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回顧過去的相關文獻，首先整理目前主流的照顧者研究資料，嘗試瞭

解家庭照顧者的形成因素以及照顧工作的任務與經驗感受；第二節將探討少年發

展的任務職責、少年在家庭關係與家庭系統中的角色及面對生活困境與承擔責任

時因應之模式；第三節則試圖歸納出照顧任務對於少年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第四節整理國外現行對於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所提供之福利政策與服務項目，以

作為本研究架構之理論基礎及對於國內少年家庭照顧者福利政策實務建議之方

向。 

 

第一節  家庭照顧者的照顧動機與照顧內涵 

本節首先釐清少年家庭照顧者與成年照顧者的形成因素，兩者雖然有其相似

之處，但確有顯著的差異；再來討論家庭照顧者之照顧工作項目與任務；最後探

討家庭照顧者的照顧經驗與感受。 

 

壹、家庭照顧者的形成 

家庭照顧者的形成，往往是利益與權力考量下重重交疊所產生的結果，「誰」

是最適合照顧家庭中失能者的最佳人選？每一個考量都有許多的機制及規範存

在，目前主流的照顧者研究中通常將照顧者的類型依性別區分為女性照顧者與男

性照顧者；依角色區分為配偶照顧者、手足照顧者與子女照顧者，在這個部分將

回顧既有對家庭照顧者的研究，剖析家庭內主要照顧者的形成過程，茲將其彙整

於表二。 

 

 

 



 

 

表二  家庭照顧者形成因素表 

年代 作者 研究主題 照顧角色形成因素 

2000 陳奎如 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究 透過「家庭規範」、「養家薪資規範」以及「性

別角色規範」分述： 

1. 傳統文化的規範：家庭規範賦予家庭照顧

的責任，男性家庭成員成為照顧老人的實

踐者是由於不可推卸的責任義務家庭的責

任、為人子女的義務、為人夫父的責任 

2. 養家薪資的規範：取決於女主外男主內的

時機，包括男性成員面臨退休、職業生涯

轉換時期以及工作彈性足以兼顧內外三項

條件，使得外出工作賺取薪資的為女性成

員，男性則負擔照顧的工作。 

3. 性別角色的規範：推翻男性不適合提供照

顧的迷思，個人特質與經驗成為適合照顧

家庭失能者的決定因素。 

2000 謝美娥 成年子女照顧者：經驗

之初探 

分別由「客觀條件的評量」與「照顧者主觀詮

釋」兩方面探討： 

1.客觀評量： 

(1) 家中排行或性別：獨生子女及長子女較會

被認定該承擔照顧的工作。 

(2) 與父母感情較好 

(3) 正好面臨生涯的轉換或工作有彈性。 

(4) 個人有能力、客觀條件較好（環境、經濟

能力、家人支持等）。 

2.照顧者主觀詮釋： 

(1) 對父母的依附 



年代 作者 研究主題 照顧角色形成因素 

2000 陳奎如 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究 透過「家庭規範」、「養家薪資規範」以及「性

別角色規範」分述： 

1. 傳統文化的規範：家庭規範賦予家庭照顧

的責任，男性家庭成員成為照顧老人的實

踐者是由於不可推卸的責任義務家庭的責

任、為人子女的義務、為人夫父的責任 

2. 養家薪資的規範：取決於女主外男主內的

時機，包括男性成員面臨退休、職業生涯

轉換時期以及工作彈性足以兼顧內外三項

條件，使得外出工作賺取薪資的為女性成

員，男性則負擔照顧的工作。 

3. 性別角色的規範：推翻男性不適合提供照

顧的迷思，個人特質與經驗成為適合照顧

家庭失能者的決定因素。 

(2) 符合孝道與道德 

(3) 責任承諾、義務 

(4) 報答回饋 

(5) 心安、因果  

1998 洪湘婷 成年子女照顧老年父母

的角色探究 

1.接受與回報： 

(1) 過去接受父母養育之恩的回饋。 

(2) 立基於當下與老年父母發生的交換行為

與互惠關係。 

2.家庭責任，各有付出： 

(1) 長幼有序的文化規範形塑長子的責任。

(2) 男女有別的社會規範合理化豁免出嫁的

女兒之照顧責任。 

3.情感依附轉為照顧： 

(1) 親密關係與照顧承諾 



年代 作者 研究主題 照顧角色形成因素 

2000 陳奎如 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究 透過「家庭規範」、「養家薪資規範」以及「性

別角色規範」分述： 

1. 傳統文化的規範：家庭規範賦予家庭照顧

的責任，男性家庭成員成為照顧老人的實

踐者是由於不可推卸的責任義務家庭的責

任、為人子女的義務、為人夫父的責任 

2. 養家薪資的規範：取決於女主外男主內的

時機，包括男性成員面臨退休、職業生涯

轉換時期以及工作彈性足以兼顧內外三項

條件，使得外出工作賺取薪資的為女性成

員，男性則負擔照顧的工作。 

3. 性別角色的規範：推翻男性不適合提供照

顧的迷思，個人特質與經驗成為適合照顧

家庭失能者的決定因素。 

(2) 情感依附需求 

4.個別能力的差異： 

(1) 經濟能力的考量 

(2) 時間、工作限制及人力資源的考量 

1996 溫秀珠 家庭中婦女照顧者角色

形成因素與照顧過程之

探討 

1.文化規範：中國文化規範中強調「反哺」、「養

兒防老」、「媳婦伺候公婆」、「男主外女主內」

等的規範。 

2.經濟性因素：經濟資源的多寡影響個人對照

顧工作的選擇性，「工作的有無」與「工作

地位的高低」決定照顧角色的有無，有足夠

經濟能力的成員選擇以提供金錢替代實質

照顧。 

3.情感性因素：與老人之間持續的情感聯繫、

老人的偏好及反餽的動力也會影響照顧關



年代 作者 研究主題 照顧角色形成因素 

2000 陳奎如 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究 透過「家庭規範」、「養家薪資規範」以及「性

別角色規範」分述： 

1. 傳統文化的規範：家庭規範賦予家庭照顧

的責任，男性家庭成員成為照顧老人的實

踐者是由於不可推卸的責任義務家庭的責

任、為人子女的義務、為人夫父的責任 

2. 養家薪資的規範：取決於女主外男主內的

時機，包括男性成員面臨退休、職業生涯

轉換時期以及工作彈性足以兼顧內外三項

條件，使得外出工作賺取薪資的為女性成

員，男性則負擔照顧的工作。 

3. 性別角色的規範：推翻男性不適合提供照

顧的迷思，個人特質與經驗成為適合照顧

家庭失能者的決定因素。 

係的選擇。 

1997 簡雅芬 子女照顧失能父母之意

願及其影響因子 

研究發現具有下列特性者，子女照顧失能父母

的意願較高： 

1.子女的社會人口特性：與父母同住者。 

2.父母的人口特性：父母的身體功能較好。 

3.家庭照護資源：有兄弟姊妹的照護支持者。

4.代間連結：父母有給子女工具性幫忙、子女

為給父母生活費或零用金及道德觀較強的

成年子女。 

1996 陳景寧 女性照顧者角色之成

因、處境及其福利政策

分析 

父權主義與資本主義影響家庭、勞動市場及國

家等社會結構，構成了「型塑」及「強化」女

性照顧者角色的結構網絡。而偏好「單系親屬

關係體系」、強調「孝道」的文化傳統、及「三

代同堂」的居住安排， 使我國女性照顧者有



年代 作者 研究主題 照顧角色形成因素 

2000 陳奎如 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究 透過「家庭規範」、「養家薪資規範」以及「性

別角色規範」分述： 

1. 傳統文化的規範：家庭規範賦予家庭照顧

的責任，男性家庭成員成為照顧老人的實

踐者是由於不可推卸的責任義務家庭的責

任、為人子女的義務、為人夫父的責任 

2. 養家薪資的規範：取決於女主外男主內的

時機，包括男性成員面臨退休、職業生涯

轉換時期以及工作彈性足以兼顧內外三項

條件，使得外出工作賺取薪資的為女性成

員，男性則負擔照顧的工作。 

3. 性別角色的規範：推翻男性不適合提供照

顧的迷思，個人特質與經驗成為適合照顧

家庭失能者的決定因素。 

高於西方社會的強制性關係與情感衝突。 

 

小結 

    目前現有之家庭照顧者文獻資料對於家庭內成年照顧者角色形成因素之探

討已具有豐碩的資訊，綜合上述研究之發現，女性家庭照顧者角色乃是由社會結

構與文化規範所形塑，強化女性照顧的天職，迫使女性離開職場投入照顧行列；

相對的男性家庭照顧者則是在傳統家庭文化的規範下，必須承擔為人子為人夫的

責任，在經過家庭薪資賺取的考量下，若男性成員適逢待業或退休狀況時，就由

其擔任主要照顧者的角色，與女性照顧者不同之處在於男性照顧者視照顧為短期

的銜接狀態，重新回到職場工作仍為其主要考量規劃；成年子女照顧者主要受到

子女的特質（例如性別、家中排行、個人能力）、交換與回饋、情感依附、文化

孝道的規範等因素所影響。其中文化規範是影響照顧角色選擇的共同因素，在傳

統文化限制下，女性被視為天生的照顧者，而長子與獨生子也被視為扶養年邁雙



親的第一選擇，只有當其不願意或不能提供照顧時，照顧責任方才落在其他子女

身上。另外個人擁有的照顧資源亦是家庭選擇合適成員擔任照顧者的考量要點，

通常擁有足夠的照顧能力，包括家庭環境、經濟狀況較良好以及照顧人力充足者

較有可能擔負照顧工作，但另一方面亦有學者發現相反的結論，擁有較佳經濟資

源者，因可選擇付出金錢資本以替代實際執行照顧工作，或聘請專業照顧人員擔

負照顧工作，而無經濟資源者缺乏照顧替代的選擇機會，而無法推卸其照顧責任。 

 

貳、少年家庭照顧者可能的角色形成因素 

上一部分已回顧既有的家庭照顧者成因之相關文獻，然而上述文獻均限於成

年子女照顧者之探討，若用來評估少年家庭照顧者之動機與歷程則適用性不足，

在前述探討脈絡中，家庭中的少年並未具有充足的照顧能力以及照顧資源，且在

文化規範下，少年尚需受到保護與照顧，並非最適當的照顧者。因此本文根據前

述研究分析，試圖探討歸納少年家庭照顧者為何被視為照顧者最佳人選之因素，

並描繪出少年照顧者的特性，茲將影響其角色形成因素分述如下： 

 

一、文化規範—家庭責任無可推卸 

在中國社會中，家庭主要是以倫理為主軸，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倫理

文化規範。Susan Greenhalgh(1988)提出代間資源交換觀點，認為親子關係有如一

紙無形的契約，雙方都意識到契約的存在以及彼此的權利與義務（引自陳奎如，

2000）。從文化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孝或孝道是一種複雜而精緻的文化設計，其

功能在促進家庭和諧、團結及延續（萬育維，1995）。家庭倫理文化與責任是因

應中國社會而衍生的一套思想規範與價值體系，因為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家族

在維繫個人生存與地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族中的長者則是佔有多數資源與

權威者，社會價值講究的是家庭倫理與地位階層，因此奉養父母、祖父母與照顧

手足是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一直被認為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的（洪湘婷，1998）。

故當家庭中成員失能時，身為家庭中一份子的少年家庭照顧者，依循傳統責任自



然而然背負照顧失能家庭成員的工作，特別是較年長的少年，因身為長子長女同

時必須扮演替代父母的角色，料理家務並照顧年幼弟妹。 

 

二、家庭系統理論—各司其職，維持家庭運作 

    家庭系統的觀點來自二十世紀初，由生物學家Bertalanffy所提出，其重視系

統間各部分的相互關係。Montgomerty等(1988)曾對家庭系統定義為：家庭系統是

一群人的集合，這些人之間存有某種關係，所以家庭系統是由人所組成的特殊體

系，在家庭系統中，人物本身是次要的，「關係」才是家庭系統中最重要的成分

（曾瑞貞，1993；李玉冠，2000）。Epstein & Bishop(1981)根據系統理論指出家庭

內成員之間互動特徵為：(1)家庭系統是個組織化的整體，系統內部的元素彼此依

存與相互關連，因此對家庭要以整體的觀點來視之，若僅就單一部分來詮釋，家

庭功能無法被瞭解；(2)系統運作模式是呈循環而非線性，有著恆定的特質，以維

持系統運作的穩定模式；(3)家庭的結構和組織是決定家庭成員行為的重要因素，

家庭系統的轉換模式造成家庭成員的行為，而複雜的系統是由副系統所組成，副

系統間以界線相隔，彼此間的互動由隱藏的規則來決定（王文娟，2001）。因此，

家庭系統的關係之間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且具有穩定的運作模式與界線規則。

Davies(1992)研究指出家庭關係會因為重大生活事件而緊密相連，這些生活事件

會引發家庭次系統的開放，包括關係之間較多的干預、較多的情緒連結與支持。

家庭三大次系統為夫妻次系統、親子次系統、手足次系統，此三個次系統相互影

響，彼此關連。換言之，當家庭中出現一失能者時，三個次系統將共同受到影響，

並彼此交互作用在家庭系統之中，夫妻、親子、手足各有其角色扮演與功能存在，

需發揮彼此各自的作用以維持家庭和諧運轉，當其中一次系統發生停頓狀態時，

家庭結構將趨於瓦解，為了維繫家庭的正常運作，必須由其他替代角色扮演原角

色的功能，例如在母親失能的家庭裡，將由原本處於親子系統中的少年，替代夫

妻次系統中妻子的角色，處理家務工作；或由手足次系統中兄弟姊妹的角色替代

親子次系統中父母角色的不足，照顧失能家屬。 



由家庭系統觀點來看少年在家庭中所居處的位置與扮演的角色，我們必須瞭

解少年為何從接受者角色變成提供照顧的給予者角色，這其中是否產生代罪羔羊

的狀況？少年在家庭中通常扮演接受者的角色，儘管這個時期的孩童面臨著獨立

與脫離家庭的發展職責，在本質上仍舊是需要家庭照顧的。賈紅鶯（1998）提出

家庭階層(hierarchy)的觀念，家庭階層指的是家庭每天運用生活的權力協調結果

的形式。少年通常位居於家庭階層的底端。由於被扶養的角色，少年在家庭中的

位置被歸類為無經濟能力的依賴者，在家庭事務的決定上他們並未具有決定權與

選擇權，通常是由家中的成年家屬來決定與指派任務，並給予少年一限定的角色

與期望，少年只能服從與接受。一旦家庭中的決定權將照顧工作分配給家中的少

年，少年照顧者通常並沒有抗拒或放棄的權力。Nathan Ackerman即認為孩子是

「家庭中的代罪羔羊」（賈紅鶯，1998）。因此，當家庭中有需要照顧的失能者出

現時，若家中成年親屬分派照顧責任於少年身上時，少年照顧者因無法抗拒，而

成為家庭系統中的代罪羔羊。Arnold(1983)的研究指出，少年自陳的家庭系統內

代罪羔羊的傾向越明顯，其適應問題也越多。 

另外，若由家庭系統功能的角度來看，家庭中每一份子均有其存在的意義與

目的，家庭中成年成員需擔負照顧與經濟的功能，而少年則扮演被養育與接續世

代的功能，並且長者有責任與義務照顧幼者（如父母或祖父母必須照顧子女、兄

姐必須照顧弟妹），當家庭原本穩定的系統發生無法正常運作時，為穩定家庭系

統的平衡，必須改變原來各成員的生態與位置，由其他成員來遞補延續之前的角

色，此時可能使原先成員角色位置顛倒，如子女照顧失能父母或祖父母的情況。

Stutman(1985)研究指出，當家庭系統為失功能時，對十三至十八歲青少年的適應

影響最大（引自吳佳霓，2002）。因此，家庭系統的失功能，對於青少年的影響

應是最為劇烈的。 

三、經濟觀點—家庭生存的考量 

陳奎如（2000）提出經濟學家將家庭視為一個生產的單位，家庭除了共同的

利益之外，家庭內部個別成員亦擁有各自的利益，有時候這些個人的利益是相互



衝突的，在為求最大化家庭利益之下，最後往往是權力決定了一切。從過去研究

家庭照顧者的結果發現，有五至六成的主要照顧者為原本就沒有工作的家庭主

婦，顯示經濟地位對於照顧者人選的影響力。因此當家庭出現照顧需求時，在最

大化家庭利益之下，家庭以維繫正常運轉為第一要務所做的決定，由家庭中的成

年成員外出工作賺取薪資報酬，而無經濟能力的少年因為學生角色的彈性化（可

請假或輟學）可能使其成為家庭中的代罪羔羊，從事一般大眾認為的分內工作，

被視為家庭中理所當然的照顧者，而喪失選擇是否成為照顧者的自主性及決定

權。 

另外，經濟資源更是影響家庭成員提供家庭照護能力的主要因素，經濟狀況

可能影響家庭提供照護的能力，當個人在經濟方面擁有的資源越多，表示可供其

協商照護角色分配的籌碼越充足，他可以選擇自己照顧或以其他的方式（如機構

照顧或請看護）來替自己照顧。少年照顧者的家庭經濟狀況通常是貧困的，中生

代的缺席顯示經濟收入的匱乏，尤其是在雙親失能的家庭中，失能的父母並無經

濟能力，而尚未有足夠工作能力的少年照顧者更是缺乏經濟的來源，以致於少年

照顧者並沒有選擇其他替代照顧方案的機會，唯有選擇自己照顧。 

 

四、公平交換—報答養育之恩 

    交換理論假設每一件事物均有其代價，而所有人類的關係便是一種維持給予

和收還之均衡模式，在這過程中依循的是一種理性的抉擇過程，個體在交換的過

程中，是為了追求最少成本與最大報酬，而其所強調的更是一種互惠與公平的原

則（洪湘婷，1998）。費孝通（1985）從社會交換的觀點提到：一個社會經濟共

同體（如家庭）要能長期維持下去，成員間來往取予之間從總體和長遠觀之，必

須均衡互惠，因此「反餽模式」可說是中國親子關係的特點（引自溫秀珠，1996）。

在「反餽模式」的代間關係下，照顧者感到自己有義務承擔家庭的責任，以回報

過去養育者的恩情。因此，以公平交換的觀點來看，少年照顧者照顧失能父母的

原因可能是基於少年照顧者在過去的依賴時期（嬰幼兒期、兒童期）對父母照顧



的依賴，將「回饋」的心態轉化為實質上的照顧以報答養育者過去的付出。 

 

五、依附關係—感情深厚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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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附關係最早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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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

附的雙方不僅有經常性的互動，且具有尋求親近對方的傾向（洪湘婷，1998）。 

Cicirelli(1983)認為照顧者對受照顧者的依賴程度會影響到照顧者現有的協助

行為及對未來協助的承諾，而依附行為則是受到依附感與孝道責任的影響，也就

是說照顧者與受照顧者的關係遠近、情感的好壞將影響到照顧者所提供給受照顧

者的協助與照顧，以及未來持續照顧承諾的可能性（洪湘婷，1998）。在Qureshi & 

Walker(1989)的研究中，當問及照顧者為何他們會負責照顧工作時，大部分的人

回答他們和受照顧者的情感關係特殊，或過去和受照顧者有親密的感情，以及過

去受照顧者曾經給予他們實質的協助。少年時期雖處於人生中與長輩（父母、祖

父母）較疏離的階段，但仍繼續維持親密的關係，而當維持親密連帶的威脅產生

時，如家屬生病、失能、衰弱或經濟匱乏時，少年即以協助或照顧行為來回應，

以維持失能者的生存及血親間的情感連帶。 

 

參、家庭照顧者提供的照顧內容與任務 

一、照顧的意義與本質 

「照顧」是指照顧者對於被照顧者提供身體上、物質上及精神上的照料，而

且強調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彼此之間情感上的連結（溫秀珠，1996）。照顧工作具

有雙重性質，許多學者將照顧定義為一個雙重面向的概念，認為照顧是包含了愛

與感覺的情緒反應，也是一組勞務與工作的活動，因此Finch&Groves(1984)稱照

顧是一種「愛的勞務工作」（A labor of love）（引自溫秀珠，1996）。同樣，Gillian 

Dalley(1988)也將照顧區分為「關心」（caring about）與照料（caring for）兩部分，



「關心」是指照顧者對被照顧者的情感，而「照料」則是有關照顧的任務與工作。

因此照顧的本質視是同時包含情感滿足與勞力付出，且兩者是相互影響的。因此

在探討照顧的感受經驗前，首先必須瞭解照顧者的工作項目與任務為何。 

 

二、照顧工作的任務項目 

Cecil(1987)認為由家人所提供的照顧類別包括：1.簡單的接觸，如社會探訪；

2.建議與資訊的給予；3.實際協助，如金錢管理、清理房屋；4.照顧，專指提供

生病或失能家人的照顧工作。另外，一般最常用來分析失能者所需協助的指標分

別為ADLs(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和IADLs(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兩

者，其中ADLs是指日常生活的自我照顧與活動的能力，在項目上包括飲食、沐

浴、更衣、如廁、和室內活動等。IADLs是指工具性的自我照顧與活動能力，包

括準備食物、服藥、打電話、做輕鬆家事、洗衣、戶外走動、購物與理財等七方

面的能力（Guralnik,1993）。若深入檢視實際工作項目與內容，家庭成員對失能者

提供的照顧協助一般可歸納為四種：(1)個人照顧，即日常生活活動的協助，如協

助被受照顧者吃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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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關心、

慰藉與傾聽；(4)財務支持（呂寶靜，2001）。 

Becker S, Aldridge J, Dearden C（1998）描述一位少年家庭照顧者照顧其患有

多重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母親的一天： 

少年家庭照顧者於早上五點半起床開始準備早餐，然後處理母親的個人

需求。中午的時候他必須返家協助母親上廁所並且準備午餐。傍晚時要去購

物、煮飯以及清潔，而這些工作通常比學校的家庭作業要更重要。有時孩子

要背他們的父母上床且睡在同一個房間以便於半夜時替父母翻身，甚至身體

的清潔與導尿管的處理也包含在內。 

 

三、家庭照顧者的照顧經驗與感受 



照顧工作是一項需要長時間涉入的承諾，其提供照顧者一個有意義的角色與

任務，但也伴隨著高度的壓力及負荷。照顧者在照顧歷程中的經驗，包含正向與

負向的感受，照顧工作固然帶給照顧者生理、心理、社會各方面的衝擊，然而提

供照顧也可能是一種豐富而有所報酬的經驗。Lawton(1989)認為照顧經驗正負混

雜，將照顧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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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等組成要素（引自劉雪娥，1992）。綜合各學者的

研究，歸納出照顧工作所可能產生的正負向經驗包括： 

（一）正向經驗 

何瓊芳（1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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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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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子女典範）及關係層面的酬賞（與老人親密感增加、家庭凝聚

力增加）。而Farran(1997)研究發現照顧所產生的意義分為兩種，一種是暫時性的

意義，指每日的照顧活動所帶給照顧者一種有目的的感覺，如能夠享受他們目前

所有與配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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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為終

極性的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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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Powell & Gallagher(1993)研究發現，失能手足的的存在雖使其非失能手

足的玩伴及社交互動減少，須承擔額外的家庭責任及照顧責任，但是這些經歷也

帶給了他們利益，例如他們較瞭解人類的問題，較能接受別人，較少批判與較能

隨遇而安，並且家庭成員之間彼此是緊密的、較開放的以及較誠實的。有些經歷

過照顧失能者的生命經驗，因而踏向專業助人的工作行列，這也許是因為照顧的

經驗使得他們能快速察覺與接受他們在行動上的責任，研究並指出失能者的手足

比一般手足在大學時選擇加入助人的科系的比例多出兩倍，例如特殊教育、諮

商、社會工作等（王文娟，2001）。 



 

（二）負向經驗 

關於家庭照顧者的負荷與壓力，許多研究成果均指出包含生理負荷、情緒負

荷、社會性負荷、經濟負荷、照顧技巧缺少所造成的負荷等。生理負荷如睡眠受

干擾、疲倦、胃口減少、體力負擔重、自覺健康狀況便差等；社會負荷包括因被

照顧者依賴與照顧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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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殊設備

增加花費等（呂寶靜，1995；李淑霞、吳淑瓊，1998；王增勇，1999；高淑芳等，

1999）。 

照顧工作本身所帶給照顧者的時間、空間、經濟、心理及生理上的壓力，對

照顧者的生活影響甚劇。照顧者因為照顧工作所產生的負面情緒，最常見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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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離、失去控制感、害怕自己無法永遠照顧失能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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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反應中

（呂寶靜，1995；李淑霞、吳淑瓊，1998；王增勇，1999；高淑芳等，1999）。 

溫秀珠（1996）研究發現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最長經歷到的負向感受包括：

辛勞付出遭到受照顧者不合理的刁難與挑剔、沈重的心理壓力與負荷失去自主

性、義務與情感的矛盾、照顧責任分擔不公平、所付出的不被家人瞭解與支持、

當受照顧者病情惡化時自責與罪惡感、外人的關心造成壓力。 

 

（三）角色衝突經驗 

Parsons曾對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提出解釋：「角色行使者面對兩組彼此

衝突的合理角色期待，而欲兩者皆完全實現，是為不可能。」（葉至誠，1997）。

根據角色發展理論，角色可分為三層：第一、第二與第三層角色。第三層角色通

常是為完成某一特定時間內的特定事物而暫時性被賦予的角色。家庭照顧者通常



肩負著好幾個不同的角色，對一位照顧配偶的老婦人而言，她的角色：第一層角

色為老婦人，第二層角色為人妻，第三層角色為照顧者。一位被認定為照顧者的

家屬，她的角色已經不再單單是妻子或母親，而是被視為提供照顧的護士或專業

人員。擔負照顧者的家屬經常會因照顧工作產生許多內在的衝突。在居家環境

中，照顧者可能很清楚什麼是照顧者必須完成的角色行為，但是他們原先舊有的

兩層角色卻經常會與第三層的角色衝突，使他們感受到角色間極大的變化、衝突

而形成角色調整上的困窘（吳瓊滿，1999）。 

方美珍（1993）的研究亦指出，當照顧者的身心承受太多重擔時就無法兼顧

其他角色的扮演，一方面一個人肩負多重責任，如母親、妻子、職業….等等時，

會產生角色衝突，照顧上對時間、地點、能力的需求期望以及其他角色的無法協

調，另一方面，當照顧者需24小時照顧完全依賴的患者且必須兼顧其他角色時

就會產生角色疲潰。陳奎如（2000）針對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究顯示其照顧角色

與男性為人夫、為人子、為人夫的家庭角色衝突，如已婚照顧者無法兼顧小孩的

教養，缺乏全家一起出外的休閒，造成夫妻關係緊張等；未婚照顧者因為照顧老

人而耽誤婚姻。為了實踐照顧角色，以致影響男性其他家庭角色無法完美順利的

扮演，包括找對象結婚的家庭角色，教養子女的父親角色，帶全家出遊的丈夫角

色，與妻子共同照顧老年父母的兒子角色等。另外在職業發展上，照顧老人對就

業照顧者的影響，不只在當下面臨與就業要求的衝突，也會讓未來的發展受到影

響。照顧者因為照顧老人，致使對既有工作無法全心投入，因此他們對未來職業

發展期待多半抱持被動觀望的態度，先安內再求攘外，唯有等老人的問題解決，

其他相關規劃再行考量。總而言之，不論家庭照顧者親屬關係為何，皆須面臨家

庭關係、工作職業、照顧責任等多重角色的考驗。 

綜上所述，在探討家庭照顧者之照顧經驗與感受的範疇上，我們分別自正向

經驗、負向經驗與角色衝突三面向探討。然而上述文獻資料均以成年照顧者為研

究對象然而由不同親屬關係、家庭成員或面對不同的照顧依賴者時，即使從事相

似的照顧任務與項目，其照顧的感受與歷程各有所異。少年照顧者與成年照顧者



所須面臨的發展職責與任務大不相同，在面對壓力與因應的方式上更是迥異，另

外，少年家庭照顧者的多重角色在學校時是學生、在家庭內則兼具接受者與照顧

者雙重身份、在社會文化中卻也是一名少年，這樣的角色衝突與成年照顧者所面

對的角色也截然不同，因此其所感受到的主觀經驗感受實是須要區分探討的。 

 

小結 

少年在家庭中的位置應是處於接受照顧的角色，然而卻非常態的擔負起原本

應由中生代親屬負責的照顧工作，經由上述文獻論述，可以歸納出可能的五個形

成因素：以傳統文化規範的觀點檢視發現，親子關係形成一個無形的契約，約束

親子之間的責任歸屬與內在道德認知，基於「孝道」的觀念，少年家庭照顧者義

無反顧的承擔那些「理所當然」的照顧責任，特別是家庭中最年長的非失能少年，

往往肩負著長子女的職責，照顧家中的依賴人口。從家庭系統理論觀點視之，當

家庭中出現一失能者時，夫妻、親子、手足次系統將共同受到影響，並彼此交互

作用，三個次系統各有其角色扮演與功能存在，需發揮彼此各自的作用以為持家

庭和諧運轉，當其中一次系統發生停頓狀態，家庭結構將趨於瓦解，因此原有的

角色必須由其他成員替代，少年由原來的被照顧者角色轉變為照顧者的角色，以

持續家庭的功能運作。若由家庭中的經濟觀點考量，為求家庭共同的最大利益之

下，有經濟能力的成年親屬必須外出工作維持家計，而尚無經濟能力的青少年則

可能被視為家庭中自然形成的照顧者。另外缺乏經濟支持的家庭，即使未成年照

顧者自決不願背負照顧職責，亦缺乏足夠選擇其他替代方案的機會（如機構照

顧、居家照顧），以致於無奈的被迫負擔照顧工作。從公平交換的觀點來看，「報

答養育之恩」在中國的社會中是潛植於人心的觀念，少年照顧者往往會因為從小

父母的照顧，當家庭成員失能或罹病時選擇反餽以照顧失能者。而情感面向的依

附關係，乃是以情感連結為選擇照顧機制的主因，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擁有深

厚的依附情緒存在，使得少年基於過去相處的感情依附而擔負起照顧失能者的職

責。 



    接著我們談論到照顧的本質與照顧工作的任務，以及照顧工作可能帶來的經

驗感受，檢視實際工作項目與內容，家庭成員對失能者提供的照顧協助一般可歸

納為四種日常生活活動的個人照顧、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的協助、情感性支持以

及財務上的支持。另外，照顧經驗不僅僅是負向的感受，同時也帶給照顧者正向

的經驗感受，負向的感受包括照顧所帶來的生理負荷、情緒負荷、社會性負荷、

經濟負荷、照顧技巧缺少所造成的負荷等以及扮演不同角色之間所衍生的角色衝

突。而正向的經驗包括益己酬賞、互惠酬賞、社會酬賞、及關係層面的酬賞，並

且文獻中亦發現許多經歷過照顧失能者的少年照顧者，因其特殊的生命經驗，而

產生豁達勇敢的人生觀，甚至踏上專業助人的工作行列。 

然而我們所整理的上述文獻，均以成年照顧者為主題，並未關注到少年照顧

者在生命中有不同的生命階段（Life stage）與不同的發展任務，少年生命階段的

發展目標不在於配偶關係、為人父母與工作發展，其角色應是少年與學生，當其

面對照顧情境時，其發展需求與因應壓力的方式皆與成年照顧者截然不同。因此

我們有必要進入第二節，探討少年發展的任務職責及影響發展的因素，並歸納少

年在面對生活壓力與責任時因應模式與使用的社會支援為何幫助我們瞭解少年

在面臨照顧責任時所可能採取的因應態度與模式。 

 

第二節  少年期的發展任務及壓力因應方式 

 

上一節整合了國內外文獻中關於照顧者的探討，勾勒出少年家庭照顧者的形

成因素以及照顧工作的任務內涵與其經驗感受。然而少年照顧者同時扮演少年及

照顧者兩個角色，少年雖然已經不需依賴成人的照顧，卻尚未能夠完全獨立謀

生，仍須父母、學校、社會的教導與協助，而照顧者的角色卻與少年形成衝突對

立的關係，對於少年照顧者究竟有何影響，是本節所關注的議題。因此本節首先

將探討一般少年發展的任務職責及影響發展的因素；其中自我分化乃是青少年發



展的關鍵之一，因此另外深入探討青少年的自我分化對於個體成長的重要性以期

瞭解照顧的依附性質對於個體從家庭中分化的影響，最後歸納整理影響少年發展

的可能因素為何；第二部分整理中外文獻歸納少年在面對生活壓力與責任時因應

之模式與使用的社會支援，試圖瞭解當少年面臨照顧責任時所可能採取的因應態

度與模式。 

 

壹、少年的發展任務及發展過程中之影響因素 

一、少年的發展任務 

在探討照顧工作對於少年的影響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少年發展過程中的職

責要務有哪些，由於少年時期與成年後的發展任務是不同的，在成長過程中，少

年會受到本身身體、心理改變與家庭、學校、社區等環境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

（Atwater,1992）。少年期延續兒童期的發展，其在生理上、心理上及認知上都尚

未達到完全的發展，而課業壓力、同儕關係的影響更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相當重

要的環節，這些發展要務與成年期有顯著的不同。 

Shenker & Schildkrout (1975)認為少年的發展任務有四項：脫離對父母的依

賴、建立個人和性的認同、發展個人道德和倫理的規則、決定生涯和生活方式。

Nowton(1995)則認為少年的發展任務有六項，分別是：個人的認同、精神與價值、

性別角色、家庭關係、與同儕的社會關係、教育與職業的選擇（簡正鎰，1996）。

Erik H. Erikson提出的心理社會理論認為青少年階段是處於自我認同與辨識的時

期，這個時期亦即是自我對自己的看法、角色任務的認定與社會地位形成的重要

時期。依照Erikson的看法，青少年期的發展危機主要是與其辨識、認定和認同

有關，如果個人對自己的瞭解深刻，知悉個人應扮演的角色，使個人生活哲學得

以建立，並使人生具有目標與方向，不至於迷失或產生混淆（黃德祥，1994）。

Erikson認為自我認同的含意應包括以下三項：(1)連續性(continuity)：過去、現在

以及未來的我，三者能夠統一，沒有太大的差別；(2)同一性（sameness）：青少

年對自己的看法和別人對他的看法相符；(3)統整性（integrity）：青少年在不同場



所都須適當扮演好其特定的角色行為（在家中為子女、在學校為學生），而不至

互相混淆（引自吳佳霓，2002）。因此青少年的發展要務首重必須建立對自我的

確認感，然而由於面臨生理的急遽變化，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性別角色的探索等

各種內外因素的改變，個體很容易產生無所適從的徬徨感。個體若要達到成功的

自我認同，必須能連結過去、現在及未來成為生命的整體；也明瞭自己是一個獨

立的個體，不再依賴父母的價值觀及教導，並能嘗試所扮演的各種社會角色，最

後，能重新統整成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自我。 

    另外，曾華源（1999）認為少年身心發展的任務包括：(1)生理發展任務：當

個人由兒童期進入少年時期，生理方面會有許多明顯的變化，這些改變使得少年

不僅個人內心相當在意，而且在父母、同輩、師長他人對其改變的反應上，會使

他關心與在意自己的身體儀容外表，影響少年之心理社會發展歷程，包括對自我

的認同和期望。(2)心理發展任務：青春期生理的變化，開始觸動內在心理平衡失

序，導致情緒波動，矛盾情感來自於愛恨衝突的關係以及分離的過程。少年的自

我依靠著與社會環境互動過程，而建立出一套個人對自己各方面的態度、情感或

看法的參考架構，並以此參考架構來行使行為。(3)認知發展任務：皮亞傑（J.Piqget）

的認知發展論認為少年的認知發展處於形式運思期，各體能作抽象思考、處理假

設情境、考慮各種可能性，並且以有系統的方式解決複雜的問題。少年的思考型

態不再侷限於感覺的、具體的事務，可運用抽象的、合乎邏輯的思考方式去判斷

或推理以解決問題。少年時期的認知發展任務是要能從具體思考目標走到形式操

作目標，而能分析自己的想法和建構理論。由於少年常建構理想，並拿來與現實

作比較，而發現不符合理想，以致於心理會產生不滿或成為困擾。(4)社會發展任

務：主要的發展任務之一是學習獨立，對家庭的依賴逐漸減少，對自己及朋友的

依賴則逐漸增加，並且把注意力轉向參與他人及社會的各種活動。有機會接觸新

朋友與新觀念，擴展個人的主觀世界，使得少年的自我概念、價值觀念及社會角

色等都重新加以界定。少年前期與同性的人有親密的關係，其主要著重在表達比

兒童期還深的心裡秘密想法、感覺和抱負；並且在少年早期階段中，隨著青春期



性生理欲望動力，親密需求將包括異性；在少年後期則是學習確認他喜歡的對象

且可以配合度過終身。(5)性發展任務：青少年性生理的成長帶來性衝動與欲望，

性發展和伴隨而來的行為受個人成長經驗中對性的態度、歸因等內在價值觀及社

會生活中的社會期望與限制二方面因素交互影響。 

Robert Havighurst所提出的少年發展任務理論中，提到少年時期共有九項發

展任務：(1)接納自己的身體與容貌，並表現適宜的男性或女性的性別角色；(2)

與同年齡的男生及女生發展適當的人際關係；(3)情緒獨立，不再依附父母或其他

成人；(4)追求經濟獨立，相信自己可以自謀其力；(5)選擇與準備職業，並試著

進入工作世界中；(6)發展符合社會期望的認知技能與概念；(7)瞭解並能努力表

現負責任的行為；(8)為未來的婚姻與家庭做準備；(9)建立價值體系，以符合現

實世界的要求（引自黃德祥，1994）。 

綜合上述各學者對於青少年發展過程的任務職責之論述，可得知少年時期的

發展重點為增進自我角色認同、發展適當的人際關係與親密關係、學習獨立脫離

對原生家庭的依賴、發展符合社會期望的認知與技能、決定未來生涯與生活方式

等。而少年照顧者在發展過程中將面臨上述職責任務須待完成，但照顧工作的本

質可能與自我的發展相互抵觸，例如依附與分化的對立，照顧工作會強化照顧者

與被照顧者之間的依附情感，使得少年照顧者難以脫離原生家庭；另外照顧工作

所需花費的時間，可能剝奪少年大部分的時間，甚至包括上課與睡眠，更遑論是

休閒與發展人際關係，除了缺乏時間的因素，照顧工作隨之而來的標籤化作用也

可能成為少年照顧者在人際交友上的阻礙；而照顧工作的遙遙無期以及無法預期

的未來，更可能使得少年照顧者對於未來人生的規劃感到茫然。目前國內雖無研

究照顧工作究竟會對少年產生哪些影響，但國外學者已有相關論述，將於第三節

提出討論。 

 

二、自我分化對於少年個體成長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少年發展的主要項目是自我分化，而照顧責任乃是一高度依附 



性質的工作，此與少年發展個體化及獨立本質乃是對立的，因此，我們必須瞭解

少年與家庭依附關係過於強烈時，可能會導致不同於一般少年的身心發展過程。

Bowen在家庭系統理論中談論到自我分化對於個體成長的重要性，自我分化是指

個體的情感與理智功能的分化，以及個體與家庭情感關係的分化。自我分化良好

者，在面對壓力情境時，能發揮理智功能來處理之，不受情感因素干擾；在與家

庭的情感關係上，亦較不受情感糾葛的影響，能同時保有自我的自主性及家人的

關係，自我的獨立性不受家庭關係的羈絆（黃瑛琪，1996）。邱秀燕（2000）認

為少年需脫離對家庭的依賴，對內化的父母形象能做重新、合理的審查，不再被

僵化的價值控制住，而能除新建構一個獨立的自我，才能在家庭以外建立新的親

密關係。個體會不斷的在自己與重要他人的關係中尋求自己的定位點。如果人生

早期的心裡分離-個體化歷程未能順利完成，在日後的人生階段，無論是結婚生

子、孩子成長離家、家人去世等狀況，都會不斷重複心理分離的矛盾與衝突。而

當個體與家庭情緒融合的程度越大，個人無法從家庭中分化出來，其個體化的程

度就越低（Sabatelli,1985）。自我分化程度低者在面對社會環境時，會以一個虛偽

的「假我」，順從群體壓力下的原則、信念，藉以維持社會群體的情緒和諧。

Matos(1999)研究也發現當少年和父母之間維持強烈的情感臍帶時，會有高度的分

離焦慮及依賴感。而且當其需獨立向外界探索時，個體會解讀為與父母分離，將

引發強烈的失落感，會避免向外探索，而形成自我認同早閉現象。Murray 

Bowen(1998)認為個人應由「未分化的家庭自我群」（undifferentiates family ego 

mass）中分化出來。  

由上述研究可得知，少年若未能順利的由家庭中分化將可能影響未來的發

展，而照顧工作的高度依賴性與連結性，使得少年照顧者在提供照顧時，與受照

顧者緊密相連，不僅只是日常生活事務的照料，更包括心理情感上的依附牽絆，

可能使得少年照顧者無法如同一般少年日漸脫離家庭尋求獨立的自我分化，因

此，少年家庭照顧者是否因承擔照顧工作而影響其獨立自主、自我分化的發展將

是本研究所要探討重點之一。 



 

三、阻礙少年發展之因素  

最後，對於阻礙一般少年發展的可能因素的瞭解，我們可以推論照顧工作是

否可能成為少年家庭照顧者正常發展的阻礙。簡正鎰（1996）研究結果發現會阻

礙少年發展任務的因素包括：(1)居住地區：城市少年在發展任務整體表現優於鄉

下少年；(2)學業成就：學業成就較高的少年不論是在人際關係層面、身體容貌層

面、情緒獨立層面、生涯準備層面及負責行為層面表現均優於學業成就低者；(3)

人格特質：活動性高、領導性強、社交性強及安閒性高的少年發展任務表現較好。

而思考性低、協調性低、攻擊性強、抑鬱性高、變異性高、神經質、內向、社會

適應性低、情緒穩定性低的少年其發展任務的表現較差。Gross & Capuzzi(1989)

提出形成少年危機的環境因子包括：(1)被迫居住在混亂的、心理懲罰的家庭環境

下的少年；(2)遭受過身體或性虐待的少年；(3)因為家庭社會經濟不利的困擾，

被迫離開學校工作以協助家庭經濟的少年；(4)基於家庭價值、態度和行為，發展

出失功能的壓力因應策略的少年；(5)受限於學業能力、無法從教育過程中獲得意

義或成功的少年（引自洪雅琴，2001）。經整理歸納後，將可能阻礙少年發展的

因素歸類為： 

（一）家庭社經地位低落 

Ryan(1972)提到貧窮的家庭對於投入社會和勞動力市場沒有得到好的服務，

也缺少良好的準備。Minuchin(1967)認為具有失業、缺乏發展性、反社會行為和

持續依賴社會機構救助等特徵的家庭、其成員通常具有社會互動的問題，包括貧

乏的字彙、無法掌握溝通原則，不期待他人瞭解其心聲和感受、對適切的行為所

能得到的回報不具期許，情勢原則不一致或一再改變。這些社會互動的問題使他

們的壓力和困難加遽（Mcwhiter,1989）。低社經地位的孩子持續在高壓力的環境

之下成長，他們的鄰里社區環境混亂而貧困、社交孤立、很少的社會支持和朋友，

一般自尊心就低落，自主性、社會能力和想像力也發展不佳（洪雅琴，2001）。

黃毓芬（2002）研究發現貧窮生活經驗透過少年所經歷過的匱乏經驗，例如在生



理需要及社會性需要不足，逐漸形成貧窮少年對於貧窮的詮釋，並且貧窮經驗在

少年的發展過程中，直接影響青少年的心理發展與生涯選擇機會，顯見家庭經濟

因素對於少年的心理與社會發展影響。 

 

（二）家庭失功能 

家庭的失功能也可能是阻礙要素之一。所謂失功能家庭就是失去健康家庭主

要特質的家庭，失功能表示支配家庭溝通的隱藏規則無法運作或不適當，失功能

的家庭無法滿足照顧成員成長的功能。其中常見的五種失功能家庭結構如：糾結

家庭、疏離家庭、有不管事男人的家庭、父母不管事的家庭、父母為未成年者的

家庭（翁樹澍等譯，1998）。在失功能的家庭中，父母賦予年幼的孩子超齡的不

適當責任和權力，這些孩子藉由行動和要求來控制家庭的運作，此行為型態將成

為對孩子的一種負擔，因為他必須成為永遠快樂、照顧他人、取悅父母的孩子。 

（三）學業成就低落 

學業成績是少年主要壓力重點學業成就的高低更是影響著少年對於自我認

同的看法以及在同儕比較下的位置。黃德祥（1994）研究發現學業成就高的少年

對學校有較深厚的感情，喜歡停留在學校之中，個人比較有成功與心理滿足的感

受，願意表現符合師長期望的行為。反之學業成就低的學生，容易輟學、逃學，

從事刺激與興奮的事物，在學校有太多挫折與失敗，以及心理滿足感較低。

Frey(1980)研究印地安中學的少年，發現其學業成就越高，其發展任務的能力就

越高。    

（四）人際關係不佳 

人際關係的好壞是少年最為關注的焦點，少年時期個體尋求團體的認同，因

逐漸脫離家庭更渴望獲得同儕的認可。在同儕團體中，人緣不好的少年，往往有

較多的不良行為、學業困難、人際關係較差、導致生活適應困難，被同儕團體排

斥，也容易產生自卑感，喪失自尊心。 

    照顧工作可能加遽上述四個因素對少年發展的影響，少年照顧者家庭的社經



地位大都居處於貧窮與失功能狀態；而肩負照顧工作，少年家庭照顧者通常無法

兼顧學業，甚至有可能選擇中輟或休學以專心照顧失能家屬，或出外賺取薪資謀

生；在人際關係上少年照顧者可能因為自覺與他人的不同而產生自卑感或孤獨

感，並且由於照顧工作佔據少年照顧者大部分的時間，使得少年照顧者沒有空閒

時間參與同儕的團體活動或聚會，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少年照顧者日漸與友伴漸

行漸遠，導致孤立的狀態，除此之外照顧工作對於少年還有哪些可能的影響，我

們將在下一節中提出討論。 

綜上所述，少年照顧者的身份為少年，卻同時扮演多重角色。少年時期的發

展重點在於增進自我角色認同、發展適當的人際關係與親密關係、學習獨立脫離

對原生家庭的依賴、發展符合社會期望的認知與技能、決定未來生涯與生活方式

等。上述的發展任務是會受到本身身體、心理改變與家庭、學校、社區等環境因

素交互作用的影響，若要有健全的發展，少年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與社

會支持，然而，少年家庭照顧者因肩負著沈重的照顧工作，家庭環境通常處於貧

困的狀態，缺乏充足的營養以供身體成長所需的養分；缺乏社會人際的支持作為

心靈的慰藉；缺乏獨立的空間以完成自我分化；缺乏準備功課唸書的時間以完成

學業；且也沒有閒暇空餘時間發展人際關係與自我認同，照顧者與少年的角色看

來似乎是對立且衝突的，然而照顧工作是否對少年除了負面影響外尚有正面的作

用，以及當這些少年照顧者無法依循一般少年發展的正常途徑運作時，是否產生

其他替代性的運作方式自我發展，同時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要點之一。另外，少

年在自我認同的建立過程中，與家庭分化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然而照顧工作可能

使得少年照顧者無法與一般少年一樣由家庭中自然的分化獨立，因此少年照顧者

是否有不同的軌跡與途徑來進行與家庭分化更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貳、少年的壓力因應方式 

少年家庭照顧者必須因應的壓力是極為龐大的，無論生理層面、心理層面、

經濟層面、學業層面以及人際關係層面上均可能承受重度的壓力與負荷，因此我



們首先必須瞭解一般少年在面臨壓力困境時採取的因應措施，以作為瞭解少年家

庭照顧者在面對照顧壓力時可能的因應模式。 

一、少年的壓力來源 

少年可能面對的壓力，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黃德祥（1994）認為少年的壓

力來源為：(1)生理發展的變化，對少年造成極大的衝擊，並且必須去學習適當的

性別角色及重視自己外表；(2)認知發展的成熟程度，影響少年所能覺知到的壓力

程度；(3)社會化的發展以及同儕、學校、父母、社會四個層面帶來壓力；(4)生

活事件的改變，不論少年個人期望或不期望這種改變，接會感受到某程度的心理

壓力。朱士炘（1988）研究認為，少年的生活壓力主要來自課業，並且壓力越大，

適應越困難。另外學校師長及家長對於個人的期望，也常帶給少年許多壓力。而

彭武德（1992）研究台北市國中學生生活中有最多人表示常感到有壓力的是與學

業成績有關的事件，例如考試、成績、被老師懲罰等；而有壓力時主觀痛苦壓力

大的是面對考試與成績和家庭事件：如父母分居或離婚、親人死亡或重病。王淑

俐（1990）研究發現，國內國中少年的情緒，主要是由課業壓力、自我觀念、父

母態度及人際關係等四因素交織而成。若只單就人際關係困擾層面來看，台北市

少輔會（1990）針對十四所國中所做的少年人際關係困擾的調查結果顯示，少年

的人際困擾順序為：家庭關係、朋友關係、師生關係、異性交往。 

由此可知，一般少年的生活壓力主要來源為：人際關係的困擾、學業成績的

困擾、生理發展的困擾、認知發展的困擾、生活事件的改變，而少年家庭照顧者

同樣處於少年階段，除了同樣必須面對上述的困擾外，更必須承擔著照顧工作龐

大的壓力，而照顧工作同時又可能加遽原先少年在生活上的困擾，並因忙碌於照

顧上而採取忽略或逃避的因應模式，其處境實在值得關注。 

 

二、少年面對壓力的因應方式 

接下來我們探討少年因應生活壓力的方式為何，林偉賢（1993）研究發現約

有四分之三的國中生有困難或心事時，以同學朋友為主要傾訴或尋求協助對象，



另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什麼也不說的。曾華源（1999）亦提出少年主要向同輩尋

求支持以因應環境壓力，較少向父母、更少向師長或專業機構尋求協助。彭武德

（1992）認為面對壓力的支持來源是初級關係（primary relationship）網絡中的親

友，而非正式機構。吳宜寧（1996）研究發現少年遇到「課業、考試、學校生活」、

「人際關係」、「自我相關」方面的問題，以向朋友尋求協助的比例最高，「職業

前途、生涯發展」和「家庭方面」的壓力問題，則想父母尋求援助的比例最高。

彭武德（1992）研究發現少年最常傾訴的對象依序是同性別的同儕、母親而向其

他成人自我揭露的機會則不多見。Dickey& Henderson（1989）認為青少年面對壓

力事件時，由於其認知、思考尚在發展階段，能力有限，面對壓力帶來的困擾，

經常會直接以生理或心理反應，作為因應壓力的行為，而且由於少年的認知與經

驗有限，他們可能會習於用數種故定的因應方式，處理各種壓力源（江承曉，

1991）。Folkman & Lazarus(1985)在研究高中青少年的因應行為時，發現青少年的

因應類型，可分為：蒐集資料、幻想、逃避、強調正面意義、自責、減輕壓力感

受、孤立、尋求社會支持等八種類型（江承曉，1991）。 

    根據上述研究，少年在因應壓力的方式大多是採取向同儕尋求協助，透過傾

訴、討論、尋求建議等方式做為因應壓力的主要途徑。少年倘若能與同儕建立密

切的友誼，對促進其社會功能的充分發展極為重要，少年在個人興趣及活動上能

獲得共同分享的對象，當個人遭遇問題時也能獲得解決，或在情緒上得到支持，

彌補親子間情感上的不足。黃德祥（1994）提出影響少年友誼形成與發展的因素

包括：(1)性別與年齡層的相近；(2)身體外貌較具吸引力的；(3)社會活動參與的

活躍；(4)個人特質較具自信、自尊的。然而少年家庭照顧者因照顧的標籤化，認

為自己與其他同齡少年不同，自己的遭遇是特殊的（或是不正常的？）這樣的情

緒可能隱藏著負面的自卑感與孤寂感，為了避免讓自己被團體所區隔，少年照顧

者往可能採取隱瞞照顧責任的策略，或者少年照顧者深感自己的遭遇別人無法瞭

解。當其他同儕在為自己的外貌、交友、課業感到煩惱時，自己卻是為了家中經

濟、失能家屬的健康或是生活的困境而恐懼，他們可能會自覺自己與其他少年同



儕的差異，而選擇不願意和其他人吐露，如此一來，少年原先就已經薄弱的支持

管道更顯單薄。除了尋求同儕慰藉之外，少年的社會支持還包括：家庭、學校與

社區（會），透過對一般少年的社會支持之瞭解，我們更可以試圖體會未成年照

顧者在運用社會支持力量時所可能遇到的資源與阻礙。Cobb將社會支持分為情

緒支持、自尊支持和社會網絡的支持。他提出社會支持是一種主觀認定自己是被

關愛、有歸屬的訊息：『個體覺得自己是有價值、被尊重，覺得歸屬魚社會網絡

中，同時在其中負擔相對的義務，彼此互惠』。也有學者主張除了情緒性支持外，

尚包括工具性支持，它指對需求者提供物質、行動或其他直接服務（吳宜寧，

1996）。Caplan(1974)認為社會支持是由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所組成的，這

些重要的他人，提供個體處理問題所需要的資源、金錢、物資、訊息、心理慰藉，

以及幫助個人處理特定壓力情境中的問題等等（朱士炘，1988）。 

那麼少年的社會支持系統有哪些？Manaster（1977）認為，當個體還只是個

兒童時，可以說沒什麼社交範圍，他的生活重心是在家庭裡，但當他進入青少年

時期，同儕、學校、甚至是整個社會，對他的影響就會越來越大（朱士炘，1988）。

因此，青少年的社會網絡包括家庭、學校及同儕。家庭關係包括雙親、手足，甚

至延伸至親戚；學校包括老師、同學；而同儕包括同性朋友和異性朋友。朱士炘

（1988）研究發現少年可以得到的社會支持人數越多，及滿意自己得到的社會支

持，則生活適應越好。另外也發現少年在遭遇生活事件時，有將近四分之一的情

況下沒有辦法得到他人的支持。 

 

總而言之，一般少年所可能面臨的壓力包括人際關係的困擾、學業成績的困

擾、生理發展的困擾、認知發展的困擾、生活事件的改變等，這些壓力同樣也會

發生在擔負照顧工作的少年身上，除了要面對照顧壓力，尚須要解決其餘額外的

生活困擾，少年照顧者在因應處於這樣龐大的壓力之下，會採用何種因應方式，

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之一。一般少年在面對壓力時，以同儕支持為主，家庭支

持為其次，甚少使用到正式的社會資源（包括學校），然而少年家庭照顧者由於



受到照顧責任的限制，較無法參與社交活動，使得其人際支持網絡可能較為薄

弱，而其沈默的特質，更使得少年家庭照顧者的壓力因應方式值得深入探討。基

於上述少年的種種特質，本研究欲探討少年家庭照顧者在承擔照顧壓力下選擇何

種因應方式，以及其因應壓力之管道為何？下一節將透過角色理論探討少年照顧

者在同時扮演少年與照顧者不同角色之間所衍生的壓力與困境，並且整理國外以

少年家庭照顧者為主題之相關研究發現，以作為本研究理論架構之基礎。 

 

 

 

 

第三節  少年家庭照顧者的照顧歷程 

少年家庭照顧者同時含括少年、學生與照顧者的多重角色，缺乏對父母角色

的認同 

以及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很容易產生無所適從的徬徨感。少年在面對照顧責任的

壓力下，自我發展的需求以及照顧責任的對立，可能使得少年自身的角色情境充

滿矛盾與衝突。據此，本節試圖透過角色理論探討少年照顧者在同時扮演少年與

照顧者不同角色之下所經歷的照顧過程，並且整理國外以少年家庭照顧者為主題

之相關研究發現，作為本研究理論架構之基礎。 

壹、從角色理論看少年家庭照顧者的照顧歷程  

一、角色的行為規範與角色期待 

「角色」一詞原是指舞台上的演員在戲劇中所扮演的人物，不同角色所表現

出來的行為往往會隨著個別劇本的差異有所不同。角色理論假定人們在社會結構

中佔有特定的位置（position），每一個位置有其相對應的角色，因此，角色是由

一組該位置相關的期望或行為所組成的（陳明芳，1995；洪湘婷，1998）。 



社會對處於特定地位的人，都作出了權利、義務兩方面的規定，即社會上的

人有權要求這種角色進行某些活動和作出某種行為。例如，作為一個照顧者的角

色，他有義務表現出照顧者角色應有的責任，協助病患餵食、盥洗、行動、醫療、

復健等都要認真負責，耍關心愛護病人，同時，他也有權力要求病人順從其安排，

因此角色具有特定的權利和義務。從形象互動論的觀點來看，個人在與他人互動

的過程之中，往往會隨著不同的人、事、物，而扮演不同的角色，Thomas & 

Biddle(1966)曾說：「當演員描述一種戲劇的性格時，他們的表演是由劇本、導演

的指導、伙伴的表現、觀眾的反應及表演天分所決定。結果，不論演員是誰，只

要他們有相同的角色就有相似的表演。」（引自謝高橋，1991）。因此，人生其

實可以看做一個舞台，不同的角色在舞台上依照劇本上場演出，所謂的劇本便涉

及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的部分，社會環境對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期待，因此

角色期待是深受社會文化背景及價值觀的影響，並具有社會規範的性質。角色的

行為期待，如教師要為人師表，醫生要救死扶傷，公務員要辦事公正不謀私利、

照顧者要耐心扶助。這樣，當人們知道某人處在某種角色時，便預先期望他能表

現出一套與此角色相符合的行為模式，如果他不能滿足人們的期望，他們所承擔

的角色就不稱職的。  

由於少年時期正是處於「認同與角色迷惘」的階段，若能發展良好，則可增

進個人對自我的瞭解，而產生自我認同的感受，反之，則易產生角色混淆的現象。

社會對於少年的角色期待在於自我認同、同儕關係的建立、脫離對原生家庭的依

賴以促進自我分化、決定生涯和生活方式等。然而，少年家庭照顧者的身份不僅

僅只是單純的少年角色，更扮演了多重角色，包括接受家人扶養的未成年者、提

供照顧的被依賴者、在校就讀的學生、家庭中的子女以及替代性父母角色等，而

這些角色之間彼此可能是矛盾與相互衝突的。因此，接下來我們將探討少年在扮

演照顧者的角色上，所可能導致的角色衝突情境，並試圖瞭解照顧工作對於少年



角色發展所可能導致的正向與負向影響，以便使我們更清楚得知少年家庭照顧者

的處境。 

二、少年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衝突、負荷與緊張關係 

從角色理論的觀點來看，當個人的角色、行為、期望與周圍人們的期望一致

時，便產生角色互補（role complementarity）；而當一個角色與另一個角色不一致

時，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即產生（洪湘婷，1998）。  

簡而言之，角色衝突是指一個人在同時扮演兩個以上的角色時，這些角色的

要求出現了衝突對立的情形。譬如說，一個職業婦女，要做好妻子或母親角色，

必須花很多時間在他們身上；可以，要想事業上有發展，她必須多花時間和精力

在工作上。於是，妻子或母親角色與「女強人」角色之間就產生衝突。Kahn、

Wolfe、Snoeck 與Rosenthal在1964年所共同提出的角色衝突理論來看(Betz & 

Fitzgerald,1987) 。這個理論主要是指存在有二個以上的壓力，如果試圖降低某個

壓力，則會加重另外一個(Burley, 1991)。通常一個人同時都具有好幾種不同的角

色，例如，又是爸爸，又是老師，又是社團的幹部等。另外，在人生不同的階段，

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也不盡相同，如，女兒、妻子、 媽媽、祖母等。角色通常均

是對等或互補出現的，如老師與學生、父母與子女、上司與下屬等等。可見，所

謂的角色行為，自然就包括了角色雙方的互動關係。由此點而言，所謂的角色又

可以說是一套互動的規則，如中國的五倫，規定了做為中國文化主幹的各種角色

應有的行為模式。因此，當一個人發覺他自己的所做所為無法符合他的角色時，

壓力就來了，由角色扮演而來的壓力，大致可分為三大類：1.角色間的衝突；2.

角色內的衝突；3.角色與性格的衝突。故依此三類更詳盡的推估少年家庭照顧者

所處的角色情境及可能面臨的壓力，茲分述如下： 

（一）角色間衝突 

一個人雖然有好幾個角色，但通常都在不同的時刻扮演不同的角色，然

而，有時候會面臨同時必須扮演兩種角色的狀況。少年家庭照顧者的角色間衝突



包括：(1)子女角色與替代父母角色的衝突：少年在家庭中扮演子女的角色，接受

父母長輩的養育與關愛，其角色發展任務為建立同儕關係，脫離對父母的依賴。

而少年照顧者缺乏雙親的扶養，常需扮演替代父母職的角色，協助處理家務或照

顧年幼弟妹，其與家庭成員的聯繫更加緊密；(2)接受照顧角色與提供照顧角色的

衝突：少年因尚未發展完全，並無獨立謀生的能力，在家庭中仍處於接受者的角

色，接受父母或長輩的照顧，而提供照顧角色必須提供足夠的支持與照顧，少年

被迫快速成長獨立，以提供照顧給家庭中其他的依賴者；(3)學生角色與照顧者角

色的衝突：少年照顧者在上課期間是一名學生角色，卻同時必須擔憂家中失能者

的狀況，而無法專注在課業學習上，回家後首要處理的也是協助失能家屬餵食、

盥洗、行動等照顧工作，而學校的作業往往留置最後或甚至沒有時間寫家庭作業。  

（二）角色內衝突 

通常一個角色的「互補角色」不止一個，譬如，一名少年家庭照顧者的互

補角色至少有失能家屬及學校老師兩者。失能家屬與學校老師對其提出不同的要

求，失能家屬對其要求為完全的照護，而學校教師對其要求為認真功用在課業

上，少年照顧者便遭遇到角色內衝突。而另一種的角色內衝突係指單一的身份角

色卻包含多重的任務，例如，少年照顧者在執行照顧工作時，同時要處理家務、

照顧失能家屬起居、熟悉對失能家屬有益的醫療復健方式、並替代父母角色照顧

年幼弟妹等，他必須要耗費許多心力才能滿足這樣所有的需求。  

（三）角色與性格衝突 

當個性與角色要求不一致時，亦會引起衝突與壓力感。例如當少年照顧者

的個性是屬於外向喜歡到外面遊玩結交朋友時，卻必須因為照顧工作而時時刻刻

留置家中陪伴病患，而與同儕日漸疏遠，其內心可能會產生衝突與壓力，並為自

身的困境感到沮喪與絕望。 

角色理論提供本研究整體的架構，少年家庭照顧者同時扮演著少年、子女、

學生、照顧者等多重角色，並因角色責任的對立而產生衝突，角色理論規範了個

體的行為與位置，每一個角色都有其特定的劇本而擔綱演出，少年照顧者在其生



命劇本中，被賦予照顧者的角色，然而照顧工作與少年的本質卻是大相逕庭、彼

此互斥的關係，若選擇成為一名稱職的照顧者，少年家庭照顧者便必須捨棄部分

少年特有的權利及發展任務，因此，下面我們將討論國內外針對少年照顧者的研

究發現，探討究竟照顧工作對於少年的影響為何。 

 

貳、國外有關少年家庭照顧者照顧歷程之相關研究 

Banks & Cogan（2002）研究指出目前在英國至少已有超過三百萬的少年居住

在至少有一位罹患身體或心理健康問題或是失能的家庭成員的家裡。自1980年

代開始，少年照顧者的人數持續增加，引起學者、政策制訂者與服務提供者的辯

論，許多理論與研究均採用不同的觀點來檢視照顧責任對於少年發展的影響及其

所提供照顧之程度範圍。澳洲少年照顧者服務支持機構（Carers NSW young carers）

認為在少年時期擔任照顧工作對其會有很大的影響，且將會影響其生活的每一個

部分。例如學校生活、社會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也可能影響少年照顧者對自己的

感覺。另外英國Carers national association(1998)也認為，少年照顧者的生活必須承

受對病患或失能者的照顧責任而受到限制，經驗到龐大的精神壓力或被實質上的

虐待所影響。以下將從照顧工作內容的影響、照顧工作對接受教育的影響、照顧

責任標籤化的影響以及心理壓力的影響分別探討，並整理少年照顧者的需求為

何，以期作為本研究之架構基礎。 

一、照顧者角色對少年的影響 

（一）照顧內容所帶來的影響 

呂寶靜（2001）研究指出家庭成員對失能者提供的照顧協助包括四種：(1)

個人日常生活活動的協助，如協助被照顧者吃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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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關心、慰藉與傾聽；(4)財務支持。未成年照顧者是否有足

夠的能力負擔上述的照顧工作，目前尚未有研究定論。 Dearden和 Becker（1997）



認為少年照顧者在負面影響上感到被孤立，或是缺乏金錢等，但除了負面的感受

外，也發現少年照顧者在照顧其家庭成員時可以從照顧經驗中獲得力量與自尊，

少年照顧者常會發展出更強健的家庭連結並且對於遭遇困難的人更有同情心，部

分少年照顧者成年之後從事相關照顧服務工作，如護士、社會工作人員等。 

（二）擔任照顧者角色對其接受教育所帶來的影響 

對學校而言，學生的本分就是遵守校規、完成學業，然而對於少年照顧者而

言，要確實遵守校方的規定卻是有其困難的，且更是缺乏足夠的時間專心於學校

課業上。照顧工作幾乎是二十四小時毫無間斷，而學校的團體化作業與缺乏彈性

的規定，迫使少年照顧者難以回歸校園。Becker S, Aldridge J, Dearden C（1998）

即認為學校缺乏讓這些孩子重返校園的支持。Dearden和 Becker（1997）調查報

告指出介於11-15歲的少年照顧者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因為照顧工作而輟學或經

歷到教育的困境，學校也被發現其與少年照顧者的貧窮情境是有關連的

(Bibby&Becker,2000)。在某些案例中學校教師雖然知道學生的家庭情況與貧窮處

境，卻視而不見。Dearden和 Becker（2000）認為只有提供替代性的教育方式，

少年照顧者才能真正進入學校。但他們也承認要讓老師因應地點而上課的執行方

式是有困難的，因此提出第二個替代方式即是同意學生的缺席。然而對於實施此

種曠課方式的學校卻被提出勸告，一旦容許這些孩子有特權曠課反而對其標籤

化，使他們的趕到羞恥與不自在。在1999年的Princess Royal Turst 調查報告中顯

示，其中有七分之一的少年照顧者在學校受到欺負，而有20%的人因此而不再上

學。另外，研究亦發現超過一半的少年照顧者認為照顧工作並不會影響他們的家

庭作業，有人認為利用午間修習時參與課業團體很有幫助，但也有些人認為因為

照顧工作太過疲累而影響家庭作業。 

 

總而言之，Dearden和 Becker（2000）整理出照顧工作對於少年家庭年照顧

者接受教育的影響，包括： 

1. 由於照顧工作或帶其弟妹上學而遲到。 



2. 無法準時完成學校工作。 

3. 因為擔憂家裡的被照顧者，因此在課堂上不易集中注意力。 

4. 輟學。 

5. 低自尊。 

6. 疲累與壓力大。 

7. 在學校或其他活動中不易表現良好。 

8. 錯過學習或工作的機會。 

9. 時常要求使用電話。 

10. 背部疼痛，因為必須協助受照顧者移動。 

11. 有胃潰瘍、緊張性痙攣或其他與壓力有關的狀況。 

12. 放學後或週末無法參與活動。 

13. 被其他同學欺負。 

14. 家長無法參加母姐會或其他家長活動。 

Dearden和 Becker（2000）指出學歷和證照是進入就業市場、脫離貧窮最主

要的途徑，輟學或無法得到證照的少年照顧者在未來是無法有好的發展。而照顧

情境的兩難卻又迫使少年照顧者難以遵守校方的要求，因此，少年照顧者若無法

獲得的教育支持，即無法順利完成學業，而被淘汰在就業市場之外，成為社會體

制下的犧牲者，教育權是每一個少年皆應享有的權利，因此確保少年照顧者能夠

獲得足夠的教育是相當重要的。 

（三）標籤化失能者家庭及照顧者所帶來的影響 

除了上述在學校中被視為與其他學生不同而受到欺負之外，Glassgow city於

2000年的研究發現少年照顧者往往隱瞞家裡的處境與自己的照顧角色，因為害

怕家人因此受到地方當局的關注，被視為無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而被迫離開失能

的原生家庭，接受社會局的保護安置，這樣的恐懼在年紀越小的照顧者身上越容

易發現，因而不願意想向外界求助。 

在Princess Royal Turst 調查（1999）發現，在240位少年照顧者中有超過四



分之一以上不願意告訴他們的朋友他們正在照顧某個人，一半的人是因為擔心受

到嘲笑，而有五分之一的人害怕同學不願意和他們成為朋友，有三分之一的人認

為老師不會察覺他們在照顧某人，少年照顧者不願意告訴他們的老師是因為擔心

會使情況更糟。在Aldridge和Becker(1994)研究指出未成年照顧者的父母要求他

們的孩子『保持沈默』以維持家庭的私密性，他們認為這是『家務事』，不洩漏

出去是很重要的。因此，大多數的未成年照顧者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們的情況，甚

至連他們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部分是因為父母警告他們不可以說，部分則是自

己不願意說，其中最主要是由於少年照顧者及其家人認為『家庭內的事務應當是

私人的、隱密的』。以致於大部分的少年家庭照顧者認為他們在學校有朋友，但

是有些少年照顧者卻無法帶他們的朋友回家，而這使得他們無法和同儕建立交換

信任感而影響友誼的發展。 

 

二、少年家庭照顧者的需求 

少年照顧者通常不願意去界定他們自己是否扮演照顧者的角色或是去思考

他們提供了多少照顧，他們對社工人員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政府的強制

介入帶給孩子一種懲罰的感受---認為小孩是無能為力去承擔他們的照顧責任

的。以致於孩子必須背負著兩種壓力：(1)日復一日的照顧壓力；(2)所提供的照

顧必須好到足以維持家庭的完整。因此，學校老師與社工所提供的支持往往是一

種懲罰的而非真正瞭解孩子的需要。 

究竟未成年照顧者確實的需要為何，將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部分。Glassgow 

city（2000）研究指出少年照顧者的需求為經濟上的支持、情感上的支持、教育

支持以及喘息時間。在焦點團體訪談中發現，少年照顧者的需求是休閒活動，週

末或下課後可以參與活動，大多數的少年照顧者將所有的時間都使用在照顧工作

上，而沒有時間外出休閒。家務工作也是其所關注的焦點，許多少年照顧者表示

他們必須在上學之前完成許多工作，同時也包括晚上和週末假日。另外，他們也

期待情緒上的支持，當詢問少年照顧者對其照顧角色的看法時，所有的少年照顧



者都將其協助視為家庭必須的任務，並且將這照顧工作視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

份。有些人會感到悲傷、厭倦、無聊、疲累。大部分的孩子均已提供照顧許多年，

甚至有人已經忘記未提供照顧前的情況，其中感到疲累是所有人共同的感覺。他

們需要傾吐，跟陌生人訴說他們內心的壓力並且有機會去詢問關於被照顧者相關

疾病的問題。在受訪的14位少年照顧者中有12位認為照顧對他們是有益的，這

使他們感到成熟，比其他同年齡的小孩更有責任感。當詢問到是否希望有外面機

構的協助，大多數的少年照顧者認為不要，主要是因為不喜歡有陌生人進入他們

家。 

另有學者認為目前提供少年照顧者的服務皆為片面性的，即易被接受的及以

家庭生活健康為目的的服務，並且將照顧責任限制於對社會與教育的影響，而忽

略了對未來發展機會、人際關係、社會生活的影響，最重要的是這些孩子失去了

他們的童年。英國於1989年的兒童法案與1990的NHS照顧者法案都明確指出

照顧者的議題，但皆未定義少年照顧者其本質身份為兒童或少年，他們失去了身

為兒童少年應享有的基本權利。英國於2000年的少年照顧者的服務策略審議草

案（Glassgow city）中提及關於少年照顧者的相關統計數據如下： 

1. 平均年齡12歲。 

2. 54%為單親家庭。 

3. 僅25%的少年照顧者獲得少年照顧者的支持方案。 

4. 11%的少年照顧者曾經接受需求評量。 

5. 少年照顧者在成長過程中會受到生理與心理方面的影響。 

6. 少年照顧者需要與其他機構的少年照顧者聯合起來，共同致力於去標籤化。 

7. 少年照顧者需要與失能或疾病相關的資訊、服務與權利相關之訊息。 

8. 少年照顧者需要經濟上的支持、情感上的支持、以及教育支持。 

9. 少年照顧者需要休息、包括與家人或單獨。 

10. 大多數的愛滋病患者所接受的情感及藥物上的照顧來自於家庭，並且通常來

自於少年照顧者。 



11. 愛滋病的污名化常影響到少年照顧者。 

綜上所述，少年家庭照顧者的需求包括： (1)經濟上的支持，能夠維持家庭

所需；(2)情感上的支持，需要親人及同儕的支持，以及可以傾吐心聲的管道；(3)

教育的支持，彈性化的調整規定與教學方式，使少年照顧者能夠兼顧學業與照顧

工作；(4)休息與休閒時間，能夠有自己的私人休閒時間，從事休閒活動及其他事

務；(5)去標籤化，使少年照顧者在學校及鄰里中不會被視為異類而遭到其他人排

擠；(6)充分的資訊與資源，使其有足夠的能力執行照顧工作等。經整理中外文獻

中與少年照顧者相關之研究後，發現少年照顧者在照顧責任上所遭遇的困難主要

為缺乏情感上支持、害怕被標籤化，被學校規定限制而不易就學以及缺少私人與

休閒時間。與成年照顧者相較下，少年照顧者由於害怕被標籤化以及家人要求保

密的態度下，再加上其所處地位所能掌握到的社會資源（經濟資源、教育資源、

資訊）有限，更不易尋求外來的協助，因此當面對照顧與自我發展的衝突時，少

年照顧者可使用的資源則更加薄弱。由此可見未成年照顧者的處境是相當值得關

注的。 

 

 

 

第四節  國外對於少年家庭照顧者之相關福利政策與服務項目 

少年照顧者議題在世界各國均已受到關注，本章最後整理目前各國對於少年

照顧者所施行之福利服務項目，其中尤以英國發展最為完備，故本節將以英國為

例，整理英國對於少年照顧者之福利政策與服務項目內容，以期作為本研究對國

內少年家庭照顧者福利政策擬定及實務工作執行之建議。 

 

一、少年照顧者相關政策 

英國在1995年的照顧者法案（Carers Act）中已將兒童或少年（十八歲以下）



之照顧者含括於法案範圍內，其中關於未成年照顧者之相關條文內容如下： 

1. 當照顧者年齡在18歲以下時，地方政府應考量1989年的兒童法案是否符合

其需求。1989年的兒童法案提供給有需要的兒童所有必須的服務，包括失能

兒童及未成年的照顧者，他們因為照顧責任的影響，而成為特殊需求的兒童

（children in need）。它強調一些特定的原則，譬如：確認和重視兒童的希望和

感覺，且確保兒童由其原生家庭撫養長大。 

2. 連結社區照顧和兒童法案以提供完整的服務，透過對成人的社區照顧服務或

對兒童的兒童服務，促使家庭獲得適當的支持，這也是地方政府的責任，應

由地方的機構或組織規劃相關的方案。地方政府應確認其所屬的每位職員對

於社會服務部門的責任和供給都具備充分的知識，而能做出妥適的安排以支

持家庭。 

3. 在評量方面，當照顧者是未成年者時，照顧帶來的影響可能不同，因其可能

會影響兒童獲少年的健康和發展，此乃因提供大量且定期的照顧所產生之限

制可能會阻礙孩童教育與休閒的機會。在評量時應被納入仔細的考量。同時，

更重要的是應強調如何促使生病或失能的家庭成員能夠獨立的生活，支持其

發揮原有的親職的能力。 

4. 社會服務部門應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密切合作，在評估未成年照顧者和失能

家屬時，1993年教育法案中的地第66條規定，社會服務部門有責任去協助地

方教育主管機關使有特殊教育需求兒童獲得充分的滿足。 

 

另外，英國於1995出版的「少年照顧者：一些需要考慮的事項」報告（Young 

carers :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中亦討論了有關少年照顧者政策與實務的一般性

問題： 

1. 少年照顧者有權利要求地方政府進行需求評估。 

2. 社區照顧服務的提供應確保少年照顧者不被期待去擔任不適當的照顧責任，

也不應該假定少年應擔負和成年人相同的照顧責任。 



3. 兒童與少年均處於發展中較早且重要的階段，妥適的教育和社會的機會被剝

奪，可能對其成年後獲得獨立生活的能力有不利的影響。 

4. 當家庭中有兒童少年時，個案管理者應該確保如何協助滿足失能者的需求以

及其為人父母的責任，以及應該如何協助孩童。 

5. 對個案管理者而言，當兒童或少年正在提供大量且定期的照顧，但並不主動

要求接受評估時，個案管理者仍應考慮是否有需要藉由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給

使用者，或提供促協助兒童或少年。也有些未成年的照顧者因為提供大量且

長期的照顧，其發展已經受損，在此種情況下，地方政府應該去執行確保這

些未成年照顧者的需求獲得滿足。 

6. 未成年照顧者的定義可能包括失能孩童之兄弟姊妹，地方政府將藉由評估確

保其他手足不會因被期待去擔負照顧責任，而損害其發展。 

7. 社會服務部門應確認未成年照顧者能獲得有關地方政府、社區照顧服務的訊

息。 

8. 在評估未成年照顧者時的要點： 

(1) 傾聽兒童或少年並尊重他們的意見 

(2) 給予兒童和少年時間及隱私，他們可能需要這些，方能討論他們的狀況。 

(3) 瞭解家庭總會發展一種方式去因應家庭成員的失能或生病。 

(4) 發覺雙親的長處。 

(5) 察覺到雙親被損害的能力。 

(6) 考慮需要提供些什麼，以協助雙親履行他們的角色。 

(7) 考慮照顧的責任是否限制了兒童或少年獲得教育的權力。 

(8) 考慮兒童少年的情緒發展和社會發展是否受到損害。 

(9) 切記兒童及少年的本質就是兒童及少年。 

(10) 提供所有的支持服務、任何未成年照顧者的團體、以及提供進一步之相

關訊息。 

9. 未成年照顧者和其雙親間的觀點差異可能未被表達出來，個案管理者應很敏



銳的感受到孩子所說的話大部分是由父母所決定的，且孩童會覺得他們自己

的觀點在家庭中並沒份量，他們也會擔心承認自己遭遇困難可能導致家庭的

破裂。因此很難認知到家庭中利益和看法之潛在衝突，特別是那些從未與兒

童少年相處過的工作者。 

10. 工作者需要很敏感的感受到未成年照顧者可能對社會福利服務部門有負面的

觀感。 

 

二、未成年照顧者服務項目 

英國於2000年的未成年照顧者的服務策略審議草案（Glassgow city）中提及

未成年照顧者應被視為同時是照顧者，也是兒童與少年。而這兩個角色往往是相

互衝突的，因此政府應當促使平衡。所有的兒童少年均有權利去扮演照顧角色以

及獲得保護。地方當局必須考量成年照顧者與未成年照顧者的差異，服務的提供

應以整個家庭為目標，且以兒童及少年的利益為最大考量，據此擬定下列各項服

務： 

1. 所有的照顧者方案都應該提供特別地支持與服務給未成年照顧者。 

2. 這些支持與服務的細節詳情均應被含括在政府照顧者服務中心的核心項目

下。 

3. 於照顧者服務中心服務的工作者需針對未成年照顧者提供服務與支持，例如

團體工作、工作坊、家庭支持、喘息服務、及家務協助服務等。 

4. 照顧者服務中心應與當地教育單位合作，瞭解未成年照顧者在學校的情況，

並針對未成年照顧者的需求提供服務。 

5. 社區教育團隊應與照顧者服務中心合作，共同提供未成年照顧者支持與服務。 

6. 學校應建立一套彈性化、責任制與可近性高的服務模式，確保未成年照顧者

不會因為照顧工作而中斷學業。 

7. 應發展當地的支持服務，包括醫療、教育和社會工作服務。 

 



另外，英國未成年照顧者基金會提供資訊與支持，同時也提供社會性及休閒

活動，包括外展性服務，活動甚至包括高空彈跳及水上活動等。基金會帶這些未

成年照顧者去游泳和打保齡球並試著提供他們放鬆玩樂的機會，使他們有個『正

常』的童年。基金會認為：照顧親人的責任會帶來情感性的、社會性的及教育層

面的影響。未成年照顧者需要支持、獲得改變的機會，以及和其他同年齡層的人

有混在一起玩樂的機會。 

總而言之，英國針對未成年照顧者所提供的服務可包含以下幾個層面： 

1. 家庭支持 

一個有效的未成年照顧者服務，必須連結社會工作、教育及醫療體系，其中

家庭服務工作視家庭為一個整體，為具有複雜需求的未成年照顧者及其家庭成員

提供支持。主要內容包括： 

(1) 以夥伴關係(partnership)做為家庭支持服務的基礎。 

(2) 此服務需由醫療、社工、教育提供資金並規劃新的財政預算項目。 

(3) 檢視家庭照顧、家務協助、日間照顧及其他喘息服務項目是否確實執行，

以確保家庭內的未成年照顧者獲得足夠的支持。 

2. 提升照顧工作的認知與訓練 

對於未成年照顧者的認知、他們的需求為何，及其相關的議題有哪些？都是

需要提升 

的，這方面的訓練可以促使服務項目更加貼近未成年照顧者的需求，並增進服務

的可近性與可及性。應盡量在地化，包括當地的照顧者中心、學校、公立醫院及

社區健康組織中心、志願服務機構及社區團體等。 

3. 提供資訊 

(1) 公共資訊：為了促使未成年照顧者服務方案推動的更順利，於2000年5

月英國公布了針對兒童、少年其失能家屬的服務方針。其中明訂須提供

明確且可近性高的服務訊息給未成年照顧者及其家人，須使用淺顯易懂

的英文或其他語言，將法條與服務項目提供給照顧者服務中心、社區及



醫療院所等。 

(2) 未成年照顧者服務專線 

未成年照顧者服務專線可提供未成年照顧者及其家人所需要的資訊，運

用志工及曾提供過照顧的前照顧者（ex-carers）來擔任接線員，提供一般

性及特殊性資訊以及同理心的傾聽，並連結不同機構共同提供資訊。 

4. 聯合工作 

教育服務部門、社會工作服務部門、家庭服務部門及醫療體系的工作人員均

須接受完整的團隊合作訓練，以增進對未成年照顧者的需求及相關議題之瞭

解，並促使方案計畫更加完善。 

5. 評估 

應發展一套完整的評估架構，包括未成年照顧者的需求評估及服務機構的成

果效益評估。 

6. 少數民族的未成年照顧者服務 

在未成年照顧者中，至少有5%為非洲裔或其他少數民族，因此須格外注意他

們的特殊需求。增加少數民族或非洲裔的工作者，這些工作者專門負責少數

民族或非洲裔為成年照顧者之服務與支持。 

 

英國早在2000年便開始重視少年照顧者之需求與服務，其餘世界各國也開

始日漸重視此議題，然而我國則尚未有任何關於少年照顧者之研究論述，故本研

究旨在探討少年照顧者主觀認定其自身照顧者角色的形成因素，並深入瞭解少年

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所走過的路程及其需求為何，期望本篇小小的研究能夠成為

少年照顧者議題之發聲，促進社會大眾與政府重視少年照顧者之處境，推動少年

照顧者福利服務，使得這些被忽視的族群能夠獲得完善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