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內政部統計處（2001）。《中華民國台閩地區國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內政部統計處（2002）。《中華民國台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王文娟（2001）。《家對智障者之成年手足的意涵》。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方美珍（1999）〈一位居家照護中風病患之主要照顧者角色疲潰之探討〉。《護理新象》，3(5)：

248-257。 

李玉冠（2000）。《隔代家庭祖孫關係之探討》。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李惠加（1997）。《青少年發展》。台北：心理出版社。 

吳胡姚、聖杏克、良佳明（1991）。〈台灣地區居家照護老人主要照顧者負荷情況及其需求

之調查研究〉。《公共衛生》，18(2)：237-247 

吳淑瓊、林惠生（1999）。〈台灣功能障礙老人家庭照顧者的全國概況剖析〉。《中華衛誌》，

vol.18,No1。 

吳瓊滿（1999）。〈居家照顧者的負荷〉。《美和專校學報》，第17期p1-14。 

吳聖良、林豐雄等人（1992）。 〈台灣省社區殘障老人主要照顧者之壓力與需求之調查研

究〉。《公共衛生》19(2)。 

林秀純、徐亞瑛（1998）。〈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之照顧回餽與負荷及相關因素探討〉。《長

庚護理》，9(2)：p1-9。 

洪湘婷（1998）。《期待與現實之間—成年子女照顧老年父母的角色探究》。台灣大學社會

所碩士論文。 

易之新譯（2000）。《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呂寶靜（1999）。〈家庭成員在正式社會服務體系角色之初探：從個案管理的觀點分析老人



 2

成年子女的角色〉。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9:2,p347-363。 

溫秀珠（1996）。《家庭中婦女照顧角色形成因素與照顧過程之探討—以失能老人之照顧為

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惠雯等譯（2002）。《質性方法與研究》。台北：韋伯文化。 

黃德詳（1994）。《青少年發展與輔導》。台北：五南。 

陳賢佳（1999）。《女性精神分裂症病患其子女之成長經驗》。台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陳奎如（2000）。《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究》。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淑芳等（1999）。〈探討家庭功能、社會支持和社區殘病老人照顧者負荷之關係〉。《護理

研究》，7卷2期 pp172~179。 

曾華源（1999）。《少年福利》。台北：亞太圖書。 

賴東進（2000）。《乞丐囝仔》。台北：平安文化。 

薛承泰（1996）。〈台灣地區單親戶的數量、分佈與特性：以1990年普查為例〉。《人口學

刊》，17期:p1-30。 

蕭淑貞、張秀如（1993）。〈精神分裂病患子女生活情境：病患及其配偶之經驗及看法〉。《護

理研究》，1(3)。 

戴嘉南（2002）。《智障者之正常手足壓力及因應方式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

碩士論文。 

謝美娥（2000）。〈成年子女照顧者：經驗之初探〉。《政治大學社會學報》，第三十卷，

pp43-80。 

謝美娥（2000）。〈成年子女照顧照顧失能父母之影響與因應經驗〉。《台大社工學刊》，第

三期P1-36。 

簡雅芬、吳淑瓊（1999）。〈影響子女照顧失能父母意願之因子〉。《中華公共衛生雜誌》，

18:3,p189-198。 

鍾月琴、黃正文（1999）。〈社區中風病人主要照顧者的需要〉。《中台學報》第11期 pp29-41。 

鄭雅薇（2002）。《智障者之正常青少年手足壓力及因應方式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輔導



 3

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士炘（1998）。《青少年的生活壓力與適應之研究》。政治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湘婷（1998）。《期待與現實之間—成年子女照顧老年父母的角色探究》。台灣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淑貞、張秀如（1993）。〈精神分裂症病患子女生活情境：病患及其配偶之經驗及看法〉。

《護理研究》，第一卷第3期pp218-229。 

邱秀燕（2000）。《青少年家庭系統分化、心理分離-個體化、自我發展及情緒適應之相關

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教育與心理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正鎰（1995）。《青少年期發展任務及相關因素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輔導學系碩士論

文。 

石培欣（2000）。《國民中學學生家庭環境、同儕關係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高雄師範

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黃毓芬(2002)。《探討貧窮青少年生活經驗及因應之道》。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葉左偉等人（1998）。〈影響兒童心智發展的危險因子—發展中的危機與轉機〉。《中華心理

衛生學刊》，第十一卷第4期pp1-28。 

侯南隆（2000）。《我不是壞小孩—喪親少年的生命故事與偏差行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陳信英（2001）。《青少年單親經驗中的悲傷與復原：生命故事敘說之研究》。花蓮師範學

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賢佳（1999）。《女性精神分裂症病患其子女之成長經驗》。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 

賈紅鶯（1995）。〈青少年的自我分化及其在輔導上的應用—家庭系統取向〉。《諮商與輔

導》，119:p25-29。 

賈紅鶯（1998）。〈從家庭系統看家庭關係〉。《諮商與輔導》，148:p6-10。 

簡正鎰（1996）。〈青少年期發展任務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教育與心理輔

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4

邱秀燕（2000）。〈青少年家庭系統分化、心理分離-個體化、自我發展及情緒適應之相關

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教育與心理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英文部分 

Anonymous.(2003) ”Shock child carers figures come out of most recent Census” Third Sector. 

London: May 28, 2003. p. 2 

Barry Nelson (2003) “Charity highlights the plight of young carers” [Echonews Edition] 

Northern Echo. Darlington (UK): Jul 17, 2003. p. 05 

”Carers prove they can have fun” Northern Echo Darlington (UK): Apr 16, 2002. p. 06 

Christen Pears.(2001)”Funding boost for young carers;” Northern Echo. Darlington (UK): Oct 22, 

2001. p. 06 

David.B (2000) “Society: Young carers.” The guardian; Mancheter (UK). 

Glasgow city (1989) ”Young carers strategy consultation draft summary”. 

Hayley Gyllenspetz.(2002)” Young carers get extra support” Northern Echo. Darlington (UK): Jul 24, 

2002. p. 06 

Jerome Monahan (2001) ”Education : Resources : Key stage 3: Age 11-14: The secret life og young 

carers.” The Guardian (UK).  

Jenkins , Sue (1994) “Who cares for young carer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vol.308,p733. 

Jan.W (1999) “Growing up with parents who have learning difficulties” Disability & society; 

Abingdon, vol.14,p143. 

Linda.W (2000) “Bigger than the sky:Disabled women on parenting.” Disability & society; 

Abingdon, vol.15(3),p535. 

Karen A Blackford (1999) “A child’s growing up with a parent who has multiple sclerosis: Theories 

and experience.” Disability & society; Abingdon, vol.14(5), p673. 

Kim.S (2001) “Early caregivig and adult depression: good news for young caregivers” The Kendra.I 

(2002) “Society: Role reversal:Video shows professionals how children living with a mentally ill 



 5

parent are often neglected.” The guardian; Mancheter (UK). 

Gerontologist; Washington, vol.41(2),p188-190. 

Mark Summers. (2002)”Support scheme for young carers needs more helpers” Northern Echo. 

Darlington (UK): Sep 2, 2002. p. 06 

Mark.S (2002) “Support Scheme for young carers need more helpers.” Northern Echo; 

Darlington(UK). P6 

Pauline.B (2002) “Does the covert nature of caring pro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services for 

young carers?”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counseling, vol.30, No.3. 

Sarah Harrison.(2003)” Think about the children when caring for parents” Nursing Standard. 

Harrow-on-the-Hill: Vol. 17, Iss. 32; p. 6 

Tim Doran, Frances Drever, Margaret Whitehead  (2003) “Health of young and elderly informal 

carers: analysis of UK census data”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edition). London: Vol. 327, 

Iss. 7428; p. 1388 

Tony.W (1999) “Young carers and their families.” Archives of dise in childhood; London, vol.80, 

p495. 

“Teenager to join fellow young carers at festival” Northern Echo. Darlington (UK): Jun 30, 2001. p. 

07 

“What is young carer?” http://www.caringmatters.dial.pipex.com. 

“Young carer’s partnership.” http://www.toungcarers.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