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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文獻進行回顧，同時探討跨國婚姻的脈絡，

再進一步地討論老人照顧與家庭照顧者相關概念，以及照顧工作與照顧者生活間

關係。 

 

 

第一節  相關研究回顧 

 

現存相關文獻當中的主要議題概念為何，與本研究涵蓋的討論面向有何關連

或異同之處，關乎本研究焦點所在。故在本研究開始進行前，就先前相關研究做

一番探討有其必要。本節主要將過去與本研究之研究議題有關的文獻資料分成兩

個部分來簡要討論，一是有關外籍配偶之研究；二是有關老人照顧與家庭照顧者

之研究。 

 

一、與女性外籍配偶相關之研究 

 

近年來，女性外籍配偶人數的增加，儼然成為台灣的第五大族。藉由跨國婚

姻進入台灣社會後，女性外籍配偶所遭遇到的困難、為社會所帶來的影響，都成

為各方關注之所在，相關的議題也一一被提出來做討論。其中與本研究議題有關

聯的幾個研究主題為： 

（1） 探討跨國婚姻構成因素與形成脈絡的研究有──《台越跨國婚姻現象之初

探》，係針對台灣與越南近年來大量的通婚現象，透過文獻分析與深度訪

談的方式，分別從台灣與越南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層面探討台跨國婚

姻形成的原因與現況、國家角色、仲介商角色、性別意涵（蔡雅玉，2001）；

《台越跨國婚姻市場分析：「越南新娘」仲介業之運作》，係以台灣與越

南兩地的婚姻仲介組織作為分析台越跨國婚姻的主要架構，採用質性研究

方法，透過文獻分析、參與觀察、訪談等方式蒐集台越婚姻仲介者、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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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台灣新郎、越南女子四方的資料，探討跨國婚姻的構成脈絡與趨勢

（張書銘，2002）。 

 

（2） 有關女性外籍配偶勞動力以及與勞動市場關係的研究有──《社會階層化

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勞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例》，係採質性與量化兩種

研究方法，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55位越南籍配偶，試圖解構台灣外籍配偶

勞動現象，並探討跨國婚姻所形成的女性勞動力移動、台灣的外籍新娘在

「生產力」上的雙重身份－工作的生產力（productivity），以及家庭的生

產力（fertility）。 

 

（3） 有關女性外籍配偶來台後的婚姻調適與生活適應問題之研究包括──《澎

湖縣外籍新娘生活經驗之探討》，係以質性研究方法，探討居住在澎湖地

區的外籍配偶在生活適應、夫妻關係、家人互動以及生活學習等面向的生

活經驗（朱玉玲，2002）；《外籍新娘社會適應之研究：以越南新娘為例》，

研究地區為台北市，係以質性研究及量化研究並用的方式，透過問卷調查

與訪談方式來蒐集資料，主要在瞭解外籍配偶在文化、生活、心理、婚姻

四方面的適應情況以及生活上的需求（李萍、李瑞金，2002）；《外籍新

娘生活適應與婚姻滿意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以台灣地區東南亞新娘為

例》，係以量化研究，針對287位外籍配偶以問卷調查方式來進行研究，

主要在瞭解外籍配偶來台結婚的動機，以及婚後的生活適應與婚姻滿意兩

者間的關係（呂美紅，2001）；《澎湖地區國際婚姻調適之研究：以印尼

與越南新娘為例之比較》，此研究係以澎湖地區的印尼及越南配偶為研究

對象，採質性與量化並用的方式，以問卷調查配合深度訪談進行，探討此

地區外籍配偶的跨國婚姻脈絡、國際婚姻仲介管道建立之樣貌以及印尼配

偶與越南配偶之間在生活適應上的差異性比較（陳庭芸，2001）；《南洋

到台灣：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婚姻與生活探究－以台南市為例》，係針對

居住在台南市的65位外籍配偶為對象，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過參與觀察

及深度訪談來瞭解外籍配偶來台後的生活與婚姻狀況，並探討此新興的跨

國婚姻家庭型態所衍生出的社會現象（鄭雅雯，2000）；《國際遷移之調

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例》，係針對彰化縣社頭鄉的65位越

南、泰國與印尼外籍配偶，以文獻蒐集及質性研究之深度訪談方式，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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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的人際關係網絡、與原生社會的連帶關係（經濟援助）

以及此類婚姻對地方文化的影響層面（蕭昭娟，2000）；《東南亞外籍新

娘在台生活經驗與適應歷程之研究》，係採質性研究，深度訪談6位來台

居留的外籍配偶，探討跨國婚姻為其生活帶來的改變、語言與人際互動上

的處境、家人間的互動關係及生活學習與調適過程等（顏錦珠，2002）。 

 

從上述探討跨國婚姻構成因素與形成脈絡的文獻中可看出，跨國婚姻脈絡下

的勞動結構與婚姻真實圖像，可作為本研究在釐清跨國婚姻背景下婚姻型態的一

種參照。另外，關於女性外籍配偶來台後的勞動力呈現文獻，可作為本研究探討

女性外籍配偶在照顧工作與就業關係時的論證依據。而有關女性外籍配偶來台後

的婚姻調適與生活適應問題方面的研究，則讓研究者瞭解女性外籍配偶來台的處

境與適應間會產生某種關連性，對扮演家庭照顧者的外籍配偶而言，她們也有適

應與自我調適上的課題需要面對。 

 

二、與老人照顧與家庭照顧者相關之研究 

 

國內目前有關老人照顧者的研究不勝枚舉，與本研究所關心的失能老人照顧

與家庭照顧者議題的相關研究依研究主題可分為幾個部分： 

（1） 探討照顧與社會網絡關係的研究──《臺灣地區老人照顧與社會網絡關係

之研究》，係採量化研究方法，以「臺灣地區老人生活狀況調查」作為分

析的資料來源，針對臺灣地區六十歲以上的老人，採分層多段等機率抽

樣，分析臺灣地區老人照顧提供者與分工情形、探討影響老人選擇自我照

顧與社會網絡成員照顧之相關因素以及影響老人選擇家庭照顧或非家庭

照顧之相關因素（吳味鄉，1992） 

 

（2） 探討女性照顧者照顧角色與照顧責任等關係之研究──《女性照顧者角色

之成因、處境及其福利政策分析──以失能老人的家庭照顧為例》，係以質

性研究方法，瞭解女性照顧者角色成因與女性照顧者的困境與需求，並探

討西方先進國家女性照顧者福利議題的歷史發展與爭議，最後對我國女性

照顧者的福利措施提出策略性建議（陳景寧，1995）；《家庭中婦女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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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角色形成因素與照顧過程之探討─以失能老人之照顧為例》，乃採取質

化研究的深度訪談策略，訪談了 12 位照顧失能老人的女性家屬，探討女

性照顧者的形成因素、其在照顧過程中錯綜複雜的情緒、照顧脈絡下的家

庭互動以及照顧者對福利服務的看法。並根據研究結論提出在政策意識型

態上以及實務上的建議（溫秀珠，1996）。 

 

（3） 探討女性照顧者在老人照顧與就業間的關係之研究──《婦女擔負老人照

顧與就業責任處境之初探》，係採用質化研究的深入訪談法，計訪問 12

位從事全職工作的女性老人照顧者。瞭解職業婦女照顧家中老年親屬的情

形及其經驗，並探討婦女兼顧「就業與老人照顧」之經驗感受、職業婦女

為兼顧「就業」和「老人照顧」所採取之因應策略，以及分析職業婦女歷

經不同處境及採取相異因應策略之原因（陳郁芬，1998）。 

 

（4） 探討各類老人照顧者生活調整與照顧負荷的研究有──《居家失能老人主

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及相關因素之探討》，係採量化研究方法，以 65 歲以

上失能老人及其主要照顧者為問卷調查對象，探討居家失能老人主要照顧

者生活品質的狀況以及基本特質、照顧者負荷、社會支持與生活品質的相

關性（劉欣宜，2000）；《都市家庭中失能老人與主要照顧者調整生活方式

之研究》，是以質性研究法中的紮根理論研究法蒐集、分析資料，就台北

地區住在家中的失能老人及主要照顧者，作為研究對象，以訪談法及觀察

法蒐集資料，探討在老人失能發生之後，透過互動行為對於失能老人及其

主要照顧者生活調適過程所產生之影響（郝溪明，2000）；《失智老人家庭

照顧者之負荷與支持性服務需求之探討》，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目前失智

老人家庭照顧者之負荷及其支持性服務之需求，並探討負荷與支持性服務

需求與其相關因素之關係。研究採量化研究，有效樣本為 110 位（林敬程，

2000）。 

 

（5） 有關照顧者自我充權方面的研究－－《主要照顧者參與照顧過程中自我充

能之初探─以失智症為例》，係採茁根理論﹙ground theory﹚研究法。研

究目的為建立失智症老人的主要照顧者參與照顧過程中自我充能過程的

概念性理論。以半結構式訪談指引進行深入訪談，理論性取樣共九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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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參與研究（車慧蓮，2002）。 

 

（6） 探討照顧者正向照顧經驗感受的研究──《探討失能老人家庭照顧者的照

顧正向經驗》，係以質性研究去探索失能老人家庭照顧者的正向經驗及相

關因素，研究對象為失能老人之家庭主要照顧者，共訪談 10 位家庭照顧

者。採質性資料分析法，歸類出照顧者正向照顧經驗的世界，並探討照顧

者正向照顧經驗之相關因素（何瓊芳，2000）。 

 

（7） 針對特殊照顧者身份的研究──《少年家庭照顧者之生命故事》，係由少

年家庭照顧者的觀點，詮釋自身之照顧歷程。透過敘事研究法深入少年家

庭照顧者的內心世界，探討少年家庭照顧者角色形成因素、照顧歷程之主 

觀感受與經驗詮釋、承擔照顧責任對少年發展的影響、因應壓力方式以及

社會福利層面及個人之需求（吳宇娟，2004）；《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究》，

係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深入訪談十二位正在從事家庭照顧工作的男性。並

透過性別關注的角度切入家庭照顧議題，以國內佔三至四成的男性照顧者

為對象，瞭解我國男性家庭照顧者的獨特照顧經驗（陳奎如，2002）。這

兩個研究對於本研究有很深的啟發性，藉由對照顧者議題的關心，在聚焦

在某一特殊對象的照顧者身上，促成本研究的針對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議

題的思維脈絡。 

 

此外，《老人家庭照顧者僱用外籍家庭監護工對照顧關係影響之研究》，係以

女性家庭照顧者的觀點，來探討僱請外籍家庭監護工對於照顧關係的影響，採用

質性研究方法，以深入訪談法為主、非結構式直接觀察為輔（曹毓珊，2002）。

探討的對象，其照顧者的身份雖為「類家人」關係而非真正的家人，但此研究將

照顧議題與外籍照顧者連結在一起，是現存文獻中少有的研究面向。故可見，目

前針對外籍配偶的照顧議題仍十分缺乏，但在外籍配偶人數日趨增加的今日，此

問題面卻是一個值得深入探索區塊。 

 

根據以上的研究，可以歸納出成為老人照顧者的照顧歷程、可能的照顧負荷

與經驗感受、照顧與就業、照顧角色與責任以及照顧過程中照顧者的自我充權，

對本研究在探討女性外籍配偶家庭照顧者的思考面向，具有指引性作用。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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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缺乏女性外籍配偶照顧經驗相關研究及概念尚不十分明瞭的情況下，本研

究擬以質性研究方法，採深度訪談並配合觀察法探究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內心

世界，以瞭解女性外籍配偶家庭照顧者的照顧現況及其生活經驗。 

 

 

第二節  跨國婚姻脈絡 

 

在揭開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來台從事老人照顧工作樣貌的面紗之前，有必要

對整個跨國婚姻脈絡（包括跨國婚姻的形成、發展、婚姻型態）做一番探討。瞭

解跨國婚姻家庭的形成與脈絡，對成為照顧者的女性外籍配偶在家中提供照顧的

處境就能初步洞察其間的關連性與存在的作用力。 

 

「跨國婚姻」是指來自不同國家、種族的男女雙方所締結而成的婚姻關係。

其形成的原因可能是留學、移民、工作或透過婚姻仲介（陳明利，2005）。而「跨

國婚姻家庭」（The family of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即是在此脈絡下所組織

而成的一種家庭型態。構成跨國婚姻的原因有許多，往往不是單一因素就可以涵

蓋，甚至每一個個案都是獨一的情況。但如果就現存的文獻和研究資料來作分

析，是可以呈現某種代表性結果。鄭雅雯（2000）認為台灣外籍配偶的現象，在

鉅視結構分析上無法脫離台灣的經濟發展，乃至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或資本主義

運作的系統。在這些隱形的力量洪流裡，受到全球化國家位階的情勢擠壓，邊緣

的男女勞動者以婚姻作為生存交換的移動。另外，Harry H. L.Kitano 等學者從性

別角色研究跨國婚姻，認為族群和個人對婚姻和性別角色的期待，會增加他們跨

國聯姻的機會 （引自陳佩瑜，2002）。故，瞭解造成此一跨國婚姻形式的發展

與形成原因後，才能對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在台處境有所體認。同時，有助於探

究在東南亞外籍配偶成為家庭照顧者後，台灣家庭與社會是如何對待她們的。 

 

一、台灣跨國婚姻的形成與發展 

 

根據國內學者的說法（王宏仁，2001；李萍，2002；夏曉鵑，2000；薛承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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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慧芬，2003），台灣跨國婚姻的形成有其時間發展歷程。早期，可能因為留學、

移民或工作因素而形成。1970年代晚期至1980年代初期，少數華僑為退伍老兵媒

介擇偶對象。1980年代中期，台商陸續至東南亞投資後，越來越多處於婚姻市場

邊緣的未婚男性基於傳宗接代考量而迎娶外籍配偶；當時，以泰國和菲律賓外籍

女性配偶人數最多（葉肅科，2004）。靠婚姻遷徙來尋求經濟保障的故事重複上

演著。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蔓延以及投資政策的推波助瀾，以及台灣政府在一九

九四年推動「南向經濟政策」後，這條跨越國界的千里姻緣不斷的在台灣擴張(陳

麗玉，2002)，也造成迎娶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的跨國婚姻現象大量增加。 

 

二、台灣與東南亞地區間的跨國婚姻之形成原因 

 

隨著旅行、跨國工作、移民造成跨國通婚現象的增加，跨國通婚是全球普遍

的現象（Cahill,1997）。綜合歸納現存研究與文獻資料後，可以從婚姻市場結構、

經濟因素、個人因素及其他因素等方面來探討跨國通婚的形成： 

 

1. 台灣婚姻市場需求 

影響婚姻市場的結構因素包含族群的大小、族群的異質性及族群中兩性比例

（Fu & Heaton,2000；Hwang & Saenz & Aguirre, 1997），一個族群中適婚年齡人

口，兩性比例若出現不均衡的現象，有供需的問題，則族群中人數較多的性別，

便受到相當程度的壓力而必須選擇外婚(Fossett & Kiecolt,1991；Fu & Heaton, 

2000)，在台灣，東南亞外籍新娘的增加也驗證國際通婚確實提供兩國男女婚姻

瓶頸的出口（夏曉鵑，1997）。依內政部統計處資料，台灣適婚年齡人口結構，

男性普遍多於女性，因此，男性只好選擇外婚。而東南亞女性就在這樣的環境因

素下，成為台灣男性外婚的考慮對象。 

 

在傳宗接代壓力與傳統婚配觀念之影響下中國人特別重視子嗣繁衍的觀

念，所以會透過婚姻的結合來達到目的。(鄭義雄，1966：3；張佩瑜，2000：28)。

然而在中國傳統婚姻中，男女受「上嫁婚配」與「門當戶對」之影響，女性通常

擇偶對象會以社經地位比自己高的男性為範圍，或在婚姻選擇過程希望對方條件

能與自己相近。因此處於台灣社會結構轉型之下的男性，尤其從事農漁業一級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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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二級產業藍領階級的男性，他們通常經濟所得不穩定、教育程度較低，形成

一群社會階層的弱勢團體，在婚姻市場中難以尋找合適結婚對象（周麗端，1999：

96）。因此在國際婚姻管道開放之際，外籍新娘婚嫁到台灣的比例就急速增加（陳

庭芸，2002）。潘淑滿（2004）認為會選擇與東南亞女性通婚的男性，可能由於

居住邊緣地帶，也可能由於職業、身心障礙或年齡等因素，在工業化和都市化過

程，被貼上「沒出息」的標籤。這幾種的社會邊緣位置讓這些男性在婚姻上挫敗，

娶不到老婆，因而才願意花大把鈔票透過仲介公司，從印尼、菲律賓、泰國與越

南等東南亞國家「購買」新娘。這種因兩性擇偶過程中，並非位於同等地位的選

擇機會之「婚姻坡度」（Elder, 1969,520-533）而促成的跨國婚姻，在台灣中下

階層發生的情況十分常見。 

 

2. 經濟因素（/政治因素） 

移民的基本動機可以分成：「生存的需要（Basic needs）」與「成為人的心理

需要（Being a human needs）」（鄧繼強，1993）。前者乃所謂的「經濟移民」，即

人為了生存的物質需求，從缺乏資源之處遷徙到較富裕的地方。多數從移動策略

研究女性跨國婚姻者皆認為，經濟因素為女性移民接受跨國婚姻的主要原因（Del 

Rosario, 1994）。Fan和Huang（1998）也曾提出，女性之所以選擇外婚，是出於

經濟考量，希望由此提高自己的階級。可見婚姻移民的背後錯綜複雜的因素中，

總與金錢脫離不了關係。而這也是現今台灣社會出現跨國婚姻現象的主要因素之

一。夏曉鵑（2002）在其研究美濃地區的印尼新娘博士論文中指出，印尼新娘之

所以願意遠渡重洋嫁來台灣，除了因為台灣經濟發達外，原鄉生活貧苦更是令她

們想離開印尼。劉美芳（2001）的研究也發現，菲籍女性乃因母國貧窮，希望改

善家庭經濟生活因而選擇嫁來台灣。故，經濟因素促成東南亞女性婚配來台在許

多研究發現中屢見不鮮。 

 

回顧東南亞各國的歷史卻可發現，經濟因素常起因於政治的動盪與不安。東

南亞各國戰後在經濟發展上，60 年代東南亞諸國以農業為主，都市人口少，教

育水準低，私人工商業中產階級無法形成，加上民族複雜，在各種政治力量鬥爭

下，無法提供有效的社會穩定，黨派鬥爭愈演愈烈，導致經濟更加惡化（張存武，

1997）。在顧長永（1995）的研究中也發現，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印尼、高棉、

緬甸、寮國、菲律賓等國均因政治上動盪不安，造成經濟發展受限，人民生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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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與失業壓力。大環境不安定的狀況下，對經濟的需求容易導致女性身體自主性

受到剝奪、物化（或商品化）。也因此，與東南亞國家女性的通婚往往具有金錢

的買賣關係。同時，這也是迎娶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家庭權力失衡的主要緣由。 

 

3. 個人及家庭因素 

影響個人選擇跨文化通婚意願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個人對婚姻和性別角色期

待（Kitano,1984）。個人的愛情觀、人際網絡、與外界接觸的情形（王宏仁，2000），

或是若個人較低的道德依附或是個人有較多的機會與其他族群接觸也都可能造

成跨文化婚姻（Lieberson & Waters,1988）。在台灣許多縣市及鄉鎮的外籍配偶

蔚為風氣：夏曉鵑（1997、2000）在高雄縣美濃鎮的研究、陳庭芸（2002）與朱

玉玲（2002）所做的澎湖縣東南亞外籍配偶研究等地，都有東南亞地區外籍配偶

聚集的現象。相關報導與研究調查的資料顯示，這些所謂的「外籍配偶村」中，

有許多是經由友人或已嫁來台的親屬所引介與影響，因而轉嫁到台灣，她們決定

遠嫁來台的因素也是在個人認知的推力與在台家屬親友的拉力下所交織而成。 

 

4. 其他因素 

（1）地域與文化：東南亞的華人（包含有中國血統之稱）分布較多，在華人的

血統背景下，也是另一個外籍新娘較多來自此地的主要原因。根據僑委會（2005）

僑務統計，海外華人人口截至民國九十三年底止，約為3,808 萬人(不含香港、澳

門)，較上（九十二）年增加57萬人左右，成長率約為1.5％。亞洲各地區華人約

計有2,934萬人，占全球華人人口數之77.1 ％；其中東南亞各國華人人數分別：

印尼7,463,404華人，泰國7,254,261華人，越南1,246,845華人，菲律賓1,139,243

華人，緬甸1,090,087華人，柬埔寨336,124華人（所列海外華人人口數，不含香

港及澳門地區）。同時，東南亞華人多來自廣東、福建沿海省分，在文化、生活

層面與台灣漢人相似。陳怡（2000）就曾指出，台灣與東南亞國家先民都是來自

中國，許多習俗都是延續中國傳統。因此台灣娶外籍女性的家庭除了考量東南亞

國家在距離上較近外，其華人原鄉的生活與文化相近也是其原因（陳庭芸，

2002）。 

 

（2）價值觀的改變：Kitano（1984）在研究亞美的跨國婚姻中發現，族群的規

模、凝聚力、受教育及就業的機會、社會互動也是影響族群外婚之主因。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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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氣漸開放也較能接受異族通婚（Fu & Heaton, 2000）。台灣近年因許多台商紛

至東南亞一帶設廠，加強了兩邊的經貿互動，也促使兩邊通婚的可能性（王宏仁，

2000）。夏曉鵑（1997）指出，「南向政策」不僅僅促使台商前往東南亞投資增

加，也同時帶動跨國婚姻的形成。此時跨國婚姻也由原本早期的當地華僑介紹形

式，轉換成職業仲介介紹人的形式，甚至轉成由觀光旅行團到當地進行相親活動

的形式。因為遷移量的增加能夠促進兩地間人民互動的機會，也有利於遷移者在

未遷移前即開始接受遷入地的涵化。這種社會動力是遷移的主要力量（廖正宏，

1985）。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愈來愈多的東南亞女性藉此遠嫁至台灣。 

 

三、跨國婚姻的型態 

 

根據伊甸基金會（2005）對外籍配偶在實務的關懷及相關探究後發現，按

Maslow 五大需求層次的滿足與否來進行分析，國內男性與東南亞地區女性所形

成的跨國婚姻型態有以下幾種類別： 

 

1. 自由戀愛型 

因政府鼓勵南向政策，不少企業轉向東南亞投資，亦進而帶動了東南亞的旅

行。所以有不少因工作或旅遊之互動而結識成婚。此類型的跨國外偶，通常居住

在母國的都會區，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教育水準相對較高。在成婚前，往往會有

一段時日的交往，較屬於自由戀愛型的婚姻。此類型的婚姻對女性外籍配偶而

言，比較能滿足其生理、安全、感情、尊重（以內部尊重為主）及自我實現等

Maslow 所提之五大需求，且相對的其成本較低。 

 

2.婚姻仲介型 

主要是透過正式的婚姻媒合仲介公司或以來台之親友介紹，媒合的選擇權大

部分在男方，女方只有被動的選擇權（被男方選中後女方表示同意與否）。而這

樣的過程通常需付給第三媒合者費用。若以家庭價值來界定，此婚姻可以分為三

類： 

（1）相親型：男女雙方的期待在於共組一個家庭，因此即使是透過仲介貨幣型

的交易、短暫的結識即成婚，但雙方仍在成婚後努力建立彼此的感情基礎。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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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婚姻通常能滿足生理、安全及感情上的需求。但由於目前此類型婚姻，多數

男方家庭仍對女性外籍配偶採取比較保守的作法，會擔心外籍配偶學習成長快，

變得太聰明、愛比較等，而容易限制其社交與自我成長的發展。因此在尊重與自

我實現兩層次的滿足較為薄弱。 

（2）交易型：男方認為配偶是「購買」的，需創造出等值或超值的價值，而女

方認為跨國結婚主要是要提升自我或娘家的經濟。因此男方多會以傳宗接代、家

庭勞務、工作勞務以及照顧家人來計算其配偶的價值。另外，女方則會以取得男

方的「經濟」為努力方向。此類型的婚姻通常只會侷限在生理需求層次的追求，

相對的，安全、感情、尊重及自我實現四層次的未滿足，則易形成家庭的負面成

本。 

（3）混合型：一方是期待建立美滿的家庭，另一方則著重於結婚及結婚後的經

濟價值，亦即上述的「相親型」及「交易型」的混合。此類型婚姻中，彼此期待

的落差，同樣會侷限在生理層次的滿足，或許可以得到部分安全與感情層次的滿

足。但相對的，其可能為滿足的部分，如安全、感情、尊重及自我實現，易形成

家庭的負面成本。 

 

若按內政部（2004）《九十二年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報告》，則可

窺知外籍配偶與國人認識方式的現況為：受訪外籍配偶以親友介紹比例最高為

46.5％，其次為婚姻仲介占 35.9％；按性別分，女性以親友介紹比例最高為 48.0

％，其次為婚姻仲介 37.8％；按年齡分，年齡層愈低婚姻仲介比例愈高，年齡層

愈高自行認識比例愈高；按教育程度分，教育程度愈低婚姻仲介比例愈高，教育

程度愈高自行認識比例愈高（見表 1）。 

 

 

 

小結 

 

從相關文獻及內政部的調查統計資料可以得知，在台灣婚姻市場漸失平衡之

際，台灣挾經濟相對優勢的條件，吸引愈來愈多的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婚配遠赴

來台。在這樣的跨國婚姻脈絡下，這群來自南洋的媳婦，通常身負傳宗接代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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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同時也提供適時的照顧人力，來從事家庭內失能老人之照顧工作。而當來台

背景的不同，是自行認識、透過親友介紹、抑或是伴隨金錢交易的仲介管道，對

來台擔任家庭照顧者的她們而言，很容易反映在家人的態度與互動過程中。因為

婚姻仲介往往與金錢交易脫不了干係，經濟優勢觀感再加上存在台灣社會已久的

「家庭主義」意識型態，對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的照顧處境的影響值得我們花時

間去探究。 

 

 

表1 外籍配偶與國人認識方式 

                                           單位：人；% 

合計 婚姻仲介型 

  
人數 百分比 婚姻仲介 親友介紹

自由戀愛型

（自行認

識） 

其他 

外籍配偶 82,358 100.0 35.9 46.5 17.0 0.5 

   性別  男性 4,243 100.0 1.7 19.4 77.8 1.0 

         女性 78,115 100.0 37.8 48.0 13.7 0.5 

年齡別       

15-24 歲 36,743 100.0 44.8 49.4 5.5 0.4 

25-34 歲 33,554 100.0 32.5 46.2 20.8 0.6 

35-44 歲 8,861 100.0 21.1 38.2 39.9 0.8 

45-54 歲 2,353 100.0 13.8 40.8 44.6 0.9 

55-64 歲 642 100.0 5.5 39.9 53.9 0.8 

65 歲以上 205 100.0 2.4 36.1 60.0 1.5 

教育程度       

不識字 2,361 100.0 47.3 45.0 7.2 0.5 

國中、小學、

自修 
54,790 100.0 40.4 48.5 10.6 0.5 

高中、高職 17,451 100.0 30.5 48.1 20.7 0.6 

大專以上 7,756 100.0 13.2 29.2 57.1 0.5 

◎資料來源：研究者修改自《九十二年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報告》 (內政部，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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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老人家庭照顧與家庭照顧者 

 

照顧可以視為某一類型的活動，包含了維持、持續和修復我們世界的行動，

因此我們才得以生活於此（Fisher & Toronto,1990:40）。談到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

家庭照顧者議題時，關於老人照顧與家庭照顧者的討論是必要的。藉由既有相關

文獻資料的分析，在針對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此照顧人口群進行研究的同時，能

夠相互比對，從中釐清此類型家庭照顧者的實際照顧面貌。 

 

一、照顧的概念與意涵 

 

Blumer認為「照顧」包含三大部分，一為身體的照料，此為最親密的部分。

二為物質及精神的支持；在這層面中則不包括身體方面的接觸，主要是在物質方

面的支援，如家事的工作、逛街、金錢的管理等，以及精神方面的支持，如拜訪、

社會接觸等。三為其他社會福利的關心，如資訊的提供等（引自王春雅，1998）。

吳味鄉則認為，「照顧」是指照顧者對被照顧者提供身體上、物質上、以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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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溫秀珠，

1996）。這種定義在下面的例子中同樣可以看見，Graham認為照顧是由照顧活

動與照顧情感所組成。她同時定義這兩個照顧的構成要素為：對其他人感到關心

並對其福祉（well-being）負責。且照顧需要愛與勞力（love and labour），認同與

活動（identity and activity）並存。同樣地，Gillian Dalley將‘caring’與‘caring about’

做區別；‘caring for’是指任務取向，然而‘caring about’是指照顧者對其他人的感

覺。而兩人都將照顧定義為「行動與感覺的結合」（combination of doing and 

feeling）（引自Schofield, Hilary et al., 1998）。從上述學者對「照顧」一詞的界定，

不難發現，照顧工作不但有體力上的付出之性質，在照顧的同時，也具情感上相

互交流的成分在。 

 

二、照顧的本質 

 

其實國外許多關注女性照顧議題的學者，不斷地在找尋一個更適切能用來解



 21

釋「照顧」的定義，包括從勞動力、公私領域以及意識型態等角度去探討，希望

能找到一個最符合公平正義與性別平等的詮釋。挪威的社會學家 Kari Wareness，

在 1984 年時即提出了一種照顧的類型學，解決了公共的（或正式照顧）與私人

的（或非正式照顧）之間的區分，且著重於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權力關係以

及照顧工作實際涉入的情形。她將照顧分為三種不同的類型（引自 Ungerson Clare, 

1990）： 

 

1. 個人服務照顧（personal service care）：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是一種不平等的

關係。被照顧者處於較高的社會地位，且照顧者所提供的服務是被照顧者能自行

提供的。典型的例子為婦女為丈夫、較大子女及其他成年家庭成員所提供的服務

（如妻子替丈夫拿拖鞋）。此個人服務也可發生於有酬工作的領域，例如家庭幫

傭。 

 

2. 照顧提供工作（care-giving）：在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中，被照顧者

因疾病、殘障或年幼而無法自我照顧，處於依賴和無助的地位。此種照顧是持續

且可靠的。此外，不論在公私領域或無酬有酬工作，此種定義皆適用（如育嬰所

護士、照顧嬰兒的母親）。 

 

3. 自發性照顧工作（spontaneous care）：此種出於自發性的照顧工作不具持續

性，也不可靠。在無酬有酬的工作領域皆可能發生自發性照顧（如鄰居間的協助、

同事間有人生病時的相互支援）。 

 

這是一種打破有酬／無酬、正式／非正式二分界線的照顧類型分類。其他學

者方面，Graham（1993）認為，「照顧」並不是一個理論性的分類，它是一個描

述性的概念，就像是家事、製造業的工作一樣。她所提出的這個統一之照顧概念，

可以描述所有以人為中心的照顧工作，並提供一個參考點。同時，她藉由照顧之

七個面向不同的組合，來呈現不同的照顧類型（見表 2）。另外，Waerness 則認

為照顧和服務在概念上應有所區分。在北歐模式中，照顧包含關懷(care about)、

服務(service)和照料(care for)三種意義，它包含了大量的體力勞動及親屬間的責

任義務，並與情感或愛密切相關（引自劉梅君，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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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東南亞女性配偶成為家庭照顧者之時，雖然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雙方是

來自不同的國度，有不同的習慣與文化。但如同一般家庭照顧者，在東南亞女性

外籍配偶從事照顧工作的背後呈現出來的，皆是由身體勞務與情感付出所交織成

的照顧者圖像。 

 

表2  照顧概念之分析 

◎摘自 Carol Thomas（1993:656-657） 

 

 

 

   不同學者

看法 

 

照顧的 

七個面向 

Graham 

1980s 

Parker 

1981 

1991 

Graham 

1990s 

Ungerson 

1990 
Unified 

照顧者的社會

身份 
女性 成人 

性別 

種族 

階級 

性別（亦會擴及種

族與階級） 

性別（主要是女

性） 

被照顧者的社

會身份 

健康及依賴的

成人與兒童 

依賴者 

兒童 

健康及依賴的

成人與兒童 

健康的兒童依賴

者 

健康及依賴的

成人與兒童 

照顧者與被照

顧者間的關係 
親屬 

親屬 

朋友 

鄰居 

親屬 

非親屬 

親屬 

非親屬 

親屬 

朋友 

鄰里 

暫時性或專業

服務 

照顧的本質 
再生產的工作 

愛與勞務 

看護工作

（tending） 

再生產的工作

愛與勞務？ 

首要：工作活動 

次要：情緒狀態 

工作活動 

情緒狀態 

社會領域 私/家領域 
公私領域 

正式或非正式 
私/家領域 

公私領域 

正式或非正式 

公私領域 

正式或非正式

經濟關係 無酬 有酬或無酬 有酬或無酬 有酬或無酬 有酬或無酬 

制度化場域 家庭 

家庭 

社會與健康服

務場域 

家庭 

家庭 

社會與健康服務

場域 

種類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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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人照顧的特性 

 

老人的社會照顧體系（或稱社會支持系統）係指提供給老人的廣泛支持。更

具體來說，按 Munday 的說法，社會照顧是指由家人、親戚、朋友和鄰居提供的

非正式支持，以及由社會服務機構與其工作人員所提供的正式服務（引自呂寶

靜，2001：004）。所以老人的（社會）照顧體系大致可分成非正式照顧體系及正

式照顧體系。在非正式照顧中，成人子女常會成為失能老人主要的照顧者，他們

常是情感支持、交通接送、財物及日常生活協助的來源（Montgomery & Rhonda, 

1992）。而在非正式照顧體系中，由家人對老人提供的照顧，即稱為「老人家庭

照顧」。 

 

老人家庭照顧屬於私領域勞動的範疇，因此在其本質上與其他私領域勞動，

如家務勞動及育兒工作等有相似的特性，同樣屬於「再生產（reproduce）」的活

動，不具市場交換的價值，容易被當作「女人的工作」。而「老人照顧」異於「家

務勞動」之處，係照顧者隨時必須回應老人的需求，無法按進度預先安排，因而

老人照顧者相較家庭主婦，更缺乏對工作的自主權與控制權。而「老人照顧」異

於「兒童照顧」的部分，在於照顧老人面對的是失能且將日趨衰弱的事實，同時

必須重新釐清自己與老人之間的角色關係，面臨因老人關係改變而產生的掙扎與

矛盾，處理失能老人的沮喪與反抗等情緒（陳奎如，2000：2-2、2-3）。Braithwaite

曾試著探索「照顧一個健康嬰兒」與「照顧一個無法自我照顧的成人或老人」之

間的差異。他指出兩者的照顧經驗都限制了照顧者的社會生活、工作機會、財務

和自由，並造成其家庭局勢的瓦解。而兩者間最大的不同在於：照顧一個健康的

小孩是一種驕傲與情感的處理，很少被理解為一種負擔；但照顧一個失能的家人

時，負擔卻是存在的（引自 Schofield et al.,1998）。從以上的說明可以知道，老人

照顧是一段長時間的照護過程，照顧時間是無法預知與做選擇的，且需要耗費照

顧者的心力與勞力。在照顧過程中因應老人生心理狀態的起伏與改變，照顧者必

須隨時提高警覺，適度的調整照顧步調，可說是一種充滿未知與變數的照顧類型。 

 

四、家庭照顧者特質與照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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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照顧者的定義 

 

照顧者(caregivers)的定義，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說法是：「一

群因為年老、生病、身心障礙、意外事故⋯導致生活自理能力損的父母、配偶、

親人、朋友、鄰居⋯⋯對大部分的家庭照顧者來說，照顧是個年復一年，日復一日，

全天24 小時不眠不休的工作。」而潘英美與林萬億認為，所謂「家庭照顧者」，

乃是指不論年紀大小，只要在家內提供照顧給予因年老生病、身心障礙或意外等

而失去生活自理能力的家人而言。他們協助被照顧者的日常活動並且提供情感的

支持和負擔活費用（引自董香欗，2001）。另外，劉弘煌認為家庭照顧的模式亦

可按照家人參與的方式細分為究竟這位照顧者是單獨照顧者（solo caregiver）、

主要照顧者（primary caregiver）、次級照顧者（secondary caregiver）、或是潛

在照顧者（potential caregiver）（引自饒嘉博，2003）。綜合言之，一般所謂的

「家庭照顧者」為家庭內投入最多時間在年老被照顧者身上者，且其與被照顧者

間有親屬家人關係，具有「主要照顧者」的照顧意涵。 

 

（二）家庭照顧者的特質與照顧現況 

 

女性的生涯一直和照顧工作密不可分，小時候較大的女孩會被要求幫忙做家

事或照顧弟妹。長大結婚後，一方面要照顧年幼的子女，一方面要料理家務，直

到子女長大，父母或公婆也年老需要照顧（董香欗，2001）。「家庭照顧」等同

於「女性照顧」，在相關研究中可以清楚呈現。不論是國外或國內關於老人照顧

者的研究中，都可以明顯的發現主要照顧者以女性居多（楊佩琪，1990；湯麗玉，

1991；黃曉黎，1997；Haley, 1997；Chou, 1998；Duakin & Anderson-Hanley,1998；

Hoffmann & Mitchell, 1998）。由吳聖良、林豐雄、張瑛召、姚克明（1991）所

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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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238

位主要照顧者樣本中，以女性居多佔63.4%，關係最多為配偶，其次是媳婦；胡

幼慧等（1995）所做的「家庭照護失能老人的困境」一文中亦指出，老年病患照

顧者主要是女性，當病人為男性時，配偶照顧者有63%，由媳婦照顧者19%。當

病患為女性時，44%由媳婦照顧。邱啟潤所做的「高雄市居家照護個案的主要照

顧者綜合性需求」，在主要照顧者的特性上也出現類似的狀況：主要是病患的配

偶31.7％與媳婦30.8％，女性占75％（引自陳昱名，2003）。另外，邱惠慈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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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調查研究發現，照顧者以中老年為主，女性佔了近八成，與老人的關係為配偶、

媳婦最多，各佔三成，而就業的大約在四成左右（引自賴鵬聖，2002）。由以上

研究數據可以清楚知道，在家照顧的老人大多由家中無薪婦女照顧，關係以配偶

與媳婦為主（Rabins、Lyketsos、Steele，1999）。顯見台灣家庭照顧者的現況實

際上相當程度的反映出「照顧者女性化」的意涵（周月清，2002）。 

 

（三）家庭照顧者照顧內容 

 

吳淑瓊（1999）的研究報告指出，幾乎每一個主要家庭照顧者均提供家庭照

護協助，三分之二提供個人照護，另有三分之一甚至提供護理照護，協助處理金

錢者約佔五分之一。而提供協助的內容會因照顧者和老人的關係而異。家人提供

的照顧類別可包括：（1）簡單的接觸（如問安拜訪）、（2）建議或是資訊的提

供、（3）實際協助（如提供金錢或居家服務）、（4）照顧（著重於生病期間的

生活及個人照顧等）。劉弘煌將國外的諸多老人照顧類型綜合為下列五類，分別

是：疾病照顧、管理、精神支持、出外照顧及日常生活照料（引自饒嘉博，2003）。

同時，根據呂寶靜（2001：22）之研究，家庭成員對老人提供的協助一般可歸納

為四種：（1）協助老人吃飯、盥洗、穿衣服、洗澡、上廁所、移動等個人照顧；

（2）提供給老人工具性支持，譬如：食物製備、衣物換洗、家事清理等工具性

日常生活活動之協助（簡稱 IADLs），金錢支持、陪伴看病及生病時的照料；（3）

情感性支持，包括：關心與慰藉、傾聽問題；（4）財務支持。另外，就照顧者性

別的不同，在提供照顧的項目與類別上也因此有所差異。吳味鄉發現女性照顧者

較易提供個人衛生與日常生活的照料工作，而男性照顧者則適合提供金錢的管

理、交通的提供與住屋的修繕等工作（引自賴鵬聖，2002）。簡言之，在老人「日

常生活的協助」（ADLs,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係指吃飯、穿衣、洗澡、上下

床、室內走動及上廁所等六項基本日常活動項目中，有一項或一項以上需協助或

無法自行完成者）及「日常生活的工具性活動協助」（IADLs,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係指處理家務、準備食物、打電話、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服藥、

理財、購物等七項工具性日常活動項目，有一項或一項個以上需協助或無法自行

完成者）上的不同失能程度與障礙別中，一般所謂的主要照顧者之家庭照顧者通

常必須負責最多、最親密的個人照顧部分，而這個部分也最繁瑣且往往是壓力的

來源。如何學習在照顧中自我調適，就顯得十分重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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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照顧者對照顧角色的認知與照顧感受 

 

按吳淑瓊和林惠生（1999）的研究發現，國內外家庭照顧者身份有異同之處。

和西方世界相同的是，台灣的女性（包括妻子、媳婦和女兒等）提供最多照顧；

但和西方世界十分不同的特質是，台灣媳婦照顧者所佔的比率最高。這中間與台

灣「父權制」（Patriarchy）社會以及「家庭主義」（familism）意識型態有很大的

干係。 

 

「文化規範」對於家庭中誰將成為失能老人的照顧者確有深遠的影響。女性

親屬比男性家屬更被期待去成為照顧者，其中又以媳婦承擔較大的文化規範要

求。人類社會長久以來，女性一直是家庭中倚賴人口的照顧者。在臺灣，由於傳

統的孝道觀念，奉養年老父母是子女的責任，但真正的照顧工作卻是由媳婦擔

任，社會普遍存有「媳婦侍奉公婆」的規範壓力。這種現象就算是來自異鄉的東

南亞女性外籍配偶似乎也得「入境隨俗」。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由自己母親的言

教與身教，女性的性別意識被教導進而內化成為「強迫性的利他主義」，認為自

己是「天生的照顧者」；另一方面，也認為男性在照顧的能力及意願上皆不及女

性，同時因為工作角色的關係，使他們無暇從事照顧工作（溫秀珠，1996）。這

種長期以來文化規範的約束，使失能老人的女性親屬，尤其是媳婦，被認為是理

所當然的照顧者。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中，不但受到此種「文化規範」

的影響，不得不成為家庭照顧者。且在跨國婚姻脈絡下所隱藏的「殖民文化」思

維，更讓她們的處境更為艱難。「殖民文化」是一種不同族群間「共同經驗」創

造，包括現代化教育的擴散與複製。台灣擁有被殖民的歷史，包括日本、荷蘭等，

雖然本身沒有殖民經驗，但卻在被殖民的經驗中，學習到殖民文化與意識，在殖

民母國撤出後，這種殖民文化基因隱藏在台灣社會中（戴萬平，2003），在東南

亞地區外籍配偶數量逐年成長之際，這種潛伏的殖民因子於是投射在這群外籍移

民女性身上。 

 

    劉梅君發現國內女性照顧通常是以一種「無我」的理想期待形式及宿命的「本

分」觀，來看待她們的照顧角色（陳奎如，2000）。這樣對照顧角色的認知，使

得常常得落入到「甘苦誰人知」的情境之中，也容易對照顧工作產生較為負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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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溫秀珠（1996：29-30）就指出，照顧過程中照顧者所面臨的是十分複雜

矛盾的情緒－在煩悶的照顧工作中想要發洩，卻又擔心對病人生氣產生的罪惡

感；既不想單獨負擔照顧的責任，又怕看顧不當而產生的衝突；與見到老人日趨

衰弱的感傷。這種種複雜的情緒，加上為了遵守傳統孝道、社會規範要求而產生

的壓力，造成照顧者難以解脫的困境。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是否抱持著與上述類

似的角色認知？會不會有類似的照顧感受？這都是在本研究中所欲探索與揭開

的跨國婚姻家庭照顧之原形。 

 

 

 

小結 

     

從老人照顧與家庭照顧者的文獻回顧中，瞭解了照顧相關概念，也探討到照

顧者個人內在層面的心理感受與認知部分。而接著下一章節要討論的則是屬於外

在層面－即照顧對照顧者生活所帶來的影響。 

 

 

 

第四節  照顧工作對照顧者生活的影響 

 

楊培珊認為照顧工作往往得勞心勞力，照顧者必須時時刻刻去注意可能發生

的危險與意外，而在飲食、個人衛生、穿衣、以及行動上更需費心去處理（引自

林敬程，1999）。根據行政院主計處（1996）與吳淑瓊等人（1999）的社區調查，

台灣有九成功能障礙老人由其家人與親友等非正式照顧者在家自行照護。對這些

家庭照顧者的身心來說，長期照顧失能的老人，其實是一條漫長又充滿艱辛的道

路，他們所承受的負擔與壓力不是一般人所能想像（賴鵬聖，2002）。照顧所產

生的壓力會對照顧者的心理、社會、生理帶來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其日常生活。

心理上會產生焦慮、憤怒、挫折、內疚、罪惡感等情緒；在健康方面，抬舉、如

廁、移動等相似的任務會造成傷害，此外，還可能會失眠、無食慾及其他身心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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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而在社會福祉方面，則容易讓照顧者感覺寂寞、孤立、缺乏社會支持、家庭

成員在照顧責任上的衝突、與失能老人互動關係的惡化（Tosland,. Rossiter, Peak, 

& Smith, 1990）。 

 

照顧工作常常形成個人本身、人與人以及人與環境間的緊張關係，也對照顧

者的生活產生直接與間接地影響。亦即所謂的照顧負荷，而此負荷或緊張關係將

會導致生理與心理的傷害，進而對照顧者的身心健康、家庭關係、老人關係、社

會生活、經濟及工作等許多層面都造成莫大的影響（賴鵬聖，2002）。對一般家

庭照顧者如此，對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也不例外，甚至情況更加嚴重。試想，對

這群外來婚姻新移民而言，來台後首先面對的即是生活、文化及語言上的差異，

生活的學習與適應帶來的壓力就很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還要同時擔負家中

失能老人的主要照顧者，雙重壓力源的加總，對照顧者生活的影響性有多巨大，

這是可以想見的。幾乎所有的研究都認為女性照顧者所承受的負荷比男性還高

（Donaldson, 1997；Almberg et al., 1998；Duakin, 1998；Ory, 1999）。外籍配偶

隻身初來乍到人生地不熟的地方，因為與原居住國家關係的斷裂，需要面對生活

場景的轉變，諸如氣候、飲食、語言、文化、風俗民情、宗教等的差異加以人際

關係社會網絡的匱乏、社會價值觀的懸殊，使得在異鄉的生活面臨極大的適應與

挑戰（張鈺珮，2002），如果再加上照顧工作，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所承擔的負

荷與壓力之大可以想見。故，進一步探討照顧工作與為其生活所帶來的衝擊是有

其必要且迫切的。 

 

照顧工作對照顧者生活帶來的影響更是多面向的，在綜合比較與整理相關文

獻資料後，將照顧工作對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家庭照顧者生活造成影響的各層面

歸納為「生理/心理層面」、「家庭關係與社交層面」、「經濟層面」以及「工

作層面」幾個部分： 

 

一、生理/心理層面 

 

由於失能老人的照顧工作需付出極大的勞力與心力，因此照顧者的身心健康

方面亦會受到影響。在實證研究中發現到：照顧工作的本質與密集性（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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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關係的本質與品質，對照顧者的照顧經驗與生、心理健

康造成很大的影響（Schofield et al.,1998）。Krach & Brooks（1995）發現成人照

顧者感受到一連串的身心健康問題，包括了頭痛、精神緊張、失眠、體重減輕或

增加，以及經常感到困倦等症狀。而Haley（1997）的研究亦發現，失智老人的

照顧者亦有明顯的生理及心理健康問題，心理方面主要是憂鬱的症狀發生，而生

理方面，照顧者通常有高血壓、缺乏睡眠、運動與自我照顧等。 

 

（一）生理面向 

根據Biegel等人（1968）研究發現，家庭成員，特別是承擔照顧者角色的女

性，顯示出有個人健康問題的增加，包括筋疲力盡與健康狀況的惡化（引自Nancy 

& Gonyea, 1995）。典型的症狀包括：頭痛、胃痛、失眠、體重減輕／增加（Hooyman, 

Nancy, & Gonyea, 1995）。另外，照顧老人的照顧者（多數是女性）與同年齡層

的非照顧者，自述其健康情形，前者顯示出不良的身體健康狀況（Biegel et 

al.,1991）。Haley等人（1987）的研究報告也指出，老人照顧者比起非照顧者，

他們慢性疾病比例較高、身體狀況也比較糟、較常使用處方用藥。此外，不良的

身體健康、身體抗壓性不佳經證實是與沮喪、缺乏耐心、缺乏能力去因應照顧上

的要求相互關聯（Schulz, Tompkins, & Rau, 1988;Cohler, Pickett, & Cook, 1991）。

在國內研究部分，李淑霞和吳淑瓊（1998）指出，在身體負荷方面，照顧者極易

出現疲倦、睡眠不足等症狀或造成照顧者體力的負擔。另外，湯麗玉等（1992）

的研究顯示，有1/4的主要照顧者因照顧工作使健康愈來愈差，其中有1/8 因而經

常生病，照顧者常感疲倦且睡眠受到嚴重影響。所以，照顧工作對照顧者最直接

的影響即是生理上的負荷。 

 

（二）心理/情緒面向 

照顧者除應付勞務所帶來的負荷與壓力外，還要處理心理層面的感受，例如

照顧過程中因缺乏照顧知識、缺乏諮詢對象及情緒支持所產生的挫折感、無助感

及罪惡感，而這些心理感受會因受孤立而愈加強（呂寶靜、陳景寧，1997）。當

照顧者本身身體不適時，仍必須提供照護給老人（李淑霞，1994）所帶來的心理

負荷也是可能發生。其實，健康狀況與照顧工作之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

（Evandrou, 1996）。雖許多研究顯示照顧與健康之間，兩者並無顯著的關係，甚

至有些照顧者的健康還優於非照顧者；然近來的研究則顯示照顧工作的確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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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情緒上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影響（Pickard, 1999）。李淑霞（1994）就指出，因

照護失能老人而引起的情緒反應，會出現感到厭煩、孤獨、失去控制感、害怕自

己無法長久的一直照顧老人、感到心力交瘁、感到生氣或敵意、產生罪惡感等情

況。另外，家庭成員在照顧老人時，經常會有不知道如何照顧的無助感、受到老

人挑剔的無奈感、對其他家人不給予支持或體諒的委屈感、眼看著老人逐漸邁向

死亡的無力感、及就業和照顧責任的衝突感（溫秀珠，1996：115）等因照顧間

接影響照顧者心理狀態的情況。所以，照顧除了對照顧者生理造成負荷，同時所

帶來的心理壓力也是少不了的。 

 

    身為一位來自異鄉的女性外籍配偶家庭照顧者，照顧對其生理心理的衝擊如

同一般照顧者，但如果加上還要學習新文化及語言、面對新的家庭關係、負起傳

宗接代等身為外籍媳婦所必須面對的壓力，內心情緒與身體的負荷量之大，還真

是不足為外人道。 

 

二、家庭關係與社交層面 

     

此部分主要是要說明照顧對照顧者生活在家庭關係及社交層面的影響情

況。而這裡的家庭關係包括了家庭內的老年父母－媳婦關係（婆媳關係）與妯娌

關係。 

 

（一）家庭關係層面 

家庭中出現一位失能老人將會使原本家庭成員的關係發生改變，有時會因此

而產生家庭衝突。家人的支持在照顧歷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林欣緯（2001）

的研究發現，如果缺乏親友可輪流照顧者，照顧者感受的整體照顧負荷會較高。

相反地，如果主要照顧者能感受到家人的支持，會覺得自己做的很有價值，甚至

有家人能投入照顧行列，會減輕主要照顧者的壓力和重擔（溫秀珠，1996）。

Billings & Moos（1985）以及Brown & Harris（1978）的研究指出，常由家人或

朋友那裡得到支持的照顧者會較少憂鬱並且較為快樂。 

 

家人們對於老人病情的認知有所差異、主要照顧者覺得其他家庭成員是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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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所付出、對於尋求協助的意見不一等等，皆為家庭內部產生重大衝突的原因

之一（Anesbenselet et al., 1995）。家人們更會為了老人的照顧問題而有所爭執（湯

麗玉，1991）。Almberg, Jansson, Grafstrom, & Winblad （1998）指出，女性照

顧者由於其多重角色的關係，因此較易感受到家庭關係的緊張，且因其他家人對

於照顧者本身提供較少的支持，因而易與家人產生衝突。當女性家庭照顧者承擔

大部分的老人照顧工作，與家庭內其他親屬或家人間的關係，容易因該由誰照顧

及如何分配照顧工作等問題而產生衝突或爭執，進而影響家庭內關係的和睦與彼

此間的互動情形。妯娌之間很容易在家中老人該由誰來照顧、如何分配照顧日數

等問題上出現摩擦，甚至可能導致彼此間撕破臉的難堪局面。而不論爭論為何，

最後受到傷害的，往往是那最無助需依賴他人照顧的失能老人。另外，照顧者長

期照顧失能老人，與老人間的關係會因照顧工作而改變。Donaldson等人（1985）

的研究發現，由於受照顧老人的問題行為與情緒上的改變，照顧者與老人間的關

係將會變差。而當照顧牽扯到婆媳互動關係時，問題通常又會變得更為複雜許多。 

 

而遠道來台從事照顧工作的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在面對新的家庭關係時，

文化習慣及語言的差異原本就容易與其他家庭成員產生隔閡（見表4），同時肩

負老人的照顧工作，與家人互動的衝突往往居一觸即發的之勢，對她們而言，如

何在這之中學習自我調適，堪稱照顧時的一大課題。 

 

（二）社交層面 

照顧老年人將導致社交、宗教、休閒活動受阻及人際關係疏離等社會壓力（秦

燕、游育蕙、黃笑鏘，1999），而個人的時間亦將有所缺少（Cox & Monk, 1993）。

同時，照顧工作往往容易導致照顧者之社交機會與娛樂活動減少，無法追求個人

之嗜好、無法滿足個人及人際的需求或從社會網絡中隔離（湯麗玉，1992）。蕭

金菊（1995）發現長期照顧慢性病老人的照顧者會有社交生活方面的負荷，其包

括了必須放棄度假旅遊、需經常減少外出，減少休閒生活、減少參加社團活動，

並常婉拒朋友的邀約。由此可以得知，照顧者在面對照顧工作的同時，會有種被

綁住的感覺，無法作想作的事（湯麗玉等人，1992），無法出外旅行（邱，1993；

劉等，1998），同時減少或犧牲其社會生活的參與，影響正常社交生活。  

 

    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的行為模式與價值觀念不同與台灣社會，初來台灣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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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易與社區居民建立良好互動關係（邱汝娜、林維言，2004）。唯一可以一解鄉

愁的機會，就是參加一些政府或民間所舉辦的相關活動。同時，這也是提升生活

適應的管道之一（見表3、表4）。然而，照顧的責任與工作，以及因照顧而牽扯

出的家庭成員間對其參與社交活動的觀感，有時卻可能成為她們參與社交性及學

習性活動的阻力之一。 

 

 

表3 外籍配偶參加輔導照顧措施情形 

◎資料來源：《九十二年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報告》 (內政部，2004：31) 

◎附註：本題為複選題 

 

 

 

 

      單位：％

  

生活適應 

輔 導 班 

成 長 營 

成人基本

教育研習

班識字班

就業 

輔導 

居家看護

病患服務

訓    練

補習 

學校 

其他 

措施 

以上 

均無 
不知道

外籍配偶 
2.8 9.6 1.3 0.2 6.1 0.4 78.9 2.7 

  性 別         

    男性 0.7 2.4 0.7 0.1 2.9 0.8 90.2 3.1 

    女性 2.9 10.0 1.3 0.2 6.2 0.4 78.2 2.7 

居住時間         

   未滿 1 年 2.7 8.0 1.2 0.2 4.9 0.3 82.4 2.2 

  1 年至未滿 2 年 2.7 9.0 1.4 0.2 5.6 0.4 80.3 2.2 

  2 年至未滿 4 年 3.2 10.7 1.3 0.2 6.4 0.4 78.0 1.9 

  4 年至未滿 6 年 2.7 10.6 1.4 0.2 6.6 0.4 77.9 2.2 

  6 年至未滿 8 年 2.7 9.8 1.4 0.2 6.7 0.4 78.9 1.9 

 8 年至未滿 10 年 2.2 10.7 1.3 0.3 6.9 0.5 78.1 2.3 

  滿 10 年以上 1.8 7.3 1.2 0.4 5.4 1.1 82.6 2.3 

    其  他 1.6 5.6 1.0 0.1 3.4 0.2 46.3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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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台南縣女性外籍配偶社會參與及生活現況 

 越 南 印 尼 泰 國 柬埔寨 菲律賓 其 他 

人數 2871 485 129 202 111 68 

與娘家聯絡頻率(月) 0.98±1.09 1.20±2.29 0.96±1.42 1.15±0.78 1.17±1.32 0.94±0.87＊

心情不佳聊天對象       

配偶 1196 182 49 90 33 18 

父母 91 7 3 5 5 3 

公婆妯娌 117 26 4 15 10 3 

其他外籍配偶 1336 202 44 107 42 10 

鄰居朋友 390 99 27 38 27 10 

專業諮商 5 0 0 0 0 0 

自己姊妹 107 21 8 12 2 3 

其他 238 43 12 7 8 8 

找不到對象 94 17 2 5 3  

參與政府或民間活動       

未曾參加 2210(82.1) 366(79.6) 103(88.8) 146(75.6) 83(82.2) 42(89.4) 

有 476(17.7) 91(19.8) 12(10.3) 46(23.8) 15(14.9) 5(10.6) 

參與的活動性質 476 91 12 46 15 5 

同鄉會聯誼 7 2 1 0 1 0 

成長課程 397 77 6 39 10 4 

衛生保健活動 6 3 0 0 0 0 

宗教活動 2 2 0 1 2 0 

其他 47 10 4 2 1 1 

◎資料來源：《台南縣外籍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台南縣政府，2005 未出版報告：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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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財務層面 

 

國內外有許多的研究指出，多數照顧者都會面臨經濟上的負荷，尤其是收入

不高的家庭，其經濟負荷更高（湯麗玉，1991；蕭金菊，1995；Haley, 1997；Chou, 

1998；Duakin ＆ Anderson-Hanley, 1998）。蕭金菊（1995）針對慢性病老人家

屬進行研究發現，因照顧老人而離職的家屬，有較高的經濟需求；而家中有其他

人需照顧的家屬，在老人服務與經濟服務的需求皆較高。可見家庭從事老人照顧

之際，不但可能必須因照顧工作而增加一份家庭收入的損失，同時還得額外支出

無酬性質的家庭照顧者及被照顧老人所需的生活費用。相加乘的結果，往往造成

照顧失能老人家庭經濟上的一大負擔。 

 

此外，女性照顧者往往因家中無替代人手照顧老人親屬而無法繼續工作，不

僅擔心現階段生活費不夠，還會擔心當失能老人家庭照顧者角色結束後找不到工

作，影響未來的生活經濟安全。因為提供照顧工作的同時，照護失能老人對照顧

者的財務可能形成潛在的威脅或衝擊（賴鵬聖，2002）。另外，趙善如（2002）

指出中年婦女在結束照顧要重新進入就業市場時，通常會面臨「性別」與「年齡」

的雙重歧視，不易找到工作，或者只能找到低薪、福利差、不發展性，以及臨時

性的工作，也就是所謂的「次級勞動市場」。可見，依目前以「工作價值」為原

則的社會安全制度設計之下，穩定的勞動參與是給付相當重要的資格之一，照顧

者缺乏穩定的勞動參與，而被社會保險制度排除在外或獲得較低的給付，長期來

看，將使其老年的經濟安全無法充分得到保障（陳奎如，2000：2-13）。又，隨

著社會變遷與女性自主意識的抬頭，近年來，台灣地區的離婚率不斷攀升，依內

政部（2005）統計資料，93年離婚率為千分之二點五三。身為家庭照顧者的女性，

一旦失去婚姻的庇護，等同喪失了經濟來源與依靠。可見照顧對女性經濟的衝擊

有多大。 

 

    對東南亞外籍配偶而言，她們來台後的生活費來源，有七成多是仰賴男性配

偶（內政部，2004）（見表5），另外，根據台南縣政府（2005）的調查，東南

亞外籍配偶家庭的主要收入來源為先生（見表6），女性外籍配偶所佔的比率極

低，顯見她們主要擔任家庭內的無酬家務或照顧工作。她們在婚姻移民背景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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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居於經濟弱勢，來台後如果又擔任照顧工作，經濟力完全要看台籍丈夫的臉

色。如果又步入婚姻破滅一途，「錢」景更是堪慮（見表7）。且東南亞外籍配

偶從事照顧工作的情況下，整個家庭的經濟來源也同時短缺一份可能的勞動收

入。 

 

 

表 5 女性外籍配偶個人生活零用金主要來源   單位：人；％ 

合計 

  

人數 百分比 

本    人

工作收入

配偶 

提供 

靠 本 人

原有儲蓄

子女提供 

(含媳婦 

女婿) 

無個人生活

零用金 
其他 

女性外籍配偶 78,115 100.0 21.0 73.6 0.2 0.1 3.6 1.5 

◎資料來源：《九十二年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報告》 (內政部，2004：29) 

 

 

 

表6 台南縣女性外籍配偶家庭收入來源 

 越 南 印 尼 泰 國 柬埔寨 菲律賓 其 他 

人   數 2871 485 129 202 111 68 

家中主要收入來源      單位：人(％)

本 人 224(7.9) 47(10.0) 23(18.3) 6(3.0) 13(11.7) 12(25.0)＊ 

配 偶 2085(73.2) 326(69.1) 65(51.6) 164(82.0) 72(64.9) 29(60.4) 

雙 方 449(15.8) 88(18.6) 35(27.8) 22(11.0) 26(23.4) 7(14.6) 

公 婆 60(2.1) 6(1.3) 2(1.6) 5(2.5) 0(0) 0(0) 

其 他 27(0.9) 4(0.8) 0(0) 3(1.5) 0(0) 0(0) 

◎資料來源：《台南縣外籍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台南縣政府，2005未出版報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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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台灣地區不同國籍離婚登記情況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2005）網頁-http://www.ris.gov.tw/ 

◎說 明： 本國人含華僑 

 

 

四、工作層面 

 

照顧工作不只會帶來家庭關係的衝突，假使照顧者原本就有職業在身時，職

業與照顧工作將使照顧者很難加以抉擇（Anesbensel et al.,1995）。李淑霞與吳淑

瓊（1998）發現，多數的老人家庭照顧者有工作衝突的產生。而Krach & Brooks

（1995）亦發現，照顧者因照顧工作而影響到自身工作的部分有：減少工作時數、

變更工作表及日常工作程序、錯失會議或在職訓練的機會、影響升遷、請假等等。 

 

此外，由主要照顧者的特徵我們亦可以從中得知，許多的照顧者不是原本就

沒有工作，就是因照顧工作而辭掉工作。根據「民國87年台灣地區婦女生活狀況

調查報告」指出：15 至64 歲婦女未就業者佔53.4%，其中未就業原因中，有31.8%

是因為要照顧家人，即台灣地區在該年有近130萬的女性屬於無薪家庭照顧者。

若以婚配來台成為家庭照顧者的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為對象，類似的現象也可以

在台南縣政府（2005）的調查報告中看見（見表8）。原本女性外籍配偶來台後

的就業機會較低，特殊的身份不易覓得合適的工作（見表9、表10）。如果又得

面對照顧家中失能老人的處境，對這群家庭照顧者來說，就業機會更容易因此受

到影響。 

 

照顧除了會影響女性照顧者外出就業的機會與可能性，對於同時從事就業與

總  計 本 國 人 東南亞 臺灣地區 
離婚登記 

人數 男 女 男 女 男 女 

2004 62,721 62,721 61,634 52,444 199 2,743 

2005.1~9m 46,443 46,443 45,618 39,006 189 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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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的女性來說，照顧對職場上的女性所造成的干擾因素極多。根據吳聖良、胡

杏佳、姚克明在1991 年所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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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 個主要照顧者樣本中，女性居多佔71.9%，關係多

為配偶與媳婦，並以親情關係而照顧病人者居多，其中更高達36.5%的主要照顧

者曾因照顧病人而更換或停止職業。吳淑瓊在1999 年的全國調查發現，就業的

照顧者有18％曾經調整工作，24％曾辭去工作。Lechner（1996）亦發現有照顧

責任的工作者比較容易工作缺席。Scharlach（1994）的研究指出照顧對工作造成

的負面影響包括：生產力降低、中斷工作時間、工作缺席。另外，綜合Scharlach 

& Boyd; Brod; Brody ; Anastas; Enright and Friss; Neal; Stone等人針對有照顧責任

工作者之相關研究，有下列幾點發現：一、工作行為受到影響，最嚴重的是必須

辭職；二、工作機會受影響，如升遷或訓練進修；三、工作遲到、缺席、衝突，

甚至是希望能不工作（引自賴鵬聖，2002）。不論國內外，照顧者皆以女性為主，

且在不少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已婚婦女透過轉換職業來取得角色相容的現象一

再被證實。女性在婚後同時兼顧多種角色的情況，在面對衝突時，由於女性多半

願意以妥協來換取家庭美滿的保證，因此除了為了照顧而放棄就業外，當婦女必

須或有意願繼續就業時，轉換至兼職工作就成了不得不的選擇（饒嘉博，2003）。

因為相較於全職工作而言，兼職工作雖有著薪水不穩定、收入減少、沒有保障、

無法升遷等缺點，但其時間彈性與工時縮短等特色卻成了容許婦女得以兼顧家庭

與工作雙方面角色期望的最大優點（伊慶春、簡文吟，2001）。 

 

由於當家庭照顧者必須同時兼顧工作與照顧責任時，往往會因為照顧上的原

因使得工作受到影響。若站在東南亞女性配偶的角度來思考，她們來台動機之一

就是期待藉由跨國婚姻達到累積金錢的目的，可以因為她們人力資本的不足，加

上外在環境的歧視與侷限，結果往往只能待在家中從事生產與再生產工作。外出

就業的比率並不高。如果來台後還必須扮演家庭照顧者角色，那能夠外出就業的

可能性就又更低了。因為透過跨國婚姻來台的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的年齡通常較

為年輕。而根據研究，年紀較輕的照顧者，因心理、社會歷練較少，且收入較低

等因素，通常無法兼顧職場工作與照顧工作（Fredrikse & Scharlach, 2000）。這

可能也是造成她們無法在從事照顧工作之餘還能就業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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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台南縣女性外籍配偶沒有工作原因 

 越 南 印 尼 泰 國 柬埔寨 菲律賓 其 他 

人 數 1934 326 63 165 61 28 

沒有工作的原因     單 位：人（％）

照顧家人 874（45.2） 165（50.6）27（42.9） 80（48.5）18（29.5） 7（25.0）

作家事 794（41.1） 115（35.3） 24（38.1） 68（41.2）35（57.4） 18（64.3）

沒有工作證 14 5 0 1 2 1 

做家裏事業 111 17 5 7 2 0 

其他 35 4 2 1 0 2 

◎資料來源：《台南縣外籍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台南縣政府，2005未出版報告：25） 

表9  台南縣女性外籍配偶之工作現況 

 越 南 印 尼 泰 國 柬埔寨 菲律賓 其 他 

人 數 2871 485 129 202 111 68 

目前工作現況      單位：人(％)

有 881(31.2) 148(31.0) 61(49.2) 33(16.6) 48(44.0) 18(39.1) 

沒 有 1934(68.5) 326(68.2) 63(50.8) 165(82.9) 61(56.0) 28(60.9) 

工作職業別      單位：人(％)

農林漁牧 35 5 1 4 1 0 

商 30 3 5 2 1 2 

公教軍警 0 1 0 0 0 1 

工礦 565 92 36 19 30 8 

服務業 128 18 12 4 9 3 

其他 80 23 1 3 3 3 

工作月收入 13610±8379 13343±7556 19395±9090 12400±11326 14984±9623 30400±24099

◎資料來源：《台南縣外籍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台南縣政府，2005 未出版報告：23-24） 



 39

表10 外籍配偶工作狀況 

           單位：人；％

合計 有工作 

 固   定  性  工   作 

  

  

  人數 
百分

比 
計 

 小計

農

林

漁

牧

業

工

業

服

務

業

公

共 

行

政

業 

臨時

性 

工作 

無工

作 

不知

道

外籍配偶 82,358 100.0 34.6 22.3 100.0 11.5 48.1 38.9 1.4 12.3 64.1 1.3 

   性   別     

  男性 4,243 100.0 81.0 71.8 100.0 1.1 45.6 48.7 4.6 9.2 17.7 1.3 

   女性 78,115 100.0 32.1 19.6 100.0 13.6 48.6 37.0 0.8 12.5 66.6 1.3 

 國人配偶身分     

   原住民    632 100.0 44.8 30.7 100.0 11.3 55.2 31.4 2.1 14.1 53.6 1.6 

   榮民 1,750 100.0 32.7 20.0 100.0 8.9 40.3 48.9 2.0 12.7 65.6 1.7 

   身心障礙者 7,525 100.0 37.3 21.6 100.0 15.2 45.2 39.0 0.6 15.7 61.2 1.4 

   低收入戶 1,196 100.0 37.5 17.9 100.0 17.3 43.0 39.7 － 19.6 60.7 1.8 

   無前述身分 72,020 100.0 34.3 22.4 100.0 11.2 48.5 38.8 1.5 11.9 64.4 1.3 

◎資料來源：《九十二年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報告》 (內政部，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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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照顧工作需要隨時回應被照顧者的需求，往往讓照顧者產生照顧上的壓力負

荷，並為照顧者生活各層面帶來影響，包括生理、心理（情緒）、經濟、工作以

及家庭與社交關係。在台灣社會中，女性擔任家庭中失能老人的照顧者角色之情

形相當普遍，但卻不被重視。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來台的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

一旦成為老人照顧者，是否有同樣的照顧經驗？是否會落入相同的宿命框架中？

抑或特別的身份會帶給她們不同的照顧處境呢？ 

 

    可以知道，現存家庭照顧型態不單是個別的家庭經驗所形塑的，更是受整個

大環境影響而建構的。對跨國婚姻下的失能老人照顧者來說，如何在克服新環境

的重重挑戰之餘，還能適應這樣的文化氛圍，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