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他們的生命故事 

 

本章依據本研究受訪者訪談內容之逐字稿所撰寫，依次分為四節呈現，內容

包括蕙蕙、阿軍、阿霖和小蓉（均為代名）四位未成年照顧者的生命故事，研究

者將訪談內容依受訪者生命歷程之時間順序及研究目的，依下列四個主軸撰寫其

照顧歷程故事： 

一、首先描繪受訪者家庭情境的圖像，瞭解受訪者在家庭系統當中各個成員的互

動關係、受照顧者的失能程度、受訪者擔任照顧者的起始點及照顧的工作任務，

並由受訪者的角度看待家庭成員的角色、功能及分工，據此試圖刻畫出受訪者擔

任照顧者的緣由。 

一、陳述受訪者主觀詮釋對於擔任照顧者角色的認知、情感反應、態度的轉變、

對自我成長的限制與助益，及其因家庭生命經驗對於課業、同儕交友、身體

健康狀況、未來安排各方面的影響。 

二、描述受訪者處於青少年發展階段中所面臨的壓力事件，以及因擔負照顧責任

所衍生出來的特殊壓力情境，並敘述其因應壓力的方式。 

三、簡述受訪者運用之社會資源及個別需求。 

 

 

 

第一節    蕙蕙的照顧歷程故事 

 

蕙蕙目前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就讀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家裡有父母、姊 

姊、弟弟和妹妹，其中姊姊和弟弟都是重度身心障礙者，蕙蕙上大學之後一個人

到外地唸書，在此之前都是由她來負責照顧姊姊和弟弟的工作。蕙蕙是一位思路

相當清晰說話有條理的女孩，很願意也很能夠充分地坦露表達自己，在訪談過程



中我並沒有太多的引導式詢問，她自己就能夠詳細的敘說內在的想法。對於未

來，蕙蕙充滿了悲觀，但也為自己走過困頓的人生經歷感到驕傲。 

壹、 擔負照顧者角色的緣由 

『你已經會覺得那就是你必須去作的一部份，對！你也不會去懷疑了。』 

一、 家庭情境概述 

我家裡的狀況就是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加我我們家有四個小孩，上面一個姊

姊，下面一個妹妹一個弟弟，然後⋯姊姊跟最小的弟弟兩個都是身心障礙者，都

是重度的（A1-1-1）。我現在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的學生，妹妹現在

是讀高二，她是讀夜校。母親在一家機構工作，在那邊幫忙整理東西、收銀。父

親長期以來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他大概有做過保險、傳銷，大概都是在保險傳

銷方面，之前比較早在做保險，然後現在在做傳銷，其實有滿長一段時間他的收

入都不是很固定，可能有時候有，然後⋯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啦（A1-1-4）。家裡

現在就是靠媽媽在賺錢，我平常有圖書館的工讀、兼家教、學校的獎學金，大學

就一直工作了，學費就是靠助學貸款（A1-4-49）。 

 

二、 受照顧者的失能情況及照顧任務內容 

姊姊應該是小時候⋯因為姊姊大我六歲，她出生那時候因為媽媽在做裁縫，

然後就把她背在背上工作，沒有去注意她，然後就她發燒，媽媽不知道，然後等

送去醫院之後⋯我不是很清楚她那時候是得了什麼病，可是只知道說經過那次發

燒之後，可能燒壞腦筋或有什麼併發症之類的，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是什麼，只是

那之後她就變成身心障礙者就跟一般小孩子不一樣。（A1-1-2）弟弟是出生的時

候腦部缺氧，然後造成他的那個⋯（A1-1-3）。 

我還比較小的時候，最基本的就只能餵他們吃飯阿，帶他們上廁所，那姊姊

比較嚴重，就是需要人家帶她去然後幫她把褲子脫好，讓她坐在馬桶上，然後上

廁所。弟弟的話是他比較小的時候需要人家帶，小時候有送他去機構，家裡也有



教他，所以他上廁所方面是自己可以OK的，他自己想上他就會自己去上廁所，

那姊姊一直到現在都是需要人家帶她去上廁所。然後小時候大概就是吃飯、上廁

所，因為姊姊她是完全需要人家照顧，所以比較大開始譬如說早上要幫她梳理

好，然後把她從床上抱到椅子上，就是讓她出房間門這樣子，然後還有幫她洗澡

阿⋯（A1-3-1.2）。 

那弟弟的話吃飯方面他可以自己吃，上廁所可以自己去，可能就是一些生 

活照顧啦，比如說刷牙洗臉這些生活瑣事他不太會，可能就還是早上要幫他刷牙

洗臉，因為他現在還有日託，早上會帶他去機構然後下午回來可能就是他要吃東

西要弄給那吃，也是他洗澡還是需要人這樣子(A1-3-2)。 

 

三、 家人的互動關係 

對於姐姐跟弟弟的話，姊姊我是⋯不知道⋯【停頓】，有時候會滿心疼的吧，

就是因為這樣的疾病，就覺得⋯，因為像我在看媽媽在照顧姊姊的時候，有時候

可能會有有情緒的時候，那可能有時候就會罵她或是不高興的時候可能會打她個

兩下這樣，然後在那過程中，我會覺得還滿辛酸的，ㄟ她要不這樣子⋯她說不定

會有很好的生活，或是有她自己另外的人生，但是現在這樣子她就是必須一輩子

都要別人來照顧。對，跟姊姊其實，她就是完全就是⋯，你會知道她肚子餓她會

叫她要吃東西，然後或是她不舒服她會有點表現，可是她就是沒有辦法跟你有言

語或是怎樣的互動，其實你講話你也不知道她聽不聽的懂這樣子，所以跟姊姊其

實比較會是心疼吧，再加上自己是學社工的角度這樣子看，我會覺得，對阿，不

知道，也會想說那她以後該怎麼辦？（A1-4-1） 

跟弟弟的話，就有比較多的互動，其實弟弟他的情況比較沒有那麼嚴重，就

是你講什麼他都還知道，他還會跟你搶東西吃什麼之類，然後因為我們家是客家

人，你跟他講客家話他也聽的懂，對..然後跟弟弟的感情就還不錯，可能因為他

這樣子，所以家裡都會讓他，譬如說有時候他玩書阿或是怎麼樣，然後就不會罵

他，在對他的教育上會比較縱容吧，比較會順著他，只是有時候他的脾氣比較叼

鑽，你講什麼他有時候不會聽這樣子（A1-4-1.1）。 

我跟妹妹小時候是很衝突的，因為可能是自己小時候就像一個大姊的角色，

然後有時候我可能會比較強勢，希望她聽我的，可是她又不是那種乖乖聽話的，

我們小時候很會吵架。其實小時候我在家裡還滿受疼愛的，我小時候唸書念的比



妹妹好，所以有些希望會放在我身上，我覺得跟妹妹比起來的話，媽媽會比較疼

我，因為妹妹其實比較叛逆吧，比較不愛唸書，那我從小就是比較中規中矩，比

較沒有發生過什麼特別的事情（A1-4-4）。 

比較大一點大概國中吧，就覺得我們倆現在感情滿好的。（A1-4-2）因為很

多事情就是你會覺得..都在這個家庭成長，然後⋯小時候是比較小孩子，長大以

後就會知道自己的家庭是這樣，然後也會知道彼此會有點心心相惜吧，兩個人的

有些想法也會相近的。（A1-4-3） 

我小時候跟媽媽比較沒有那麼親，可能就是我老覺得家裡就是太希望你怎麼

樣了，我曾經印象很深刻，國小的時候好像吃飯的時候把盤裡的菜都吃光了，然

後媽媽就很生氣的責備我們說，她煮的那麼辛苦要死阿，那你們都不會想到要留

給她，我覺得我們客家人在父母跟子女之間，那種權威比較明顯，所以我小時候

跟媽媽不太親，我什麼話也不會跟她講，然後是長大之後可能就是家庭的經濟比

較不好，我常是媽媽傾吐的對象大概從國三開始吧，之後才比較有想法上的交

流，比較會跟她講心裡的話。小時候比較沒有那麼好，就是她還是會保持那種父

母之間⋯就我是父母你是子女這樣子⋯。（A1-4-5） 

媽媽一直覺得她有一個念大學的女兒就覺得很滿意，她一直要我一定要大學

畢業，那時候我重考考上台北大學夜校跟○○大學，然後我一直掙扎說我要念夜

校還是念○○（大學名稱），然後媽媽一直叫我念○○（大學名稱），她就覺得因

為我們家已經就剩兩個女兒可以唸書，她就希望我去唸這樣子，然後我曾經有一

度想要休學，因為家裡的經濟比較困難，可是她就覺得她再怎麼辛苦也要讓你

唸，就不准你休學（A1-4-50）。 

跟爸爸之間，小時候是害怕吧，因為小時候作錯事情或幹嘛大部分打都是由

他來打，而且我覺得我爸其實是一個⋯【停頓】，反正我們家教小孩從小都是用

打的，他曾經說過我們家沒有叛逆期，只要棍子拿出來什麼都乖乖的，小時候算

是又怕又恨。長大之後還是恨吧，有一部份是恨吧。（A1-4-6） 

因為他（爸爸）的不負責任導致家裡的經濟很沈重，都要由媽媽來承擔，他

的一些債務也都是由媽媽在負擔，後來會覺得他很可憐，覺得他已經活到五十幾

歲了就覺得他的一生好像也只能這樣子渺渺茫茫的就過去了，其實我跟爸爸到上

大學之後大二到三的時候我會比較釋懷，其實也是一種同情，我會想如果我是一

個男人，然後我有兩個小孩是這樣子，對我會覺得比較會是站在他的角度來看，



可是對於他沒有盡到一個父親的責任或者是他的大男人主義，我還是覺得非常討

厭，他就只會動他的嘴吧，什麼都不會去做，爸爸就是閒在那邊，事情都是媽媽

跟女兒在做，很討厭這樣的情形。以前一方面就會恨他對於家裡的經濟沒有負起

責任，造成我們家就已經有兩個個小孩這樣子了，還要有經濟的負擔，然後後來

就是覺得，反正家裡就是這樣子阿，這是一種無奈，我只能盡我所能，我也不認

為我可以改變他什麼了。（A1-4-6.1） 

 

四、 家庭成員的角色與分工 

我從小就是跟在媽媽身邊看媽媽照顧他們阿，之後就變成我來照顧

（A1-3-1.1）。我們家的小孩子本來就是要去幫忙作這些事情，有時候幫他們洗

澡也成為家務的一部份，比如你去洗碗我去幫他們洗澡之類的⋯（A1-2-2）。 

我跟妹妹從小就很習慣會幫忙照顧，也不會說主要是由誰在照顧，通常像幫

姊姊洗澡一定要兩個人一起扛嘛，現在比較大幾乎都是我跟妹妹兩個人負責

(A1-2-3)。因為媽媽工作回來比較累阿，就會覺得阿媽媽上班很辛苦阿，我們就

會都把家務事做完，自己能夠盡量作就盡量作，然後把姊姊跟弟弟安頓好這樣子

（A1-2-6）。我在放假回家的時候，我也不太出去玩。媽媽不在的話，大部分都

是我們作，就是整個的那個照顧(A1-2-4)。反正你不去照顧他那也是媽媽要去做

阿，他每天都要人幫他洗澡嘛，那你不去幫他洗就是別人要去幫他洗，那你可能

也會體諒媽媽的心情（A1-2-8）。 

可能一方面覺得自己大了，比較不是小時候會覺得為什麼要我去照顧他， 

而是會變成覺得我就是應該要去幫忙他，照顧他，因為我們畢竟是手足的關係

（A1-2-9）。現在可能就是養成那種爸爸媽媽回來就是要看到家裡已經弄好了，

你已經會覺得那就是你必須去作的一部份，對！你也不會去懷疑了（A1-2-12）。 

現在我都會想說那既然已經發生在我們家了，而且我覺得我覺得我能夠做 

的也就只是照顧他們啦，我好像也不能給他們更好的或是提供他們更好的照顧或

是甚至去請菲傭來照顧他們，可能是從小這樣子，所以我會覺得由我去照顧這是

滿天經地義的，因為我比較小的時候都是媽媽負責大部分的照顧責任，我可能就

在旁邊幫忙作。然後可能是看媽媽這樣子吧，你就不會覺得說為什麼要我來幫他

怎樣或什麼的，因為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手足阿，就會覺得你都可以當社工去照顧



別人了⋯，就很自然而然會這樣去作，不會覺得為什麼是由我來承擔照顧這樣子

（A1-2-11）。 

 

貳、 擔任照顧者的感受 

『小時候比較會覺得是一種負擔，長大之後就會覺得對家庭我只能盡我所能做

的，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用什麼其他的方式去幫助他，我只能盡我所能作的

在父母親的期望之下。』 

一、 對照顧者角色的認知與態度---從埋怨到接受的轉變 

其實我並不會覺得在這個家裡我好像承擔了什麼，我會覺得或許在這樣的 

家裡這樣的情形沒有人想吧（A1-2-1）。從我懂事開始姐姐跟弟弟就是這樣的狀

況，其實小時候可能小孩子也不覺得我自己的家庭跟別人的家庭有什麼不一樣，

是開始大概到國小三、四年級吧，就是有同學到家裡玩，你開始會去知道那種差

異，其實小時候都不知道，就是爸爸媽媽叫你去幫忙幫忙啊你就去作這樣子，也

不覺得自己家庭跟別人家有什麼不一樣（A1-4-7）。 

 後來在國中的時候不知道是正值叛逆期還是怎樣，你就很明顯知道自己的

家庭跟別人不一樣（A1-4-7.1）。以前比較小的時候大概國小國中的時候比較會

有那種「為什麼是由我來作」的念頭，可能會覺得媽媽為什麼不自己作，或為什

麼不叫妹妹作？我可能要作我自己的事情，那時候就會覺得情緒比較不好吧

（A1-4-9）。 

    比較讓我那個的，我會覺得是在我準備大學重考的時候，重考那一陣子我就

非常認真唸書，我只要回家吃飽飯就上去唸我的書，可是那一陣子媽媽就是對我

很不諒解，他會覺得說你為什麼不先把家事做好，先把姊姊跟弟弟安頓好，你再

去念你的書，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很難過，因為我覺得我很認真唸書也是想表現

給你看，可是她好像沒有看到我的那部分，她就是覺得好像幫忙家裡什麼都做好

了才是好孩子，所以那一陣子我會覺得自己很認真的在做一件事其實是想博得父

母的歡心，可是後來發現結果卻是相反的，父母在乎的是另一回事，可能是他下

班回來看到你有沒有把家裡都安頓好阿都弄好這樣，那時候會覺得為什麼是這

樣？現在可能就是養成那種爸爸媽媽回來就是要看到家裡已經弄好了，你已經會



覺得那就是你必須去作的一部份，對！你也不會去懷疑了。（A1-4-10） 

 小時候比較會覺得是一種負擔，長大之後就會覺得對家庭我只能盡我所能

做的，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用什麼其他的方式去幫助他，我只能盡我所能作的

在父母親的期望之下（A1-4-11）。 

 以前常會覺得不耐煩，趕快用一用就走。覺得很麻煩吧，覺得為什麼就是

我要來弄，為什麼別人的家庭都不用這樣？為什麼我就⋯⋯慢慢比較大之後就比

較不會有這樣的情緒，就覺得我現在還可以幫他洗澡或是為他吃飯阿⋯或是有時

候我幫我姊姊換傷口的時候就會⋯越來越大之後就是會覺得人生很無常吧，這一

刻我在這邊幫他照顧他或怎樣的，然後就會想說搞不好她會比我先死亡或怎樣

的，那我不曉得說⋯..我就會覺得說我盡量做我能夠做到的，就是去照顧他，因

為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A1-4-12）。 

 我覺得可能是家裡的經濟不好的過程，導致我想法上的轉變，再加上可能

念了社工，接觸了一些個案，會覺得自己真的不是最困苦的家庭，看到那種更貧

窮的或更困苦的，返回來看自己的家庭⋯..以前都會跟好的比較，就會覺得說為

什麼我都不能怎樣⋯.可是當你看到更困苦的家庭時，就會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

（A1-4-13）。 

 越大你不會把那個看做是負擔，你會覺得那是去分擔父母親的照顧，因為

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到了嘛，你會覺得那是一種分擔，你看同樣身為一個人你可以

去唸你的書阿，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後去賺錢，可是他們終其一生只能這樣子，

被別人照顧，如果給他們選擇他們願意一輩子這樣子嗎？我自己就不願意，你就

會覺得同樣身為一個人你可以做這麼多，然後他就是那樣⋯⋯⋯.就很願意去照

顧他們了（A1-4-14）。 

 之前我聽了一場演講，就是一個身心障礙者講他的經歷，讓我有很大的轉

變，我覺得就是他說人生要去看自己所擁有的，不要看自己所沒有的，因為他就

是兩隻手斷了，剩一隻腳這樣子，然後我覺得當他在在台上演講，就是聽著他說

以前的種種，我就看一下自己，就覺得我有很好的四肢，然後再看看他現在很有

成就，我就會想他都這樣子還能有這樣的成就，那上天給我這樣的身軀我該去為

自己創造一個怎樣的人生？自從他的演講過後，我覺得我的人生那種自怨自艾就

很明顯的減少了，之前我都會可能有點羨慕別人，可能無後顧之憂什麼的，在逛

街的時候可以買什麼衣服怎樣怎樣⋯.自從那之後我會看自己所擁有的部分，然



後再想想所接觸過的一些案主，比起更多人來我並不算是那麼困難的，我覺得我

還是有我可以發揮的地方，就會覺得正向很多吧，就會把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生命

經驗會覺得，對自己是一種學習跟考驗吧（A1-4-24）。 

 所以我現在比較會用感恩或是欣賞的心態..會覺得這樣子也是老天給我的

一種經歷這樣子，是別人所沒有的，也會比較珍惜自己眼前所擁有的（A1-4-26）。 

 

二、 照顧責任對個體自我成長的限制與助益 

（一）限制 

那其實有時候會覺得⋯其實我講真的不是很喜歡待在家裡，因為我待在家理

會變成另外一種人，我在學校的生活跟家裡的我是比較不同的，在家裡我就會很

乖阿，每天待在家裡，然後如果你不認識我，你一定不知道我在家裡三餐都是我

在負責，然後要照顧我的姊姊跟弟弟，我在學校你會完全看不出來我是這樣的人

（A1-4-16）。 

像我暑假我是不太待在家裡的，我會藉由各種營隊跟活動跑出去，因為我覺

得這樣的家庭其實是待久了會覺得很悶，因為在家裡我就會很習慣這樣子，就是

你要把家裡的事情都處理好，不要讓爸爸媽媽可能⋯（A1-4-17）。 

當我處在家裡的時候，照顧他們就變成我生活的一部份，不在的時候，因為

我就不在阿，那你也不可能叫我去照顧他們之類的（A1-4-18）。 

我回家就不常出門了，然後大學的話就更不用講啦，回家都是待在家裡阿，

你就會覺得譬如說好我回家就是要照顧我的姊姊，因為弟弟可能早上弄一弄就帶

去日託了，然後可能家裡的一些家事阿，譬如說掃地、拖地、晾衣服阿，然後煮

好中餐等媽媽中午回來吃飯，然後餵姊姊這樣子，然後那些空閒時間就是⋯，我

覺得已經變成一種制式化了，我回去就是過著那種重複的生活，然後無聊的時候

就看電視、上網、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後等到家人回來的時候，可能晚上吃飯阿，

吃飽把晚洗一洗、把姊姊弄好阿（A1-4-19）。 

比如說我在家不太看書的，尤其是上大學之後回家，其實有一部份我會覺得

在這個家裡，雖然我是融入在家裡面，可是當我融入之後屬於我自己的一部份可

能就沒有了（A1-4-20）。 

我回到家裡面就感覺很乖，連我自己都覺得我整個人氣質好像變了，就變成

很乖那種小孩子，可能平常在學校我會作什麼，會出去逛街阿或什麼的，在家裡



面就都不會（A1-4-21）。總會覺得後面還掛著什麼什麼的，我覺得回到家跟我人

在外面那心態是不一樣的，回到家我就會盡量說把什麼事情都弄好，剩下的時間

才是我自己的時間，才去作我自己的事情，回到家就是感覺比較配合家裡人的作

息、他們的需要（A1-4-22）。 

學校的生活就比較自由吧，有很多時間可以自己掌控，因為我在家裡可能早

上要把我姊姊帶起來，幫他刷牙洗臉、衣服穿好，然後餵她吃東西，然後他還沒

包尿布之前，就是要每隔一段時間抱他去上廁所，包尿布之後可能就是要定時檢

查看看尿布有沒有濕，然後要換，其實他現在肢體肌肉都有點萎縮，所以可能幫

他穿衣服幫他弄好從床上抱出來可能就要半個小時，你若不用去作這些事情，你

可能就可以很自由阿，睡到幾點起來，你care的就是自己，我肚子餓不餓，有

沒有吃飽，我想不想吃東西，可是今天如果在家裡就不行阿，他要吃東西阿，你

要弄給她吃阿，然後他要喝水、他要大小便，家裡人像媽媽上班中午要回來吃飯

阿，我就是要煮好然後等他回來這樣子，我就是回家之後都是家人的需求在前

面，然後在學校我可以完全依我的需求為需求，我今天如果肚子不餓我不要出去

買東西，就不要出去阿（A1-4-23）。 

 

（二）助益 

 就會覺得..ㄟ..如果我今天沒有經過這樣子的經歷，我可能現在所擁有

的⋯都是我的環境給我的，甚至我在唸社工的時候會很明顯的感覺到，你會跟同

年齡的同學，感覺不一樣，有的人可能還在傻傻的，可是我可以感受到更多不同

的東西，我會覺得是這樣子的經歷帶給我的（A1-4-25）。 

 像我跟同儕比起來，我比較早熟吧，很多時候你看事情的觀點，別人可能

因為一點小事就很難過受不了，可是自己就可能會比較挫折如忍力高一點，然後

可能比較細膩，比較會關懷別人啦（A1-4-27）。 

 還有我是一開始就抱定要念社工系，因為高中的時候有接受到一些學校的

幫助跟一些慈善單位的幫助，我後來就想說什麼職業可以讓我去幫助別人，然後

就決定念社工，其實跟家裡的因素有關啦（A1-4-43）。 

 

三、 家庭生命經驗的影響 

（一）人際交往 



 好像在國中的時候正值叛逆期還是怎樣，你就很明顯知道自己的家庭跟別

人不一樣，其實我從小到大如果沒有同學問我也不會主動去跟別人介紹我的家

庭，因為一方面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去介紹人家才不會尷尬，因為通常你說出來，

別人聽到了也會覺得很尷尬，所以如果不是在別人主動問我或很熟的情況下，我

不會主動去告知，就小時候那時候比較會覺得不知道怎麼跟身邊的同學或好朋友

開口，可能別人在討論他的哥哥是怎樣的時候，我不會主動去參與（A1-4-38）。 

 我會看好的那個程度，比較知心的朋友才會知道，而且我不會主動，都是

他們去發現，他們可能比較直接就會問，因為我常只會說我們家四個小孩，比較

常提到的就是我妹妹，那他們如果直接問說：「啊，你姐在幹嘛？」這樣子，我

就會直接跟他講，但是一般不太熟的也不會問那個多啦（A1-4-40）。 

 放假的時候或朋友約，其實我還是會去啦，家裡其實不會因為說我要照顧

就不讓我去，可是自己還是會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後面等著你，所以..會去

啦⋯只是跟別人比起來我跟別人比起來出去玩的次數少很多（A1-4-39）。 

 我覺得我家裡的狀況對我跟朋友之間的交往並沒有什麼影響耶，因為我高

中在台北念，大部分一到五都在學校，然後假日就回家，回家之後我也不會往外

跑，如果說我要出去有時麼活動的話，我可能就等活動完才回家（A1-4-41）。 

 我自己是上大學比較封閉一點啦，就是幾個比較好的朋友，高中的話就不

會，就是廣結善緣這樣子，可能是我自己對友誼的認定吧，就會覺得阿認識那麼

多人最後好的朋友就是那幾個，有時候會覺得很累的，就是不想去花那麼多時間

去維持社交的關係，就會只有固定幾個好的朋友。我覺得這樣子家庭並沒有影響

到我在跟朋友或是社交之類的⋯（A1-4-42）。 

 其實我覺得我們家很封閉，其實像姊姊都沒有帶她出去，弟弟除了日託之

外每天也只有去機構然後回家，其實很少父母親帶我們出去玩，反正放假就是待

在家裡，阿如果出去也是我跟妹妹出去，我覺得我們是一個封閉的家庭，父母親

假日也是都在家裡阿，就是很少整個這樣帶出去，我會覺得人家比較有異樣，是

我大一的時候那時候弟弟的機構要帶他們出去玩，然後家屬可以參加，那時候就

是我跟媽媽帶他去，那時候就是招待機構裡面的身心障礙成員去，然後就是可能

要上去一些遊樂設施，他們行動不是那麼方便，然後你就會覺得在那個過程之中

別人的那種眾目睽睽，那時候會覺得有點不自在吧。至於很明顯的說很噁心或怎

樣的那倒是沒有遇過。我覺得跟其實我們整個家庭都不太常出去有關係啦，從小



到大其實都很少出去跟別人接觸，即使親戚也是，因為帶著這樣兩個小孩子，你

要怎麼出門阿？那我的朋友也沒有接觸過他們，所以是不會有什麼負面的看法

啦，高中有同學去我們家，我事先都有跟他們說我們家的情形，他們也沒有露出

什麼不好的反應，我都事先會告知吧。鄰居⋯的話也還好我覺得，大概就是覺得

喔他們家的孩子是這樣，沒有說反應不好之類的，就都還會打招呼阿，其實我會

覺得我們家一直都很封閉，即使是鄰居也都是點頭之交，就是不太跟⋯就像我的

父母親也不會跟別人家怎樣⋯就算跟我們的親戚朋友也沒有什麼很大的互動交

流，我覺得從小到大都這樣子，可能也是因為家裡的兩個孩子的關係（A1-5-22）。 

 

（二）課業 

 對課業比較有影響大概是國中吧，國中的時候，父母親也是希望說你把家

裡弄一弄阿，把姊姊弟弟安頓好你在去作你自己的事情，可是有時候我就會覺得

我就是要唸書阿或怎樣的，然後就是他們會不高興，就只好心不甘情不願下去弄

好，在上來作自己的事情（A1-4-44）。 

 唸書的時間是有啦，只是會覺得就是比較少，就是會希望多一點自己的時

間，可能你在上面寫個東西阿，就是覺得為什麼我回來就是要做那些東西，就是

要幫家裡（A1-4-45）。 

 然後高中的時候因為住在外面，假日回家的時候我也就沒有再唸書了，我

覺得只有重考那段期間會比較覺得會佔用到我唸書的時間，會覺得我需要更多的

時間去唸書，然後他們就覺得你可以幫忙完在去唸書阿（A1-4-46）。 

 老實說如果你不用去承擔這些照顧責任，可能你就可以去作自己想要做的

事情，可能你在進行完這些照顧之後，做完自己的事情之後你就沒有唸書的時間

啦，就算有時間你也不會想要去唸書（A1-4-47）。 

 

（三）未來安排 

 有些事情可能因為家裡經濟的關係，我對未來是抱持著比較悲觀，就是不

會向其他同學覺得可能我的未來有大好前程，大學畢業可以出國唸書阿或是怎樣

怎樣，我就會比較實際，可能畢業就是找工作，會變的比較實際，我同學都會覺

得我有點悲觀（A1-4-28）。 

 我過去其實我覺得我滿自怨自艾的，就會覺得為什麼我不能向誰誰誰擁有



什麼的⋯.其實我覺得到大三上都還有這樣的感覺，尤其是看著身邊的朋友什麼

的大家都說要不要考研究所什麼的，其實三上的時候有一鎮子我很難過，那時候

老師找我去談話，問我說要不要考研究所阿⋯出國阿⋯什麼的怎樣怎樣，那其實

我很明白我就是要先工作，那你說我不想念研究所嗎？我想阿，當然誰都想往上

走，可以無後顧之憂⋯（A1-4-29）。 

 我常會覺得我沒有夢想吧，像我高中的時候是管樂社的，我高中最想要走

的就是音樂，可是那個要砸非常多的錢下去，我也知道我不可能走那條路，其實

我曾經抱著憧憬說以後可能或許可以吧，我可能會想說以後可以去學阿練得很厲

害這樣子，只是現在我已經沒有那種作夢的熱忱或勇氣，像可能同學都還在衣食

無憂的狀態下，向我身邊就有一個同學他家裡很有錢，他就會說那我到時候畢

業，如果沒考上研究所可能就出國念吧。人家可已有這樣的說法，可是我很清楚，

我畢業之後可能先考考看執照考不考的到，然後先找工作，先減輕家裡的負擔，

就已經不會有那些很美麗的編織了，那些美麗的編織可能會等到自己有能力之

後，可能就是要等到身邊有一點錢之後，才會覺得安心，我可以去作我想作的是，

我會覺得要把我的家人安頓好，我才會去做我想要做的事（A1-4-30）。 

 畢業以後我考慮是以哪裡有工作哪裡待遇好我就去哪工作，跟地點沒有關

係。回家工作喔，我曾經想過，但是想到最後就不敢想了，因為我之前就是我們

班導師知道我的情形，他那時候有建議我要回去跟媽媽說，媽媽年紀也有了，他

不可能照顧他們一輩子，可能交由福利體系來作，送去機構或怎麼樣⋯⋯.。他

的建議可能對，可是⋯像姊姊之前也有機會送去○○的教養院，可是那時候媽媽

就是捨不得，就是覺得好像送去救不會被好好對待，還是待在自己身邊比較安

心，他可以看的到，知道他怎樣，可能去機構會擔心她吃不飽穿不暖阿怎樣

（A1-4-31）。 

 我也會想到說我工作之後⋯因為老師有跟我提，他說我工作之後自己有經

濟能力，其實整個家庭的權力結構會轉變，對..那個感覺會不一樣，那我現在就

是沒有辦法想向那時候會怎樣，我也不知道說我工作之後家裡的照顧責任⋯可能

我上班之前先幫他們怎樣怎樣（A1-4-32）。 

 我就是不敢去想將來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將來會怎樣（A1-4-33）。但是我

也不會刻意排斥，如果可以在家裡附近找到好的工作的話我也不會排斥。那至於

說我工作以後會怎樣，講真的我無法去想像（A1-4-34）。 



 她（媽媽）不希望我接著他照顧，她會覺得我跟妹妹都有自己的人生，你

們就是有好的對象阿⋯什麼的⋯他很希望我們能夠結婚，可是或許因為這樣的家

庭，所以我跟妹妹其實對婚姻並不會有什麼期望，他很希望我們能有一個正常美

滿的家庭，其實我從以前開始就一直認為我可能不會有婚姻這樣子，就是會照顧

我的手足這樣子。（A1-4-35） 

 其實這個問題因為牽涉到姊姊跟弟弟的問題，我有跟她（媽媽）討論過，

但是從來都沒有一個結果，她只說這不需要你們操心⋯.怎樣怎樣⋯⋯「我要走

一定會帶他們走」之類的話，那..你能做什麼呢？最後決定權..如果爸爸媽媽還

在那當然決定權不會在我身上啦（A1-4-15）。 

 其實我現在很難想像說把他們送去機構是什麼模樣，家裡就頓時就少兩個

人阿，他們在家裡你在旁邊可以看的到、摸的到，知道現在是什麼情形，其實我

現在沒有辦法想像那個場面（A1-4-37）。 

 

參、 壓力情境及因應方式 

『有時候會很害怕說我這禮拜回家家裡的房子還在嗎？會不會被人家封掉或怎

樣，其實都會提心吊膽，不知道明天又會發生什麼事情，或是又會有什麼更不好

的事情發生。』 

一、壓力事件 

家裡的事情曾經一直是我的困擾，因為家裡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有時候會

很害怕說我這禮拜回家家裡的房子還在嗎？會不會被人家封掉或怎樣，其實都會

有提心吊膽，不知道明天又會發生什麼事情，或是又會有什麼更不好的事情發生

（A1-5-19）。 

曾經有一度會覺得照顧家裡是我很大的壓力，以前小時候比較不喜歡作，小

時候有時候媽媽很累他會叫我去作，那時候我記得國中的時候還會有不想作的心

態，不想幫忙，就覺得媽媽去作就好了，然後長大之後就會很自動自發就去把他

做好（A1-4-8）。 

還有，很多事情會接踵而來的時候就會覺得壓力很大，譬如說你有很多報告

要做，可能這個討論完就換這個，當事情這樣接踵而來的時候⋯，其實我很不喜



歡那樣緊湊的生活，我喜歡非常悠閒的生活（A1-5-17）。 

然後還有人際關係吧，其實上大學之後有一段時間人際關係讓我不是非常舒

服，那現在也還是同學啦，就是那種你曾經跟他是好朋友過，然後後來就覺得可

能彼此也不是那麼的適合當好朋友，就會漸漸的疏離，其實我不如映跟別人建立

那種比較深沈的親密關係，可是我一旦信任別人跟他建立比較親密的關係的時

候，我就很難去把他分離，我覺得那個過程對我而言是一個比較難受的過程，就

是之前大一大二的時候會為了一些友誼的事情很煩這樣子，而且是上大學以後比

較特別，我的好朋友都是女生，因為社工系的關係我們全班才六個男生，反正我

上大學之後沒有異性的好朋友，可是在國高中都是有的，所以我覺得我在大學怎

麼會那麼多女生之間友誼的問題，可能就是我身邊太多女生了，女生就是想比較

多，或者是說話太直就不行阿。就是要比較謹言慎行，我覺得完全身處在一個女

生圈中其實會有時候滿痛苦的（A1-5-18）。 

(旁人的壓力)我覺得不會耶，其實我做這樣子我並不會覺得我很孝順，我覺

得我只是進我自己可以做的到的，至於孝不孝順或是別人對我這樣的行為有什麼

樣的評價，我覺得那對我都無所謂，可能我自己的某方面個性可能就不會去CARE

別人加諸在你身上的東西（A1-5-21）。 

 

二、因應方式 

解決情緒喔，你就忙起來也會忘記阿，可能就自己出去（A1-5-1）。其實我

不會講出來，那同學可能就知道你心情不好，就不要理我沒事這樣子（A1-5-2）。

對我大部分可能寫寫日記阿，或是找事情作不然就騎車去海邊阿（A1-5-5），有

時候就覺得，其實講了又怎樣呢？生活是你自己要顧的⋯⋯（A1-5-8）。 

在情緒上，家裡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比較是我自己處理，因為我覺得你講出來

別人可能就是「你不要難過」、「加油」什麼之類的，你聽完你也會知道對阿我是

該這樣，可是你⋯⋯不知道耶（A1-5-10）。其實當有人問我家裡姊姊跟弟弟的時

候我都會跟自己說，你在這邊唉聲嘆氣也沒有用，你不如堅強一點看看你還有什

麼該做的（A1-5-11）。所以我覺得對家裡的事情，我不太會拿出來跟同學傾訴，

大部分都是自己想⋯除非真的就是我很難過或是真的遇到什麼很大的困難，要不

然我不會跟別人講（A1-5-16）。 

我也不太會去跟我媽講，因為我覺得那好像是增加他的負擔，就已經擔心家



裡的事情都擔心不了了，還要去擔心你的情緒（A1-5-4）。家裡的事媽媽跟妹妹

他們也都知道，就你情緒不好他們也在情緒不好阿，頂多就講講怎樣怎樣..就比

較會是互相支持這樣子（A1-5-3）。那如果不是家裡的事情，我就會跟同學說

（A1-5-6），如果我覺得他們可以懂的話，我大部分都會跟他們分享（A1-5-12）。 

（經濟困難時）其實我不會跟去同學說⋯如果是親戚的話可能大部分都已經

知道你們家怎麼樣，同學的話我覺得大家都是equal的，我覺得就是在困難怎

樣，我也不會去跟同學開口，因為大家都是學生阿，你有多少錢都是從父母那邊

來的（A1-5-14）。 

老師⋯比較少吧，比較不會主動吧，除非老師有問，像班導師阿⋯就是可能

都要跟學生約個會談時間之類的老師有問我才會講（A1-5-7）。如果我會去跟老

師講的話，我就會去跟同學講了吧，因為我覺得老師還是有一段距離吧

（A1-5-9）。 

後來越來越大之後就會覺得好像擔心也無力嘛！生活就還是要過，就面對到

了再說，不然能怎麼辦⋯除非就是出那種很大的事情，不然以現狀來講，經濟的

無奈就是這樣子阿，只能就是說趕快畢業出去賺錢，不然我覺得我也只能把在這

邊的我自己顧好阿，不然我還能怎麼樣（A1-5-20）？ 

 

肆、 社會資源的運用及個別需求 

『親戚其實都還滿幫助我們的，可是你要教人家長期幫助我們也是不可能的。』 

一、社會資源 

大部分之前能借錢的（親戚朋友）都借過了，然後其實親戚多少都會啦，其

實爸爸那邊的親戚最明顯的就是壓歲錢會給很多，像我今年我的大伯壓歲錢他一

個人就塞給我八千塊，那時候我一考上○○（大學名稱）的時候，我的兩個姑姑

拿三萬塊給我，我覺得親戚之間多少都會，然後媽媽那邊親戚的話，阿姨..其實

都會覺得我們家的經濟比較難過的話多少都會，只是給錢比較少吧，偶而送點東

西，我們好像還欠外婆二十幾萬吧（A1-6-2）。親戚其實都還滿幫助我們的，可

是你要教人家長期幫助我們也是不可能的（A1-6-3）。 

高中的時候就是經濟上的協助吧，好像那時候學校什麼單位的，我也不知



道，然後大學之後是○○（機構名稱）吧，我們家有申請○○（機構名稱）的生

活補助，就是每個月有五千塊，然後好像每個月吧，都會有師父師姑過去看，可

能會帶一些米阿、醬油之類的過去我們家裡（A1-6-1）。 

還有就是國小五六年級的老師比較有幫忙吧，那時候就是老師知道，但是我

不知道老師知道，因為老師也沒有找我去問，那時候有一次就是要選模範媽媽，

老師就上台說他要推薦我媽媽，才跟全班同學講我們家裡的情況，然後很多同學

都跑來問我⋯然後那個老師算是從小到大第一次算是他這樣幫我介紹我的家

庭，可是我並不會覺得怎麼樣，也是第一次有老師對我的家有投入比較多的關

注，那國中跟高中就沒有阿，跟一般同學一樣，我也不知道他們知不知道我家裡

的狀況，我沒有主動提，然後老師也沒有問，我也不會希望老師能給我什麼幫忙

（A1-6-4）。 

我自己的話其實都還OK，因為在○○（大學名稱）就是有助學金，每個月還

有給我五千塊的助學金，再加上我這學期也有獎學金，我也還有打工，所以基本

上生活都還OK（A1-6-5）。 

 

二、個別需求 

我覺得除了經濟上⋯，其他都還好。你說如果要把姊姊跟弟弟送去機構，其

實幾使我今天是念社工，我覺得我還是沒有辦法安心（A1-7-1）。我覺得早期療

育真的很重要，因為我覺得我的姊姊跟弟弟，在那個年代早期療育沒有那麼普遍

的情況下，我覺得他們整個的學習都被延誤了（A1-7-2）。還有就是這個社會上

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概念⋯像我很多同學都會說，他們絕對不會做身心障礙，譬如

說他們可能看到一個小朋友留著口水阿或怎麼樣的⋯.我覺得這整個社會上對於

身心障礙者整個接受還是⋯.我自己深處在這樣的環境都覺得比較低了，甚至你

一個學社工的都覺得我絕對不會走身心障礙，我覺得那種同樣是人，應該被平等

看待的，我覺得正常人在這方面的接受上還是一個比較需要有待加強的地方

（A1-7-3）。 

可能是我自己對於機構的部分他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這方面我也不瞭

解，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今天把他們送到機構照顧，可能我會不安心⋯，可是我是

不知道政府在這方面作的怎樣，當然如果說政府可以做到說家屬可以安心之類

的，那我覺得是比較好的（A1-7-4）。 



然後我覺得有這種小孩的家庭其實⋯尤其是夫妻吧⋯滿需要被輔導阿，因為

一個家庭只要有一個這樣的孩子，他的影響就會非常大，不管是身為父母親的心

裡阿或是什麼的影響，我覺得是非常大，甚至是說他們還有其他的小孩⋯..我覺

得家庭這方面可以多琢磨一下。不管是心理阿或是支持阿、或是資源上的幫助

（A1-7-5）。 

第二節  阿均的照顧歷程故事 

 

阿均目前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父親在他出生後沒多久便因車禍而重傷臥病

在床，生活起居完全無法自理，因此阿均從小便要照顧父親所有的生活起居。家

裡除了父親之外還有母親及姊姊，但由於母親工作的關係再加上姊姊並不幫忙照

顧，因此大部分的照顧工作仍是由阿均來負責。阿均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姊姊由

於與家人相處的較不好，所以很少協助照顧。而母親從小便對阿均嚴格要求，在

重男輕女的家庭中，阿均從一出生便扮演著乖巧孝順的獨生子的角色，但長大後

他越來越發現自己其實有很多的夢想要去完成，也因此開始學習不再壓抑內心的

渴望，試著去平衡照顧負擔與自身期待。整個訪談中阿均總是掛著燦爛的笑容，

儘管對於自身的處境感到些許無奈，但對於未來，他依舊相信且堅持著追尋夢想。 

壹、 擔負照顧者角色的緣由 

『那我現在會給自己一個責任感就是說我應該要去照顧我爸的。』 

一、 家庭情境概述 

我爸爸是已經車禍二十年了吧，我媽說我爸是我剛出生還沒滿月的時候我爸

就車禍， 

然後就是我記得我小時後印象就是我只有媽媽一個可以依靠的人(A2-1-1)。 

媽媽白天都在工作，之前我奶奶還在我們家的時候，就是吃飯什麼的還有我爸的

照顧都是我奶奶用，然後就是漸漸身體不好，所以她已經在休息了，現在住在叔

叔家。現在白天的時候我媽就會把我爸爸帶到公司裡面去放，就是一樓的地方前



半部是工作的地方，然後後半部就把我爸爸安置在那裡，從國中之後就這樣

(A2-3-3)。 

    我有一個姊姊，姊姊大我三歲，她照顧我喔⋯很少⋯因為我們小時後感情不

好，我小時後會跟她打架有的沒有的，吵架那些都會，所以後來她我跟我姐感情

比較好是因為她畢業之後，在工作之後比較會照顧我，她現在也都還是住在一起

(A2-1-2)。 

經濟上一直都是我媽在負擔的，我不知道我媽怎麼過的耶，就是我媽一個月

才兩萬多，然後就是家裡所有的支出，我媽就是有辦法可以過生活，我跟我媽還

有我姐阿，其實對我媽怎麼用錢或是去做什麼事情其實是不會問太多，雖然賺的

錢不多，但是都過的還可以，其實很奇怪【笑】。而且我媽還會去買一些保險有

的沒的，每個月都還要去繳保險費(A2-4-39)。 

我一直到大二之後就很少跟我媽拿錢，自己想辦法賺錢，盡量暑假打工，靠

自己賺錢，經濟上比較不會有積蓄但是通常都是打平這樣，就是有多少我就花多

少這樣，像我暑假兩個月就賺了五萬，然後中間又領了兩個獎學金，所以上學期

也就過了（A2-4-38）。 

 

二、 受照顧者的失能情況及照顧任務內容 

我大概國中的時候開始照顧我爸⋯，因為我爸是兩隻腳一隻手都沒辦法動，

就只剩一隻右手可以活動，所以他上下床我都要去扶他、抱他然後讓他下床這

樣，我大概國中的時候就開始照顧我爸了，然後開始幫他上下床、幫他洗澡、然

後其實大概我除了上課以外的時間，都是照顧他的事情，那時候國中大概就開始

了(A2-3-1)。 

早上起來就是先幫我爸爸起床，然後讓他刷牙洗臉之後，其他的吃飯啊跟其

他的一些照料是我媽媽在用，要不然就是等我放學時間，放學回來就是先去後面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需要的事，比如有時候他不方便有時後可能會想喝水然後我媽

媽在忙，我就會弄給他喝，或是他想要看電視，天氣比較好想去外面乘涼這一類



的(A2-3-2)。 

爸爸不舒服的時候會說，但是通常是到他真的不舒服的時候才會說，像他有

時候..有時候真的很奇怪，像冬天我們都穿很多衣服阿，然後我爸有時候他晚上

會說他不想蓋被子，就是⋯有一些狀況不知道怎樣(A2-3-4)。 

 

三、 親屬之間的互動關係與角色分工 

跟我爸之間的感情喔，其實我⋯我覺得就是⋯我會不知道⋯，因為從小到 

大我爸就是，他給我的感覺跟一般人對爸爸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小時候他之前

狀況比較好的時候，他就是還會跟我說假如他沒有車禍的話，他會對我很好阿，

那時候感覺就覺得爸爸這樣很無奈阿，也不是他願意的這樣子，可

是⋯(A2-4-1)。有時候我會很兇的罵他，因為我覺得他雖然這樣子，但是他應該

要會的事情，比如說扣扣子，或是吃飯的時候他常會吃的整身都是，可是我會覺

得這是他可以做好的，我就會很大聲的跟他吵說你不可以這樣子，照顧你的人都

會覺得⋯，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就是那種感覺⋯(A2-4-2)。 

我姐的話，很奇怪我姐都不會（幫忙）耶，一開始我媽可以接受是因為她 

是女生，力氣小有些事情幫不上忙，然後洗澡的話也不方便，然後後來給我的感

覺是我姐一直覺得家裡面的人是對我比較好的，然後就是她覺得家裡面的人都對

她不好，我姐也沒有被我媽照顧到，她也覺得爸爸就是⋯，她就是感覺說你們都

對她不好吧，所以她也不會特別去關心我爸。我覺得其實我也有這樣的感覺阿，

像我跟我姐其實小時候是我奶奶帶的，我奶奶就是很傳統的人，我自己感覺她有

對我比較好，所以我姐她可能本身更明顯會感覺到(A2-2-1)。有時候會覺得心理

很不平衡，就是有時候可能一開始，像洗澡的事你不要幫忙，我覺得那是OK的，

可是我覺得說你連爸爸的那種，你連問一下他吃飯沒或是問一下說天氣冷了有沒

有要多加衣服甚麼的，就是最基本的東西..可能是一種習慣問題⋯(A2-4-3)。所

以我小時候跟她感情很不好，後來因為她對我變好啦，所以感情就變好了，因為

她現在也在工作了，所以有時候她會覺得我還在唸書阿，然後假如我乖的話，她



就會問我說有沒有錢那一類的，乖就是指說有沒有花比較多時間在家裡，陪我媽

或是陪我爸（A2-1-3）。 

我媽媽就⋯⋯小時後其實我媽媽管我跟我姐很嚴，我現在想起來就是我媽那

時候壓力非常大，所以小時後常常都會被我媽打或是什麼的，她就是什麼事情都

會覺得你應該要⋯家裡已經是這樣子，所以就會覺得什麼事情我都應該要做好，

要是一個乖小孩這樣，小時後我媽會期望很高阿（A2-4-4）。媽媽對我跟姊姊一

開始是不會有太大的分別，但是後來就是可能因為我成績算是比我姐還要好，從

國中之後都是這樣，然後所以後來的話我媽會變成說對我的期望相對來說越來越

高，而且又是男生⋯（A2-4-4.1）。 

貳、 擔任照顧者的感受 

『為什麼別人的爸媽都是好好的，都對他們很好，為什麼我就要多付出一些精力

去照顧我爸，然後我永遠也沒辦法從我爸身上得到我想要的？』 

一、對照顧者角色的認知與態度：從排斥到接納的轉變 

其實小時候國小的時候是還好，我國中那時候會心理面會一直很不平衡啊，

因為人家啊上學怎樣都是家裡，然後可能爸爸媽媽開車去載他們，然後像我小時

後就是都自己盡量在學什麼都自己來這樣(A2-4-7)。至少在小時候就是沒有爸爸

這個角色，現在的感覺(A2-4-8)。 

所以我國中有一段時間是很排斥的，我就覺得為什麼別人的爸媽都是好好

的，都對他們很好，為什麼我就要多付出一些精力去照顧我爸，然後我永遠也沒

辦法從我爸身上得到我想要的(A2-4-9)。 

後來有一個叔叔跟我說阿雖然你爸這樣子，但是那不是他願意的，而且你是

因為有你爸才有你的，那時候我聽到會覺得就是⋯所以⋯(A2-2-3)。 

其實我後來，就是比較會想一些事情的時候，會覺得我媽已經幫我承受很多

事情了，因為我至少高中之前所有的支出、補習甚麼的都是我媽承擔的，就是我

跟她說學校要交錢我媽就會前就會拿給我，我就會覺得我媽已經承擔很多事情

了，所以我看到他就會覺得會想啊(A2-2-4)。 



後來慢慢有點習慣是比較少自己的時間，只要有比如說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

時間可以去想一些自己的感覺的事情，今天發生了甚麼比較讓我難過或感動的

事，就是都短短的，其他的時間我身邊很少只有我一個人，通常都要跟朋友或是

在家裡(A2-4-12)。有時候會覺得有自己的空間多好，就是不要管其他的事情

(A2-4-13)。 

假如我出去玩較多，家裡負擔就變大，就變成我媽要多花時間去照顧他，然

後家如我多花一點時間在家裡，就我媽會變的比較輕鬆(A2-4-14)。 

（會不會覺得很兩難呢？）會啊，尤其是上大學就是不像高中那樣，高中還

每天要規律的上下課，就是那個時間是非常緊的，所以你早上就是那個時間出

門，晚上就是那個時間回家，所以很多事情是可以很好計畫，就是我今天要幫我

爸洗澡，然後那個時間就空下來，然後不會有太多的課外活動，可是上大學就⋯，

大一的時候我回到家我媽跟我姐幾乎不肯跟我講話【笑】，就是我可能一大早就

出去了，然後到很晚才回家，然後我爸可能有時候狀況不好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可是我媽後來也管我管累了吧，就沒有力了(A2-4-15)。 

二、照顧責任對個體自我成長的限制與助益 

（一）限制  

我以前會覺得自己在家裡跟在外面是完全不同的人，我至少我以前在同學面

前我都會覺得從小到大這樣，有些我還是可以跟一個正常的孩子一樣、正常的人

一樣，我可以跟你打打鬧鬧，我還可以交到好朋友（A2-5-7.1）。高中之前會一

直想去滿足她（媽媽）的期望，所以後來因為就是我國小的時候跟國中的時候，

我媽會覺得你小孩子就是好好的唸書就好啦，所以我國小的時候都是一直這樣子

喔，我國小國中都是班上前幾名，可是其他的事情就什麼都不會這樣子，比如說

國中的時候正常小孩應該會有一些其他的喜好，我不會有耶，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放假的時候就是看書，然後運動會去打籃球，我那時候假日就是休息看書打籃

球就這三個事情，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別人可以很喜歡模型阿⋯去蒐集什麼

的，為什麼我都不會，都不會有特別的喜好(A2-4-5)。 

 

（二）助益 



後來我覺得那是變成有點督促我的力量，我覺得越是這樣子我越是要更好

(A2-5-7.2)。我後來對自己的要求是覺得說我必須要學更多東西， 因為家裡現

在已經這樣了，我不想要我的孩子或是..還是在..就是我想要他們過更好的生

活，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要做更多的努力，所以我現在就是我可能在外面花了很多

時間，可能你會覺得我在玩、都在跟同學晃，可是⋯就是我覺得自己更豐富，不

是為了我爸，是我了我自己在著想，是為了我以後的生活，所以有時候會覺得我

媽阿或我爸阿他們承擔不了的時候，我就會再回來一點。(A2-5-8) 

其實我現在已經會覺得至少到目前為止，我能夠承受的壓力跟承受過的事

情，是一班跟我類似年記得人沒有過的，至少我在我的二十歲之前經歷這些事

情，以後假如沒有遇到很順利，那這就是一個經歷，可是假如在我周遭..我覺得

很多事情在我周遭是一直在重複發生的，我覺得可能他們之前不會遇到這樣的

事，可是假如他們以後遇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說耶，我覺得那是一個生命的經驗吧

(A2-4-11)。 

 

三、家庭生命經驗的影響 

（一）人際交往 

 同學⋯其實我也不會主動去跟人家講，通常都是我比較親近的朋友我的好

朋友會知道，可是其實我也不會刻意去隱瞞，假如他們知道或他們問我都會跟他

們說(A2-4-31)。 

 大學就真的比較少（好朋友）了吧！其實我很羨慕那些住校的人，因為大

學的時候住校是建立關係最快的方式，我那時候剛上大一的時候，班上就八個男

生只有我一個沒住宿，所以他們就很好，有時候我就一個人在旁邊那樣，錯過大

一那個時間就⋯⋯(A2-4-18)。至少目前為止我還沒有交到好朋友，可能我對好

朋友的定義是要能講到一些感覺、一些心事比較內心的東西的，我才會認定他是

好朋友，可能要求太高了，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笑】，以前國中跟高中的朋友

都還有聯絡，感情都還不錯。 (A2-4-32)。 

 我現在有一個女朋友，還滿穩定的，她都知道家裡的狀況，我至少是在認

識的時候，在變成我女朋友之前，她就會先知道我家裡的狀況，他就已經先知道



了。 其實我常會跟她（女友）講家裡的狀況啦，反倒是她會想要幫我，至少心

情上面會想要幫我分擔一些，跟她講過之後會覺得比較好，比如說我在家裡很受

不了的時候就會跑出來找她(A2-4-33)。 

 

（二）課業影響 

我從國小二年級我媽就把我丟到補習班，我一直補到國二，那時候已經學到

高中的教材了，那時候對我的功課影響還滿大的耶，就是老師今天在上二年級的

課我已經學到四年級了，所以唸書會覺得興趣很大，那時候補習班老師對我滿照

顧的 (A2-6-8)。所以，功課上一直都..能考怎樣就考怎樣，反正就盡力嘛，所

以我成績一直都維持的還可以，比較沒有這一方面的問題(A2-4-34)。 

 

（三）未來安排：  

我現在唸的學校我覺得有一些是我媽的期望，可是我媽沒有說，可是我會覺

得她會希望我這麼做，而且我覺得自己有那個責任在(A2-4-16)。 

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我為什麼會選○○（科系名稱），可能是因為，因為它錄

取名額比較多，它率取十二個，我高中是念理組，因為我那時候推徵推○○（學

校名稱），我們系有十二個名額，所以我想機會比較大，那時候就是也不會有甚

麼特別的興趣(A2-4-17)。 

我高中的時候，我是推徵的，那時候我選擇的時候我是跟我媽說，我應該會

選在○○（地名）的學校，因為我覺得那樣至少爸爸我還可以幫忙，假如我在外

面的話，就是我要拿家裡錢，爸爸又整都放下來留給我媽照顧(A2-4-19)。 

我媽那時候是跟我說看我想要念怎樣，他說不用考慮這個問題，可是，我那

時候推徵是推徵○○（學校名稱）嘛，然後還有申請一個是○○（學校名稱），

後來上來以後有點後悔啦【笑】 (A2-4-20)，那時候就想說反正就有學校唸就好

了，⋯其實大二就後悔了【笑】，反正中文ㄋㄚ，還OK啦，唸的還滿有興趣的，

然後後來上去之後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就是學一些都是已經作古的東西，很就

很舊的東西，比如說文字學阿、甲古文，上課就想睡覺(A2-4-21)。 



將來畢業的話，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就是當老師了，至少穩定，我還滿需

要的，穩定的工作(A2-4-22)。但是，當老師搞不好也會有變數，以前覺得自己

是一個很強的人，做甚麼應該都OK，就算我念師院不當老師，可是現在就是感

覺進了師院之後，你學甚麼東西感覺都是在預備你以後當老師的⋯，沒有一個更

廣的視野，讓你去學其他的東西，就是⋯就覺得前途茫茫。假如真的沒有當老師

的話，可能就是唸書吧、考研究所(A2-4-23)。 

（會想離開○○這個地方嗎？）我覺得錯過大學沒有應該就不會再出去了【聲音

微細】(A2-4-24)。我媽她現在對我比較不會有甚麼期望了，就是基本的可以有

一個穩定的收入，我覺得她應該還是會希望我不要離太遠(A2-4-29)。 

我已經開始在擔心我爸的狀況，還有我媽以後怎麼辦，我媽真的讓我很擔心

(A2-4-25)，我媽媽她長期勞累，她現在身體就是血壓也有問題，然後好像也有

糖尿病，然後牙齒好像有牙週病，還有我媽媽就是後來越來越胖，我媽這幾年也

是開始打牌，常常就是晚上沒有睡，白天上班就趴著休息，然後⋯就是..我媽身

體狀況我覺得越來越不好(A2-4-36)。很擔心，以後要照顧兩個！【笑】。沒有啦，

就是會吧，我會覺得很擔心，我常跟我媽說阿，自己身體都不好好照顧，以後自

己很難過是你自己的事情，可是威脅我媽沒有用【笑】(A2-4-37)。 

可是我自己又有一些夢想吧，我很想要有一個健康的家庭吧。我小時候很奇

怪，我小時候會想說一個好爸爸是怎樣當的，然後小時候會一直在那邊亂想，我

覺得這樣反倒比較好阿，沒有一個原來爸爸是怎樣的形象，所以假如我以後當爸

爸的話，我可以做我想做的那種爸爸，就是那種很傳統一家和樂，我可以很疼愛

我的老婆，然後小朋友乖乖的這樣子【笑】，感覺我對未來還滿多憧憬的，我自

己這樣感覺啦(A2-4-28)。所以有時候我在想我以後的家庭會怎樣怎樣的時候，

有時候現實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爸媽以後會怎樣，然後我能不能夠去完成有一個我

希望的家庭⋯很難說⋯(A2-4-26)。我會擔心未來我還要花我全部的心力去照顧

我爸嗎，然後就是說不能照顧我以後的家庭(A2-4-27)。 

參、 壓力情境及因應方式 



『很多事情過去就是過去啦，然後覺得這時候可能很不開心，可是接下來可能還

會有更不開心的事，昨天我爸又有一個特別的狀況出來或是怎樣，可是我不能

一直去看這些不開心的事情，所以有時候我的情緒會來得很快去得很快，我覺

得那樣比較好，有時候我覺得那是在逃避啦，我覺得我在去承受那些東西我會

受不了的，所以就是我能夠承受的時候我就承受，不能承受的時候我會逃開。』 

一、壓力事件 

大學聯考的時候跟我媽吵了一大架，我媽真的很要求我功課，真的很奇怪，

我媽國中那時候不知道怎麼把我訓練的，就是我國中還第一名畢業，然後上高中

還在前五名，就是後來一下子掉太多掉到二十名，然後就一直在附近徘徊，我媽

就覺得一下子差異太大了，就常常因為功課的事情⋯⋯。那時候我就跟她說我參

加童軍團又又不是只有在玩，然後我媽就沒有辦法接受，她就覺得就是要好好唸

書阿，她那時候就說你要玩上大學在去玩，可是上大學還是一樣阿，還是一樣管..

功課怎樣怎樣⋯.(A2-4-6)。 

我還是會想去滿足她想要的那些，但是現在的我已經不想壓抑自己想要的東

西，今天我想要這個東西我會努力去達成，然後就是這過程很難..我媽會承受一

些事情甚麼的，但是我不會去壓抑這些事情，我覺得媽都已經很壓抑自己了，假

如我在這樣，就會⋯.(A2-4-30) 

（別人都說你很辛苦、孝順會不會帶給你壓力？）其實那時候一開始就是，

我媽說要幫村里長要幫我報○○獎，然後我就說就是幹嘛要這樣子阿？照顧爸本

來就是家裡的事情，然後你現在一講出去，大家知道這件事，反而變成說有更多

人在關注、在看你，就是在看你這個○○獎到底是怎麼做的(A2-5-3)？然後那種

感覺是我不會覺得有壓迫感啦，就是我覺得沒有必要那樣的肯定吧，所以那時候

一開始，我知道當選○○獎之後在○○（地名）有一個頒獎典禮，然後那時候我

媽就覺得說反正就去阿，見見世面，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就覺得有排斥感，一開

始是沒有很想去。之後⋯還好啦，沒有很實際的壓力感受(A2-5-4)。 

一開始會為了要去滿足大家的期望而壓抑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後來反正照

顧我爸的時候就覺得沒有必要，然後就覺得我爸可以做到的事情，我還是要督促



他，我覺得你可以做的事情你不要多造成家裡的負擔。所以就是..有時候我在幫

我爸洗澡的時候，有時候可能會大喊說你不要怎樣你不要怎樣，然後我媽就會跑

到後面來看一下，我就說媽你不要管啦，然後我媽就會走掉【笑】(A2-5-5)。 

其實我覺得，就是我今天我在外面阿，跟朋友阿跟同學我都是很正常的，不

會要求你會對你有甚麼期望，可是當我回到家的時候，就是我爸爸已經跟正常人

其實不一樣了，然後有時候有時候會容易生氣，就是跟我爸爸的時候，我會覺得

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這樣？然後你為什麼做不到？所以..我覺得那種落差是很

大的，或是早上我一起床，我覺得今天天氣很好然後要開始上課了這樣，可是到

後面可能我爸把自己弄得髒髒的，我就會..ㄛ∼就是會沮喪，有時候會生氣有時

候會很難過，(A2-5-6) 

還有我爸這一兩年的狀況，很令人擔心啦，他開始就是意志阿、自己身體的

機能，已經退化的我覺得很嚴重了，然後他在家裡沒有一個專門的人去照顧他，

變成說那個壓力是我跟我媽輪流在承受的，有時候兩個人都承受不了就都跑走

了，所以變成說我爸會很可憐(A2-7-1)。 

 

二、因應方式 

 心情不好的時候以前會告訴好朋友吧，現在是女朋友，跟女朋友會講到家

裡的事，好朋友通常都是講一般的事，所以我覺得以前很多時候我會自己消化

掉，因為我覺得不應該造成別人心情上的負擔，所以自己就是可能會找個安靜的

地方，海邊阿或者是七星潭，然後反正就是去那種地方走一走，消化一下就覺得

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有時候其實比較嚴重的時候我媽會感覺到，可是我還是不

會跟她說。(A2-5-9) 

 很多事情過去就是過去啦，然後覺得這時候可能很不開心，可是接下來可

能還會有更不開心的事，昨天我爸又有一個特別的狀況出來或是怎樣，可是我不

能一直去看這些不開心的事情，所以有時候我的情緒會來得很快去得很快，我覺

得那樣比較好，有時候我覺得那是在逃避啦，我覺得我在去承受那些東西我會受



不了的，所以就是我能夠承受的時候我就承受，不能承受的時候我會逃開

(A2-5-10)。 

 受不了的時候我還曾經想過..就是..跑走阿，然後你能怎麼樣，就離開家

裡(A2-6-11)，現在不會了，因為就是老爸就是在那裡阿，逃開了，以前會覺得

逃開了去做別的事情好像救甚麼都過去了這樣，回去之後就變成另外一個人，我

可以再去經歷這些事，可是現在就覺得，自己逃開了感覺像是逃避責任，把老爸

丟在那然後⋯不是我媽就是我姐，那還不是一樣(A2-6-12)， 

 以前那種短暫逃開的時候我會去運動，流流汗就覺得甚麼都好了，然後現

在喔⋯.嗯⋯不知道耶，就是能夠承受就承受，我去做別的事情就能夠忘記這些

事啦，現在回家的時候，逃離之前那個情境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該去解決了，可

是我不知道耶，有時候就是⋯這樣可能不健康吧，可是就是這樣子(A2-6-13)。 

 

肆、 社會資源的運用及個別需求 

一、社會資源 

其實像我爸這個狀況阿，一般人看到其實都會覺得這一家人就很辛苦阿，所

以像老師阿、或是一些周遭人其實多少都會給一些幫助(A2-6-4)。我覺得其實身

邊週遭的人還滿重要的 (A2-2-3)。那時候有一個叔叔，因為我媽媽上班是在瓦

斯行，然後就是幫忙送瓦斯桶的叔叔，他跟我媽已經當同事快十年了吧，所以他

們感情很好，所以平常有時候我不在家的時候，可能他幫我爸或什麼的，叔叔都

會幫忙。親戚喔⋯就是⋯常常就是那種⋯我爸有兩個兄弟，一個是住在接近○○

（地名）那裡，一個住在○○（地名），可是他們前幾年還會來看看我爸這樣子，

然後現在很久了吧，都沒有再來看我爸，就是他們不會問太多(A2-6-1)。 

經濟補助我知道是有一些津貼啦，譬如說爸爸的津貼，其他我就不太清楚

(A2-6-2)。像我爸爸這種情況阿，之前假如我姐還沒在賺錢還在唸書的時候，是

有辦那種低收入的證明，其實那個就幫的上滿多的忙，像我上大學之後那個證明

可以讓我的學雜費全免，我等於幾乎不用繳學費，它其實減免的費用很多，至少



在學校是這樣，然後至少在學費上是比較不令人擔心的(A2-6-9)。 

還有就是居家服務，我不知道那個制度是怎樣，可是我知道我們家那個人是

一個禮拜來兩次，然後是來幫忙做清潔阿，幫他洗澡，然後可能整理一下他睡覺

的地方，好像是前兩年才開始的，因為像以前我爸爸他這樣子已經二十年了吧，

所以他現在很多身體機能其實在退化，所以他現在就是大小便都失禁，然後精神

狀況會不好，所以每天比如說早上要上課的話，他假如晚上睡覺大小便，就交給

我媽媽處理，然後有時候我媽工作忙，我爸狀況不是OK不是很好，所以就是⋯

有一定程度的幫助(A2-6-3)。 

高中之前老師都有幫忙，大學老師就不會知道這種事情。至少高中之前我會

覺得老師對我是⋯用不同的方式在關心我的，至少在獎學金方面(A2-6-6)。像我

國小、國中都真的領很多獎學金，可是很奇怪我得到的獎學金全部都給我媽，老

師知道我的狀況，所以學校只要一有符合我的獎學金，馬上就找我過去，然後⋯

我不知道怎麼說耶(A2-6-5)。 

我那時候覺得我今天可以在家裡師院玩的那麼開心阿，主要是因為可能小時

候至少我的功課有維持在一定的水準，所以老師還願意去關心我，我會覺得是這

樣子耶，從國小二年級我媽就把我丟到補習班，我一直補到國二，那時候已經學

到高中的教材了，那時候對我的功課影響還滿大的耶，就是老師今天在上二年級

的課我已經學到四年級了，所以唸書會覺得興趣很大，那時候補習班老師對我滿

照顧的 (A2-6-8)。 

 

二、個別需求 

我們家其實之前討論過，比如說請個菲傭或是那一類的，就是找一個人專門

照顧我爸，可是就是經濟上面是沒辦法負擔的起的(A2-7-2)。我媽後來就聽一些

社工說甚麼長期養護中心阿，只要通過他們的一些審查這樣，一個月大概一萬多

塊負擔，他就是可以一直待在那裡，至少家裡面不會負擔那麼重，那邊有人專門

照顧，後來是我跟我媽是有想說要送他去，可是還不知道會不會通過，現在還在

等審查。(A2-7-3) 



 

第三節    阿霖的照顧歷程故事 

 

阿霖現在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現在因為學校規定住校的關係而沒有住在家

裡，高中以前幾乎都由他來照料因車禍及癌症導致重度障礙的母親，在訪談的過

程中，阿霖總是十分禮貌客氣，他一心認為照顧母親是他無可卸代的責任，也對

於自己課業成績不良讓家人憂心感到愧疚，十六歲的阿霖表現出來的是早熟如同

肩負著重責的成年人。除了母親之外還有家中龐大的債務，以及日漸衰老的阿公

阿媽，然而，他還是深深認為自己的家庭最溫暖，能夠肩負著這一大家子的重擔，

是他的責任與幸福。 

壹、 擔負照顧者角色的緣由 

『我覺得這種事情本來就是小孩子該做的，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這樣，別人說

多辛苦多辛苦，其實我也覺得還好阿，只是我該做的事情，因為那是我媽啊。』 

一、家庭情境概述 

我今年十六歲，我們家現在目前是我有一個哥哥，然後我跟我媽媽還有外公

外婆一 

起住，我們家目前是單親家庭，哥哥現在在○○技術學院唸書，他只比我大三歲

而已 (A3-1-1)。我跟我哥感情超好的阿，我有事都會跟他講，他大我四歲，甚

麼事我都會跟他講，我們兄弟就是互相幫忙(A3-5-1)。 

我從小就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我外婆算是滿開放的人，她還問我說你有沒

有女朋友，帶回家給她看一看這樣【笑】。這種老人家現在很少了，我也嚇一跳，

她真的是人很好這樣，我們家其實不是有錢，是她真的對我們兩個兄弟很好，把

我們當自己小孩照顧這樣，有事都會跟她講(A3-5-2)。 

婆婆跟阿公其實就老人家，因為老了所以身體越來越差，人老了就是這樣，



走路感覺起來晃晃的，然後我外公又有帕金森氏症，就是手會一直抖這樣，變成

說現在就是我外婆要照顧我外公又要照顧我媽這樣，以前在家中的時候都還是我

幫忙這樣，可是現在出來住了，就變成我外婆一個人弄，她自己也六十幾歲了，

身體她說沒問題啦，可是我們大家都看的出來，可能越來越老了吧(A3-1-4)。 

 我現在因為高中住校的關係，就由婆婆照顧媽媽，還有阿公在，都是老人

家跟病人這樣，所以其實滿擔心的，如果有閃失的話，也沒有人在那邊這樣

(A3-1-3)。我現在每天都打電話回家，一個禮拜如果六日沒有課的話我就會回家

(A3-4-23)。 

我爸爸跟我媽離婚是在我國中的時候，在媽媽出車禍之後(A3-1-5)。因為 

我本來就不是很喜歡我爸他以前很多事情都讓我覺得很那個啊，反正就是自從便

單親家庭之後，家人的關係變的很靠近很親密，然後變成說大家都會聊天會怎

樣，所以其實現在這個家庭我很喜歡，反而比起以前那個⋯..(A3-1-6)。 

現在家裡的經濟大部分都是我外婆在撐，她是做美髮，現在也還在做，有低

收入補助，是前幾年去辦的，我國中以前都沒有(A3-2-2)。經濟上的話我是覺得

會有負擔是會有啦，不過我是覺得錢夠用就好了，不用多，可以過日子就好了，

現在是勉強還夠用啦，只是有負債【苦笑】，還滿可觀的數字(A3-6-10)。 

那時候是因為轉了好幾間醫院，因為我們裡面不熟，可能是手術費或是長期

住院治療的那個，醫院住了滿久的一段時間，可能是那時候住院的費用之類的，

還有我媽之前在工作的店，因為我媽車禍之後我外婆還沒有把它結束掉，他以為

我媽會好起來這樣，那個也虧了很多。我媽是一個性子很強的人，她那時候創業

是去起一些會這樣，那變成說那邊才剛弄起來有點起色這樣，然後變成說自己倒

了，就欠人家很多錢。很多啦..還很多啦，那數字實在讓人家覺得很⋯那個

(A3-5-15.1)。 

所以我國三的時候就開始去工作，算打工那種，不管是假日班阿或是寒假暑

假這樣，國三之後我的學費幾乎都是我自己在付這樣，目前為止我上高中以後過

了一個學期之後我不會有想打工的衝動，因為我覺得課業壓力很重，而且如果要



打工的話就完全沒有辦法讀書(A3-5-15.2)。 

 

二、 照顧者的失能情況及照顧任務內容 

在我有印象中，國小四年級吧，那時候我媽她出車禍，嚴重車禍，剛開始昏

迷三個禮拜，腦水腫還滿嚴重的，剛醒過來的時候連誰跟誰都不太清楚，等到她

情況慢慢穩定下來之後，過了一兩個月他就慢慢回復記憶，可是可能因為有傷及

腦部的關係吧，那時候就變的說可能心智回復到像小孩子那樣，很常常發脾氣，

常常鬧這樣(A3-1-2)。 

那時候國中的時候，就是一回家因為她常常躺在床上這樣，就是幫她翻背、 

扶她去上廁所啊之類的，然後過了大概一年之後，就是有起色這樣，會起來跟人

家打招呼，然後能夠起來走動這樣，又過了幾年之後，她車禍到現在總共七年，

其實中間的時候他已經可以像以前一樣工作了，那時候我們大家都以為可能沒事

了這樣，大家都滿開心的，結果沒想到到前一陣子的時候，有一次在過年的時候

她在浴室裡跌倒，然後就是送醫院，在○○醫院檢查不出甚麼，然後我們就想去

○○（地名）的醫院檢查，結果是⋯【停頓】⋯乳癌，聽到大家都傻了，沒想到

運氣這麼不好，車禍之後又是癌症這樣，那時候就是化療阿，○○、○○（兩地

地名）這樣來回，當初車禍的時候手術費還有其他的真的是負債很多，然後到最

後又這樣(A3-3-1.1)。 

在我媽做化療那段期間，真的⋯整個人都很憔悴，她就是整個人都躺在床上

沒有辦法起來，沒有工作能力，洗澡要幫她洗，清她的大小便這樣子，然後也要

扶她起來，幫她拍拍背這樣子，就一直到現在。不過情況是稍微好一點，現在她

能夠自己坐起來，也不用那麼長跑醫院這樣子，一個月去做一次或是幾個月回去

做一次這樣，但是其實家裡人都知道已經是末期了，所以還能多久我們也不知

道，只是這樣一天拖過一天，大概就是這樣(A3-3-1.2)。 

我那時候早上就是上課嘛，然後那時候我們上輔導課就下午四點多五點放學

吧，然後回到家我外婆一定還在忙，就是去看我媽吃過了嗎？去幫她弄一些吃的



這樣，自己再洗個澡吃個飯，我自己弄完之後就是幫媽媽洗澡、幫她上廁所之類

的這樣，然後弄弄陪她聊天，中間就是幫婆婆收一下店裡面的東西，大概到九點

關門之後然後跟他們打聲招呼我去去讀書這樣，大概九點到十一點之間吧，就是

看書這樣，如果我媽晚上想上廁所她會叫我，然後我在去幫她弄這樣 (A3-3-2)。 

 

三、 家庭成員的角色與分工 

其實也沒有說甚麼分配啦，就是說兩個人（阿霖和哥哥）誰⋯，也沒有說刻

意分配啦(A3-2-1)，只是我哥那的時候就念高中啦，他那時候就沒有住在家裡了

(A3-3-3)，那他不在也沒辦法阿，可是他常常禮拜六日會回來，回來都會幫忙，

因為高中跟家裡太遠了，不可能來回通車(A3-2-5)。家裡的經濟都是我外婆在

撐，他是做美髮，現在也還在做 (A3-2-2)。 

貳、 擔任照顧者的感受 

『我也不會特別覺得說很哀怨或甚麼的，因為他是我媽阿，我沒甚麼話好

講，從小時候他照顧我，從他出狀況之後我照顧他是應該的，那種犧牲自己時間

是很當然的，不會有甚麼怨言之類的。』 

 

一、對照顧者角色的認知與態度 

我覺得那種心情，我覺得很難講，因為本來以為說我媽漸漸有起色，家人都

很開心，可以工作有好轉這樣，又發現乳癌之後，就覺得滿心灰意冷的吧，覺得

說我們怎麼運氣這麼不好，就真的運氣很不好，接二連三的這樣，我覺得那時候

是真的滿那個的，全家就是氣氛很低瀰這樣(A3-4-1)。然後現在是還好啦，以前

真的是有一陣子沒辦法接受這個，覺得運氣很差，就是一種心境問題(A3-4-2)。 

其實我覺得也還好，因為我覺得這種事情本來就是小孩子該做的，沒有太大

的差別，只是這樣，別人說多辛苦多辛苦，其實我也覺得還好阿，只是我該做的



事情，因為那是我媽啊。我是覺得還好啦(A3-2-3)。 

我也不會特別覺得說很哀怨或甚麼的，因為他是我媽阿，我沒甚麼話好講，

從小時候他照顧我，從他出狀況之後我照顧他是應該的，那種犧牲自己時間是很

當然的，不會有甚麼怨言之類的(A3-2-4)。就是本著那種觀念吧，這些都是我應

該作的，有時候多多少少會覺得有一點累阿，但是想想看那是你媽，這樣想之後

就會覺得還好，因為她是你媽，你是她生的(A3-2-6)。 

老實一點說，當然別人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大家都出去玩，當然會覺得說

也會想去玩或甚麼之類的，那時候就是想說我跟別人不一樣、環境不一樣，有些

事情不能去做這樣，因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當然會有一點小那個⋯(A3-4-4)。

有時候多多少少會覺得有一點累阿，但是想想看那是你媽，這樣想之後就會覺得

還好，因為他是你媽，你是他生的(A3-2-6)。 

 

二、照顧責任對個體自我成長的限制與助益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遇到這種事情，生命的浪潮有時高有時低嘛，遇到挫折還

是沒辦法逃避，這是自己要面對的問題，所以像有正面想法，就是說遇到事情就

不會逃避，該來的就會來，所以遇到挫折會比較有正面的想法，所以就比較不會

沮喪或甚麼之類的(A3-4-3.1)。 

其實，這樣的經驗對我來說是一種好的那個，就是說小時候還沒發生這件事

情的時候，就家裡還沒這麼這麼..就是覺得家裡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那時候小

時候會這樣覺得，不過長大以後就覺得家裡會是一個有歸屬感的地方

(A3-4-3.2)。 

我覺得就是發生這麼多事情之後，就會覺得說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很多事情很

多很多顧慮，可能是從以前就註定好的，該來的就會來阿，你怎麼躲也躲不掉，

所以來的時候你就只能去面對，而不是說去逃避或甚麼之類的(A3-4-7)。 

然後我覺得在這些陪媽媽醫療的過程中，看透了很多那種人的本性，就是覺

得說很多事情其實都很現實，當你情況好的時候很多人都會靠攏過來，當你們家

出事了，他可能連理都不理你這樣，其實是很現實的，變成說自己要堅強這樣，



不要讓別人看不起(A3-4-8)。 

還有阿，小時候我超皮的，一直到我國一之後就開始慢慢改變了，就會覺得

說現在家裡已經這樣了，自己就是不要讓家人擔心，盡量不要為我的事情還去煩

這樣，因為他們要煩的事情已經夠多了(A3-4-9)。 

我的個性跟以前比起來也轉變了很多，小時候真的很懦弱，甚麼都會怕，個

性很像女孩子，上國中遇到這些事情以後，當然會有很多轉變，就會覺得說事情

變成這樣了，自己要堅強這樣，不能甚麼事都要靠別人，甚麼事都讓別人來這樣

子(A3-4-25)。當然負面的感覺多多少少還是會啦，就會覺得說這是註定的事情，

不過可以讓它有轉變啦，不一定都是這樣子，不過就是要靠自己(A3-4-26)。 

 

三、家庭生命經驗的影響 

（一）人際交往 

我國中高中都有好朋友阿，其實我是覺得說我不會想從朋友身上得到甚麼東

西，但是他們給我的關心讓我覺得很感動，他們知道我家裡的情況，雖然只是慰

問幾句話，但是我會覺得很感動這樣(A3-4-12)。 

相處就像一般那樣，也沒有甚麼比較特別的，因為我不會去把自己變的比較

可憐這樣，就是覺得其實這些事情都還好而已。我也不會主動跟他們說家裡的狀

況，有時候學校辦一些活動阿，牽涉到家長的可能是那時候他們會問我，為什麼

你媽沒有來阿之類的，可能那時候講的，我已經忘記了(A3-4-13)。 

我不是覺得丟臉或怎樣，只是覺得這也沒有甚麼特別好講的，就是每個人都

會遇到困難，這種事情我也不想說特別講出來讓別人覺得我很可憐或怎樣，只是

覺得說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如果你想要知道你可以來問我那我會跟你講，但

是我不會主動去說(A3-4-14)。 

只是我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阿，可以說完全沒有吧，就是有事情就隨傳隨

到，不會有自己的時間，也沒有辦法跟朋友出去，通常會找我出去的都跟我比較

好，那跟我比較好的他如果知道我家裡的狀況，也不會說甚麼(A3-4-17)。 

 



（二）課業影響 

有時候會耽誤到上課的時間，譬如說早上我要去上課的時候，可能我媽突然

有一些狀況，變成說我會遲到，老師也會諒解我的情況，他也不會講甚麼，然後

在我三年級那時候下學期我記得我請了好多節假，因為家裡的關係，請了一百多

節吧，才一個下學期就樣子(A3-4-15)。 

課業上多多少少影響吧，在學校是會聽，但是一回家心力都是放在家人上

面，就是照顧媽媽阿，到晚上要讀書的時候就會覺得很累，有時候真的會沒看兩

頁就趴在桌上睡著這樣。然後國中三年來，成績不是很好啦，不過還是自己會主

動唸書，不會讓自己成績太差這樣(A3-4-16)。 

 

（三）身體影響 

身體的話，有一陣子之前我媽的房間是在二樓，就是她車禍以後她的心智年

齡就是有受損，她就很執意要回她的房間睡這樣，所以她下來就很麻煩，因為她

下來沒辦法走，所以我就變成說要抱她下來，然後那一陣子就是都要背我媽，背

到坐骨神經有一點問題這樣，其他都沒有甚麼問題阿，也只是做一些攙扶她的動

作，幫她大小便阿這樣。其實對自己身體是沒甚麼影響(A3-4-10)。 

只是有變的比較晚睡一點，因為當我幫媽媽弄完之後可能已經是九點十點，

還要看書阿，所以就會弄到十一二點這樣，累是一定會累阿，其實那時候是覺得

還好，事情已經發生啦，總不能..反正就是認命吧(A3-4-11)。 

 

（四）未來安排 

可能會影響到自己以後組織家庭的選擇條件之類的吧(A3-4-5)。因為我們家

是我外婆然後我媽這樣，我會覺得說可能另外一半就是孝順吧，她要不會嫌棄對

方的家長怎樣，然後孝順真的擺第一，沒有這個其他都不用談這樣(A3-4-6)。 

然後，我有一個比較奢侈的夢想，我想考警大，可能是因為我家裡給我的那

種影響吧，我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固定的上下班時間，可以有時間回去陪家裡

(A3-4-19)。其實我在我國中那時候就想過去讀軍校，因為家裡經濟的關係，但



是我外婆不准我考，他就說教我好好讀書不用擔心錢的事情，我真的覺得他很辛

苦，只是他都不講而已，警校是我從小道現在的理想，很想當警察，就是覺得說

自己比較有正義感之類的，覺得自己可能適合吧(A3-4-20)。 

至於會不會想去看外面喔，我是覺得還好，因為我覺得其實所謂的○○（地

名）跟其他地方的差別，只是○○（地名）的文化水準還有一些設備比較落後而

已，我反而比較喜歡這裡，就是那種有人情的感覺，不會說大家都很冷漠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網路有架論壇，就是會跟其他地方的學生做一些交流，所以我是覺

得說還好，不會特別說想出去外面或怎樣(A3-4-24)。所以我希望最好是可以留

在○○（地名），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還是會離開阿，因為我覺得因為家裡這

樣，當然要就近照顧，但是警大在台北，所以⋯(A3-4-21)。 

如果真的要去台北，家人會讓我去阿，因為我外婆從來都沒有阻止說我去怎

樣，他反而是很支持我說要去就去，不用擔心家裡甚麼，反而是他這樣講我越會

那個⋯(A3-4-22)。 

參、 壓力情境及因應方式 

『重點是對家裡的那種愧疚感會讓自己心情很低落，我外婆每天這麼辛苦工

作為了要讓我讀書，然後我又考不好，就是覺得對家人會有愧疚感。』 

一、壓力事件 

壓力的話，第一個是家庭的經濟啊，其實我外婆叫我不要擔心，反而她越這

樣講我就會越覺得說會擔心，看她這樣每天為錢的事操勞，會覺得很煩，有時候

會覺得說錢很重要，那時候觀念真的變成覺得說錢很重要，有錢真好那種感覺，

可是到現在會覺得說其實沒甚麼，就是沒錢也沒甚麼不好，救大家在一起快樂就

好這樣子(A3-5-4)。 

另外就是課業吧，課業多多少少會，像我現在高中⋯【笑】，數學被當，會

覺得對不起家人，其實我自己被當我不會覺得怎樣，可是我會擔心是因為給家人



一些擔憂，那像我外婆看到他也只會跟我說加油而已，也不會說甚麼，反而我覺

得他沒講甚麼，我更那個愧疚這樣(A3-5-5)。 

然後還有⋯其實我媽老實講他因為車禍的關係，就是心智年齡比較低這樣，

他有時候很任性阿會罵你阿，那時候雖然知道他是病人，但是有時候聽到他這樣

罵還是會很難過阿，然後也沒有想說甚麼，就是覺得很難過這樣(A3-5-14)。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跟家裡起了一些爭執，還有考試考不好阿，現在比較不會

了，因為我覺得考試考不好是自己的問題阿，所以沒甚麼好難過的(A3-5-9)。只

是重點是對家裡的那種愧疚感會讓自己心情很低落，我外婆每天這麼辛苦工作為

了要讓我讀書，然後我又考不好，就是覺得對家人會有愧疚感(A3-5-10)。 

 

二、因應方式 

其實也沒有甚麼，那時候也不知道要跟誰講，就這樣傻傻的一天過一天

(A3-5-7)。睡覺阿，睡醒了就會忘了一些(A3-5-11)。要不然就是找事情給自己

做阿，然後盡量不要去想，累了就睡這樣，這種事情就是命中注定，你遇到了也

沒辦法，遲早都是要面對的，只是⋯我也不太會講(A3-5-3) 

國中的時候不太會跟別人訴苦阿，現在就比較會跟我哥講，目前為止，跟我

同年齡的我不會去跟他們講說我怎樣我怎樣，因為我覺得有些事情要看人講，如

果你跟他講，他可能也只是喔怎樣的，他也不會給你一些安慰，講出來也只是增

加他們一些負擔，這樣我寧願不要講(A3-5-12)。要是我哥的話會跟我聊天，像

是安慰阿，互相勉勵、加油阿這樣(A3-5-13)。 

 

肆、 社會資源的運用及個別需求 

『我只希望每天能有三十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可以讓我來睡覺。』 

一、社會資源 



我們家的親戚喔，這很現實，就是自從車禍之後就很少很少有再看過親戚朋

友來家裡之類的，幾乎沒有，只是精神上的慰問幾句這樣，可能也是怕我們跟他

們借錢吧(A3-6-1)。 

老師的話就我國中那個老師吧⋯而已。國中老師是家庭訪問的時候知道我家

的情形，高中老師是我稍微跟他提起過，國中老師真的很幫助我，他幫我申請很

多獎學金，就是她對我的幫助很大，在我的國中階段(A3-6-2)。朋友有是有啦，

就是一些比較精神上的支持，譬如說加油啊之類的(A3-6-7)。 

另外就是我們家有申請低收入戶，所以減免了學費這樣子，我現在只要繳書

籍費而已，不會說很重的負擔，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沒問過他們，只知道低受

入戶每個月有補助五千多塊這樣子(A3-5-8)。 

 

二、個別需求 

基本上來說我不會覺得說我需要些甚麼，因為我覺得說我跟其他人一樣，不

會需要甚麼(A3-6-8)，我只希望每天能有三十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可以讓我來睡

覺(A3-6-9)。經濟上的話我是覺得會有負擔是會有啦，不過我是覺得錢夠用就好

了，不用多，可以過日子就好了，現在是勉強還夠用啦 (A3-6-10)。 

當然啊，如果經濟許可的話，當然是會說想請人來家裡幫忙照顧媽媽

(A3-6-4)，我外婆真的很辛苦，我看她這樣其實心裡也很難過，她這麼辛苦，她

都已經老了，其實他們現在..我外公是退伍軍人，他有終身奉，如果他現在沒有

這些事情，他大可以每個月甚麼是都不做，很幸福的養老，不避在為了這些事情

去這麼勞累這樣(A3-6-5)。 

但是送去別的地方的話，我到覺得我比較不會想這樣，寧願自己照顧媽媽我

也不要說把她送去醫院或甚麼團體治療的這樣。因為可能從以前相處到現在的關

係吧，我媽她當然也不要，因為她怕寂寞吧，因為一個人的感覺，她是那種不想

要自己一個人，我們也不想要她一個人這樣(A3-6-6)。 

 



 

 

第四節    小蓉的照顧歷程故事 

 

小蓉十四歲，國中二年級，目前和阿公、媽媽、弟弟跟妹妹一起住，爸爸在

妹妹出生後不久便過世了，阿公由於中風行動不方便，而妹妹則是腦性麻痺患

者。由於身為家中的長姐，小蓉認為自己照顧家人是她作為老大的職責，儘管對

於繁複的工作感到厭煩，卻仍是無可卸怠的責任。小蓉個性活潑開朗，坦誠而直

率，訪談一開始和小蓉聊些生活休閒活動時，聊到上網的話題，她滔滔不絕，由

於照顧家人的關係她無法和一般同儕一樣到外面遊玩，因此在家上網幾乎是她唯

一的休閒活動，也是她獲得喘息與抒發心情的管道。但由於小蓉年紀較小，對於

許多問題較無法完整深入的回答，對於感受的描述也僅能淺略地帶過。 

 

壹、 擔負照顧者角色的緣由 

『那阿公就比較疼我阿，他就只要我照顧，阿我弟又不會幫忙，所以⋯。媽媽有

想請人來幫忙，還在考慮，主要是因為阿公不要，他就只要我來弄。』 

一、家庭情境概述 

我現在唸國二，跟阿公、媽媽、弟弟還有妹妹住在一起，啊我是老大，弟弟

現在小學一年級 (A4-1-1)。阿公現在七十幾歲了，他是今年一月的時候從醫院

回來之後就行動不便阿，需要人家扶(A4-3-2.1)。然後妹妹今年五歲，她是那個

腦性麻痺，她白天都在那個特教學校，有時候我會教她念唸字阿、教她國字啊、

ㄅㄆㄇㄈ之類的，她都知道，或是有時候跟阿公看一些台語的連續劇，她也是知

道阿，她就會乖乖在那邊看(A4-1-2)。 

 



二、受照顧者的失能情況及照顧任務內容 

 我每天要幫阿公洗澡、換衣服、餵他吃飯這樣(A4-3-1)。他會跟我說話，

就是行動比較不方便而已(A4-3-2.1)。妹妹就是手腳有點萎縮，手都緊緊握著，

把它打開它還是會自己縮回來，還有就是語言的問題，好像是嘴巴這裡可以叫，

但是要講話的話就比較沒辦法發出聲音阿，而且有的動作她也不能做阿，都要靠

家人的照顧，如果她有哪裡不舒服就會用哭的。我都會幫她包尿布阿，就是三餐

換，中午換一次、晚上吃飽飯換一次，睡覺前再換一次，吃飯要餵她吃這樣

(A4-1-3)。她是從小出生就這樣子了，除了上課時間之外，其他時間都是我在照

顧她，我大概國小三年級就開始照顧她了，我們的感情很好啊(A4-3-4)。 

 每天早上上學之前要先扶阿公起來客廳坐，然後幫妹妹弄好，叫弟弟起床，

去外面買早餐，因為我起來的時候媽媽還沒起來，然後帶弟弟妹妹去上課，學校

有給我一個證明可以不用參加早自習，因為我要送弟弟妹妹上學所以趕不上，老

師知道就有通融阿，所以我只要八點到學校就可以了，然後下課就直接回家阿，

就是一直重複，幫阿公弄到他躺在床上之後我就去作自己的功課，妹妹會在旁邊

聽音樂 (A4-3-6)。 

 

三、家庭成員的角色與分工 

因為我媽媽要工作比較忙，所以就只有我照顧阿公跟妹妹阿，我弟那麼懶，

他才不會幫忙(A4-2-1)。有時候如果我要去補習的話我媽可能會早點下班，回來

照顧妹妹餵她吃飯，假日的話就是我來照顧啊(A4-3-5)。如果我剛好遇到有考試

的話，可能我媽剛好比較有空就會幫我照顧啊(A4-2-3)。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那阿公就比較疼我阿，他有時候就只要我照顧，阿我

弟又不會幫忙，所以⋯。媽媽有想請請人來幫忙還在考慮，主要是因為阿公不要，

他就只要我來弄(A4-2-2)。 

我會覺得是應該的啦，我本來就是要照顧他們，因為我媽沒有空的時候，老

大本來就是要幫忙做些事阿(A4-2-4)，就是自己的親人阿，也沒辦法(A4-4-1)。 



我媽媽壓力也很重，又要負擔我的學費、補習費，我就比較沒有想說要讓她

照顧啊(A4-2-5)。在我們家就是媽媽負責工作我負責家裡這樣(A4-2-6)。 

貳、 擔任照顧者的感受 

『有時候很想離開家裡，不要在家就好了，但是不可能阿。』 

一、 照顧者角色的認知與態度 

阿公對我很好，以前身體很健康的時候都會帶我出去玩，他很好玩

(A4-3-3)。像我照顧阿公那麼久，他都不用說我就知道他需要甚麼(A4-4-10)。

那我妹妹的話她很安靜，只要放點音樂給她聽她就會自己乖乖的聽，如果是尿布

濕了或口渴她就會叫阿，我就會知道說她有甚麼狀況，所以不會很麻煩啦 

(A4-4-13)。 

只是家裡的事情幾乎都是我在做，有的時候也是會覺得說：「喔，很討厭ㄋ

ㄟ，人家都整理好了又給人家用亂」，啊叫又叫不動，就我弟啊(A4-4-21)！有時

候要整理東西，啊整理好過幾天又亂成一堆，罵他還是不聽，就很不乖就對了，

不幫忙還會弄亂，叫他弄他就會擺臭臉，很懶啊(A4-4-3)，那時候就會覺得自己

好可憐、好累喔..【苦笑】(A4-4-2.2)。 

我不會覺得那是一種壓力，反而是一種自己認為自己做的到的事情，我可能

就比較不會帶有甚麼壓力吧(A4-4-15)。只是會覺得累而已，因為很多事要做，

好像永遠都做不完這樣(A4-4-16)。 

在學校中午午休的時候因為要唸書，不能睡覺，所以回家都很累，回去就要

煮飯或是從外面買回去，弟弟都不會幫忙，妹妹回家就睡覺阿，無聊就在客廳玩

，還有要幫阿公跟妹妹洗澡阿，洗好就幫他們穿衣服，如果媽媽有加工的東西要

做就幫她做，如果沒有就弄弄家務事阿，整理一下東西，幾乎所有家事都是我做

的阿，如果我不在就是媽媽用的，就是把這些事情弄好才可以休息(A4-4-17)。 

可能就自己的時間比較少吧，像假日如果要跟同學出去的話可能時間就會比

較少。有時候媽媽早上要去菜市場買東西，可能很早就出門了，家裡就沒有人顧

阿，如果是假日的話我就會在家裡陪她，家裡一定要有一個人在家陪他們，如果



要全家出去的話就帶他們一起出去，不然就看是我或媽媽留下來照顧她

(A4-4-12)。有時候會很想一個人，我一個人在家裡就覺得很好，太多人覺得好

吵喔，很多人就覺得很煩，這邊叫那邊叫就覺得很累(A4-4-4)。 

 

二、 照顧責任對個體自我成長的限制與助益 

好的一面喔，就是可能會有鄰居說我孝順阿，長輩比較照顧我，有時候會拿

一些名產甚麼的送我的，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我很孝順阿，照顧家人很辛苦阿，

就會比較照顧我，可能想說我們家有困難阿，比較不會說遇到不會打招呼阿這樣

(A4-4-14)。可能就以後嫁出去比較賢慧吧【笑】，不知道耶(A4-4-19)。 

還有可能讓我以後出社會做事比較勤快吧，就是很願意幫助別人阿，比如說

看到別人有困難的時候會盡量去幫助吧，因為家裡有這樣子的人，就會想說大家

有困難就會互相幫助阿(A4-4-11)， 

 

三、 家庭生命經驗對人際往來、課業、未來安排的影響 

（一）人際交往 

我們全班都知道（家裡的狀況），老師講的，就老師問說有沒有在家裡洗衣

阿、煮飯幹嘛幹嘛的，然後就有講到我這樣子(A4-4-5.1)。全班都看我，我不喜

歡這種感覺，不想讓那麼多人都知道我家這樣，都已經很不好了幹嘛還要跟人家

講說自己家裡不好，反正別人也不會幫忙，知道又怎樣(A4-4-5.2)。 

我有好朋友阿，國小的，現在跟班上同學也不錯，只是他們約我出去玩，我

就沒有時間，因為要照顧阿公跟妹妹，要是媽媽不在我就不能出去，沒辦法阿

(A4-4-6)。 

 

（二）課業影響 

功課上面是還好，就是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花在唸書上面，弄好家裡那些事

情也就滿晚了，頂多就是把作業寫完而已，就比較沒有多的時間去唸，遇到考試

的時候就比較可憐（A4-4-19.1）。 

 

（三）未來安排：  



有時候很想離開家裡，不要在家就好了，但是不可能阿【洩氣的表情】，媽

媽不會答應，我也沒有那個勇氣，弟弟可能可以照顧自己，可是妹妹跟阿公就..

我是想說高中的時候搬出去，可是我怕弟弟不會照顧妹妹跟阿公，照顧的亂七八

糟(A4-4-18)。 

 

 

參、 壓力情境及因應方式 

『我就會跟自己講反正也只有這一次阿，反正到時候寫完功課，照顧完他們之後

就可以作自己的事情了阿，就覺得比較沒關係。』 

一、壓力事件 

被媽媽罵的時候，弟弟不乖的時候還有很累的時候，都會心情不好很難過，

弄很久被弄亂就覺得很煩，脾氣就來了，我就會罵他，像昨天我就在弄煎蛋然後

夾土司嘛，阿都已經用好啦已經不錯了，結果我只是去幫我弄個東西而已，回去

整個房間就亂成一團，又不弄好，就很生氣阿 (A4-5-5)。 

有時候會擔心功課，考試又很多(A4-5-1)。就是習慣了會限制自己在一定的

時間完成阿。我就會跟自己講反正也只有這一次阿，反正到時候寫完功課，照顧

完他們之後就可以作自己的事情了阿，就覺得比較沒關係(A4-5-4)。 

 

二、因應方式 

 有時候幫阿公跟妹妹弄到很累的時候會心情不好，那時候就把功課做完去

洗澡然後就去睡覺，不會跟人家講 (A4-5-2)。我就會自己在房間阿，把音樂打

開這樣子，有時候會跟朋友講，至少就是宣洩一下，不會跟媽媽講，因為是自己

的事阿，跟媽媽比較不好開口啦，所以可能不會跟她講阿，媽媽有時候也不知道

我們孩子在想甚麼，跟同學們講就比較多。同學也知道我的狀況，就是我們班上

有一個住在我家附近的鄰居，她跟我很好，我們家都人都認識她阿，就大家都很

熟，她也會來家裡玩。(A4-5-3) 



 弟弟妹妹的事情我就不會跟媽媽講阿，因為這樣他們會被媽媽罵，累我也

不會講阿，就想說弄完我就可以休息了(A4-5-6)。 

肆、 社會資源的運用及個別需求 

『希望能有多一點人瞭解家裡的狀況，希望有些人不要用那種鄙視的眼光來看那

些人阿。』 

一、社會資源 

錢的方面有政府補助阿，親戚沒有幫忙啦(A4-6-9)，因為我外婆、阿姨跟姨

丈都在○○（地名），我媽是嫁給原住民所以才搬到○○（地名）來，嫁給我爸

的時候是住在○○（地名），後來爸爸死掉了，家裡就都靠媽媽一個人(A4-6-7)。 

老師知道啊，可是也沒怎樣阿，還好啦 (A4-6-2) 有時候要繳錢就會減免這

樣，有去過我家一次，一年級的時候。就午餐費阿不用繳這樣。(A4-6-10)然後

有時候同學會來家裡玩也會跟妹妹玩阿，通常有兩三個比較要好的朋友會來

(A4-6-3)。 還有妹妹的老師，他有時候就會帶一些CD放給妹妹聽，說故事給她

聽，他們也會玩得很開心(A4-6-5)。 

 

二、個別需求 

還是會希望請人來照顧他們阿(A4-6-1)。那如果是不認識的人那不必了，不

知道耶，就覺得不認識、外人阿，如果是認識的人當然好阿(A4-6-8)。不要外勞，

外勞都會欺負人，就是要自己認識的。如果是醫院或政府派來的護士也可以 

(A4-6-4)。 

另外，還是希望能有多一點人瞭解家裡的狀況，希望有些人不要用那種鄙視

的眼光來看那些人阿，我妹妹是不會啦，妹妹就是笑容都掛在嘴邊，大家都會覺

得這個孩子不像一般小孩那樣自卑阿、自暴自棄那樣、脾氣暴躁等等，就是有看

ㄋㄚ，就是想說這孩子很好教吧，就比較沒有討厭的想法(A4-6-6)，可是她以後

也不知道會不會被別人歧視啊，多多少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