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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針對女性外籍配偶之失能老人照顧者為研究對象，希望藉由質性

訪談方式，瞭解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從事失能老人照顧的情況，探討女性外籍配

偶成為失能老人照顧者的原因及其對照顧的認知、具體的照顧工作項目與工作的

分配情況、具有的社會網絡體系及互動關係，還有照顧工作對其生活各層面帶來

的影響。以下為研究發現的結果。 

 

一、女性外籍配偶成為失能老人照顧者的原因與其對照顧的認知 

 

1. 文化規範 

本研究發現，文化規範與價值影響著家庭中誰成為失能老人的照顧者。中國

傳統文化的父權結構形塑了「養兒防老」的觀念，可是當女性成為男性的配偶之

後，卻往往得承接丈夫身為人子的照顧義務，負起照顧年邁失能父母的責任，同

樣的情形也出現在採「輪住」方式的兄弟手足間。這是為人媳婦者所難以擺脫的

文化要求，就算是來自異鄉的外籍媳婦也是如此。此外，女性追求本分的宿命觀，

認為照顧失能父母是無可避免的，只能默默的接受。這在跨國婚姻脈絡底下的外

籍媳婦身上，更容易發現，因為她們時常是透過篩選機制，符合順從本質，以期

能承擔家庭中的照顧工作。同時，遠在異鄉的母親，為了確保女兒遠嫁來台後能

夠生活穩定，教誨與叮嚀女兒為人媳婦應有的婦德與應盡的孝道，便深刻內化在

這群成為照顧者的婚姻移民身上。另一方面，受台灣社會中性別角色期待的差異

影響，認為男性在照顧的能力上不及女性。這些長期以來形塑而成的文化規範，

致使跨國婚姻脈絡下的女性外籍配偶，或自然而然、或不得不地接受文化規範的

約束，成為家中失能老人的照顧者。 

 

2. 性別角色分工 

從本研究發現，因為性別角色分工的社會價值與環境現實，讓女性比男性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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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成為家庭照顧者，這樣的情形又時常能在女性外籍配偶的身上看到。婚姻結

構的先天失衡，加上欠缺足夠的就業技能與機會，往往得在沒有工作地位的情況

下接受妥協，成為一個家庭照顧者，貫徹「男主外、女主內」的性別角色分工。

此外，在潛在照顧者名單中，若是其薪資所得較少、工作地位較低者，為了家庭

所得維持的最大利益，通常只能退而成為家中失能老人的照顧者一途。在這樣的

社會結構中，女性外籍配偶的經濟能力不足，讓她們並沒有太多的談判籌碼。 

 

3. 情感的推拉 

本研究發現，照顧的背後具有情感因素來維繫照顧品質。在老人家生病前，

老人家與照顧者間的關係建立深淺，彼此互動的情況，都會影響日後的照顧關

係。女性外籍配偶成為照顧者的情況有兩種，一是剛來即擔負起照顧的任務，但

因為與老人之間的關係並無負向的情緒在內，所以一般照顧關係仍具一般水準；

再者是來到台灣一陣子後才成為失能老人的照顧者，這樣的照顧者，通常容易在

照顧情境中表現出過去對老人的觀感。如果過去受到老人家的幫忙甚多，彼此關

係良好，亦即老人本身具有互惠性，讓照顧者覺得具有「回饋」的義務，不但樂

意承擔起照顧工作，照顧品質通常也會十分完善，這樣源於情感拉力的照顧過程

是充滿濃厚情感成分的。反之，如果老人生病前與女性外籍配偶的婆媳關係欠

佳，就算媳婦迫於情勢承擔起照顧責任，對老人的照顧也僅止於例行性照顧事

宜，甚少表露出情感的成分。另一方面，兄弟手足間為了平分照顧責任，常會採

取「輪住」的奉養方式，但此種照顧方式，一旦有一方不照著當初的分擔照顧協

議，或是出現態度上的不配合、推託，輪住奉養的模式便會瓦解，而最後落腳到

與其關係較佳的子女住接受照顧。 

 

4. 雙重的生產力 

本研究的發現，貼近王宏仁（2000）的論點。女性外籍配偶與外籍看護幫傭

的平行輸入，正好反映了台灣不同社會階級在應付家庭勞務市場化時的不同處理

方式。位處於社會階層上端的，可以進口女傭、幫傭、看護而將家庭勞務市場化；

但是位於社會階層下方的，則透過迎娶外籍新娘而維持既有的家庭勞務「太太

化」。當台灣郎處於台灣社會底層的時候，為了彌補家庭再生產的需求，向經濟

相對弱勢之東南亞地區尋求婚姻媒合，組織家庭並滿足家庭無酬勞務的人力，也

促成另一種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成為家庭照顧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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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女性外籍配偶之失能老人照顧者的工作內容與照顧角色 

 

本研究發現，從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在照顧工作上的工作項目中可以歸納出

其所扮演的照顧角色。 

（1） 「直接協助者」──提供個人清潔、協助如廁等。 

（2） 「叮嚀與監督者」──提醒按時服藥、飲食營養的注意、察看個人清潔有

無確實等。 

（3） 「情緒的支持者」──老人生病時的照顧、陪伴與安慰等。 

（4） 「協同照顧者」－交通接送上的聯繫與陪同等 

（5） 「家務工作者」──準備三餐、洗衣服、簡單的家事清潔工作等。 

 

另外，研究顯示，與失能老人有較佳情感基礎的照顧者，除了提供「工具性

支援」外，皆明顯表現出發自內心的「情感性支持」；相對地，女性外籍配偶媳

婦照顧者與公婆之間若缺乏情感基礎，或是在不得不的情況下承擔照顧工作者，

她們對於失能老人的照顧較偏重於較少涉及情感的「工具性支援」，而較少有「情

感性支持」的照顧行為，流於單純為了照顧而照顧。 

 

 

三、照顧過程中的社會網絡與互動關係 

 

1. 非正式支持體系 

本研究發現，在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照顧過程中，主要的情感性支持仍以

夫妻關係、子女關係以及娘家關係為主。 

（1） 夫妻關係：男性配偶在照顧過程中扮演的角色更為重要，照顧者的照顧經

驗正向感受居多還是負向感受居多，與男性配偶在工具性與情感性支援的

作用力息息相關。 

（2） 子女關係：因為小孩的出生，女性外籍配偶的精神生活會較有依靠，雖然

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子女大多尚年幼，無法提供實質上的工具性支援，

但其所發揮的情感性支持效力，通常是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持續照顧工作

的動力來源之一。 

（3） 娘家關係：女性外籍配偶雖然遠嫁台灣，但透過電話的聯繫，維繫與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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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情關係，這種正向且有規律的互動，是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鞏固照顧

防線的最佳精神後援補給。 

 

此外，親屬關係、鄰居關係與朋友關係，對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在照顧工作

上也有所影響。 

（1） 親屬關係：雖然親屬間往往以提供工具性支援為主，但是這樣的協助對照

顧者來說，無非是能夠分擔照顧責任或減輕照顧負荷的來源之一。 

（2） 鄰居關係：因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個別差異而有不同情況，與鄰居間相互

來往者，她們通常能夠獲得一些工具性支持，譬如協助購物和跑腿辦雜事

等；若與鄰居間網絡關係微弱者，則缺少任何可能的協助。 

（3） 朋友關係：是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非正式網絡中重要的關係，雖不直接涉

及與照顧工作相關的協助，但所提供的外圍情感性與工具性支援，常讓照

顧者有雪中送炭的深刻感受。 

 

2. 正式支持體系 

本研究發現，在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照顧過程中，對於正式支援所可能提

供的協助使用情形並不多，多數的受訪者的立場皆表示照顧父母親是屬自己家裡

的事務，沒想過可以靠外力來協助或分擔之。原因可能有： 

（1） 這或許與整個婚姻的構成有所關連。選擇女性外籍配偶的男方家庭，其背

後的目的通常與生產力及再生產力需求息息相關，尤其是那些來台後就承

接照顧工作的女性外籍配偶，照顧工作成為她們來台的任務之一，在這樣

的脈絡下，跨國婚姻照顧者家庭對於正式支援體系的需求不高，也就可以

合理的解釋。 

（2） 另外一個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家庭很少接受正式照顧體系協助的因素為

資訊掌握的不足。訪談對象中，使用正式資源最多的部分是「經濟支援」

的福利服務，包括「身心障礙者津貼」以及「敬老福利生活津貼」等。此

類「現金給付」的正式支持，往往具有資訊公開化與透明化的特性，所以

一般照顧者家庭都會使用。但其他「實物給付」類別的正式體系提供的福

利服務，往往因為相關資訊缺乏可近性與可獲得性，而這些女性外籍配偶

照顧者家庭的社會階層普遍較低，知識水準也不高，導致在缺乏資訊的情

況下，容易錯失資源使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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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也發現，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使用的正式支援體系協助項目，在

「實物給付」模式上，以機構照顧或安置為主。而一般除非遭遇到家中缺乏照顧

人力，或是照顧工作對照顧者帶來的照顧負荷過大，還是其他可能的原因，失能

老人照顧者家庭才會在面臨照顧壓力臨界點之際做出將老人安置在機構的決定。 

 

 

四、照顧工作對女性外籍配偶之失能老人照顧者的生活影響 

 

1. 生理/心理層面 

（1） 生理層面的影響： 

從本研究可以發現，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接會產生生理上的

照顧負荷，只是生理面向的狀況可能會因照顧者個人的抗壓性、照顧過程

所獲得支持的多寡、被照顧者的配合度等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 

a. 或許是受訪對象的年齡不高，身體機能還很好，所以多數的受訪者皆表示 

照顧負荷對身體所帶來的影響還在可承受的範圍。 

b. 只有部分照顧者出現一些睡眠不足、容易疲勞的情況，以及因為長期的照

顧工作以及家務勞動導致或多或少的關節部位物理性的酸痛。 

c. 此外，其中有受訪的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因為來台後要挺著大肚子從事

照顧老人的任務，對身體造成極大的負荷。 

 

（2） 心理層面的影響：本研究也發現，照顧工作為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帶來心

理層面的影響，不僅僅是單面向，在照顧過程中通常會產生正向與負向的

經驗感受。 

a. 負向感受部分有，不對未來保持希望、消極的人生觀以及欠缺屬於自己生

活的無奈等。 

b. 另外，產生的正向感受則有，被依賴的價值感、老人病情穩定的成就感、

獲得老人肯定的心理酬賞以及善盡照顧責任的社會酬賞等。 

 

2. 家庭關係與社交層面 

（1） 從本研究發現，照顧工作對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在家庭關係的影響有：  

a. 照顧帶來的家庭內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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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同住的家人協助非固定照顧工作，使互動增加。 

c. 照顧工作影響返回娘家的機會。 

 

（2） 另外，照顧工作對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在社交與人際關係上的影響有： 

a. 缺乏友情的支持而感到孤寂。 

b. 減少了外出與友人見面的頻率。 

c. 因照顧而放棄參與社會活動或學習機會。 

 

3. 經濟/財物層面 

從本研究發現，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與其家庭在照顧過程中，除了需要勞心

勞力的付出照顧，還需面對照顧與生活上的支出。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家庭面對

照顧開支除了以日常的固定薪資因應外，通常還有領取政府社福部門所發放的現

金式給付，諸如「身心障礙者津貼」、「敬老福利生活津貼」等補助。但是存在於

家庭中的經濟負擔並未因此解除，經濟壓力容易因此讓照顧者對未來沒有期待，

在這樣的情況下，部分的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會以打零工、家庭代工的方式來貼

補家用，而且在生活開支上會盡量做到量入為出的方式，對於每一分錢的使用都

做到嚴格的把關。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在一般社會「性別角色分工」的價值下，女性外籍配

偶因為多從事無酬的家務工作，家庭主要收入來源為其男性配偶，所以，在以經

濟資源為衡量點的情況，照顧工作往往落在女性外籍配偶的身上。但若是家庭內

原本養家薪資者因為各種原因失業在家時，為了彌補收入缺口，會在照顧角色上

做調整，對調兩性在角色分工上的位置，暫時由女性外籍配偶外出工作，此時，

則由失業在家的男性配偶承擔起照顧任務。 

 

4. 工作層面 

本研究發現，當女性外籍配偶須扮演家庭照顧者外，還具有就業市場上的工

作者身份時，常常會伴隨著角色間的協調與衝突，也容易為了照顧工作上的考

量，在工作上做出調整與讓步，以克盡照顧責任。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特殊身份背景與家庭因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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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她們在外謀求工作的機會相較下較低，多數擔負照顧責任的女性外籍配偶往往

只能留在家中從事照顧工作與家務工作。而有就業機會的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

也會因其不同的工作性質，為配合照顧責任的實踐而做出不同的調整：  

（1） 臨時非固定性工作。 

（2） 兼職性的工作。 

（3） 全職性的工作。 

 

這些工作上的讓步與配合都是受到其照顧責任的影響所致。根據訪談資料顯

示，受訪者主要以（1）、（2）兩種工作性質為主；（3）是少數，僅有樣本七（A07）

的工作為全職性。而樣本七之所以在照顧之餘，還能從事全職性的工作，背後存

在著一些條件： 

1. 工作彈性──美語補習班的工作以每週時數計，時間安排上具有彈性。 

2. 工作待遇良好──美語補習班的收入高，較容易獲得家人的諒解與支持。 

3. 有足夠的替代人力──樣本七並非主要照顧者，家中有其他家人（公婆、

姑姑）可替代照顧工作。 

 

 

最後，雖然本研究並無直接比較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與本國籍女性配偶照顧

者，但根據研究結果顯示，兩者間存在著異同之處。女性外籍配偶一旦遠嫁來台，

往往在現實生活面上必須學習與接受台灣社會的價值與習俗。這是外國籍與本國

籍媳婦照顧者皆無法跳脫的規則。而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與本國籍女性配偶照顧

者雖然都必須面對照顧過程中的照顧負荷，以及照顧工作對其生活所帶來的各層

面影響，但對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而言，她們在面對照顧工作帶來的影響之際，

其特殊的婚姻背景與文化，在進入台灣社會的同時，還得學習如何自我調適，面

對的壓力與負擔可說是加倍的重，所能掌握的資源與協助相較之下也顯得更為不

足。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在失能老人照顧議題上，對這群來自東南亞地區的女性

外籍配偶照顧者更加關注的原因與理由。也希望藉此能讓社會大眾對於她們的處

境有所體會與瞭解，進而提供協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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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雖然隨著社會風氣改變、兩性平等的推動與實踐，女性與照顧議題逐漸受到

社會的重視，原本受壓迫的家庭內角色也有所改善。但依據本研究結果的歸納可

以發現，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獨特的跨國婚姻背景，讓她們承接下隨社會變遷而

跳脫出照顧崗位的女性家庭照顧位置，仍然受到傳統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常常被

迫成為家庭主要照顧者，從事著無酬的勞動與照顧工作。由於女性外籍配偶照顧

者及其家庭普遍依賴非正式支持體系的協助，缺乏正式體系的支持，面對她們的

處境，無論是政府部門還是民間社福團體，在對相關標的人口群問題的掌握上，

確實有必要做出更多的回應。本研究以一個關心女性外籍配偶及老人照顧議題的

立場出發，探討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從事失能老人照顧的處境，試圖藉此還原整

個照顧面貌。在此，根據研究的發現，提出幾點淺薄的建議，希望能對政策與實

務上有所啟示與幫助。 

 

一、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建檔 

 

在國內深受關切的兩類人口群──女性外籍配偶以及老人人口，不論在地方

還是中央政府相關主管目的部門都有完整的資訊掌握，依據不同的需求列冊管

理，並配合定期追蹤。這是社會福利推動的基本原則與工作項目。但是本研究在

尋找樣本時發現，將女性外籍配偶與老人最連結後的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此一人

口群，在地方政府的相關主管機關竟然無此標的人口群的建檔。為了能夠提供更

多社會弱勢者必要的支持與協助，期待政府部門在關心女性外籍配偶現象與人口

老化趨勢的同時，能對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此一人口群有更多的資料收集與資訊

的掌握。如此一來，當她們遇到問題時，才能真正有個能針對其需求提供協助的

對口窗口。 

 

二、加強福利政策與福利服務的透明化與宣導工作 

 

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特殊的婚姻脈絡與照顧背景，讓她們往往得在孤立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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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狀況下獨自承擔起照顧責任。原本可能提供的正式支持，卻又常常因為福利服

務不夠透明化、宣導不足，導致符合申請資格與條件的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家庭

在資訊不足的情況下，錯失可以提供協助與減輕照顧負荷的資源取得機會。所以

這部分的工作需要確實的落實與改進，可以針對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特殊背

景，考量文化以及語言的差異性，透過她們生活上時常接觸的事物，如電視、醫

院的宣導、鄰里長的宣傳等，提高服務使用的可能性與頻率，以達減輕照顧負擔

之效。 

 

三、社福及醫療衛生體系資源之的整合  

 

由於老人照顧過程中，失能老人的需求是多面向的，女性外籍配偶的低教育

程度以及對資源訊息掌握的不足，都容易使得福利服務輸送過程中出現不可近性

與不可獲得性，經常因為無法掌握確切的相關資訊來源而放棄資源利用的機會。

這個時候，若是整個福利服務體系提供的協助又是交錯複雜的任務切割，對於資

訊掌握能力不足的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而言，從知道相關資訊到提出申請到最後

福利的取得，其過程是遙不可期的。所以社會福利與醫療衛生部門間的平行溝

通，整合社會資源與醫療衛生資源的工作就變的相當重要了。唯有平行溝通確實

落實，才有完整的服務體系提供需求者必要的協助與支持。 

 

四、增加實物給付式的福利服務 

 

根據研究發現，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及其家庭多依靠非正式支持體系的協

助，甚少藉由正式體系獲得協助。接受來自正式體系的協助也以現金給付式的福

利服務為主，包括「身心障礙者津貼」及「敬老福利生活津貼」等，除了因為女

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家庭欠缺可用福利資源的資訊外，福利服務是否存在、是否容

易取得都是其他的因素。地方政府往往基於財務考量，在有限的預算編列上犧牲

了社會福利的支出，許多實物給付式的福利服務項目因此無法提供，包括老人日

間照顧服務、喘息服務及居家照顧等服務方案。照顧並非單是家庭的責任，政府

部門的協助更是責無旁貸，對失能老人家庭的支持有助於老人繼續留在家中接受

家人的照顧，不但可以減輕家庭照顧者的負擔，對政府在老人照顧服務上也達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以長遠角度來看，增加實物給付式福利服務必定能為照顧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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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及政府雙方帶來雙贏的局面。 

 

五、保障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經濟安全 

 

女性外籍配偶因為教育程度、身份背景、法規限制等原因，來台後的就業機

會不高，有就業者，所從事的工作性質也多屬勞動性質的工作，低薪、福利差、

兼差性或不固定的臨時性工作。本研究發現，女性外籍配偶一旦成為家庭內失能

老人的照顧者時，就業情況普遍不高，不是原本就在期待下被賦予照顧責任，就

是為了承擔照顧工作而離開原有的工作。且多數的女性外籍配偶之失能老人照顧

者家庭的經濟維持得很辛苦。鑑於此，政府應該積極介入，創造女性外籍配偶照

顧者的工作機會，透過就業輔導與職業媒合的方式來協助她們就業，以改善家庭

經濟狀況。再者，研究發現，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在家從事無酬的照顧工作，家

庭的經濟收入主要依靠其男性配偶。日後結束照顧工作後的再就業問題，或在缺

乏經濟資源的條件下，婚姻關係的生變，皆讓這群女性照顧者的經濟安全沒有受

到任何保障，影響了她們的各項權益，甚至成為社會問題的隱憂。所以政府除了

應提供經濟性支持方案來彌補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因提供老人照顧的所得喪

失，也應該透過協助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就業或再就業來避免日後可能出現的

貧窮女性化困境，進而保障女性外籍照顧者老年的經濟安全。 

 

六、社會大眾的再教育 

 

隨著跨國婚姻移民人口的逐年穩定成長，政府與社會大眾對於這群來自異鄉

的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的相關議題愈來愈關心。為了幫助她們提早適應台灣社

會，政府與民間紛紛成立了許多的「外籍配偶識字班」與「外籍配偶生活適應班」

等，來教育來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配偶們。但這樣的著力點還不夠，要讓女性外

籍配偶在台灣社會適應的更好，生活的更加美滿，必需加強雙向的交流，除了讓

她們瞭解與學習台灣社會的事物，對台灣民眾而言，也同樣需要有機會更認識這

群來自異文化的嬌客，在雙方對彼此背景與文化有更深入的瞭解後，女性外籍配

偶不論在家庭教育、親子互動或老人照顧過程中的問題，自然能夠獲得更多民眾

的關心，在協助的角色上也有所分寸及方向。所以有必要強化教育社會大眾對女

性外籍配偶的認識，用全民的力量來提供她們生活上各層面的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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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今後課題 

 

 

本研究希望透過質性訪談方式，探討女性外籍配偶之失能老人照顧者的照顧

面貌，瞭解其在成為失能老人照顧者的原因、照顧工作的內容、社會網絡關係以

及照顧工作為生活各層面所帶來的影響。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文獻探討、訪

談與研究分析各方面不斷的自我檢視與反思，歸納出幾點作為日後研究發展的依

據。 

 

一、性別的議題 

 

根據研究可以發現，性別是照顧工作中的一個主要的變項，牽涉到照顧者角

色的扮演與照顧責任的分配，這是站在照顧提供者的立場來進行分析與討論。然

而，對於被照顧的對象，性別或許也存在著不同的作用力，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

性別變項的交錯結果值得探討。因此，本研究日後的後續發展，可以細分不同性

別的被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之情況與差異，如媳婦照顧公公與媳婦照顧婆婆之間

的情況有何差異，並可進一步地進行比較與分析。 

 

二、種族與文化的議題 

 

根據研究發現，文化因素對於照顧工作的影響很大，所及的範圍也很廣，當

東南亞文化進入台灣社會後，不同文化價值影響著因應環境的情況。本研究乃針

對所有具有東南亞國籍的女性外籍配偶照顧者作為研究對象，但其實東南亞國家

間尚存在著不同的文化、語言與生活習慣等因素，未來研究可以鎖定某一國籍的

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者作為研究主體，做更深入的探討。 

 

三、地域上的差異 

 

本研究的地區只侷限在台南縣，而其他北部、中部、東部的區域差異，以及

不同程度的都市化程度造成的城鄉差距，尚無法列入研究的範圍。因此，日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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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進一步的延伸樣本範圍，加入其他地區的樣本，並可進行比較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