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我，⋯⋯⋯，父親是個瞎眼的乞丐，母親患有重度心智障礙。十三歲的我，

剛剛開始懂得思考，懂得去探索人生的意義，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來在哪

裡？每每回到家看到這一大家子人，想到明天還要為了三餐打拼，我覺得我的家

就像是沈重的地獄，一直拖著我往下墜落，墜到無止盡的深淵裡。 」 

                                    

                                           引自賴東進，2000《乞丐囝仔》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少年家庭照顧者（young carer）兼具雙重身份，他們是照顧者更是少年，而

這兩者的角色往往是相互衝突的。少年時期應當受到保護與尋求身心健全發展，

根據曾華源（1999）研究指出，少年時期的身心發展過程可分為生理發展、心理

發展、認知發展、社會發展與性發展五個層面的需求，然而肩負照顧工作的少年

將生活中絕大多數的時間奉獻於照顧罹病家人與家務工作上，喪失與同儕交友的

機會、教育學習的機會、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甚至對於成年後的就業機會也造

成顯著的影響，而最重要的是這些孩子失去了他們的童年，失去了身為兒童與少

年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 

少年家庭照顧者往往會隱瞞家庭的處境與自己的照顧角色，在英國

Glassgow city的一項研究報告中（2000）指出，少年家庭照顧者及其家人因為害

怕受到地方當局的關注，被視為無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願向外界求助，這樣



的恐懼在年紀越小的照顧者身上越容易發現，因為有時社會局的介入，將迫使他

們離開家庭接受安置。另外他們不願意向外界提及家庭的狀況，有時是因為擔心

被貼上特殊家庭的標籤，而受到同學與同儕的欺負嘲笑。除此之外，少年家庭照

顧者更是成為家庭中理所當然的自然照顧者，由於親子的血緣關係使得他們即使

非自願擔任照顧者職務，也被視為理所應然的責任，少年家庭照顧者沒有能力或

地位去放棄其照顧者的角色。Qureshi 和Simons(1987)以家庭內部的系統性角色

(systematic set of rules)的概念解釋為何未成年照顧者容易成為『家庭中的代罪羔

羊』，其主張家庭內部的系統性角色被貼上了被期待與有義務的標籤，由此來協

議誰應該去扮演照顧者角色，考量的因素包括性別、年齡、與受照顧者關係以及

在家裡的地位，而少年的特質與情境使其順理成章的扮演照顧角色。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1991）之調查指出，患病而無自我照顧能力之患者，多

由家人 

親戚照顧起居，住進護理之家接受照顧者僅佔6.7%，季偉珠（1988）研究台灣地

區社會變遷的健康照顧型態，其結果發現，家庭是病人健康照顧的基本單位，病

人的照顧工作幾乎落到同住的家人身上。而由於目前家庭結構變遷，出現許多由

家中之少年孩童擔任家庭照顧者的現象。Walker（1996）將未成年家庭照顧者定

義為年齡介於5至18歲的兒童或少年，協助照顧祖父母、父母、手足或其他親

戚因生病、失能、感染愛滋病、精神疾病或有酒隱、藥癮而無自我照顧能力者。

根據其他各國的統計數據顯示，澳洲約有至少超過181,00位18歲以下的兒童及

少年家庭照顧者；英國大約有介於20000到50000個兒童及少年照顧者（Pauline 

Banks&Nicola Cogan,2002）。 

而我國的家庭照顧者現況，根據吳淑瓊（1998）在「配合我國社會福利制度

之長期照護政策研究報告」的推估發現，台灣地區未來長期照護需要人數，以

最緊縮的三項以上ADLs失能需人幫忙者為標準，估計在1995年需要長期照護

者約4.6萬人。若放寬標準為兩項ADLs失能需人幫忙者，估計需要長期照護者

將近6.1萬人，若標準為提供有任何一項ADLs功能障礙者，則需要人數為7.6



萬人，若再擴張到有任一項ADLs或IADLs失能者，需要人數暴增為25萬人左

右，若再考慮認知功能障礙者，需要人數則增為30萬人。而在長期趨勢的推估

上，以兩項以上ADLs失能者估計需要長期照護人數從1995年的6.1萬人，到

2000年增加為7.4萬人，2035年時更將高達將近25萬人，成長的速度將是以倍

數的發展而大幅度的增加。目前我國尚未有關兒童及少年家庭照顧者確切的統

計數據，故採取推測的方式，依據「民國八十九年中華民國台閩地區身心障礙

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表一）： 

表一  民國89年臺閩地區身心障礙者主要家庭照顧者之親屬關係表 

家庭主要照顧者 身心障礙者

年齡 配偶 父親 母親 兄弟 姊妹 兒子 女兒 媳婦 其他親戚

0-14歲 0 2618 21427 71 0 0 0 0 2807 

15-24歲 95 2691 16122 409 240 0 0 0 1583 

25-34歲 1265 3693 13617 410 258 0 0 0 464 

35-44歲 8373 2675 10126 1187 1076 100 110 0 1773 

45-54歲 13408 795 4664 1318 671 1714 962 276 420 

55-64歲 19965 292 415 1175 979 2902 1802 2310 974 

65歲以上 54444 0 0 1077 174 14879 9019 21043 5966 

 

其中推估家庭照顧者可能是由兒童及青少年擔任者，包括：身心障礙者年

齡層介於0至14歲，且由兄弟姊妹擔任主要照顧者有71人；身心障礙者年齡介

於15-24歲，且由兄弟姊妹擔任主要照顧者有649人；身心障礙者年齡介於35-44

歲，由子女擔任主要照顧者有210人；故此推論89年臺閩地區未成年照顧者至

少有 930人，但此數據尚未包括歸類於其他親屬關係者，亦不包括由孫子女照

顧祖父母者。若將所有可能性涵蓋計算，我國兒童及少年家庭照顧者的總數必

定更加龐大。 

造成少年家庭照顧者大量出現的原因來自於人口老化趨勢及社會變遷所導

致的家庭結構轉變。人口老化與出生率降低均促使少年家庭照顧者的增加，人



口老化的現象在目前世界各國均已快速增加，健康照護問題也明顯浮現。另一

方面出生率的降低，意味著潛在照顧者的減少，過去大家庭型態中的潛在照顧

者具有替代性，可彼此支援相互協助，而現今家庭子女人數驟減，以致親屬支

持系統減弱甚至喪失，這種情形最常發生於祖孫隔代家庭中，中生代的減少增

加世代移轉的負荷。Kane(1995)更進一步的指出上述人口結構的轉變再加上工業

化後人口流動的增加，意味著有越來越多老人是無子女在身邊可提供照顧的，

且許多中生代將依賴子女託付給老年父母照顧，而產生隔代照顧的現象。若老

年祖父母罹患重病或失能，則由孫子女提供老年祖父母照顧的機會將會增加。

另外隨著社會快速變遷，家庭結構已經慢慢轉變，產生許多新興型態的家庭，

如祖孫隔代家庭、兩代單親家庭、三代單親家庭等。在特殊型態家庭中，中生

代潛在照顧者可能由於能力不足（role incapacity）、角色拒絕（role rejection）或

角色缺位（role unoccupied）等因素而無法履行照顧職責，使得失能家庭缺乏足

夠的人力提供照顧。過去針對照顧者的研究發現約有七至八成家庭照顧者為成

年女性，當女性照顧者角色缺席或不完整時，才使得男性在不得以的情況下遞

補（陳奎如，2000）。由此推之，若家庭中成年親屬照顧角色缺席或不完整且無

其他可提供照顧之成年照顧者角色，或即使家中有成年親屬但為求生存必須外

出賺取薪資時，傳統的中生代照顧責任則轉移至家中非失能且較年長的少年兒

童身上。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民國九十年中華民國台閩地區國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顯示，我國二代單親家庭（父或母＋未婚子女）約佔全省家庭的7.6%，三代單

親家庭（祖父或母＋父或母＋未婚子女）約佔4.1%，隔代家庭約佔1.2%。由於

人口結構的變遷，使得越來越多家庭中的依賴者失去原先家庭可提供照顧的依

靠，當家庭中原有功能已不健在，取而代替原先父母角色的很可能將是家庭中

的長子女或獨生子女，造成家庭角色的改變。大多數的家庭照顧，照顧者多由

中生代來擔任，主要包括成年子女、配偶、媳婦等，若一旦家庭中缺少這些角

色，照顧責任將落到家庭成員中最年長的小孩身上，茲將缺乏中生代照顧者的



三種家庭型態之特性說明如下： 

 

一、隔代家庭 

傅佩榮（1994）指出家中缺少中生代照顧和督促而由祖父母及孫子女所組成

的家庭，稱為隔代家庭。在我國特殊的家庭型態中，老中幼三代同堂原本是我國

幸福家庭的寫照，一旦其中的中生代父母親因為不能（unable）或不願意(unwilling)

照顧家庭，可能因素包括死亡、在監服刑、失能、長期在外地工作、重病住院、

離婚、分居、遺棄等無法履行教養職責者，造成中生代角色缺位，祖孫成為相互

依賴的對象。鍾進春（1996）提出我國偏遠山區原住民部落中有多達三分之一的

國小兒童僅與祖父母同住，且缺乏經濟支援，淪入貧窮成為低收入戶。李玉冠

（2000）研究也發現隔代家庭最重大的生活壓力就是收入困窘，大多數每戶僅靠

政府補助每名孫子女1800元為生，陷入經濟困境，若沒有其他親友提供物資支

援，祖孫便必須自行想辦法工作賺錢，若是祖父母無法從事生產無收入來源時，

長孫子女則必須負擔起家計，半工半讀或甚至輟學造成『無工作能力人口被迫工

作』情境，阻礙個體發展的結果。目前世界各國均已邁入高齡化現象，當隔代家

庭中的祖父母屆入高齡，開始出現失能狀況時，照顧的重擔勢必將落在隔代家庭

中最年長的孩童身上，此時的孩童不但必須一肩挑起家計與家務工作，同時必須

照顧失能祖父母，可能被迫放棄升學提早就業。依據「民國八十九年中華民國台

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台閩地區現住家宅之身心障礙者，

其家庭型態中共有7567戶為祖孫二代所組成的隔代家庭，其中受照顧者年齡為

45歲以上者共有6164戶，以此推論其孫子女可能為主要照顧者。依據上述資料

可推測，我國目前有如此龐大的家庭可能是由兒童或少年照顧者負責照顧失能之

祖父母，但其所獲得之協助通常只有低收入補助或身心障礙津貼，大部分的需求

與處境是被社會所忽略的。 

 

二、單親家庭 



依據「民國八十九年中華民國台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

示，台閩地區現住家宅之身心障礙者家庭型態中共有68893戶為單親家庭，其中

失能者年齡介於35歲至54歲且主要照顧者為其子女者共有2886人，由未成年

子女照顧失能單親家長的身心障礙者單親家庭佔所有身心障礙者單親家庭型態

比例的4.18%。單親家庭主要是由於喪偶、婚姻破裂或離婚以及未婚生子造成的

結果，這種情形不僅在西方國家如此，在台灣也逐漸增加中（張清富，1992）。

許多研究均指出單親家庭淪為貧窮困境佔有相當高的比率，由於單親家庭中大多

數的單親家長是唯一的薪資賺取者，一旦失去賺取薪資的能力，為維持家庭生

計，便必須由家中年紀較大的孩童擔任照顧者與負擔家務，甚至外出賺取微薄薪

資以維生。 

 

三、雙親均外出工作或雙親其中一方為身心障礙者之貧窮家庭 

依據「民國八十九年中華民國台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

，身心障礙者其年齡介於35至54歲且由子女擔任照顧者之人數共有2876人；身心

障礙者其年齡介於0至24歲且由其兄弟姊妹擔任照顧者之人數共有720人。陳正元

（1996）提出貧窮家庭通常人口眾多，負擔沈重，因而面臨經濟上的困境。貧窮

家庭中的組成結構，又可分為雙親均無失能及父母其中一方失能，若雙親均無失

能狀況，通常為了貼補家用，夫妻雙方均外出工作，因此家庭照料的責任將交由

家中最年長的孩童，包括家務維持、照顧年幼弟妹、或照顧家中的失能者。若夫

妻有其中一方為失能者，且未失能的一方外出工作，家中的照顧責任亦是由家庭

中較年長的孩童承擔，照顧對象包括家中年幼或失能手足、失能父母，或其他同

住之失能親屬。    

 

以上統計資料均凸顯我國確實有許多兒童或少年照顧者的存在，雖然並未有

精準的相關數據，但可以確知的是，許多兒童與少年必須擔負照顧責任，他們的

照顧經驗歷程與處境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兒童或少年照顧者(Young carers)除了面

臨經濟負擔、精神壓力、資訊不足等困境外，還必須面對學業、自我認知、人際



關係、身心發展等各方面的需求。惟綜觀目前國內關於家庭照顧者與少年發展兩

方面之研究，均未提及未成年照顧者之議題。 

近年來，國內對於家庭照顧者的研究已越來越多，無論是從照顧者的壓力負

荷探討至家庭功能之因應，均有卓越的發展，經整理歸納目前國內相關文獻，其

中針對照顧者角色形成因素之研究包括：陳奎如（2000）「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

究」探討男性家庭照顧者形成的歷程以及對照顧工作的經驗感受與影響；謝美娥

（2000）「成年子女照顧者經驗之初探」研究報告探討成年子女照顧者願意照顧

失能老年父母之因素及其照顧的主觀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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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討成年子女照顧者在照顧中面臨角色

緊張、角色壓力與角色衝突之狀況；簡雅芬(1996) 「子女照顧失能父母之意願及

其影響因子」探討子女在將來父母失能時提供父母家庭照護的意願；簡雅芬、吳

淑瓊（1999）「影響子女照顧失能父母意願之因子」研究探討子女照顧失能父母

的意願與照顧意願的重要影響因子；許樹珍、張碧芬（1999）「中國家庭之孝道

觀念與長年子女照顧年長父母之經驗」研究探討傳統文化中孝道觀念影響子女照

顧父母的意願；陳景寧（1996）女性照顧者角色之成因、處境及福利政策分析」

瞭解女性照顧者角色成因及其困境與需求；溫秀珠（1996）「家庭中婦女照顧者

角色形成因素與照顧過程之探討」釐清女性照顧者之形成因素及其照顧歷程的感

受；上述文獻對於照顧者形成因素已有豐富之探討，研究結果發現社會結構、文

化規範、家庭系統、情感依附及回饋交換等因素為形塑家庭照顧者角色之要素，

然其研究焦點不論是子女照顧者、女性照顧者或是男性照顧者角色形成因素，均

屬於成年照顧者之範疇，並未提及由兒童少年提供照顧之狀況。 

另外，病患子女之生活品質與成長經驗的相關研究包括：陳賢佳（1999）之

「女性精神分裂症病患其子女之成長經驗」碩士論文探討生長在持續混亂、有敵

意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中的兒童身心發展的狀態及擔負照顧工作維持家庭功能的

情形；陳怡君（2001）「憂鬱症患者子女之自尊及其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探討

父母的憂鬱症對小孩的可能影響及其影響的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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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探討病患對

於本身的疾病是否會影響子女的成長，以及自己對孩子的教養態度是否適當之看

法；郭雪韻（1992）「情感性精神病患者對其青少年期子女之影響及子女因應行

為之研究」探討青少年期子女對父母的疾病認知與態度以及患者對子女的影響及

子女所採用的因應行為；上述文獻均著重在探討精神疾病患者對於青少年子女的

影響，病患子女在整個家庭照顧的責任配置中屬於被動角色，並無提供大量照顧

行為，其主要照顧者仍由成年家屬擔任，因而無法得知若由少年子女擔任主要照

顧病患的角色時，其所因應的壓力與情境為何。 

再者，僅有少數文獻提及阻礙青少年發展之因素，相關研究包括：黃毓芬

(2002)在「探討貧窮青少年生活經驗及因應之道」指出貧窮經驗在少年的發展過

程中，直接影響少年的心理發展與生涯選擇機會；葉左偉等人（1998）在「影響

兒童心智發展的危險因子—發展中的危機與轉機」研究發現在兒童心智發展的過

程中，危險因子之影響並非特定的或線性的。例如母親罹患憂鬱症，對孩子心智

發展的影響，不只是遺傳基因的線性影響，還包括在養育過程可能造成的不安全

依附、語言和認知發展的問題及社會互動的問題。洪雅琴（2001）「危機青少年

發展困境之探討」探討青少年處於危機困境下的發展狀況及因應方式。其研究焦

點亦均置於家庭系統、危機因子與發展任務相關之研究上，尚未發展出將照顧工

作與青少年發展連結之探討。 

綜上所述，未成年照顧者的處境確實值得關注，而國內卻相當缺乏對於此一

族群之討論與關注。Darlington(2001)認為擔負照顧責任對於少年會產生情感、社

會與教育發展的負面影響，並且由於家庭生活形態的不同，他們將會喪失學業與

就業的機會，因此少年照顧者與成年照顧者之需求與困境存在許多差異，實應分

開探討。研究者於大學時因母親發生車禍意外重傷住院，而休學擔負起照顧者的

職務，期間遭遇到許多困難與壓力，從剛開始的不知所措、悲傷憤怒、怨天尤人、

到學習抽痰、拍背、翻身、復健等專業看護技能，經歷一連串辛苦的歷練，深深

感受到照顧工作所需付出的辛酸與無奈，再加上面臨學業的中斷、人際的疏離與



經濟上的壓力，心理與生理均承受著極大的負擔，因為有過相同的經歷，故研究

者更加能夠體會少年照顧者的壓力與需求，然而目前國內關於少年照顧者之相關

研究卻仍付之闕如，因此引起研究者探索少年照顧者照顧歷程與感受之興趣。目

前國內少年照顧者之需求被視同為貧困家庭，而由家庭扶助與給予經濟補助及安

置，缺乏情感上、學業、就業、社會、人際等多面向之支持，少年照顧者落入未

獲社會福利關注之灰色地帶，成為家庭照顧工作底下之被忽略者。少年照顧者與

成年照顧者同質化後將使得少年照顧者的特殊需求受到壓制，而忽略少年照顧者

同時也是少年的本質。因此，少年家庭照顧者對於照顧歷程的主觀感受與詮釋、

面對照顧工作的心理過程、照顧工作的項目內容、擔負照顧責任的動機因素、照

顧工作的影響、壓力及因應策略均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因此本研究預定以肩

負主要照顧工作之少年為主要研究對象，試圖探索其真實樣貌，初步理解少年家

庭照顧者之照顧歷程與生命故事之內心世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家庭中被賦予照顧責任之少年為研究對象，藉由探索性的質化研究

嘗試瞭解少年照顧者在擔負照顧責任時，經驗照顧過程的內心世界，對於少年家

庭照顧者的主觀經驗有深入的瞭解。本研究期望探索並深入瞭解少年照顧者在面

臨照顧責任時的主觀感受與生命歷程，並探索少年照顧者之角色處境與對少年期

發展任務的影響，試圖引發各界對於少年照顧者處境之重視。更具體而言，本研

究之目的為： 

一、分析少年家庭照顧者之角色形成因素。 

二、探索少年家庭照顧者照顧歷程的主觀感受與經驗詮釋。 



三、探討照顧角色對於個體於少年期發展之影響 

四、瞭解少年家庭照顧者承擔照顧壓力的因應方式及社會福利層面之需求。 

五、根據本研究之結果，提出對於國內少年家庭照顧者福利政策與實務上之

建議。 

 

 

 

第三節  名詞界定 

 

本研究定名為『少年家庭照顧者之生命故事』，其中所涉及之重要名詞，界

定意義如下： 

一、少年家庭照顧者（young carer） 

根據兒童與少年福立法之訂定，少年乃是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於家

庭中被賦予照顧的責任，其所照顧之對象為失能雙親或其中一方、失能手足、失

能祖父母或其他同住之失能家屬，其家庭通常由於父母離異與一方死亡而成為單

親家庭，無法擔負起照顧的工作，或雙親家庭中未失能的一方因故無法提供照

顧，照顧工作因此交由家中年紀較大的子女或獨生子女。 

故本研究針對以下三種家庭類型深入探討： 

1.單親家庭：當父母離異或一方死亡，而單親的另一方或同住之其他家屬（包

括手足、祖父母等）為中度或重度身心障礙者。 

2.雙親家庭：雙親之一方不能（扮演薪資賺取者或其他無法提供照顧之因素）

或不願意提供照顧，而單親的另一方或雙親均為失能者，或同

住之其他家屬（包括手足、祖父母等）為中度或重度身心障礙

者，無自我照顧能力。 

3.隔代家庭：雙親因為不能（unable）或不願意(unwilling)照顧家庭，造成中



生代角色缺位，使得祖孫成為相互依賴的對象，當祖父母中度

或重度失能時，便由孫子女提供照顧。 

 

二、生命故事 

    故事（story）以敘說(narrative)的方式呈現，將生命中所發生的事件以故事的

方式呈現，表現一個人主觀生命的內涵（Sarbin,1986）。敘述研究法可以將生命中

每一個被察覺的部分加以組織，建構成一個相互連貫、有意義的整體，是一個尋

找、創造意義的重要方式。透過故事可以掌握個體在生命流轉中的發展主題，人

的價值、情感、意義，可以從事件之間的關係以及時間序列的編排，形成一個落

實於時空之間的脈絡（吳健豪，1998）。本研究為少年家庭照顧者看待照顧責任

的主觀經驗敘說，描述如何經歷照顧責任之生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