顧者多為女性。家庭照顧工作（family cargiving）則是照顧對象為生理或心

理失能者，被照顧者對照顧者產生某種程度的必須性依賴（necessary 

reliance），照顧者必須對被照顧者的健康與福祉負責。根據上面分析，雙重責

任照顧者都必須對失能老人與年幼孫兒的健康與福祉負責，被照顧者也都因為老

化或年幼不能自我照顧，處於依賴和無助的地位，這皆涉及到家庭照顧工作的意

涵，而一般家務照顧工作也早已融入了日常生活的照顧事項中，因此，雙重照顧

工作兼具了一般家務與家庭照顧之意涵。 

在瞭解雙重照顧責任兼有一般家務與家庭照顧兩種意涵後，接下來檢視雙重

照顧的實際工作項目與任務。就失能老人照顧內容來看，家庭成員對老人提供的

協助一般可歸納為下列四種：（1）個人照顧，也就是所謂的日常生活活動的協助，

如協助老人吃飯、盥洗、穿衣、洗澡、上廁所、移動等；（2）工具性日常生活活

動的協助：如料理家務、購物、煮飯、協助理財等；（3）情感性支持：包含關心、

慰藉與傾聽問題；（4）財務支持（呂寶靜，2001）。而歸納學者關於失能老人的

研究，發現其照顧工作也不外乎上述日常性基本活動（ADL）及工具性日常活動

（IADL）的定義，前者包含餵食、上下床、穿衣、洗澡、上廁所、室內移動等；

後者則包含洗衣、購物、打電話、外出交通、金錢管理等。家務料理與個人照顧

之協助項目均具有勞力密集的性質（Cantor & Little，1985；呂寶靜，2001），

而依照失能程度與依賴對象患病的不同，其協助事項也有所增減。 

在失能老人的非正式照顧者中，女性配偶通常是男性老人生病或失能時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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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防線(Brubaker，1985b；Horowitz，1985a；Shanas，1980，引自 Stoller，

1992)，當男性老人罹患慢性病或失能時，配偶比其他人有較大的可能性提供照

顧。配偶照顧者處理的事務較多，提供照顧的時數也較長，比起其他照顧者更常

提供較勞力密集的個人照護工作。此外，配偶照顧的對象失能程度較嚴重、失能

時間也較長、其照顧需求也較繁複，但介入的資源卻較少、個人需付出的代價較

大（Stoller，1992）。林松齡（1993）分析不同照顧者之照顧任務則發現，配偶

照顧者主要提供病痛的服侍、閒聊慰藉、及日常家事的支持。 

至於年幼孫兒的照顧工作任務與項目，祖母照顧年幼孫兒的親職任務隨著涉

入型態與孫子女年齡而有所不同，介入程度越高者，其所需負擔的責任也越大。

Jendrek(1993)曾訪談 114 位曾有過照顧孫子女經驗的祖父母，並將其依相處時

間及監護權加以界定為監護權型、日間照顧型、同住型等三種照顧類型。而 Bower

與 Myers(1999)也依照祖母與孫子女相處時間與接觸程度，將祖母帶孫行為區

分：全職照顧、兼職照顧、定期拜訪等類型。不同的育孫照顧類型會影響到照顧

責任的涉入多寡，如監護權型與全職照顧型祖父母比起其他的照顧類型，勢必需

要付出較多的時間與精神投入孫兒照顧。 

而一般來說，學齡前年幼孫兒的照顧需求與任務為何呢？若由年齡的發展週

期來看照顧任務，Galinsky 曾將親職任務分為 6 個階段，在嬰兒時期主要是養

育階段，而在學齡前時期主要為權威階段（Galinsky，1981；引自徐綺穗，1998）。

在嬰兒階段，照顧者主要的照顧任務是育嬰方面的工作，由於幼兒，特別是嬰兒，

具有相當的無助與依賴性，全部生活事項凡是餵食、洗澡、換尿布、洗澡、安撫

等等都必須照顧者事事仔細照料，也必須隨時隨地的保持警覺、隨侍在側的注意

其變化與安全與否以防意外發生。在權威時期，也就是子女處於學齡前的時期，

雖然照顧者並不用像養育階段要事必躬親，但這個時候，父母的主要工作，就是

要建立明確一致的行為秩序規則，使孩子有所可遵守的一致行為規範準則，並為

子女肅立良好榜樣（Goodman，1995）。 

就祖父母而言，通常孫子女年紀小的時候，祖父母會扮演「養育者」的角色，

提供生理、飲食等生活上的照顧，然而，隨著孫子女的成長，祖父母也會說故事

給孫子女聽，與其溝通互動。一般而言，祖母傾向孫子女的撫養工作，會提供孫

子女適時的關懷與照顧，且會給予較多的讚美（周麗端、吳明燁等，1999）。吳

婉慧（2000）也指出一般的祖父母在孫子女的親職方面，多視自己為支持、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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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的次要角色，也就是當子女有所需求時，隨時提供支援協助。在照顧內容及

功能上，主要以看護、陪伴玩耍、滿足下一代的基本生理需求為主，多是涉及身

體需求的勞務照顧，而較少涉及教養層級。Gattai 與 Musatti (1999)也發現祖

母認為其對孫子女照顧負擔較少責任，她們認為孫子女養育的最終責任，無論是

實質上或教育上，始終落在中間代父母身上。祖母只是當母親缺席時的照顧替代

品，所以可以只著重在情感性表達與關係建立，對於管教與教養的任務認知則較

低，也因此祖母常因為過度寵愛孫子女而引起中間代父母的指責。 

 

三、失能老人照顧與幼兒照顧的異同 

雙重責任照顧者對失能老人與年幼孫兒的生活事項協助有其相似處，如都需

要提供餵食、洗澡、換尿布、上廁所等個人貼身服務照顧，在老人失能程度較重

與孫兒年齡較輕時，此類同更為明顯。照顧者也都必須隨時隨地的保持警覺、隨

侍在側的注意被照顧者的變化與安全與否以防意外發生。此外，除了需要提供料

理家務、煮飯、購物等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的協助，也同樣需要給予關心與愛的

情感性支持。然而在照顧本質與照顧關係上，幼兒照顧與老人照顧是有相當差異

的。 

Tinker(1992)曾引用 Green(1988)的話指出：「照顧老人與兒童雖然看起來

有類似的問題，如孤立、低收入、缺乏睡眠，但其最大的不同在於時間序

（time-scale）,小孩會逐漸長大、獨立，對照顧者而言，此即為提供愛與照顧

的酬賞，但照顧一個老人或殘障者卻只能看者他的功能逐漸萎縮與日益依賴」。

（引自洪湘婷，1998）。 

陳景寧（1996）則歸納失能老人照顧與兒童照顧的異同，發現兩種照顧責任

差異極大，不僅動機有別，照顧型態責任與經驗亦有所不同，主要可分為下列五

項來說明。 

1. 照顧兒童能獲得滿足或欣慰；但照顧者在照顧失能老人的過程中必須面對生

命衰老甚至死亡的課題，因而感到無望、挫折。 

2. 照顧（健康）兒童的過程有一定的階段可循，但照顧失能老人的期限則無法

預期。 

3. 兒童照顧有家庭、學校、同伴等可以共同分擔，照顧者不會時時被牽絆，但

失能老人的照顧相當依賴特定照顧者，且依賴度將隨健康狀況的惡化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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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照顧責任勢必越集中在特定一人身上。 

4. 兒童照顧關係建立在父母對子女的愛與權威，存在明確權力關係，但照顧失

能老人卻常隱含角色逆轉，照顧者需要面對更多心理調適的問題。 

5. 生兒育女的時機可以個人的生涯規劃加以選擇，但失能老人照顧卻是沒有選

擇可言的責任。 

      Abel（1991）探討失智老人女性照顧者之觀點則發現，其往往都經歷過角

色逆轉的過程，照顧工作讓他們回憶起母親照顧孩子的經驗，但是老人照顧與小

孩照顧是有所不同的： 

1. 未來性：孩子可以期待其長大，充滿未來性，老人則否。 

2. 照顧品質的可評估性：照顧老人幾乎無法評估照顧品質為何，因為其身體本

身就在不斷退化，與小孩的進步相反。 

3. 可教育性：照顧者可以試圖去教育孩子，但卻不會試著、也較無法型塑生病

的老人。  

Braithwaite 曾提到：照顧一個健康的嬰兒與照顧一個失能的成人或老人，

都是屬於不對等的照顧依賴關係，均會限制照顧者的社交生活、工作機會、個人

自由、財務狀況與家庭內的關係。但兩者最大的不同在於，照顧一個健康的孩子

是一種驕傲與情感，但照顧一個失能者卻會被詮釋為一種「負擔」(burden)，因

為照顧的提供並未能改善被照顧者的狀況，往往是失落多於獲得，而這正是照顧

關係的危機所在(Braithwaite，1990，引自 Schofield et a1.，1998)。 

 

小結 

Schofield 等人（1998）曾提到不同的照顧工作本質對照顧者的照顧經驗與

生心理健康有很大的影響。幼兒照顧與失能老人照顧在照顧內容與項目上雖有其

相似處，如都需要提供個人貼身服務、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的協助，注意被照顧

者安全、給予情感性支持等，兩者皆同樣需要照顧者付出許多的時間與精力進行

照顧看護，但仔細分析其本質，可發現許多的不同點，老人生命週期所暗隱的衰

退與老化跟幼兒生命週期所蘊含的生氣與活力帶給照顧者的是截然不同的經驗

感受，幼兒照顧與老人照顧的照顧責任與經驗亦相距甚遠，無論在欣慰與滿足程

度、對照顧階段的可預測性、照顧責任分擔性、權力關係明確性、自由選擇權、

抑或對未來的可期待性、照顧品質的可評估性、可教育性上，幼兒照顧似乎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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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照顧能帶給照顧者較多的滿足與成就酬賞。經由本節對老幼照顧本質的釐清

與異同分析，將有助於之後進一步探討照顧者在雙重照顧過程中的經驗與心路歷

程。 

 

 

第二節  雙重照顧責任形成原因 

解釋女性之所以成為照顧者的理論，主要歸納為「個人心理因素」與「社會

結構因素」兩種分析途徑（Graham，1983）。個人心理因素由「照顧是女人的天

性」之預設出發，認為照顧責任的承擔源自於女性的強迫性利他主義（compulsory 

altruism），女性藉由照顧行為的表現、犧牲自己、滿足他人需求來達成自我實

現（self-fulilment），女性的自我認定（self-identify）是建構在照顧上，女

性是他人取向的（Graham，1983）。女性之所以成為照顧者，主要是由於女性根

深蒂固的傳統利他思想，常認為只要犧牲自己，就可減少其他家人的負擔，甚至

可維持一個家的完整（賴豐美、盧孳豔，1998）。然而這樣看法受到不少學者的

批評和質疑，提出女性的利他特質，乃是用來合法化男性優勢地位的父權建構意

識型態，許多女性擔負照顧角色乃是基於責任與義務，而非情感性的意願，此外，

心理分析也被批評為太過強調個體行為的心理層面，忽略經濟層面的影響（呂寶

靜、陳景寧，1995）。學者開始注意到性別角色與家屬關係的文化規範、勞動市

場、父權主義、資本主義等社會結構面向，紛紛由文化概念、社會規範脈絡下進

行照顧形成之分析。歸納各家看法，失能老人與年幼孫兒雙重照顧責任形成原因

主要可就文化規範的意識型態、社會交換理論、以及情感性面向（依附關係）等

三個觀點來闡述： 

 

一、社會文化規範的責任與義務   

     所謂社會文化規範是屬於非具體的間接交換資源，指社會對特定關係中應

有的角色行為有一定的期待，同時對「權利」與「義務」也有所規範，賦予某些

人享有社會文化的「權利」資源，而與其互動的個體就需付出義務的成本（Ridley 

&Avery，1979）。 

照顧關係裡，女性之所以成為照顧提供者，性別角色的期待與規範是首要的

影響因子。在社會化過程中，性別角色分工（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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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不斷被灌輸增強，此概念強調兩性有不同的角色扮演與職責，男性被教導成

為活躍於公領域的薪資賺取者角色，女性則往往被賦予在私領域中生兒育女、照

顧家人與料理家務的情感性角色。而在中國文化的規制下，更使得女性角色空間

更為狹小，因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父系父權父治的家庭，是以男性為主導中心，

中國婦女在出生後便受到如此的社會文化薰陶，塑造其成為賢妻良母的形象，囿

限其發展於家庭生活之中，而中國婦女對自己女性角色的期待，往望便是做好為

人妻、人媳、生養子女以及操持家務（賴豐美、盧孳豔，1998），女性往往將照

顧工作的承擔視為自己應盡的責任，現今一代的老年婦女更是將此價值深深內化

於自我認知中。社會文化的規範與期待除了塑造照顧責任的女性化外，又有怎樣

的作用力影響女性承擔失能配偶與年幼孫兒的照顧責任呢？ 

（一）配偶照顧 

Cicirelli（1981）曾歸納成年子女照顧者照顧動機，將其分為公平

（equality）、義務(obligation)、依附關係(attachment)等因素。義務責任感

即為其中主要的一個因子，同樣原因也可能出現在女性對於男性失能配偶的照顧

承擔上，許多研究發現，無論付出多少社交上與情感上的成本，配偶照顧者對於

持續照顧十分堅持，直到其健康不堪負荷為止，這樣的承諾源於配偶提供照顧為

婚姻關係中本應有的期待、是婚姻契約的一部份（Atchley，1979；Miller& 

Montgomeery，1990；引自 Stoller，1992）。婚姻的連結代表的是最親密的關係

與責任，因此配偶在照顧提供上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成為責無旁貸的照顧者。

提供失能配偶照顧，不但是一種責任承諾與義務，更是符合社會規範要求的行

為，照顧者可能本身並沒有承擔失能配偶照顧的意願，但卻遵循社會規範的遵循

而承擔起照顧責任。 

Lawton 等人（1989）的研究發現，當照顧者的教育程度較低、年齡較大，

且照顧對象為配偶時，其具有較強烈的傳統意念，會受到較強傳統規範的約束。

溫秀珠也提到當個人所擁有之性別角色態度愈接近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就越可

能成為照顧者（溫秀珠，1996）。比起現代婦女，這些將傳統性別角色分工觀念

深植內化到自我價值中的中老年婦女，更容易因為照顧責任的文化規範要求，因

而承擔起失能配偶的照顧責任。 

（二）孫兒照顧 

社會文化的規範與期待對祖母育孫的形成也有強大的作用力。文化規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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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關係的意義，親屬一向被認為是個人支持與交換網絡的重要行動者（Adams，

1968；Sussman，1965），除了父母外，與孫子女具有最密切血緣親屬關係的祖父

母因而也受到社會建構親屬關係的觀念影響。陳秉華、賈浩妃研究祖父母協助托

育孫子女的決定過程發現，托育的決定不完全被視為新家庭單獨的責任，孩子的

母親似乎不被期待放棄工作而擔負帶孩子的責任，而「男主外、女主內」的分工

模式，常使托育工作延伸到其他的女性親屬，具有撫育子女照顧經驗又與孫子女

有直接血親關係的（外）祖母常成為第一考慮托育對象。而社會文化賦予婆婆帶

孫的義務觀點也被延續下來，有能力托育的老年婦女有時反而成為環境下的被決

定者，被社會文化規範限制，無權不帶（陳秉華、賈浩妃，1999）。此外，祖母

育孫若是出自中間代的困難或缺席（如出外工作、離婚、死亡等），傳統社會規

範與輿論壓力，加上中國文化強調家庭或親屬責任的觀念，更使得祖父母輩常義

無反顧承接孫兒照顧工作，以免孫兒因此被送到寄養家庭或育幼院等其他替代性

服務。中國文化對於（外）祖父母角色扮演常有文化或習俗的型態觀念混雜其中，

不論是「不孝有三、無後為大」、「含飴弄孫」、「家族」等概念，常使得台灣祖父

母對後嗣延續與養育帶有一層割捨不下的情懷與包袱（吳婉慧，2000）。 

 

二、社會交換機制 

Call 與 Finch 等人（1999）認為照顧活動的形成能被概念化為互惠關係來

談，透過社會交換理論來檢視照顧者的負荷與形成，我們能將照顧行為視為照顧

活動施與受兩方間持續的交換關係（Call＆Finch et al.，1999）。 

首先釐清社會交換理論的意涵，Molm and Cook (1995)曾提出社會交換理論

的基本核心假設：人們會為其認為具有價值的事物而去依賴他人，並設法從事會

增加其認為有價值的事物的行為，相反則減少其認為沒有價值的行為，人們通常

會持續的與特定對象彼此相互提供交換，所有結果皆是順從「滿意」的原則

（principle of satiation），直到邊際效用減少或是邊際成本增加。 

權力與依賴的概念是社會交換理論的中心(Molm，1991；Molm&Cook，1995；

引自 Call＆Finch et al.，1999)，較有權力的一方會在交換關係中獲得較大的

利益，有較多的資源去吸引交換的伙伴，然而，較具權力的一方也可能必須依賴

交換對象而獲致其所需要的結果，因此形成了相互依賴的關係。因此，在交換關

係中，關係與相互依賴是因為相互有利和彼此維持平衡而形成，而家庭關係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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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設想為一長時期的互惠交換關係（Call＆Finch et al.，1999）。 

家庭關係的交換常會以「概化的互惠原則」（generalized rules of 

reciprocity）來運作。家庭成員可能不會預期即時性或實物的支持或照顧提供

(Horwitz & Howell，1996；Starrels et al.；1997；引自 Call＆Finch et al.，

1999)，家庭成員照顧另一成員，常是立基於過去協助予以回饋或是希冀未來的

協助，並不是在任何單一時間點上都能維持著相同的交換關係。因此，子女照顧

者常因憶及父母過去的協助而提供父母照顧，同樣，配偶對病弱老伴的協助也是

基於兩人過去生命週期中持續不斷交換互惠的延續。不過雖然概化的互惠原則的

運作固能支撐單方面的照顧關係，然而，以長期性的觀點來看，交換關係應該要

有相對的平衡，接受照顧一方應該盡可能的試圖表達對另一方的感激，如果缺乏

相互的回饋，照顧關係可能會變得相當沈重、具有壓力（Call＆Finch et al.，

1999）。 

社會交換理論的核心是權力與依賴的運作。在交換關係中，個人所擁有資源

之相對多寡，會影響彼此之間的相對權力，也因此影響其協商照顧責任承擔與否

的決定因素。此外，細究社會交換機制如何形塑中老年婦女擔負配偶照顧與孫兒

照顧責任，也可發現兩種照顧型態乃是立基於不同的資源移轉基礎。配偶照顧主

要是基於兩人過去生命週期中持續不斷交換的延續，由互惠與回饋的層面出發；

孫兒照顧則涉及到與中間代之間的代間依賴與交換，以育孫工作來交換所需的生

活資源。故下面就中老年婦女的個人社經資源多寡、對配偶過去協助的回饋與互

惠、與中間代之間的代間依賴與交換等面向來闡述老年婦女會何容易成為雙重照

顧責任者。 

（一）中老年婦女之個人社經資源 

通常被運用為社經性資源的測量指標有個人的職業地位、個人收入、年齡、

教育程度等（溫秀珠，1996）。由於傳統「男主外、女主內」的性別角色分工觀

念深植於社會，使得女性常被視為在家庭裡的依賴者與照顧者角色，從事女性無

酬家務工作，而此性別分工概念也延伸到有酬勞動市場中，形成就業市場的性別

階層化，更注定女性經濟上的依賴性及脆弱性。 

同為女性，老年婦女比起年輕婦女在個人社經資源上更顯弱勢。以職業地位

來看，婦女就業被指出與女性決策權力成正向的關係，也就是職業婦女的決策權

利大於家庭主婦，而全職的就業婦女比兼職的婦女擁有更多的權利（郭黎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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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而在今日年輕女性勞動就業率普遍提高，雙生涯家庭成為趨勢的情況下，

中老年女性無論是在就業程度或是職場地位可能都較年輕婦女來的低，在照顧成

本的權衡下，中老年婦女較年輕婦女更有可能成為照顧者。 

職業地位的有無高低所連結的另一概念就是個人收入與經濟資源。老年女性

除了在職業地位上的弱勢導致個人收入資源稀少。而在長期的資源方面，由於性

別角色分工與勞動市場性別階層化，加上中國財產繼承與父權父居等觀念，使得

缺少薪資收入、工作退休俸、遺產繼承的老年女性在長期性資源累積上也呈現弱

勢。根據年長婦女生活現況分析發現，年長婦女的主要經濟來源是子女奉養，占

63％，喪偶者的女性比例更高，然而同時男性老人依靠子女者只有約 38％（內

政部統計處，2000）。也因此，對於在勞動場域中的缺席、缺乏足夠經濟資源的

老年女性，更容易成為照顧者的角色，以照顧勞務換取經濟保障。 

以年齡來看，中老年女性此時的生命發展週期已逐漸踏入孤寂期，社會對此

時期角色與期望的要求較少（這時可能已退出職場、而孩子也多已長大成人），

因此，與其他有多重角色責任的家庭成員相比，中老年婦女往往成為理所當然的

照顧者。此外，年齡的象徵也隱含著文化觀念與社會化歷程的差異，一般而言，

現代女性受到兩性平權觀念的影響與灌輸，雖然仍可能受傳統的社會文化規範約

束，但其對傳統照顧角色的忽略與排斥已經顯現（劉仲冬，1991）。然由於中老

年婦女所受的教育與社會化的不同，對於性別角色態度的認知期待也有所不同，

中老年女性世代較現代女性而言，有更根深蒂固的家庭為主觀念與照顧責任認

知，照顧責任的承擔對中老年女性而言似乎是順理成章的事，且這與其之前生命

階段所扮演的角色也頗為一致。 

（二）配偶照顧 ─ 過去關係的交換與互惠 

依照社會交換理論的假設，照顧關係常是照顧者基於回饋過去從被照顧者處

得到的協助或是希望在未來能夠得到被照顧者的協助而形成，因此其所定義的交

換形成條件在核心家庭的成員如：丈夫─妻子、父母─子女關係中會較為凸顯

(Avioli，1989；引自 Call＆Finch et al.，1999），在擴展家庭與非血親親屬

的解釋，互惠與義務的規範原則就可能較不適用(Horwitz et al.，1996；引自

Call＆Finch et al.，1999)。 

對於兼顧失能配偶與年幼孫兒的雙重責任老年女性照顧者而言，對配偶提供

照顧的動機，與其說是交換不如用互惠與回饋來形容更為貼切，因為照顧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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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從交換理論的觀點來看，將雙方一視為資源擁有者、一則看作接受協助者，然

而在長達數十年的夫妻生活家庭互動過程中，實際上隨時充滿資源與權力的接受

與給予，這樣的交換行為與資源流向是時常變換的（朱素貞，2000）。有學者曾

提到在平日生活中施與受活動的一個功能就是建立感激與情感的連結，並造成交

換機制的來源（Qureshi＆Walker，1989）。女性照顧者也許就是基於彼此過去的

感情與感激對方對家庭的貢獻、對自己的照顧，感念過去兩人生活中種種的互惠

與交換，並繼續延續到男性配偶患病失能之後，因而擔負起其照顧責任。Motenko

（1989）研究痴呆老人的女性配偶照顧者，評估婚姻關係、照顧工作的意義與照

顧者的福祉(well-being)的關係也發現，除了責任與愛，照顧者也用互惠

（reciprocity）來解釋照顧工作之意義。因此，配偶對病弱老伴的協助可視作

是兩人過去生命經驗持續不斷交換互惠的延續。  

（三）孫兒照顧 ─ 代間依賴與代間交換   

雖然互惠回饋的交換機制可以解釋婦女之所以提供配偶照顧的形成動機，然

而，對於年紀尚小、過去根本無從建立起互惠關係的孫兒而言，其交換的基礎為

何？除了照顧者經由照顧的提供來獲取孫兒所給予的情感性資源，也就是祖孫的

感情與連結。此外，社會交換理論也可能牽連到孫兒的父母親，也就是中間一代

所能提供的協助與支持，涉及到代間的社會交換機制。Gattai & Musatti（1999）

就提到雖然祖父母與孫兒間的關係常意指一種強烈的情感涉入，但祖父母職也包

含許多個人、環境與社經因素、以及代間之間的社會契約交換。 

老年婦女過去對子女的撫養雖已累積了社會交換基礎，但是今日觀念的變

化，許多老年婦女對於「養兒防老」已不敢想亦不敢期待（溫秀珠，1996），胡

幼慧曾引用 Caldwell（1976）關於社會變遷中兩代資源淨流向變遷的研究，提

出代間資源交換逆轉說，說明今日的社會變遷轉型下，父母在為後代付出不少心

血後，子女回饋父母的情形卻可能相對減少（胡幼慧，1995）。此外，對老年婦

女本身而言，許多研究都指出，雖然男性老人失能照顧多為配偶擔任，但老年女

性卻多為下一代，特別是媳婦來提供照顧，再加上老年婦女從夫從子經濟依賴特

質，因此，現今的育孫行動可能是其經由對孫子女的照顧提供來降低經濟依賴下

一代的心理不適與強化自尊，也可能是設想到未來中間代的回饋，希望未來中間

父母代會因此而承擔自己老病後的照顧責任。研究也證實，當老年父母給予成年

子女的協助越多時，相對的成年子女給予老年父母的協助亦愈多（高淑貴、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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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1998）。 

胡幼慧與周雅容（1996）的文章中也提到，今日由於年輕一輩的外移與進入

勞動市場，缺乏公共政策的介入時，傳統家事的托兒工作成為一個新的議價空

間，對於在市場上屬不利地位、缺乏足夠經濟資源的阿嬤而言，中老年婦女的無

償家事托兒服務，成為勞務交換經濟安全的場域，而和「子孫承歡膝下，含飴弄

孫」的圖像差距甚大。 

從上述的討論可以發現，中老年阿嬤可能在社會文化規範的約制與經由照顧

行為交換所需資源下，成為肩負老人與幼兒的雙重照顧者。然而，我們在思索照

顧形成動機時，不可忽略照顧雙重意涵中的一個重要元素─愛，也就是情感的面

向，因此下面遂就個人情感因素，也就是依附關係來解釋成為雙重責任照顧者的

原因。 

 

三、依附關係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依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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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科學的領域中，我們稱之為「愛」（Olds＆Papalia，1989）。

Weiss（1982）針對「依附」提供一個概念性定義，認為依附是一種連結感。Skolinck

（1994）也提出依附是「人和特殊他人有強烈的親情連結傾向的一種概念」，乃

是個人對他們所愛及渴望在一起的人所產生的一種內心感受（引自王春雅，

1999）。依附理論早期被用來解釋嬰兒與照顧者之間建立的關係與強烈的情感連

結，特別是嬰兒與母親之間的關係。Bowlby 將依附理論的觀點從嬰兒與母親之

間的關係擴充到成年子女與老年父母的接觸上，指出雖然分離是人生發展階段的

一部份，但成年子女仍會繼續和父母接觸及維持親密的關係，以解除因分離所產

生的衝突與孤立。（Bowlby，1980；引自 Cicirelli，1983）。研究也證實，當子

女對父母有依附情感時比較會投入提供幫助，子女與父母的感情較好時，就較可

能去提供照顧。 

（一）配偶照顧 

Cantor 與 Little(1985)認為，影響照顧提供及投入與承諾程度的原因包含

了深層的情感連結、對家庭連續體（family continuity）的價值、道德義務之

感覺等。Qureshi(1989)指出照顧者之所以會擔負照顧責任，多半是她們和老人

的情感關係特殊、或過去和老人有親密的感情，以及老人過去曾經給予他們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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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等。而和失能老人互動關係最密切的，莫過於基於婚姻契約攜手共度人生

的老伴，基於婚姻關係而產生的依附關係，形成夫妻之間的情緒或情感的強烈連

結，因而在配偶失能後，另一半非常可能承接照顧失能配偶的責任。 

（二）孫兒照顧 

雖然年幼孫兒無從與照顧者建立長遠的依附關係，但是年幼的孫子卻可能會

帶給年老照顧者強烈的情感依附感受，研究指出，祖母認為其與孫兒的關係是一

種非常強烈的愛的關係，充滿強烈的歡愉與喜悅。祖母們也喜歡喜歡孫子女情感

的身體表達方式，由於感覺被孫兒需要、認可，更增強了祖母與孫子女之間的情

感關係，而孫兒也給予祖母一種新生命、活力與家族延續的感受。（Gattai& 

Musatti，1999）。此外，與年幼孫兒關係的建立也可能是立基在中間一代的父母

輩上，當老年婦女與自己的子女有較親近、較佳的情感關係時，也較可能提供托

孫服務。 

不過要注意的是，主要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感情的好壞，不僅會影響照顧

者擔負照顧責任的意願，也會影響照顧工作的品質。許多研究都發現，很多過去

關係不佳者仍會提供照顧服務給失能配偶，這可能與上述社會文化規範的約束有

關，不過雖然照顧服務仍然提供，照顧品質卻不一定良好。當老妻照顧老夫時，

傳統家庭較普遍的夫妻問題（如虐待、不負責、冷漠關係），可持續到臥病照顧

期間，反映到照顧的品質上（胡幼慧，1995）。 

 

小結 

經由上面的論述，我們可以略約歸納文化規範的意識型態、社會交換行為、

與個人的情感關係是雙重照顧責任形成的可能原因與機制，茲將其整理於表一。   

從社會文化規範來看，由於性別角色分工的期待與規範，約制兩性各自扮演

不同的角色與職責，而中老年女性更是將「男主外，女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規

範深植於自我認知中，使其義無反顧去承擔那些「理所當然」的照顧責任。若進

一步分析文化規範如何影響照顧者提供配偶照顧與育孫協助，則可發現照顧者主

要是基於婚姻誓約的承諾與角色期待因而擔負起配偶照顧責任；對孫兒照顧責任

的承擔則是源自血緣親屬關係的社會角色期待。 

以社會交換觀點檢視之，則發現由於中老年婦女的個人社經資源（職業地

位、個人收入、年齡、教育程度等）較為低弱，與其他家庭成員相比，由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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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的整體成本最低，因此較容易被形塑成照顧者角色。再深入分析也可發現照

顧者雙重照顧責任乃是基於不同的交換機制所形成，對配偶照顧而言，提供照顧

乃是感念兩人過去生命經驗持續不斷的交換互惠，是基於過去協助的回饋；但對

孫兒照顧來說，除了本身可從與孫兒的互動中獲致情感性資源外，更涉及到代間

的社會交換，中老年婦女以育孫勞務與中間代交換自身經濟安全或日後老病所需

的照顧協助，與當前與未來協助的期待相關。 

至於情感面向的依附關係，無論是配偶照顧抑或孫兒照顧，同樣都是由於照

顧者對照顧對象的情感連結與依附情緒所致。對配偶照顧而言，主要是由於婚

姻、攜手共度人生而產生的依附關係，使得中老年婦女在丈夫失能後基於過去情

感提供照顧；而孫兒照顧，除了照顧孫兒本身可帶給照顧者強烈的情感依附感

受，如充滿歡愉、喜悅、感覺被需要、新生生命、家族延續外，更與中間代的情

感關係有關，當中老年婦女與成年子女有較佳的情感關係時，其也越容易提供托

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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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雙重照顧責任形成的原因與機制 
 
 

成

因 

      意涵 共同處 再分析 

失能配偶 

婚姻誓約的承諾與角色期待 

（配偶關係） 

年幼孫兒 

 

文

化

規

範 

1. 社會對特定關係的角色

行為期待。 

2. 規範社會角色的權利與

義務。賦予某些人享有社

會文化的「權利」資源，

與其互動的個體便需付

出「義務」的成本。 

性別角色分工的期

待與規範。 

中老年女性實踐照

顧者角色。 

血緣親屬意義的社會角色期

待 

（親屬關係） 

失能配偶 

兩人過去生命經驗持續不斷

交換互惠的延續。  

（過去協助的回饋） 

 

年幼孫兒 

 

 

社

會

交

換 

1. 照顧行為是照顧活動施

與受兩方間持續的交換

關係。 

2. 家庭關係的交換： 

「 概 化 的 互 惠 原 則 」

（generalized rules of 

reciprocity）─立基於過

去協助予以回饋或是希冀

未來的協助，並非在任何

單一時間點上都能維持著

相同的交換關係。 

個人社經資源（職

業地位、個人收

入、年齡、教育程

度等）稀少。 

與其他家庭成員相

比，提供照顧成本

最低。  
孫兒本身 ─  

情感性資源的交換 

中間代 ─  

代間的社會交換，以育孫勞

務交換自身經濟安全或日後

老病所需的照顧協助。 

（當前與未來協助的期待） 

失能老人 

基於婚姻、攜手共度人生而產

生的依附關係，形成夫妻之間

的情緒或情感的強烈連結。 

年幼孫兒 

 

 

依

附

關

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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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和特殊他人有強烈親

情連結傾向的一種概念

─也就是愛。 

對照顧對象的情感

連結與依附情緒 

孫兒本身 ─ 

強烈的情感依附感受，充滿歡

愉、喜悅、感覺被需要、新生

生命、家族延續。 

中間代 ─  

與成年子女有較佳的情感關

係，故提供托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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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照顧者在雙重照顧過程中的經驗感受 

 

照顧工作是一項有報酬但十分高要求的經驗、需要長時間的涉入與承諾。其

提供了照顧者一個有意義的角色與任務，但卻也伴隨著壓力與負荷。照顧者在照

顧歷程中的感受與體驗，可能苦樂參半，照顧工作固然帶給照顧者生理、心理、

社會等各方面的衝擊，然而提供照顧也可能是一種豐富而有所報酬的經驗。早期

研究多著重在負向的照顧者負荷與壓力層面，近來許多學者開始注意到照顧經驗

的多元面向，而致力於照顧的正向經驗探討。Lawton(1989)等人則曾提出較為中

性的名詞─「照顧親人之評價」（caregiving appraisal）的概念來探討照顧者

的各種經驗，認為照顧經驗正負混雜，並將評價並區分為照顧親人的滿足感、主

觀的負擔、照顧親人的衝擊、照顧親人的支配性與傳統上看法等組成要素

（Lawton，1989；劉雪娥，1992）。 

除了照顧歷程與經驗本身具有多重面向外。如何分析照顧經驗也有許多的爭

議與看法，這在定義照顧者負荷方面尤其發展完整，主要有主觀、客觀之分。

Hoening & Hamilton(1967)首先提出照顧者負荷應包含主觀負荷與客觀負荷。除

了要測量「態度」與「主觀感受」等較主觀的反應與負荷外，也應要包含較具體、

可觀察、足以破壞原來家庭生活的特殊事件。此概念對照顧者經驗的研究影響很

大，後來學者陸續將此概念發展與修正，如 Montgomery 等人（1985）就發展出

相當完整的負荷定義與測量方法，區分為主觀負荷（subjective burden）與客

觀負荷(objective burden)，所謂主觀負荷係指照顧者對照顧經驗的感受、情緒

與態度反應；客觀負荷則指照顧者提供照顧所花費的時間、實際生活與家庭上的

影響。主觀負荷強調的是照顧者本身的主觀意識，是屬於一種個人感受，較難觀

察的心理現象（引自邱惠慈，1993）。 

然而，主觀的感受並不一定等於客觀的照顧事實，因為照顧者的經驗往往具

有個別差異存在，相同的照顧工作，照顧感受可能會因個別照顧者特質、經驗與

情境而有所不同。許多學者都指出，個人主觀認定的壓力程度，可能比客觀的標

準判斷來得有價值，因為每一單獨發生的事件，對每個人造成壓力的程度，需視

個人如何解釋所處情境而定，因此同樣的事件未必會對不同的人產生相同的壓力

效果（Gersten et al.，1997；Brown，1974，引自馮燕，1992）。Novak 與 guest(1989)

研究癡呆老人照顧者也發現，其主觀感受及需要最能預測負荷之感受。因此，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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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過去許多照顧研究常將焦點放在客觀的照顧任務與照顧負荷上，近來一些學

者也注意到照顧者主觀照顧經驗詮釋的價值意義並開始予以探索（謝美娥，

2000；劉雪娥，1992；Novak & Guest，1989）。 

本研究希望透過研究對象自身陳述其主觀經驗與歷程，呈現出雙重責任照顧

者在照顧歷程中的感受與體驗，研究焦點將著重在面對不同照顧對象的雙重責任

女性照顧者之照顧歷程感受與主觀經驗詮釋，並嘗試釐清老幼兼顧照顧情境對照

顧者感受的互動與影響。欲探索老幼兼顧之照顧感受與歷程，我們必須先清楚瞭

解老人照顧與孫兒照顧的個別歷程與感受，惟有如此，才能進一步的探索兩者兼

顧時的歷程感受與可能發生的交互作用，故本節首先分別闡述女性照顧者照顧失

能老人與年幼孫兒的正負向經驗與情緒感受，並嘗試以角色理論來解釋老幼兼顧

情境如何交互作用影響照顧者的照顧歷程感受。 

 

一、失能老人之照顧歷程情緒感受 

（一）負向情緒感受 

多數研究發現，照顧者同時經驗到正反兩面的照顧感受與結果，衝突與親密

感並存。關於失能老人照顧者的負荷與壓力，已有許多研究成果出現，綜歸而言，

主要可分為體力/生理負荷、情緒/心理負荷、社會性負荷、經濟負荷、照顧技巧

缺少所產生的負荷等。身體生理負荷如睡眠受干擾、疲倦、胃口減少、體力負擔

重、自覺健康狀況變差等；社會負荷方面則包含因被照顧者的依賴與照顧工作的

繁重而使得個人時間失去自由、社交活動、休閒活動均會被限制，照顧者社交活

動的限制將導致其社會孤立、支持網絡減少；經濟負荷則是因為照顧工作而減少

工時、請假、辭去工作等造成家庭收入減少、以及特殊的設備增加花費等（王增

勇，1999；高淑芳等，1999；李淑霞、吳淑瓊，1998；呂寶靜，1995；胡幼慧等，

1995；湯麗玉等，1992；徐亞瑛、張媚，1992；吳盛良等，1991；邱啟潤等，1988）。  

照顧者因照顧工作所產生的負面情緒，最常見的是憂鬱、焦慮與憤怒，而沮

喪、罪惡感、無望感、心力交瘁、感到厭煩、孤獨、孤立、疏離、失去控制感、

害怕自己無法永久照顧失能老人、敵意、心中有壓力等、困窘的、過度負擔的、

受約束感、不快樂的、困擾等情緒也常出現在照顧者的的心理反應中（王增勇，

1999；高淑芳等，1999；李淑霞、吳淑瓊，1998；呂寶靜，1995；胡幼慧等，1995；

湯麗玉等，1992；徐亞瑛、張媚，1992；吳盛良等，1991；邱啟潤等，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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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許多研究也發現，由於照顧工作所造成的社會疏離與孤立感，照顧者

通常認為這比身體勞累更難忍受(Bergman，1994；湯麗玉等，1992；徐亞瑛、張

媚，1992；邱啟潤等，1988)。要注意的是，上面所提及的照顧者負擔並不是僅

有單方面發生，而是彼此交織影響的，生理體力、社交上與經濟上等負荷也會造

成心理或情緒方面的不快。 

    照顧者的經驗與心理感受尚包含必須調適自己去接受老人失能的事實、重新

定義與老人之間的角色、解決失能老人因失去日常生活功能需人照顧所產生的沮

喪反抗、不合作與不合理的要求、過份依賴等，以及適應家庭成員角色因照顧事

件發生所產生的互動關係改變等，這些源於照顧事件的衝擊都會使照顧者產生種

種複雜糾結的情緒（溫秀珠，1996）。照顧者在照顧關係中必須面對的掙扎與矛

盾，還有對老人的情感依附與因角色逆轉所帶給照顧者的失落感、維持受照顧者

的尊嚴和控制其日常生活事物之權威行使的掙扎等（呂寶靜，2001）。 

除了上述所歸納的一般照顧負面感受與經驗外，配偶照顧者尚有一些不同於

其他照顧者的照顧體驗。有些調查發現，配偶照顧者的角色衝突較少、負荷程度

較輕微，也較不會遭遇就業及育兒責任的多重壓力，然而另有些研究顯示，配偶

照顧者的負荷壓力大過於其他照顧者（Cantor，1983；George&Gwyther；1986，

引自 Stoller，1992）。除了上面所提及者，配偶照顧者在心理層面一方面要擔

心失能老人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對自身未來角色與責任也需重新定義。另外，

配偶失能對照顧者的自我認同有不良影響，因為其不但失去了配偶原有的支持，

且當配偶照顧者對照顧工作感到憤恨怨懟時，照顧者本身也會產生罪惡感。生理

方面，照顧失能成人需要大量的體力勞動，這對照顧者的身體健康有負面影響。

尤其嚴重失能的老人，其配偶照顧者多半也年事已高，繁重的照顧工作對其體力

與身體健康更是一大負荷。在社會關係方面，有些配偶者會有強烈的夫妻一體與

認同感，認為不應在伴侶受苦時獨自去享受行動的自由，這違反了婚姻的誓約，

使得其照顧情境更顯孤立（Stoller，1992）。另外，這些照顧者也常提及對於自

身日後照顧的擔心（呂寶靜，2001；胡幼慧，1995；Hasselkus，1988）。 

而大部分的研究顯示，妻子不但比丈夫容易成為照顧者，且妻子照顧者通常

較丈夫照顧者呈現較高的主觀負荷壓力與角色上的衝突（Barusch&Spaid，1989； 

Fitting&Eastham，1986；Horowitz，1985a；Pruchno&Resch，1989；引自 Stoller，

1992）。歸納學者對於配偶照顧者的研究 (Abel，1991；Miller，1987； Zarit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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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986；Stoller，1992；陳景寧，1996)，原因如下：(1)女性在性別規範的

社會建構下，將照顧責任、利他主義內化到自我認同中，對照顧角色的認同較高，

將傳統性別規範深植於自我認知中老年女性尤然，女性根植於母職角色而產生的

同理心、連結感較男性為重，故較難為自己的照顧工作設限，也較容易因為照顧

工作而感到沮喪自責；(2)同樣，在性別規範的建制下，社會將照顧定義為女性

理所當然的責任，這也使得女性照顧者較拒絕尋求也較不易得到正式或非正式的

支持；(3)而由於女性在丈夫失能前的角色，通常是聽命與丈夫或備受保護的妻

子，當必須承擔起失能丈夫的照顧責任時，除了承擔能力的問題，角色逆轉與權

威關係移轉的壓力感受更為明顯；(4)此外就社會關係而言，女性比起男性，一

般有較廣且親密的其他社會網絡，若成為配偶照顧者而使社交活動受限，女性經

歷的失落感會較男性大。 

此外，許多研究也都發現，老年女性隨著年紀增長，自我概念也有所轉變，

年紀較大的婦女較有自我主體性的存在，開始劃分自我與他人的關係而產生自我

主體性，當中老年女性在年輕時照顧過子女或父母之後，會期待在年紀大時能卸

下一切的照顧角色，若要他們再次負起照顧責任將與他們追求自我生活的期盼相

衝突，甚至會因而產生憤恨的情緒。對於接踵而至的照顧工作，自我必須再度與

照顧者角色結合，其因此常會感到主觀自我的失落（賴豐美、盧孳豔，1998；

Stoller，1992）。 

總言之，照顧勞務所帶給照顧者生理、心理、社會、經濟等方面的需求與壓

力，對照顧者的生活影響甚鉅，源於照顧事件的衝擊更使得照顧者面臨種種複雜

糾結的情緒，如接受老人失能事實、自我角色的重新定義、逃避埋怨照顧工作所

產生的罪惡感等。對女性配偶照顧者而言，其除了一般照顧過程所遭遇的困難與

衝擊外，更會因強烈的夫妻認同情緒、對照顧工作的自我連結感、社會支持的缺

乏、角色逆轉與權威關係移轉、以往社會網絡的受限、自我主體性的期待落空、

以及對自身日後照顧來源的擔心等，而感受到更為強烈的自我失落與壓力感受。 

（二）正向情緒感受 

根據上面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瞭解，女性配偶照顧者在照顧歷程中常會面

臨生理、心理與社會、經濟等多方困境，雖然照顧工作的確會帶給照顧者身心社

會等方面的衝擊與負荷，但不可忽略照顧經驗仍有其正向的意義存在，目前關於

照顧者研究的文獻多是注重其負向經驗、角色緊張、壓力源與照顧困難等，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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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研究開始注意到照顧過程中照顧者所得到的正向情緒滿足（Carwright et 

al.，1994；Langner，1995；林秀純、徐亞瑛，1998；何瓊芳，1999）。 

何瓊芳的文章中指出失能老人家庭照顧者正向經驗包括益己酬賞(注重身體

健康、個人自我成長、在家中地位提昇及獲得老人感激或稱讚)、互惠酬賞(照顧

使老人開心、使老人延壽、使老人身體功能進步)、社會酬賞(善盡孝順職責、照

顧品質好、作為子女典範)、經濟酬賞及關係層面的酬賞(與老人親密感增加、家

庭凝聚力增加)（何瓊芳，1999）。 

Carwright 等人（1994）則對家庭照顧者進行深度訪談，提出「豐富照顧過

程」的理論（theory of enrichment）以解釋照顧者如何在照顧過程中有快樂或

有意義的感受。其認為若在照顧過程中能平衡例行（customary）與創新非常規

(innovative)的照顧工作，藉由照顧者或老人的過去經歷、互動的方式、彼此的

關係品質及運用照顧情境，增加日常照顧活動的刺激與意義，將可產生豐富的過

程（enrichment process）。豐富的照顧過程，有助於照顧者與老人之關係品質，

提升老人的自尊，使老人從中感到舒適，也可促進並維持照顧者對照顧工作的認

同，從照顧工作中獲得有意義的報償（Carwright et al.，1994；引自徐亞瑛、

林秀純，1998）。 

Stoller 與 Puglilesi（1989）也曾歸納分析老人照顧工作可能會產生的負

面與正面結果，發現雖然協助時數的增加與負荷感相連結，但提供較多協助的照

顧者在福祉方面也產生較高的結果。Stoller(1998)則指出配偶照顧的正向觀

點，包含：伴侶間因愛意的表達而更為親近、婚姻照顧諾言的實現啦近了彼此的

距離、照顧工作提供照顧者一個機會已表達對伴侶多年來付出的感謝、照顧者因

伴侶生活品質改善而獲得滿足感。而 Farran 等人(1997)研究失智症老人配偶照

顧者發現意義（finding meaning）對照顧者沮喪程度及整體角色緊張的影響也

發現，照顧所產生意義分為二種：一為暫時性意義（Provisional meaning），係

指每日的照顧活動所帶給照顧者一種有目的的感覺，如能夠享受她們目前所有的

與配偶、家人或朋友的關係、設想正向事物並感恩，選擇成為一個勇敢的人或鬥

士接受現實，以及從經驗中感受到成長或經歷到有目的的感覺；一為終極性意義

（ultimate meaning），意指一些精神或哲學的力量，使照顧者能從目前照顧情

境中獲得更深遠的目的。 

總結來說，女性照顧者可能經由照顧工作得到的正向效益包括：（1）實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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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的職責（此常被女性主義者批評為社會建構所致）可能提供滿足的來源；（2）

經由表達對老人的感情與家庭義務的實踐，可能會更加緊密家庭間的關係；（3）

照顧者可能經由覺察到自身貢獻有助於提升老人生活品質，而獲致滿足感；（4）

增加照顧者支配感；（5）表現能力、獲致成就感（Stoller and Puglilesi，1989）。 

 

二、年幼孫兒之照顧歷程情緒感受 

根據統計，今日人們大多在中年時首度當祖父母，女性平均為 50 歲，男性

則為 52 歲（Troll,1980），比起老年人其他的生活角色，祖父母的角色通常是次

要的，處於偶而拜訪、餽贈禮物為多，但當下一代發生危機時，這種不介入的模

式常會消失，而祖父母成為一個支持的來源，Troll(1980)就曾發現，祖父母常

扮演家中「看門狗」的角色，平日其生活在子女與孫輩的邊緣，各有不同的涉入

程度，但在危機發生時，如離婚、生病或有經濟問題時，他們會介入並對孫兒採

較主動的作法。根據研究也發現，祖母比祖父有較親密的祖孫關係，並較常擔任

代理父母的角色，而其對此身分的滿意度也較高於祖父（Thomas，1986，引自

Olds＆Papalia，1989）。此外，外祖父母與孫兒的關係常比祖父母更密切，並更

可能在危機時介入（Cherlin & Furstenberg，1986；Hagestad，1982）。 

中老年婦女照顧年幼孫兒的歷程感受為何呢？Boulton(1983)曾經研究母職

經驗，發現其為一混和的複雜圖像，包含了挫折、煩躁、孤立與滿足。其並試圖

釐清此照顧經驗，將其分為兩個部分，一是女性照顧孩子的立即性反應，包含每

天生活中遭遇的感受，如喜悅、挫折等；其次是其所認知的照顧意義與感受，包

含對照顧意義的長期感受，如被需要與想要。其研究顯示就前者而言，大部分受

訪者認為母職是煩悶的、少數感受到喜悅，後者則有較積極的表示，認為母職是

特別的、值得嘉許的，但仍有許多女性感覺在照顧工作中被孤立、不滿足，對這

樣的體驗感到矛盾(引自 Pascall，1997)。照顧幼兒是無止無盡、煩躁、挫折、

繁重的工作，但也是樂趣無窮、有成就、有意義的工作。中老年婦女照顧年幼孫

兒的歷程感受亦有正負面向，以下則分別論述。 

（一）正向情緒感受 

Gattai 與 Musatti (1999) 指出，祖母認為其與孫兒的關係是一種非常強

烈的愛的關係，充滿強烈的歡愉與喜悅。包含強烈的依附關係、身體涉入（Strong 

physical involvement）與新奇感（Novelty）。祖母喜歡孫子女情感的身體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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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由於感覺被孫兒需要、認可，更增強了其照顧他們的喜悅。研究也發現祖

母過去未受滿足的情感需求可能部分可由孫兒所補償（如過去與母親關係不好，

現在寵壞孫兒女，或是現在有表達情感的自由）。 

研究也發現照顧孫兒似乎使祖母更有活力，由於老化伴隨社會孤立、社會與

身體接觸的減少，照顧孫兒，不但可以提供祖母活力與滿足其身體接觸的需求，

更使其感覺年輕與活力並增加自尊，且具有反消沈的功能，提供祖母與他人接

觸、社會化的機會，使祖母開始重新照顧自己。對祖母而言，其認為孫兒陪伴是

很重要且很好的方式，即使是非孤立者，也喜歡這種安排，因其認知到這段時間

可能不長（Gattai & Musatti，1999）。周麗端等人（1999）也指出，祖母由於

與孫子女的頻繁接觸，也產生像是生命延續或還老返童或自我情緒圓滿的情緒感

受。在照顧孫子女生活起居的過程中，無形中成為孫子女的人力資源或良師楷

模，也使得祖母產生成就感，間接提升了適應度、增加生活士氣、及強化心理支

持等。 

若祖母照顧孫兒的承諾是具選擇性的，乃經由父母親一代的照顧要求強化了

祖母的現存可利用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照顧要求通常伴隨著明確的感激與感

謝。實際上，許多中產與低下階層雖然涉入孫兒照顧頗深，但似乎沒有感覺有義

務感的負荷，經由研究也發現到祖母每日重複同意提供照顧與一再被感謝的形式

（Gattai & Musatti，1999），這都強化了祖母的成就感、自我肯定與滿足感。 

除了祖父母外，曾祖父母也覺得自己的角色是令人欣慰的。他們認為「生命

重新開啟」、「看著孫兒長大，自己也便年輕了」「沒想到我還能活著看到這一切」

等等，，感受到個人與家庭的重生，並將曾孫兒視為快樂的來源，並意識到自己

的長壽。其所給予下一代的幫助包括禮物和照顧孩子等，大多數會適應新情境和

改變的狀況，並對家人竭盡所能(Olds＆Papalia，1989)。 

另外，年幼兒童本身所具有的特徵也是會影響祖母照顧歷程感受的因素。

Emde 及 Sorce（1987）以新生兒為對象，研究嬰兒如何帶給父母快樂：出生初期，

由於嬰兒的樣子、神情討人喜歡,如嬰兒與生俱來的反應傾向與身體特徵，如寬

大的前額，短而突起的面頰，柔軟而渾圓的身體，模樣稚氣的可愛，極易引起照

顧者的憐愛，此稱為「娃娃症候群」（doll syndrone），較能引起男女老幼的注

意、凝視，進而產生愉快的反應。而大約二個月後，嬰兒開始對周遭事物有反應、

感到新奇、嘗試探索。而嬰兒所發出的聲音如笑聲與肢體語言動作等，都會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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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者感到可愛欣慰為相當滿足開心。而之後隨著嬰兒的成長發展與進步，如爬

行、走路等，都會帶給照顧者很大的成就感與欣慰。給予照顧者莫大的鼓舞和安

慰（引自 Jane B. Brooks，1991）。同樣，祖母在照顧歷程中，也可能會因年幼

孫兒的特質與成長而感到喜悅欣慰。 

綜歸上面所述，育孫行為帶給祖母許多正向的情緒感受，除了源自與孫兒的

依附關係、身體接觸與新奇感所產生的強烈歡愉與喜悅外，照顧孫兒過程中也提

供了祖母活力來源、增加祖母與社會接觸的機會，使其感覺為年輕並開始重新照

顧自己。而孫兒的需要、認可與中間代所表達的協助感謝，也再度強化祖母職的

成就感、自我肯定與滿足感。此外，年幼幼童本身所蘊藏的成長活力與可愛特質，

讓照顧者在照顧歷程中也感受到極大的欣慰與樂趣。 

（二）負向情緒感受 

照顧孫兒提供了許多的樂趣與正向感受，然在照顧歷程中亦同樣交雜負面情

緒。祖母角色本質上是模糊不清的，一方面，由於具有實際提供幫助的重要性，

孩子的感謝再次賦予其在家庭中的顯著地位，也使得其將自己愉悅地、富情感地

投入在與其孫兒的緊密關係上，然而，此角色既然是被父母輩所賦予，其也有可

能在任何時候抽離收回（Gattai & Musatti，1999）。胡幼慧等也指出由於兒媳

居所的都市遷移，使現代托孫形成幼兒時全托，這種托育，不但特別辛苦而且當

孫子長大被帶走時，老人家會產生很大的失落感（胡幼慧，周雅容，1997）。 

此外，祖母協助育孫亦可能導引代間緊張與代間衝突發生。祖父母的角色無

既定的規範與期待，端視家庭協商及視代間的經驗而定，再加上中老年祖母資源

薄弱需求代間依賴、今日明確輩份權威的消逝、以及教養方式的相異，都使隔代

照顧面向呈現代間緊張、衝突之微妙氣氛（吳婉慧，2000）。Gattai & Musatti 

(1999)就發現許多較悲觀的受訪者表示害怕自己無法勝任照顧孫兒的責任，因此

其必須小心翼翼的維護對外的角色勝任感，許多痛苦不敢告知孩子父母知道。此

外，許多受訪者也產生與孩子母親競爭的態度出現，而且這些受訪者似乎傾向去

建立一個與其孫兒的獨特關係，刻意排除孩子的母親。 

而老年女性一生擔任照顧工作，年輕時照顧丈夫與小孩，本設想在老年時期

可以卸下照顧者角色，若又再度面臨照顧工作，與照顧者角色結合，更容易感到

照顧責任的永無止盡，感到自我的失落與傷感。 

胡幼慧在其文章中曾經提到，老年婦女的家務勞動的提供與交換已經呈現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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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老年婦女的婆─媳關係，主要因為媳婦的勞動市場參與，而加重了老年婦女

的家務工作，其中包括煮飯和拖孫的服務，而煮飯和拖孫工作往往使老人覺得婆

婆的地位受損，感覺在「侍候下一代」，感到十分無奈。而拖孫的工作，對老年

婦女而言，面臨更多的困難，從衛生習慣到空間的危險、體力的不支、無止境的

擔憂以外，這一代老年人兒女眾多、孫兒亦多，為公平起見，一個接一個的托育

工作更是繁重（胡幼慧，周雅容，1996）。當提供照顧對老人而言，是不得已的

依賴和交換時，其心理的安好也會受到很大的損傷（胡幼慧，周雅容，1997）。 

總而言之，祖父母職的角色模糊不清、不確定性、代間緊張與衝突、照顧責

任的無止盡感及現代育孫的變異帶給祖母負面的壓力感受。此外，如同失能老人

研究，許多研究也發現，祖母照顧孫兒也造成祖母生理、心理與社會上的負荷，

生理上如失眠、胃痛、健康狀況變差，心理則有焦慮、沮喪、心力交瘁、感到厭

煩、孤獨、過度負擔以及親職壓力的等等，社會關係的影響，則是社交受限、與

他人相處時間減少等（Bowers & Myers，1999；Jendrek,1993）。 

 

三、以角色理論來看雙重責任女性照顧者之照顧感受互動歷程 

 

根據上面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知道不但照顧歷程本身中交織著多元複雜的

正負感受，當面對不同的照顧依賴者，即使從事相似的照顧任務與項目，照顧感

受與歷程仍然各有所異。如 Gerald(1997)曾比較同樣以女性擔任照顧者的小孩

照顧與老人照顧團體，分析其心理健康，結果指出雖然此兩個照顧者群體的背景

因素與初級壓力源（相似的照顧任務與活動）是相似的，但是其次級壓力源（意

義詮釋、認知與負荷）是相當不同的，顯示照顧者對照顧經驗的認知、而非實際

的照顧活動對心理健康結果會產生影響。 

    單一對象的照顧歷程已如此複雜，而當照顧者同時肩負老幼照顧責任時，其

照顧感受與歷程勢必有更多值得深入探究之處。在雙重照顧責任下，對於不同照

顧工作的認知感受與詮釋為何？不同的照顧感受認知又可能會產生怎樣的交互

作用而影響整體的照顧歷程與經驗感受呢？是雪上加霜的負向情緒累加、正向情

緒的相互渲染、或者是正負感受的相互消抵，還是兩者根本是相互獨立，不受影

響的個別經驗？以下嘗試以角色理論來初步探究雙重責任之女性照顧者的照顧

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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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又稱「腳色」，原是指舞台上的演員在戲劇中所扮演的人物。1920 年

代，美國社會心理學家 Mead 將此概念引入社會心理學的理論中，稱之社會角色。

角色理論假定人們在社會結構中佔有特定的位置（position），每一個位置都有

其相對應的角色，而每個角色都被詳細列明其應有的之權利與責任義務(Linton,

引自李佩娟，1998)，這些社會對角色所期望的行為表現與模式，稱為「角色期

望」（role expectation），因此，角色是由一組與該位置相關的期望或行為所組

成（陳光中等譯，1995）。也就是說，社會角色是由人們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為

社會所期望的行為模式。 

近來有許多學者將角色理論套用在婦女壓力與負荷的探討研究上，主要概念

包含增加角色困境的角色緊張假設、角色衝突假設、角色負擔過重假設、角色易

受傷性假設、與減輕角色負荷之角色回饋假設等（胡幼慧，1995）。本研究也嘗

試運用角色理論來探討兼顧不同照顧角色的雙重責任照顧者之照顧歷程感受如

何互動影響，以下分別闡述這些概念的意義與不同照顧感受可能產生的交互作

用。 

（一）增加角色困境之負面觀點 

個體所具有的社會身分通常牽涉一個以上的社會關係，面對不同的社會關

係，人們會有不同的社會位置，也具有不同的社會角色與規範期待，如中老年女

性可能同時身兼妻子、母親、祖母等多種角色。從角色理論的觀點來看，當人們

的角色、行為、期望與周遭人們的期望一致時，稱做「角色互補」（role 

complementarity）。而當個體面臨兩個或兩個以上角色要求不能契合的情形，即

稱之為「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陳光中譯，1995）。角色衝突又可分為「角

色間的衝突」（inter-role conflict）與「角色內的衝突」(intra-role 

conflict)，前者是指一個人面對不同角色的不同行為期待時所產生的衝突，後

者則指不同人對同一角色有不同的期待所產生的衝突。另當人面臨多重社會角

色，多種不同角色對個體的期望，使得各種角色義務的總量超過個人能力負荷的

範圍，而無法滿足所有需求，這就產生了所謂的「角色過度負荷」（role overload）

（Goode，1960）。 

角色緊張與角色衝突、角色過度負荷為緊密連結的概念，Olds 與 Papalia

（1989）曾引用 Biddle 的定義，將「角色緊張」(role stress)界定為當過多的

期望與某一角色聯繫在一起或是個體所承擔的各種角色同時向個體提出各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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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一種情緒上的超載感（引自），強調個體的情感體驗。Parson（1961）認為

角色緊張的可能原因是因為（1）人們無法同時達到角色期望的要求；（2）角色

模糊不清；（3）個人同時扮演兩個相互矛盾衝突的角色（引自洪湘婷，1998）。

也就是說，當社會結構對成員要求不協調（角色衝突）、不可能完成（角色過度

負荷）與含混（角色模糊不清）的期待時，人們容易感受壓力而出現角色緊張。 

Mui（1995）研究配偶間照顧角色與行為時，就將角色緊張界定為受訪者主

觀感受到照顧行為對其情感、生理與經濟三方面的影響，並認為照顧者的角色緊

張是源於角色衝突與角色過度負荷所致，而角色過度負荷則涉及到照顧角色所要

求的時間、項目、期間以及有無同時擔負其他社會角色等向度（引自洪湘婷，

1998）。Stoller 與 Puglilesi（1989）的研究則發現當老人需求較高層級的協

助時，其他角色會增加其負荷感。Goode(1960)認為一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角色越

多時，個人時間、精力的耗竭和面臨衝突的可能性愈大，進而導致角色壓力與心

理上的沮喪（Goode，1960；引自陳郁芬，1996）。而 Barnett 與 Baruch(1985)

研究中年婦女承擔的多重角色與角色需求負擔過重（role demand overload）、

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以及焦慮之間的關係，結果也發現婦女承擔角色數量

的多寡與角色需求負擔過重、角色衝突有顯著的相關，一旦角色負擔過重及角色

衝突無法獲得適當的緩解時，照顧者將出現角色疲潰（role fatigue）的現象

（Barnett & Baruch，1985；引自王秀紅，1994）。對照顧者而言，育孫角色的

加入，不但增加了整體照顧角色的時間、項目，也同時增加了其社會角色數量，

照顧者之個人精力、能力與時間可能無法同時兼顧雙重照顧任務，因此出現角色

衝突、感覺角色過度負荷等緊張感與負面情緒壓力的可能性也越大。 

此外，在面對傳統的男女性別特質，社會學把男性以事業成就為中心的角色

稱之為「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s），把女性以柔順和情感的付出為中

心的角色稱之為「情感性角色」（expressive roles）（蔡文輝，1998）。胡幼慧

的文章中提到 Kessler 等學者認為由於女性的社會情感性支持角色，使得婦女

較容易對壓力事件的影響感應特別大，因此容易受到心理傷害，稱之為「角色易

受傷性」（role vulnerability）（胡幼慧，1995）。Zarit 等學者（1986）就曾

經解釋不同性別配偶照顧者主觀負荷的不同，認為由於男性通常採工具性的方法

接觸每日生活問題，其較會尋求其他資源及利用環境來解決問題，而女性則傾向

情緒性的反應，因此較不能保持情緒上的穩定平衡及處理問題。而 Miller（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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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許多女性配偶照顧者認為承擔角色逆轉後，承擔起權威性的角色，是其

照顧角色中最難適應點，並常因為擔當此權威性角色而失去情緒上的平衡。 

對雙重責任女性照顧者而言，照顧本質上是一種愛的勞務，需要付出許多的

愛與關心，另也可能觸及女性的角色易受傷性特質。除了在性別角色規範的學習

與社會化下，使得女性，尤其是較具傳統性別意識的老年女性，容易將照顧角色

與自我認同相連結，促使女性面對壓力有較大的情緒敏感性反應外；當其被迫承

擔接踵而來的育孫扶老照顧任務，這又與原本想像在中年晚期與老年能卸下照顧

任務的期待相悖，因而情緒感到更加失落。此外，無論是照顧失能丈夫所感受到

的角色逆轉與權威關係移轉的壓力、或者祖母角色的不明確與模糊性，這都使得

她們很難明確界定並認同照顧角色，造成更多情緒上的壓力與負荷。而雙重照顧

角色的多種需求與期待，更使得雙重責任女性照顧者容易產生角色衝突、角色過

度負荷及角色緊張與壓力感，使其更加不能保持情緒上的穩定平衡及考慮處理問

題的策略、尋求資源，而將自己身陷於容易受傷的情境中，負面的情緒感受與壓

力因此相互加乘積累。 

（二）減輕角色負荷之正向觀點 

上述概念多將多重角色視為造成角色緊張、角色衝突與角色過度負荷的來

源，持多重角色會增加個人壓力與困境的負面觀點。不過也有許多研究強調多重

角色的正向效益，而照顧者的多重角色也有許多正面的支持觀點，許多文獻都指

出多重角色與較佳的身體健康、較低的心理壓力、較高的自尊、較多的福祉相關

（Baruch、Barnett & Rivers，1983；Thoits，1983；Verbrugge，1983； 

Pietromonaco、Manis & Frohardt，1986；Linville，1987，引自 Stoller & 

Puglilesi，1989）。多重角色對個人的正面影響可經由強化個人自尊、特性、提

供物質與社會資源而產生(Stoller & Puglilesi，1989)，這即是「角色回饋」

（role rewards）說。多重角色，特別是家庭外的角色，可能使照顧者與其他的

社會網絡相互連結，並形成其解決特殊問題的資源來源。Stoller and Puglilesi

曾提到，一個較大、非孤立性的網絡會較一個較小、密集、同質性的網絡提供較

多的資訊、處理策略、工具性資源。這些諮詢者並非僅分享特別的處理策略與資

源知識，也認可照顧者的生氣、憤怒與內疚的感覺。其也發現擔任其他角色對照

顧者福祉方面是正相關關係的，其他角色可能會緩和照顧角色壓力，提供其他資

源的連結，或強化照顧者的自我概念（Stoller & Puglilesi，1989）。陳郁芬（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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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歸納學者研究，認為雙重角色可能為照顧者帶來正面的影響，因為其他角色

可能產生一種緩衝效果，降低因為照顧老人所引起的負面影響，並增強照顧者的

能力感、自尊感，也提供了照顧者接觸其他資源的機會。 

身兼老幼雙重照顧工作對照顧者可能會產生什麼樣的角色回饋呢？以雙重

照顧責任者而言，老人照顧本身已經限制了照顧者生活空間及社交範圍，使其身

陷於無奈挫折的照顧歷程中，失能老人的日漸衰老與退化也會使照顧者萌生了無

生氣的感受。額外的孫兒照顧角色，雖然增加了整體照顧時間與工作量，但幼兒

本身所蘊藏的活力與生機，反而可能刺激照顧者一成不變的生活，強化其社會接

觸，並降低了社會孤立與疏離感，因而增強其心理福祉。Gattai & Musatti（1999）

的研究就發現照顧孫兒似乎使祖母更有活力，協助育孫不但可以提供祖母活力與

滿足其身體接觸的需求，讓其感覺更年輕有生氣外，也能增加其自尊，並具有反

消沈的功能，提供祖母與他人接觸、社會化的機會，促使祖母開始重新照顧自己。 

學者指出，配偶是所有照顧形式中，對照顧者剝削感最大的，特別在此一對

一的照顧工作中，無人可傾吐抑鬱感受是最讓人感到孤立難受的，即使有其他家

人如子女，照顧者往往也因不想使其擔心而不願吐露，更產生深刻的沮喪與憂鬱

（朱素貞，2000）。雖然雙重的家庭照顧工作實際上並沒有擴大照顧者在家庭外

的社會網絡，但照顧者往往可對一直伴在身旁，卻又不經世事的年幼孫兒隨心抒

發感受，即使其並不是真的瞭解也不會給予實際上的支持，但這樣的形式可能形

成失能老人照顧工作的一種隨時隨地的情緒性支持。許多研究都指出，照顧者表

示身體的勞累比社會疏離及心理壓力容易忍受（徐亞瑛、張媚，1992；邱啟潤、

呂淑宜等，1988）。而當擔負雙重責任時，身體上的負擔勢必比單一照顧來得多，

然而，其社會疏離感與心理壓力是否會因此增加，抑或是孫兒照顧的提供反而增

強了其社會接觸與情緒抒發的來源，對其心理健康反有正面效果，這就有待研究

進一步的探究。 

另外，學者指出如果照顧者的照顧工作是被感激的、被讚美的，照顧者會感

受到較多的情緒支持，主觀感受的負荷也會降低，甚至會認為照顧工作是個人自

我實踐的方法（王增勇，1999）。然而檢視失能老人照顧者的研究可以發現，大

部分婦女扛起照顧工作乃是希望能夠藉由其付出而獲得社會網絡成員的肯定，但

事實上，老人或其他家庭成員卻很少懷抱感激心情，這使得照顧者更加感到無奈

與憤慨（溫秀珠，1996）。Gattai 與 Musatti（1999）卻發現，若祖母照顧孫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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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諾是具選擇性的，父母親一代的照顧要求通常伴隨著明確的感激與感謝，照

顧者也因此受到肯定而有較正面的反應與情緒。就雙重照顧者而言，源於孫兒照

顧而獲致的社會肯定與感激，是否會影響照顧者的主觀感受，進而影響到對老人

照顧責任的認知感受呢？還是它們之間是相互獨立的感受經驗呢？這也有待研

究訪談加以釐清。 

此外，學者提出雙重角色可能帶來正面的影響，尚包含增強照顧者的能力感

與操控感，雙重責任照顧者若能同時擔負兩種照顧責任且平衡適應良好，反而可

能會強化照顧者的成就感、支配感，感覺自己富有能力而感到滿足，如徐亞瑛、

林秀純（1998），研究失能老人家庭照顧者之照顧回饋與負荷的相關因素，就發

現，當在尋找平衡點之照顧過程中越能兼顧互相競爭之需求的照顧者，照顧者之

照顧回饋越多、負荷越小。 

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所獲得的正向經驗，應能減輕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的心

理負荷，使照顧者勝任照顧工作。然而，面對雙重責任的照顧者，是否會因為年

幼兒童的活力而影響其主觀心理感受，強化了正面情緒，並進而因此影響老人照

顧的感受呢？還是老人的退化與幼兒的生氣比較起來，反而更強化了老人的病

弱，因此加深其負面的照顧情緒感受？此外，老人照顧並非僅有負向感受，而幼

兒照顧也會有其負荷與壓力存在，老人照顧的正向情緒反應是否也會與幼兒照顧

負向感受有互動的效果？若有的話，兩者（幼兒照顧的正面情緒 vs 老人照顧的

負面感受、老人照顧的正面情緒 vs 幼兒照顧的負面情緒）在程度上而言，是不

是有輕重的分別呢？而二種照顧型態的正面感受是否又會相互強化？這都是本

研究有興趣探究的問題。 

 

小結 

本節首先分別闡述失能老人照顧與孫兒照顧的個別歷程與感受，發現無論是

失能老人抑或孫兒照顧，都交織著正負混雜的多元感受。研究者進一步則嘗試以

角色理論來解釋老幼照顧個別感受如何交互作用而影響照顧者的照顧歷程感

受，發現不同角色理論假設對於老幼照顧感受如何進行交互作用而影響照顧者的

照顧歷程感受有不同解釋。 

採雙重照顧角色增加照顧者負荷的假設包含角色衝突、角色過度負荷與角色

易受傷性等觀點，認為雙重照顧責任增加了照顧工作的要求與任務，需要投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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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個人時間與精力，加上兩種照顧型態的工作項目與要求期待可能有所不同，

因此容易導致角色緊張、角色衝突與角色過度負荷，對照顧者的心理福祉與情緒

感受有負向作用。此外，由於社會建構女性面對壓力時產生情緒性反應、加上老

年承接雙重照顧責任感受的自我失落以及配偶照顧過程中的角色逆轉與祖母角

色的模糊與不確定性，都使其更不能保持情緒穩定，而將自己限於易受傷的情境。 

角色回饋說則認為雙重照顧歷程有助於減輕照顧負荷，認為孫兒照顧的正面

回饋（如帶給照顧者活力生機、減少孤立、獲得情緒支持、社會肯定等）會影響

照顧老人負面感受；老人照顧的正向感受也同樣會影響孫兒照顧負面感受；雙重

照顧各自的正面回饋也會相互渲染強化而提升照顧者整體正向感受；研究也發

現，當照顧者能兼顧雙重照顧責任且適應良好，反而能增強其成就感、支配感、

強化自尊，使其感覺富有能力而產生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