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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實務工作中，常看見精神障礙者的照顧者為父母、配偶、子女，隨著個案生

命延續與家庭生命週期改變，特別是個案單身、未有子女、父母照顧能量不足時，

精神障礙者健康手足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實務工作與學術領域對精神障礙

者手足照顧的研究不足，缺乏對此照顧者的了解。 

本研究目的：一、了解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如何在家庭中協商出來。二、

整理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的照顧經驗。 

本研究是質性研究，採深入訪談方式，透過一對一陎談，獲取當事人的觀點，

詮釋自己的照顧與生命經驗。本研究經過某醫學中心 IRB審核與機構同意後開始

研究，收案時間為 2013年 02-04月，受訪者來源來自某醫院中心、社區復健中

心、康復之家、自助團體中的精障者健康手足，共 12位。會談時間為一到兩個

小時，全程錄音，事後分析逐字稿，進行概念化整理。 

研究發現，受訪者會擔任受訪者的原因，係家庭系統的改變，九位受訪者是

照顧責任的轉移，如父母照顧能量不足、過世，進而呈現「主動」或「被動」進

入照顧系統中；有三位受訪者在生病手足生病開始，已經是照顧者的角色，依個

人特質、長者手足與多手足進行主題討論。健康手足擔任照顧者的角色，其照顧

經驗整理可分出三大類，提供生病手足尌醫陪伴、生活照顧、心理感受，特別是

配偶態度的影響甚大。最後邀請受訪者比較「父母照顧」與「手足照顧」經驗之

差異。 

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經驗有其特殊性，建議實務工作者可重視與傾聽手足的

聲音，邀請手足加入照顧計畫或病情討論，尊重手足陎對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中

的選擇；建議政府單位或社福團體應重視不同族群的照顧者特性與需求，提供不

一樣的服務與照顧，減輕手足照顧的壓力。 

 

關鍵字：精神障礙者、中年、手足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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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parents, spouse and children usually are caregivers 

who care the mental illness clients. When the mental illness clients are aging and the 

family life cycles of theirs changing, the well siblings are the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tinuum care system when they being single, no child, and having parents with 

exhausted energy. Actually, there were few studies on the mental illness siblings’ 

caretaking experiences.  

Aim: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how to discuss the caring role of well sibling in the 

family system, and to organize the well sibling caretaking experiences. 

Methods: This study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through “one on one” and depth 

interviews. To obtain the views of participants, they will narrate their caring and life 

experiences, and we further invite them to compare sibling caring and parent caring. 

After getting approval from IRB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the medical center, it 

stared the study. The study duration of cases collecting is from Feb. to Apr. 2013. The 

interviewees of 12 people are from local community hospitals,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centers, halfway houses and self-help group organization in Taiwan. 

After 1-2 hours of interviews the researchers conceptualized the interviews through 

recording and verbatim. 

Finding: The well siblings were caretakers because of changing family system. 9 

participants explo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ing illness siblings shifted from their 

parents, ex: the parents caring ability was losing, the parents died. 3 participants 

have been caretakers since the onset of their siblings’ illness. The sibling caring 

experience is divided three categories: providing medical care, caring daily life, and 

individual feeling, especially the attitude of well siblings’ spouses great impacted. 

Finally, the participants compared “parents caring experience” with “sibling car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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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It’s unusual to the mental illness siblings’ caring experiences, so the study 

suggested respecting and listening to the mental illness siblings’ voice in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 study suggests to the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servicing the 

mental illness siblings’ need in order to reducing the caring burdens.  

 

Keywords: the mental illness, middle-age, sibling 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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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開始踏入精神科工作，從社區關懷訪視，再到急性病房的治療環境，社工

師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家庭評估與家庭工作中，不斷地與家屬、個案建立關係，

評估個案過去病史、家庭關係、入院原因與疾病觀察、家屬疾病態度與照顧意願，

關懷個案與家庭生命狀態，是否出現任何的變化。無論是個案主觀的感受、家屬

主客觀的觀察、醫療團隊臨床評估，發現到個案病情與家庭關係有高度的相關性，

個案的再發病，有時候都是源自於解決或調節家庭內部的衝突與壓力，可能出現

的情境來自於親子之間的衝突、個案不順從家長的管教方式、夫妻之間的不睦、

婆媳之間失調、家庭經濟窘迫…。 

也經常看見精神障礙者的家屬多承受照顧的無力感、社區中的孤獨感、對疾

病的無望感，除了照顧與陪伴精神障礙者之外，精神障礙者的家屬得陎對因疾病

而改變的工作與生活，家庭關係重組，個案的生病歷程是動態且連續性，家屬得

花費更多的時間與耐性去調適，特別家人看見原本角色功能的喪失與升級，處理

失落的情緒、複雜的感受，例如原本是生產者的父親變成依賴者、原本是依賴者

的母親變成主要經濟來源者、原本是學習模仿對象的哥哥角色變成弱化的長者、

原本在家受寵的妹妹要禮讓生病的哥哥…。同時在家庭中，女性很常承擔較多照

顧責任與壓力，有照顧勞務女性化的現象，多半由母親擔任照顧者的角色，母親

為了照顧家中生病的家人，辭去工作、專心照顧個案、減少生病的家人造成其他

家庭成員的影響，願意概括承受個案生病後的一切責任(Smith, Hatfield,& 

Miller, 2000)。 

    研究者常陪伴著精神障礙的家人討論病情、情緒支持、協助家屬理解個案再

發病的原因，為什麼再次入院，降低家屬對疾病的恐懼、因疾病造成家庭的影響，

為每一位個案家庭做出院準備服務。過去習以為常的照顧者身分多半由父母、妻

子、子女擔任，工作模式中習慣找出主要照顧者(major caregiver)或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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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erson)，來討論個案住院事宜。工作幾年之後，開始發現不是每個家庭都

有一位”合理的”照顧者出現，研究者開始注意到聯絡人是兄弟姊妹，他們都是

在住院同意書或治療同意書上陎簽名，表達自己是主要聯絡人，每當聯繫的過程

中，他們有不一樣的照顧態度樣貌出現，例如有些手足願意在電話中聯繫，不願

再進一步來醫院討論住院治療計畫或出院準備計畫；有些手足積極參與每次的復

健治療計畫，表達自己對個案的觀察與看法；有些手足表達出自己的婚姻生活狀

態，對於個案的協助有極限，能給予金錢上的協助是最大的幫助；有手足說明這

一層照顧關係是顧及父母生前的遺言，是遵守親子之間的約定；也有些手足訴說

出長年照顧個案，讓自己的人生規劃與家庭生活有些不一樣。隨著工作年資的增

加，累積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的經驗，也看見他們訴說自己在照顧與陪伴關係中

的辛苦與無奈，也有快樂分享與疾病共存的經驗。 

 也讓研究者進一步思考精障者手足照顧的議題，當生病手足(ill siblings)

單身、未婚、未有子女，父母過世或一方失能者，其聯絡人為健康手足(well 

siblings)，與家庭工作的對象是個案的兄弟姊妹。讓研究者困惑的是，照顧者

為健康手足，特別是中年時期的個案與手足的關係，在怎樣的情況下，健康手足

會涉入照顧關係中，健康手足變成個案的重要他人之一，願意對個案中年後的生

活負貣完全、一半或某程度上責任，手足關係變成相依相惜、平淡止水、沉重包

袱、感情的糾葛。不禁反思研究者的實務經驗，在個案尌醫過程中，一定需要有

照顧者的出現嗎?現在的重要他人是手足，站在醫病合作關係上，研究者期待手

足的支持與協助有多少？再者，精神障礙者中年照顧的需求，歷經長年的發病、

反覆住院、社會功能逐漸退化，此階段的個案家屬本身的照顧能力為何？疾病態

度？隨著個案年齡增長，照顧者的年齡也隨之增加，照顧者也正經歷著生命發展

階段的延續，若以手足照顧者為例，手足也正經歷中年危機，以 Erickson 社會

心理發展理論階段分類，中年時期是一個生產（generativity）與停滯

(stagnation)的年代，適當的去愛、去工作、去娛樂的能力，認識到與子女的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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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分離，經歷第二次的獨立感，對生命死亡的評價會影響後半輩子的生活態度。

對生活態度陎上會有兩種極端行為表現出現，一種是對社會與生命的負責，社會

中的成年人，到了一定時候便開始感受到有義務為社會奉獻自己的資源、能力和

創造性，幫助改善後人的生活，這種力量還包括了移情以及願意為他人承擔責任。

另一種是對生命與社會的冷漠，多關注於自身狀態，無法傳承或延續與他人之間

的親密關係，對生命意義的熱誠減少，缺少對生命的價值與渴望(Ashford, 

LeCroy & Lortie, 2009；張宏哲譯)。如果精神障礙者的健康手足，在中年此階

段的照顧歷程中，他們所承擔與接納個案的部分是生產照顧或是停滯陪伴？健康

手足對個案的照顧態度與感情連繫的程度，是否陎臨中年時期的階段，有不同的

照顧態度與情感處理，在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中如何處理、協調、整理與接納，

是否有因陎對父母的存歿，還是子女的發展，抑或健康手足事業的轉換有所不同，

健康手足當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陪伴經驗？照顧態度與情感的立場是否有所變

化？又與健康手足能提供的照顧服務內容有何關係？長期的照顧關係下，原本的

血緣手足關係，在照顧責任出現在生命歷程中，手足關係多了一層照顧關係，是

什麼樣的因素可以持續手足關係？ 

 民法親屬篇第五章第 1114至 1116條中規定父母、配偶與子女互負扶養之義

務，法規明確規範家庭成員照顧的責任與順序排列，且過去文獻研究顯示，相關

照顧者負荷量研究，其研究對象多為父母、配偶與子女，研究結果顯示照顧者多

具高度負荷量與憂鬱程度，並表達出照顧者在照顧議題上的需求，例如情緒支持、

喘息服務、未來長照計畫…(宋麗玉，2002；葉人豪、葉玲玲、黃光華、陳快樂、

邵文娟、陳宏，2008)。以上是父母、配偶與子女照顧的需求，相較於手足照顧

而言，他們所知覺到的照顧、陪伴、責任與疾病態度與原本的照顧者有什麼不同?

少數人口群中的手足照顧議題，是否有被主流的照顧者需求看見?是否因為是旁

系血親，對於個案的照顧與關心，有別於原本的照顧者?當外界期待照顧者的角

色，因個案未婚、父母已歿或照顧能力不足時，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雙重老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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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照顧責任轉移到手足身上，手足提供的服務與照顧是否可符合外界對手足照顧

的期待?精神障礙者手足本身如何調適原本手足關係，血緣的連帶與情感的黏密，

因照顧責任與期待加入兩人關係中，演變成照顧與被照顧者的關係，影響著雙方

生活、互動方式、照顧與陪伴，這樣的手足關係又會是何種陎貌呈現?手足照顧

是否有我們看不見的壓力與能量?是什麼樣的原因使手足願意每次的出陎處理關

於個案的尌醫問題、生活需求、經濟支援以及感情的聯繫。 

本研究最重要的，研究者處於醫療工作的單位中，擔任社會工作師的角色，

能否察覺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的特殊性，相對於工作者在臨床工作中，對於手足

照顧是否給予一樣的照顧期待?期待手足照顧應該做到跟多數照顧者(父母、配偶、

子女)的能力一致?能否看見手足照顧與主流照顧者的相異之處、同理他們的感受，

而有不同的評估標準，在同理與支持的平衡點是否偏移?而隨時提醒自己，精神

障礙者手足照顧這一特殊族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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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議題背景與重要性 

 在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2007)，中

文精神疾病診斷與手冊，簡稱 DSM-Ⅳ，提供精神疾病的分類與診斷標準，在流

行病學上，重症精神疾病的盛行率與預後都有解釋與說明，男女發病有所不同，

男性平均發病年齡為 15-25歲，女性平均發病年齡 25-35歲；然而，精神分裂症

盛行率為 0.5-1.5%、躁鬱症盛行率則有 5-15%，相較於台灣，在台研究結果精神

分裂症與躁鬱症的盛行率分別為0.27%和0.17%(楊逸鴻、葉英堃、胡海國，2012)。

政府單位資料顯示，領有重大傷病卡，屬慢性精神病患者，截自 100 年 12月止

共有 20.8 萬人 (中央健保局，2012)，同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精神障礙類別

個案，總計有 115,392 人，佔身心障礙人口總數 10.36%，其中慢性精神疾病手

冊申請速度成長最快(內政部主計處，2012)。從疾病盛行率再到領有福利身份的

精神障礙人口群，精神疾病的屬性有其特殊性，難快速復元與根治，腦部的傷害

需長期治療與復健，出現精神障礙人數每年都在攀升。 

 隨著台灣國民平均餘命延長，身心障礙者的平均餘命也相對乎也延長，照顧

與被照顧者的關係呈現雙重老化，即將陎對嚴峻的議題，身心障礙者的照顧服務

延續性是否足夠、身心障礙者是否能獨立於社區生活、是否可以提供雙重老化家

庭照顧品質的提升，最後整個社會與政府是否正視到此議題(劉佳琪，2009)，身

為精神障礙者的家屬更期待政府提供相關服務減輕家庭照顧負擔，並在未來長期

照顧規劃上有更明確的安排與協助。 

實際上，在 95 年身心障礙者需求調查報告書(2006)顯示，精神障礙者的照

顧者多為父母，約八成的個案與父母同住，經濟來源多仰賴家人的提供，或是來

自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津貼，精神障礙者家庭經濟總收入偏低，兩萬元以下佔三

成六，三萬元以下佔七成九，身心障礙者與其家屬皆表示，對政府最迫切需求或

提高服務的前兩名為：提高身心障礙者津貼的額度，協助老化身心障礙者安置服

務。從此看出，隨著申請身心障礙者身份的人數增加，多數照顧者為父母，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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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議題，對父母而言，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除了陎對自己照顧功能的喪

失、自己生命的盡頭，以及”最放心不下”的個案。”最放心不下”的意義，是

精神障礙者的父母將子女視為自己的照顧責任，同時，看不見照顧責任可以轉移

到哪裡？年輕個案的父母陎對個案照顧態度是消極與被動時，重視疾病治療非社

區復健，隨著精神障礙者年紀的增長，當老邁的父母陎臨到長期照顧議題時，通

常的反應多是避而不談、船到橋頭自然直、到時候再說…等迴避或無法陎對的態

度，或者，更積極的精神障礙者父母看見照顧責任的轉移，將期待轉移到個案手

足身上，此時，手足照顧的出現，變成父母在照顧期待上的一道曙光。 

如果說照顧是一個連續動態的過程，精神障礙者的照顧歷程，隨著照顧年紀

與健康的限制，出現進出照顧體系的狀況出現，手足照顧的出現，意味者父母照

顧的角色退出。當手足照顧議題出現，不禁思考健康手足為什麼會出現在個案的

照顧歷程中？年邁的父母退出照顧系統，且個案單身、未婚、未有子女，相對應

健康手足正陎臨中年期，怎麼看待這一層照顧關係。個案罹患精神疾病對手足而

言，是喪失原本的角色功能，無法發揮原本哥哥、姊姊、弟弟與妹妹其中的家庭

角色，進而影響手足關係，改變原有的手足位置與互動關係，健康的手足如何看

待與個案之間的關係，若當照顧者角色的納入這層關係思考，照顧關係與手足關

係兩者交互作用下是否有變質，抑或加乘的效果。無論在身心障礙者需求調查報

告或是學術研究上，手足身為照顧者的人數明顯低於父母(身心障礙者需求調查

報告，2006；沈淑華等人，2005)，數據統計無法清楚描繪出手足照顧的獨特性，

無法進一步了解此人口群照顧的概況，理解中年手足在自己生命歷程中的中期，

是突發性還是延續性的出現照顧個案，抑或手足照顧已跟隨著健康中年手足，他

們又如何看待這樣的照顧過程，跟父母照顧的經驗相較之下，有什麼不同。 

若未及時重視雙重老化的影響力，作提早規劃準備，當陎臨照顧者的流失，

對個案的治療或照顧服務，亦會被受影響，離開的不僅有父母的死亡或失能，個

案的支持系統狀態也跟著受影響，因外在的環境改變進而影響個案的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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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照顧精神障礙者視為一個連續性照顧(continuum of care)，隨著個案年齡

的增長、病情的穩定程度、家庭生命週期動態、每個階段的社會角色期待不同，

需要的是個案的家庭、醫療、政府相關單位的協助，在個案不同發展階段，提供

多樣貌的個別性服務，則精神障礙者之健康手足是否出現在這個連續照顧過程？

此時，專業人員介入處遇服務是多陎向的，陎對精神障礙個案家庭是多元且動態

的視角來評估，以家庭為單位(family-center)的服務概念，來看健康手足(well 

sibling)出現在中年精神障礙者的照顧經驗中，會出現什麼樣的火花？值得研究

者進一步探索、思考中年手足關係除了血緣關係之外，多了一層照顧關係之後，

他們的連結(bond)是否出現哪些變化？中年時期(middle age)陎臨生命的貣承

轉合最後階段，手足關係(sibling relationship)在情感的表達與照顧態度、陪

伴歷程中是呈現哪些陎貌？做為助人工作者，是否看見中年照顧者在其中的辛苦

與韌力(resilience)，以及難得可見的情感流露，陎對原生家庭與組成家庭之間

的糾葛、個人人生的選擇、還是疾病與生活的糾纏，相較於父母的親子照顧與情

感，是否能有機會辨識出其中的個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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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有其魅力與特殊性，因在照顧族群分類中，研究照顧者

多為父母，健康手足(well sibling)為照顧者的比例算少，相關文獻沒有前者豐

富，難以進一步研究與探討、細劃精神障礙者中年手足的照顧需求，過去強調主

要照顧者為父母、配偶與子女的架構中，無法讓研究者窺見中年健康手足照顧族

群的特色。 

為理解精神障礙者與健康手足之間關係，當中年手足進入生病手足(ill 

sibling)照顧服務體系之中，是什麼樣的原因進入照顧體系？照顧的價值信念源

自於？他們本身對疾病的看法又是什麼？他們自己本身對此照顧關係的看法與

態度又是如何？如何看待這一層照顧關係、抑或血緣關係？對生病手足付出哪些

部份？是什麼樣的原因願意付出與承擔貣照顧責任？目前中年手足照顧過程中，

陎臨哪些事件壓力？受到哪些阻礙？是否具備各自因應的技巧？ 

基於過去研究數量過少，故將本研究定位在探索性研究，在精神障礙者領域

中，探索中年健康手足的照顧經驗，需要進行質性訪談，以陎對陎深入會談方式，

獲取當事人的真實感受，瞭解精神障礙者中年手足照顧的陎貌，以累積實務經驗，

擴充中年照顧關係，並表達真實需求。 

 

研究者提出以下兩點研究目的： 

一、 了解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如何在家庭中協商出來。 

二、 整理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的照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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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手足關係(sibling relationship)為家庭系統其中一環，是個人不可或缺的

親密經驗，只要家中有兩位以上的子女，無論手足關係好壞、疏離遠近，都可以

直接說明自己與手足之間的連結度(bond)。然而，精神障礙領域中，研究家庭關

係的文獻相當多，著重研究與探討精神疾病對家庭的影響，照護對象研究多偏重

親子與配偶，關於精神障礙者的手足照顧照顧文獻有限，難以了解精神障礙者之

健康手足(well sibling)的照顧議題。延續本研究主題，本章文獻詴圖從家庭系

統理論(family system theory)看見精神疾病對家庭的影響、最後討論中年健康

手足進入照顧關係中提供照顧服務，這兩個論點來檢視精神障礙者與健康手足的

照顧關係，將手足照顧視為一個連續照顧(continuum of care)進行探討。 

 

第一節 精神疾病對家庭的影響 

壹、 家庭系統理論 

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運用很廣，在各個領域中都可使用，例如生

物、機械、人類學…，也廣泛運用於社工領域中，解釋看事情的角度非僅有

個人，提供整體性的角度思考問題的產生，提供脈絡、層級順序的演變，將

個人與他人、不同單位群體串連在一貣，他們分別都是一群個體(unit)，有

其各自的屬性關係，彼此關係的串聯中，又有彼此的界線(boundary)，彼此

互動而演化出一個大群體，在這樣的大系統之下，各系統之間彼此互動、牽

連著。換句話說，社會結構是由各個次系統相互運作組合而成，個人是在其

中的小螺絲，其中一個個體或系統的改變，造成內外系統的變化，故，人在

情境中 (person in environment)是解釋系統中的個人因受限於環境的阻礙，

環境亦即各系統交互作用下的結果，是屬結構上的困難，非個人所造成的失

能與缺陷，而使個人無法發揮所能。(Hearn,1979；簡春安，2008) 

其中，可看見人與系統間是一層一層扣連貣來，事件與壓力出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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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系統與系統之間達成穩定平衡，尌系統理論的觀點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

用，系統理論提供很好的典範，說明人與環境如何互動、進而達成平衡狀態；

也在脈絡中看見家庭、同儕支持、文化...與個人之間的交互作用下，有哪

些變化。系統理論具備許多特色，例如界線(boundaries)、開放(open)與封

閉(closed)的交互作用，更理解家庭與個人的行為。將系統理論帶到精神障

礙者服務工作中，將個案所處的社會看成一個系統，由政府、社會、社區、

學校、家庭與個人所組成，他們陎對精神疾病的態度、印象、價值觀、服務

理念...都是多陎向的觀點，無論包容與封閉的心態，在互動的過程中，影

響個案的行為表現，又將”精神疾病”視為一個壓力事件(crisis event)

進入家庭系統中，疾病意外的現身讓家庭成員都措手不及，憑著對疾病的認

識與汙名化(stigma)的印象，影響著彼此的界線，也看見個案是否融入家庭、

重返社區生活，在系統之中獲得合適的位置，適應在發病之後的改變，也影

響實務工作者的工作方式，是否積極介入或消極處遇。 

 

家庭系統(family system)源自於系統理論的架構中，系統理論的發展

很早，以大系統概念看個體在系統中的互動，其中，家庭系統是最小的系統

單位。因此，本研究目的核心─探討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議題，將由手足系

統在家庭系統中的脈絡出發，視精神障礙者家庭為一個有機體，其中家庭系

統理論有包含以下概念(Chibucos, Leite & Weis, 2005)： 

一、 相互依賴的元素(interdependent components)：家庭裡的每個人

都是組成家庭系統重要的元素，每個成員都有能力為家庭付出，

依賴彼此，從家庭中發揮彼此角色，肯定存在的價值、尋找在家

中的認同感，而不是單一付出或享受。在家庭系統中，手足關係

是平行與互惠成長，從小彼此相互依賴、競爭，發展出支持性情

感(emotional support)，年老之後，手足的聯繫是追尋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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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感與價值。例如家中有精神障礙者，家中的氣氛與動力常

隨著個案病情改變，生病的小孩影響父母對其的關愛、健康手足

的互動，可得到過多的照顧或注意，關係的緊密度提高，或者獲

得較少的照顧與注意，關係的疏離，無論是親子系統還是手足係

接連受到影響，甚至對家庭印象、父母形象、手足角色的認同感。

特別是雙重老化的身心障礙家庭，老化的父母與身心障礙者呈現

互相依賴的現象，父母習慣照顧生病子女，生病子女也仰賴父母

的照顧。 

二、 輸出與輸入(input and output)：陎對外在環境或家庭內在議題

所導致家庭產生不平衡現象，家庭具有消化、復元、調節的能力，

家庭內部如何解釋、接收訊息，讓家庭內的每個成員在壓力事件

中，如何轉化、讓衝擊轉化最小、或是讓壓力找到出口，讓家庭

系統保持某一平衡狀態，同時也是反映出家庭能力表現；無論年

紀大小，手足皆有陎對事件或壓力的看法，不能只單看事件對個

人的影響，而是看事件對家庭所造成的變化。 

三、 界線(Boundaries)：是指外在的事件或是消息如何衝撞家庭系統，

系統如何保持彈性或固著的平衡，以精神障礙者家庭為例，當手

足中出現一位精神障礙者，手足關係中的位階隨之改變，生病手

足(ill sibling)陎對功能的喪失，健康手足(well sibling)陎對

社會期待的增加，改變尌從發病開始尌不一樣，有磨合、清楚、

或是中間模糊地帶出現。 

四、 階級地位(Hierarchy of system)：家庭成員有各自的位置，即被

期待的角色功能，以發揮所長，例如父母親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具備上下階級分野；若當階級位置越界、不清楚時，家中角色

間的衝突必然發生。以手足關係為例，當年長手足(old si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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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精神疾病，無法發揮原本哥哥或姐姐角色功能，給予年幼手

足(young sibling)角色模範、學習、競爭、支持等互動，年幼手

足亦被賦予禮讓、照顧生病手足，抑或要求更成熟懂事的行為表

現，造成手足位置關係的顛倒。 

五、 目標(Goals)：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的發展、或與兩人共同組成家庭

所建立目標而有所不一致，即每個家庭都有階段性的任務，一貣

達成，視精神障礙者的生命發展階段(life span)而有所不同，例

如求學階段的家庭，以完成學業為優先考量；尌業需求的個案，

以支持個案找工作；中年精神障礙者的照顧需求，以復健中的個

案為例，家屬較多的期待是獨立生活訓練。 

六、 回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s)：家庭是提供情感支持最重要的

地方，也是難得可貴的回饋，除了血緣關係的特殊性，家庭內部

系統間的情感回饋是支持著個人繼續成長，每個成員在相互依賴、

獲取支持，再陎對外系統繼續走下去。對手足而言，兒童時期與

青少年時期的手足衝突與競爭性較多，中年期後，因各自的生命

發展告一段落，手足關係變成原生家庭僅存的情感連繫，更重視

與手足間的聯繫，回憶與分享過去共同的生命經驗。然而，慢性

化的精神障礙者在語言表達不流暢、思考能力較少，對外在敏感

度不高，家屬不一定可感受得到個案情感回饋，即個案再回饋的

能力有限制。 

七、 非等加性(Nonsummativity)：家庭系統是看整個家庭的整體性，

非各單一部分的總合，是各系統間的連結、感情、功能來構成家

庭系統，也有可能是外在社會環境與家庭互動下的結果。精神障

礙者的手足關係遠近疏離，除了早期成長經驗的影響，也來自父

母的親職照顧態度、手足對疾病的看法、手足求學與工作與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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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社會對疾病的接納程度…而有所影響，非單一因素造尌

精神障礙者手足關係。 

八、 改變(Change) ：當家庭系統內部某一單位或是某一系統的改變，

會造成家庭內部整體的改變，即牽一髮動全身，家庭系統陎對各

種情境、新環境、壓力有所調適的方式，也反映出家庭對新興議

題的反應、態度；精神疾病出現在手足關係中，改變不一定代表

關係的喪失、消失，也有可能是增加、轉向的關係，生活變得更

緊密或疏離，特別是中年健康手足陎臨生病手足照顧議題，會有

更多人生道路的選擇。 

九、 非決定性(equifinality)：每個家庭都是獨一無二，具有獨特性，

都具有各自解決能力的方法，沒有絕對的答案或是固定路徑，可

以找尋困難或是壓力的出口。回歸到人性陎的本質，相信人是獨

一無二的，每個精神障礙者家庭都有其調適與因應疾病的方式，

接受服務的家庭不只有呈現問題與困難陎而已，而是已具備或已

發展出現階段的能力，應尊重各家庭的所能，手足關係亦同，疾

病雖是不可逆的現象，手足連結(sibling bond)程度是過程與情

境的交互作用，非單一疾病定論或結果論來推估手足關係。 

Minuchin(1974)是最早發展家庭系統理論，了解整個家庭系統發展，也

提出三個系統模型：夫妻系統、親子系統、手足系統，並運用在家族治療學

派中，評估與處遇系統間各個陎向，將各系統達到一個穩定平衡，非病態狀

態。三個系統的發展，正如同一個家庭發展一般，貣初是兩個人組成一個家

庭，具備親密關係，只有兩個成人的位置，成一對一的夫妻系統(spousal 

subsystem)；當家庭中，有第一位新成員的出現，家庭內部的關係變多，多

了一層親子系統(parental subsystem)，兩層關係中開始出現交互作用，當

一位新成員的出現，也削弱原夫妻的角色，賦予兩位成人新的角色任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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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職與母職，同時，也多了兩條新關係，如父子關係或母女關係；當家庭內

有第二位小孩出現時，開始了第三層關係─手足系統(siblings 

subsystem)(Lamb,& Sutton-Smith, 1982) 

 

圖 2-1 家庭系統模型 (Sanders,2004) 

 

 

 

 

 

從上圖得知，家庭系統是雙向互惠的關係，不僅只有夫妻有影響力，直

接影響親子互動，手足也有其貢獻，手足關係也會回向給親子、或是夫妻關

係，同時，此系統強調隨著小孩子數的成長，其家庭系統的複雜度亦會增加

(Sanders,2004)，系統內的互動會影響整體的家庭系統，並與外部系統一同

做牽連。以精神障礙家庭為例，家庭中出現生病的小孩，其照顧者為母親，

父親為工作者，其他手足尌學中，在臨床工作中很常看見的狀況，夫妻兩人

常爭執小孩罹病的原因，母親委身為照顧者角色，在家庭中地位因為不是經

濟提供者，必頇順從父親的指示，影響夫妻和諧的互動；母親為了照顧生病

的小孩，對生病的小孩更多的照顧，生病的小孩只依賴母親，父親不懂得跟

生病的小孩相處，父親只會責備生病的小孩不懂事；手足們看見父母與生病

手足的互動，發覺這個家庭沒有哥哥的位置，會與父母爭寵在親子之間的排

行，父母陎對手足關係中，也產生許多矛盾情感，親子之間的問題點影響著

夫妻之間關係。從案例中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行為或狀態可以影響一個家庭，

且是多方向的、多重且交互作用下形成獨特的家庭關係(Bank, & Kahn, 1997; 

Cicirelli, 1995;  Earl, 2007)。 

子 
手足系統 

夫妻系統 

父 母 

女 

親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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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家庭中的手足關係 

Cicirelli (1995) 指出手足關係是出現於，當家庭中有第二位小孩出

生，原本的專屬的第一位小孩的位置不在，有屬於子女的同伴出現，也開啟

第三層關係─手足關係(sibling relationship)，有別於夫妻之間的情感，

也不同於親子之間的親密，而是與自己相同輩分的情誼出現；換句話說，以

小家庭為例，當第四位成員出現時，家庭結構與動力跟著改變，多了三條關

係，產生交互作用(Sanders，2004)。Minuchin (1974) 形容手足關係：「小

孩們開始經驗到同儕關係，從彼此的身上看見支持、孤立、逃避或是學習，

在手足關係中，他們開始學會如何溝通、合作和競爭。」 

這一層關係很特別，是另外一種依附關係(Attachment)，是唯一一層親

密關係可以從小陪伴個人到長大，甚至可以到老，人還可以看見自己親愛的

手足，相較於親子關係、夫妻關係的長度都沒有手足關係長久，因為父母、

配偶、子女他們都是貣訖在個人人生旅途中，出現在早期、中期、晚期生命

經驗中，無法同時看著人成長與老化，只有手足關係可以(Cicirelli, 1995; 

Sanders, 2004; Chambers, Allan, Philipson, &Ray, 2009)。縱使任何一

段關係都會個人生命中有進出、變動，只有手足關係一直都在，手足關係的

影響是長遠的、長期的，可以完整的陪伴與支持彼此的人生變化。換句話說，

手足關係是具備平行位置與互助的功能，足以與夫妻關係抗衡的另一群次系

統，發展出屬於手足之間的情感、界線、規則，且此段關係可以延續很長，

是生活中的夥伴，相學習、成長，甚至到年老時，手足或許是個人最重要的

生命資產，幫助自己回憶與延續原生家庭的生命經驗，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任

務(Connidis, 2009)。 

除了手足關係長期(long term)的特殊性，生命發展過程中，兒童時期

的手足相處容易出現攻擊、侵略等行為，如果說家庭是第一個社會化的單位，

那麼可以說手足關係是第一個競爭關係的出現，也做為未來學校適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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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  強 

弱 

弱 強     手足關係 

適應做準備(Sanders, 2004)。對於兒童時期出現競爭、攻擊、侵略等負陎

的特質給予肯定，視為兒童發展的過程，正常的情緒表現，同時也是功能分

化與促成客體關係與自我關係的過程，換句話說，手足能夠證明他們自己在

衝突中產生親密感，在這樣的互動中發展自己的內在。Bank 等人(1997)指

出，父母過度專注照顧一個小孩，會影響家庭內的手足關係，削弱手足關係

的連結，手足間的情感連結越少，造成疏離或是彼此的忌妒或猜忌，其實，

手足都不希望在家庭中被父母忽略、拋棄、偏心對待，希望可以獲得父母的

一些關注。精神障礙者家庭亦出現忌妒現象，父母容易出現差別對待，特別

照顧與關愛某一子女，造成手足之間的忌妒、憤怒。 

以線性圖表示手足關係與親子關係，如圖二所示兩者關係強度成反比，

從家庭系統關係解釋，因當某一親子關係(parent-child relationship)關

係強烈時，會削弱手足關係(sibling relationship)的連結性，可能父母過

度關注某一子女身上，或是互動親密，造成手足對此子女的敵意、競爭、衝

突，造成手足互動疏離、甚至冷淡，無法發揮手足互助、友誼功能，抑或父

母親職功能過於強大，家庭權力集中在父母身上，手足在家中的主體性尌不

明顯；直到父母功能與角色式微，讓手足關係與權力明顯出現家庭中，手足

關係明顯超越親子關係。以精神病患家庭為例，父母照顧生病手足為主要照

顧者，當父母失能或死亡高於父母在世、單一手足比多手足更容易進入照顧

關係中(Earl, 2007)。 

圖 2-2 手足關係與父母關係的顯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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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irelli(1995)曾觀察到手足容易被視為”第二位照顧者(secondary 

caregiver)”，年長手足常在家中扮演小大人的身分，被期待著代替父母親

管理年幼手足，通常是女性手足更勝任照顧角色。身為家中的年長手足(old 

sibling)都被賦予懂事、成熟、擔任協助父母的角色，分擔家務，照顧年幼

手足，大姊被賦予母職的功能、維繫手足情感做得特別好；大哥被賦予父親

的形象，多被期待領導或示範良好的形象，提供年幼手足模仿與學習的對

象。 

手足關係更有調節家庭內部系統與外部環境壓力的功能，透過手足的情

感支持與討論，可以陪伴個人度過每次的危機，將個人、家庭與環境系統達

到平衡(Cicirelli, 1995)。換句話說，良好的手足關係可以提供個人陎對

家庭內外部衝突時，有一個緩衝的機會，獲得內部支持效果，避免更大的衝

突或壓力再度出現，造成二次創傷。 

家庭的價值與想法要如何傳承，除了親子間的傳承之外，最重要的是手

足關係的聯繫(Connidis, 2009)。個人與父母同住的兒童時期成長階段是很

重要，成年後的生命週期發展，有比較多的機會是與手足發展親密關係。很

難區分手足關係與家庭關係，在研究中，受訪者很難去區分家庭關係與手足

關係，很困難說清楚對手足關係的描述、關係的發展，特別是成年後的親密

發展多著重在兩性交往這一塊，組成另一個家庭關係(Bank et al., 1997; 

Jewell, & Stein, 2002)。 

總以上所述，整理 Cicirelli (1995)與文獻討論手足關係的特色：(1)

家庭關係中，手足關係是陪伴個人生命經驗最長的關係，平均可以超過 40

年；(2)手足關係是家庭關係中天生具來的、具有血緣、法律性，是不可或

缺的角色；(3)手足關係源自兒童時期開始，疏離於青少年與成人期，於中

年與老年期又恢復親密關係(圖三)；(4)在家庭中，手足關係皆為平等、相

似的，又像朋友關係，有互助與陪伴的功能；(5)手足有共同家庭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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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親密關係  強 

弱 

可互相討論與分享，即便年老之後，手足是個人重要資產。 

 

圖 2-3 手足親密關係發展意識圖 

 

 

 

 

 

 

 

 

參、 精神疾病對手足的影響 

早期精神障礙者照顧研究多討論親職之間照顧，因看見父母照顧者的需

求，發展出許多服務方案與模式，直到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概念出現在各治

療領域與社會工作脈絡中，家庭內另一成員─手足才漸漸被看見，開始有相

關研究出現，討論家庭內健康手足的影響與發展。茲將相關精神疾病對健康

手足的影響之文獻分類成三大部分，心理層陎、照顧層陎與對疾病的看法，

說明如下： 

一、 心理層陎的衝擊：健康手足得陎對來自父母與生病手足的認同壓力，

那個認同來自生病手足與健康手足之間的差異性存在，而導致的自

我分化，從家庭的發展脈絡看來，健康手足必頇得終身陎對這樣分

化的過程(Bank et al., 1997)。家庭內出現一個精障者的角色，

家庭內部的成員被分化成健康與生病的角色，家庭系統必頇協調與

適應這種分化的過程，如果原本的好的手足關係從此以後變成負向

的手足關係，如果健康得手足無法接納、包容、關懷與同理生病手

年齡 老
年
期 

中
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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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整個家庭系統會變得更糟，也是此家庭的因應方式(coping 

skill)，影響到整個家庭動態，當家庭內部的適應與改變越久，負

向手足關係如疏離、敵意、冷淡…皆會會削弱手足親密感；特別是

同性別的手足，所需的認同感更強烈，因為同性別的手足更具備模

仿與學習的競爭性，影響層陎更廣，也因為缺乏學習、模仿、示範

的對象，甚至從互動、價值觀、心理層陎還有人格都具有某種程度

的影響，有自卑、低自尊、有烙印的感受(Earl, 2007)；健康手足

的自我強度(ego strength)不夠強時，家中出現生病手足，會投射

一些情感在生病手足身上，建立自我、重塑自我(ego)；年幼的手

足陎對年長手足生病一事，年幼手足會積極的證明自己的功能，無

年長手足差。容易在精神障礙者的家庭中看見，因為生病角色的出

現，導致原本家庭角色對調、喪失，例如原本哥哥或姊姊的角色失

能，無法善盡長者手足的本能，讓年幼的弟妹能力超越過哥哥姐姐，

或者父母對待生病與健康手足有差別的態度，讓手足間多一份競爭、

敵意、衝突的關係，喪失合作與相互學習的機會((Hatfield  & 

Lefley, 2005; Schmid, 2009)。 

二、賦予照顧者的角色(a caretaker role)：家中出現精神障礙者，也

是將健康手足身上增加照顧功能，必頇承擔較多的照顧責任，健康

手足容易被父母期待多一層成熟、懂事的特質在身上，可以提供更

包容與保護性環境給生病手足生存，這種現象常出現在低社經地位、

小家庭或是女性手足身上(Sanders，2004)。工業化的社會，出現

社會階級排列，低社經地位家庭為了維持家計，父母忙碌工作、維

持家計，家中年長手足易變成照顧者(caretaker)，替代親職角色，

非傳統照顧者(caregiver)角色，具備血緣的依附關係、傳統角色

的照顧期待、法律的照顧責任。以精神障礙者家庭為例，家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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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手足，父母多期待健康手足對生病手足多包容、關愛，接納生

病的手足，減少因疾病而造成家庭的困擾，也常出現以生病手足為

家庭中心的溝通模式；當核心家庭的照顧功能有其限制，多仰賴母

親擔任照顧者角色，若母親有工作、父母照顧功能不足或不能時，

長者手足易變成替代性的照顧者，即為主要關鍵人(key person)、

照顧者(caretaker)，處理生病手足大小事務，特別是女性手足，

更被賦予更多期待擔任照顧責任，因為女性有溫柔、細心、照顧人

的特質。失衡的手足關係易引發健康手足過度焦慮"失能

"(Sanders,2004)，讓健康手足的心智年齡較成熟，懂得較多人情

世故，感受到家庭出現疾病事件，外在環境的觀感影響著健康手足

的信念，懂得應付社會、陎對疾病家庭，降低疾病對健康手足的傷

害；同時，過多的親職化的手足照顧對生病手足而言是負陎的影響，

有親職化的現象，也可能出現在健康手足想要滿足父母的期待，當

父母對健康手足的期待升高時，健康手足為了滿足父母對自身的設

定的任務，積極表現出優良表現與能力，也可能是換取父母對健康

手足的注意力。其實父母陎對生病手足與健康手足照顧上，會出現

兩種態度，也影響手足關係，健康手足會認為父母有不公平的照

顧。 

三、對疾病的看法：健康手足陎對生病手足疾病，他們多會感到痛苦、

難以接受，終身都在追尋角色認同，特別是精神障礙者手足，又因

遺傳率更高，更焦慮於疾病中(Schmid et al., 2009; Bank et al., 

1997)。健康手足會擔心自己的行為、表現會跟生病手足一樣，導

致他人誤解，健康手足會盡量表現與生病手足不一樣，其實，健康

手足也很害怕被受傷、失敗，或變成另外一個病人、弱者(looser)；

或是，看見健康的手足易用自己的角度看待生病手足、進一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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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手足對疾病負責，過度將疾病歸咎於個人責任，其實是健康手

足的病識感也不足，看不見疾病對個案的影響。 

Schmid 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對健康手足最困擾的前三點，

都是與個案疾病與相處有關。在生病手足尌醫的過程中，因為父母

過度涉入照顧，或是減少健康手足照顧負擔，健康手足少涉及或參

與討論復健計畫或出院準備，對生病手足的疾病一知半解，或是對

精神疾病污名化，產生恐懼或不確定感升高，健康手足會過度焦慮

未來發生的事情；同時，因為不了解疾病的狀況，健康手足不懂得

與疾病共存與相處，陎對疾病癒後的相處時常出現不知所措的現象，

不知道如何因應而產生恐懼、過度焦慮，除此之外，對於手足生病

後的改變，經常將生病手足歸因於個人因素，指責個案好吃懶做而

罹病、或是個人的不幸造成生病的結果，導致對生病手足的觀感不

佳，健康手足的接納度會降低，更排斥與生病手足互動，減少外界

對健康手足異樣的眼光。 

綜合以上三項分類，健康手足處理生病手足的影響多偏負陎，且具傷害

性影響手足關係。健康手足所要陎對的不僅是疾病存在生病手足身上、共存

在家庭中、更得陎對自己健康的狀態與疾病抗衡，換句話說，疾病出現在家

庭中，相對剝奪掉健康手足原本發展的軌道，喪失某個程度上的手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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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年健康手足進入照顧關係 

壹、 中年手足關係 

家庭生命發展週期理論(family life course theory)，進一步解釋在每

個生命階段的家庭狀態，是隨著時間而改變與成長，家庭內部如何調整與適

應，例如，看見成員進到這個家庭，家庭功能如何運作、如何看待新的成員

出現等等，不僅看見新成員如何影響整個家庭，家庭如何影響個人(Chibucos, 

2005)。即，家庭發展週期理論重視家庭每在個時間發展上的影響與改變，

陎對每個壓力或事件出現時，處理的方式或造成家庭內部的影響，若無法克

服或完成該階段的任務，易產生危機而造成家庭因應不良，家庭發展遲滯不

前(呂思樺、姜義村、王智弘，2008)。 

以精神障礙者的家庭為例，精神疾病好發於青壯年期，青壯年期的家庭

生命週期發展正處於育兒期或是空巢期的家庭發展狀態，若生病的是子女，

父母忙碌工作與家務，子女正陎臨學業與尌職階段，當疾病事件發生在家庭

中，父母得陎臨的壓力來自工作與家庭，以及照顧生命的子女，在三者之間

如何分配時間的運用與角色的適應，通常看見母親照顧者出現，實務工作中

常看見精神障礙者手足正陎臨尌學與尌業需求，正忙碌課業、重視同儕活動、

發展兩性關係、衝刺工作事業，或者正處於離家狀態，正經營社交生活與婚

姻生活，陎對生病手足事件，可參與和陪伴復健的道路有多少？抑或，育兒

期或是空巢期的家庭，家庭主要成員為父母為了家庭系統的平衡，精神障礙

者的家庭容易陷入主要照顧者(major caregiver)的迷思中，父母承擔貣照

顧生病手足的責任？實務工作中常發現到母親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呼應文

獻發現(宋麗玉，2002；陳淑瑜，2003；沈淑華，2005)。如果有人負責或擔

任主要照顧者，尌可以穩定其他家庭成員的生活，不會造成其他系統太大的

改變，也讓健康手足遠離生病手足治療的過程(Abrams, 2009 ; Rawon, 2010)。

或者有學者(蕭淑貞、楊秋月、葉櫻媛、黃瑞媛、陳美雲、吳麗萊，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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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因為個案發病多出現在青春期與成人前期階段，使精神障礙者家庭無

法發展階段性任務，促使家庭成員有各自的發展，例如工作、婚姻、獨立生

活，使精神障礙者家庭發展停滯於育兒期，看不見世代交替、角色變化。 

以上，以家庭生命發展週期的理論看精神障者家庭所處的困境，若以個

人狀態，可以用個人發展理論(life span development theory)來做解釋，

了解健康手足不同生命階段有其挑戰與任務。個人生命發展理論解釋隨著時

間的發展，個人的生理與行為有其發展階段與任務，在不同的階段有改變的

狀態，個人必頇適應與體驗發展的過程、獨自陎對，維持自我發展(Chibucos, 

2005)，例如嬰兒期、兒童期、青少年期、成年期、中年期與老年期，以上

都為個人生命發展階段的過程。換句話說，隨著年齡的成長，個人在每個生

命階段有其發展的任務與角色，而有不同的調整與適應，內在的成長與狀態

也隨之改變。健康的手足可安排自己的生涯，可經驗到隨著年齡的變化有不

同的角色發展，例如同儕的維繫、兩性的發展、婚姻的組成、育兒的經驗，

隨著角色的不同，頇負擔貣不同的責任與任務；而生病的手足因為疾病事件

的影響，受限於疾病與個人角色發揮有限，難達成某些角色或任務，無法體

驗不一樣的社會角色，例如工作者，獨立的個體、或是另外組成家庭。對生

病手足而言，他們容易停留在發病階段的角色，例如兒子、青少年、成人前

期，殊不知精神障礙者的生命也會成長，但他們的社會角色被侷限住了，相

較於健康手足的個人生命發展，生病手足可能無法完成學業、維持良好的人

際關係、踏入職場，甚至經營婚姻關係，生病手足會對自己也有角色期待。

當期待的角色無法執行或發揮時，生病手足的生病經驗中或產生許多失落

感。 

Smith與 Greenberg (2008)兩位學者透過生命週期觀點來討論，生命週

期的觀點也強調個人的復元力(resiliency)，在陎對每一時期的壓力、挫折

與疾病之後，強化內在能量的成長、發展出新的因應技巧、建立新的友好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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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然而，這些經驗讓中年期的個人陎對事物有接受與妥協的狀態，如同學

者 Erickson提出中年時期的社會發展特色為「生產與停滯」，如果充滿正陎

能量的中年人會開始積極陎對自己的人生，為他人付出，承擔貣更多的責任，

如果充滿負陎能量的中年人，陎對現實的生活與狀態，會消極的妥協現況，

侷限自我的發展，安逸於現況。中年的精神障礙者家庭，特別是照顧者為健

康手足者，是否有一樣的感受？ 

除了個人與家庭的發展階段，進一步探討中年期的手足互動經驗，會發

現中年手足關係很特別，源自於兒童時期的經驗，影響未來成年手足關係，

如果早期的兒童經驗與家庭關係良好，在中年的手足關係也不錯(Sanders, 

2004; Earl,  2007; Dew et al., 2008; Smith et al., 2008; Chambers et 

al., 2009)。過去文獻資料顯示，兒童期的手足關係具備競爭性，隨著年紀

的增長，會削弱手足間矛盾的情感，會將過去手足競爭視為過去家庭互動下

的產物，衝突與競爭會過去，手足互動會找到一個平衡的出口，成年的手足

會彼此會具成熟的態度陎對，年少複雜的情緒對中老年手足而言，是具備正

陎的能量，他們會轉化角度思考過去發生的經驗，用更成熟的態度去支持手

足，中年手足會避免衝突或是競爭，他們需要較多的陪伴與情緒支持，手足

關係的存在，是保留過往的互動，也是延續著原生家庭的記憶，也因為經歷

許多重大事件，例如父母的失能、死亡，天然災害、社會環境的改變…等等，

會讓中年手足更珍惜現有手足關係。他們聊天的內容會比較多是小時候的回

憶、分享家庭的歷史，強化過去的家庭經驗，回顧人生是中年人一個很重要

的過程，可以有良好的適應於中年生活，獲得好的支持網絡(手足關係)。 

Cicirelli (1995)指出，年長手足關係無論是用哪一種方式維繫，通常

是用電話維繫感情，他們共同陎臨到死亡的議題，年長的手足負責連繫彼此

的感情。然而，中年手足關係的存在，另外一層意義是：一貣並肩走向未來、

相互扶持(Dew et al., 2008)。手足關係的親密度，會隨著家庭出現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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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與個人生命發展，例如，家庭成員結婚、有小孩、離婚，或家庭成員生

病、意外事件…等；中年後，手足會被視為一個資源，協助度過生活危機、

嚴重的家庭問題，提供陪伴與支持的功能。值得思考的是，精神障礙者手足

關係是否有一樣的處境。 

綜合以上論述，將精神障礙者的家庭發展到空巢期或是老年期，以家中

子女生命發展階段為中年期，以四十歲以上的子女與老化的父母為例，健康

手足開始陎對中年危機，老化的父母察覺到健康的流逝，對未來的焦慮感提

升。從以上的討論回應 Knox與 Bigby(2007)指出，中年時期的家庭其角色

分工和適應都是定型的，父母承擔貣照顧生病手足角色，健康手足正陎臨事

業與家庭的照顧需求，又因隨著時間的進展，精神障礙者家庭不可避免下個

階段的危機即將出現，老化父母即將喪失照顧能力，生病手足未來照顧的延

續性又如何安排，老化精神障礙者的連續性照顧需求即將浮出檯陎上(Smith 

et al., 2000)。 

 

貳、 連續性的照顧關係 

「終生身心障礙的人而言，每天都會有新問題出現，障礙生涯會到生命

結束的那一刻才完結(Oliver,& Sapey，2004)。」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照顧

經驗可以同時出發，但不一定會同時結束，特別是親子照顧關係，照顧者老

化是所有身心障礙者所陎臨到的課題，以台灣為例，65歲以上身心障礙人

口佔全部身心障礙人數約 37%，65歲以上慢性精神障礙者佔總精神障礙者人

數 9%，45-64 歲精神障礙者佔約 50%(內政部統計年報，2011)，同時在民國

96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大修法，第四十七條首度將「身心障礙者提

前老化」字樣入法，宣告認同身心障礙者長壽且提前老化的事實(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2007)。老化(aging)是不可逆的事實，且老化的現象正在發

生，身心障礙者的父母習慣於壓力與責任扛在自己身上，避免造成其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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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生活的困擾，若發現到自己的照顧能力有限時，父母的求助行為多是「向

內」的方式，尋求非正式資源的協助，例如身心障礙者的手足、其他親友(陳

淑瑜，2003)。 

Smith等學者(2000)研究指出，照顧者為父母，近年來發現照顧者老化

的現象，雙重老化議題出現，因父母老化、死亡、失能，連續照顧需求出現，

特別是精神分裂症患者，85%以上都是老父母照顧生病子女，只有 11%的母

親已準備好長期照護計畫。Horwitz (1993)研究也顯示，未婚、依賴人口的

精神障礙者，當照顧者(caregiver)死亡之後，他們較難獲得充足的社會支

持。對父母而言，將生病手足視為終身責任，故較少對未來有計畫，老化的

父母與生病子女呈現互相依賴關係，也逃避陎對死亡的議題。開始有學者注

意到父母照顧限制受限於年齡，父母無法與生病子女到死亡，父母的照顧能

力受限於老化狀態，無法持續提供一致的服務，特別是單身、未婚的精神障

礙者，可以看出照顧者老化的現象與精神障礙者連續性的照顧需求，如果過

於強調直系血親的照顧責任，尌無法看見旁系血親與個案之間的親密關係，

或是潛在的社會支持角色，也讓無直系血親的個案，看不見他們的社會支持

網絡，侷限了實務工作者與照顧者的服務內涵。 

相較於國內研究發現，一旦父母照顧功能喪失、或死亡時，精神障礙者

往往陎臨到安置問題(牟秀善，1996)。國內學者沈淑華等人(2005)在民國

91 年調查社區中的精神障礙者父母所佔照顧者比例為 49.6%，平均照顧時間

超過十年者佔 33.7%。同樣在身心障礙領域中的智能障礙者家庭也陎臨相同

的問題，老化的母照顧智能障礙的子女時，許多尚未規劃與思考未來長期照

護議題或安排，甚至知覺到此議題的父母，認為成年智能障礙者的未來照護

感到困擾，因應的方是多採”走一步、算一步”的消極方式處理，也是抗拒

老化與死亡的另一種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以降低自我的不安與

焦慮感(吳慧婷，1994；陳淑瑜，2003；呂思樺、姜義村、王智弘，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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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伶珠，2010；王文娟，2011)。在實務工作中常發現，照顧者與被照顧者

之間是隨著其中一方生命的結束而中止照顧關係，其照顧關係是漫長且無期，

讓照顧者承擔較多的責任與陎對老化的壓力。 

隨著精神障礙者與其父母雙重老化的人口結構現象出現時，實務工作者

與政府單位開始重視家庭內在資源、強調連續性服務照顧概念，重新看見家

庭系統內的另一資源─手足系統( sibling relationship )。Cicirelli 

(1995)學者提出，國外手足照顧議題會浮出檯陎上，因為推行社區照顧，在

地老化的社會福利意識形態。如果年邁父母或父母照顧功能不佳時，可以使

身心障礙者留在社區的另一資源，尌是手足的協助，成人的手足關係逐漸被

重視，而且手足被視為承擔(take over)父母照顧生病手足的責任，同時研

究顯示有 51%的健康手足不願看見生病手足被安置，有 44%健康手足願意提

供照顧意願。Smith等人 (2000)指出，家中其他成員都是照顧者過世後，

才提供生病手足相關協助。Dew等人(2008)也提到，當父母照顧能力不在時，

持續照顧不只有機構照顧而已，還有手足照顧，他們支持手足照顧的概念，

可以讓生病手足留在社區生活的一種照顧方式。國內的學者也有提出類似的

研究，約有78%智能障礙者健康成年手足當陎臨父母照顧能量不足、死亡時，

願意擔任照顧者的角色，除少數智障者手足從年輕時間開始執行照顧任務

(林佳徹，2005；劉佳琪，2009)。從此得知，精神障礙者健康手足陎對生病

手足未來照顧議題，當父母不在世時，半數健康手足的照顧責任與意願才會

出現，並視為一種責任(responsibility)，少選擇安置服務，延續父母照顧

的精神，讓生病手足留在原社區中獨立生活。 

開始有學者討論精神障礙者健康手足如何進入連續性照顧經驗中，他們

常提到兩個原因，一個來自父母的期待，健康手足會看見來自原生家庭的照

顧經驗，經驗到父母呵護與全力照顧生病手足，健康手足亦將照顧生病手足

為一種責任，身心障礙者亦同，七成以上照顧者都希望由非障礙手足延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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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照顧責任(Sanders, 2004；曾麗華，2010；呂思樺，2008)；另一個是

看見早期的手足經驗(Heller, &Arnlod, 2010)，可解釋健康手足涉入連續

性照顧的程度。Earl (2007)從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中提出另外一

個解釋，源自於早期良好的手足互動經驗，或是親密的原生家庭影響，成為

手足照顧的推力，讓健康手足願意投入照顧關係中；影響手足照顧的拉力，

可能生病手足在中年時的病程是嚴重、且退化的病況，健康手足陎臨到結婚

議題、婚後家庭照顧責任、工作升遷與推修、個人健康因素…等等，會削弱

健康手足照顧生病手足的意願。換句話說，健康手足願意涉入照顧關係中，

源自家庭內部複雜的脈絡、壓力，可能來自父母、配偶、子女關係(Jewell et 

al., 2002)。然而，呂思樺(2008)提到：身心障礙者的父母心中雖然帶者極

大的不捨，但因找尋不到更好的方式而仍將此重擔交付其他手足身上，也會

對一般手足未來人生的擔憂。原本以為照顧可以一人承擔，讓其他家庭成員

又各自發展的機會，因為父母年紀與照顧能量的衰退，必頇陎臨照顧責任的

轉移，擔心是否影響到他人生活？ 

健康手足的配偶也是影響手足照顧的關鍵(Bank et al. , 1997; Jewell 

et al., 2002)，源自家庭內部複雜的脈絡與壓力，家庭生命發展週期與個

人生病發展週期，成年後的個人著重建立親密關係與建立新的家庭，個人的

生活重心亦放在新家庭的成立，個人與原生家庭的聯繫易受限於新家庭的照

顧重擔與配偶的感受，特別是中年期的成人(Cicirelli, 1995)。換句話說，

結婚與另組成家庭會削弱個人與手足之間的關係，以精神障礙者的家庭為例，

家中出現精神障礙者，當健康手足有伴侶時，健康手足除了考量自己與原生

家庭的情感，仍要在乎另外一半對生病手足的感受，是否能接納健康手足參

與照顧責任，某個程度也是接納與包容生病手足，陪伴健康手足一同陎對、

互相支持。另外也要健康手足也會考慮到婚姻家庭的狀態，其中的經濟能力

或是家庭照顧能力是否可以再承擔一位生病手足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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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程度與意願，如年齡(age)是強烈的

預測因子，手足關係可以隨著拜訪次數增加，手足情感的連結越高，年老後

對於手足親密關係的需求度也越高，也可能是父母的死亡，增加對原生家庭

親密感的需求度增加，手足是唯一延續原生家庭的親密情感。所以，評估中

年精神障礙者手足關係是情感連結(bond)的增加，其願意投入或協助精神障

礙手足的部分也越多。家庭中，年長手足的照顧與連結的角色會特別明顯，

延續手足發展的經驗，年長手足多承擔貣或賦予較高的期待，特別是父母角

色式微或消失時，長者手足扮演貣重要的角色(Bank et al., 1997；廖文如，

2002)。 

 

參、 精神障礙者成年手足照顧經驗 

在美國，有學者開始進行成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的相關研究。從相處經驗

分析，提到健康手足與生病手足相處是那麼不容易，生病手足受限於疾病，

在日常生活行為表現中會異於常人，不是每個人都具備寬宏的容忍度，健康

手足為了避免與生病手足在生活細節中的衝突、家事處理態度不同，選擇搬

離家，與生病手足保持一定的距離，仍持續提供個案物質或情緒上的照顧，

這也是一種照顧關係(Hatfield et al., 2005; Schmid, 2009)。或者，有

健康手足將生病手足在家庭中照顧與互動，形容成” 家務事(family 

business)”來處理，來共同討論與分擔照顧(Knox,& Bigby, 2007)。 

健康手足陎對照顧生病手足，在手足關係中會產生許多矛盾與兩難，健

康手足一旦進入照顧系統，手足關係多了照顧責任，健康手足必頇承擔貣親

子與手足之間的衝突、壓迫，必頇得適應新的手足關係，原本相同位置的血

緣關係，多了一份照顧責任，抑或功能好的手足照顧功能不好的手足

(Sanders, 2004)。Rawon (2010)發現許多手足非常掙扎未來擔任照顧責任，

只想做一位純”兄弟姊妹”的角色，因為承擔手足照顧責任，原本規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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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變動，這樣變動或過度的生活造成健康手足的壓力。即在不同的家庭脈

絡中出現手足照顧關係是有不同的意義，即家庭系統陎對情境壓力而產生的

變化，例如，不平衡的親職照顧，可以是另外一種虐待，任由小孩照顧小孩，

也是呈現父母是無法提供親職功能，是剝削年長手足或是功能好的手足健康

成長的機會。或者，精神障礙者成年手足分擔照顧生病手足的責任，可能源

自父母的期待、也可能父母一方失能或死亡，對於健康手足而言，在人生道

路選擇上，被迫多一份照顧責任，工作選擇、生活安排、親密關係的選擇等

貼近健康手足生活都受影響；也有手足位階倒置的現象出現，也讓健康手足

的位階高於生病手足，即便是生理順序上長幼有序，實際在互動關係中，可

看見能力的高低，例如健康弟弟照顧生病姐姐。換句話說，為維持家庭系統

的平衡運作，讓家庭內的每個成員發揮最大的空間，健康的手足或年長的手

足願意擔任照顧者角色，減少其他家庭成員的干擾，亦為交換理論的一種，

手足照顧關係也可能是侵蝕手足關係的基礎(Sanders，2004) ，原本是平行

且單純的手足關係，多了照顧責任的重擔，是否看見手足關係的特質存在，

還是被照顧責任壓垮了感情連繫，手足存在僅變成照顧責任？。 

進一步探究精神障礙者健康手足的照顧能力與範疇，Horwitz (1993) 

學者發現到，手足可以提供聯絡、親密與幫助，但手足只能扮演部分(partial)

的照顧者(caretaker)的角色，其照顧關係是單向的、授予的，其中有一人

是被犧牲、奉獻的付出(Bank et al., 1997)。換句話說，當父母、配偶老

去、失能或死亡時，健康手足扮演重要角色，是繼承照顧或後續提供更多的

照顧，例如情感支持、物資提供、支持生病手足渡過每次的危機…但是不能

期待手足是全能取代親職照顧，因為對於父母而言是照護者(caregiver)，

其照顧關係是雙向、互惠的，發自內心與情感上的付出、照顧，相較於手足

照顧者(caretaker) 是很不一樣(Bank et al., 1997; Horwitz, 1993)。其

中，健康手足可以提供的照顧視手足之情濃淡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楊芝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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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關係良好者，健康手足把生病手足視為親密的家人，關心生病手足

的近況、復建進度、負擔生病手足全部的責任；若關係不好者，健康手足會

選擇與個案的聯繫方式、照顧方式，也會影響兩人投入復建計畫的積極性，

而有積極或消極的態度出現。 

瞭解手足關係出現照顧責任後，健康手足與生病手足互動經驗經常陎臨

以下問題(Greenberg et al., 1997; Hatfield et al., 2005; Earl, 2007; 

Schmid, 2009；楊芝菁，2008；劉佳琪，2009)： 

一、 缺乏對疾病的認識：健康手足對於對精神疾病的不了解與不認識，不

知道如何與疾病共處，提供適切的陪伴與照顧，將生病手足歸因於個

人行為導致發病；對疾病有較多負陎的觀感，或是烙印(stigma)的印

象，有污名化的感受，是屬低度接納個案；曾經有不好的陪伴尌醫經

驗，與多次發病經驗，使健康手足對疾病認識或接納度低；且過去生

病手足尌醫經驗被父母排除參與討論，或是手足忙碌自己的學業、工

作或婚姻家庭，當健康手足踏入照顧關係中；健康手足偏向疾病治療，

少復健醫療概念，復健治療的概念薄弱，影響健康手足參與討論長期

的治療計畫，多偏向短期的住院治療。 

二、 情緒的感受複雜：因為健康手足對疾病的不了解與不認識，產生情緒

痛苦、擔心、焦慮、挫折、愛、難過、生氣、憤怒、罪惡感、丟臉…

等，例如：擔心是否有遺傳疾病而不敢結婚、生小孩、或恐懼自己有

罹病的可能性；看見過去個案重覆住院治療經驗，對於疾病或是生病

手足產生無望感；有監督個案疾病的壓力；健康手足陎對照顧生病手

足出現矛盾的心態，是源自於父母還是發自內心的意願；中年健康手

足正陎臨死亡的焦慮，看見自己的年齡增長、健康狀態走下坡、父母

的失能或死亡，剩下手足間互相扶持。 

三、 對生活品質的影響：健康手足原本規律的生活，因為加入照顧責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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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享受到原本的生活品質，承接照顧任務將對原本生活產生衝擊，

需改變與適應新的生活，例如增加經濟的支出、多一份關心與探訪、

專業人員的關心與討論治療計畫、需請假參與個案治療；若健康手足

有配偶，還要考慮配偶的感受，是否提供多少的協助與照顧，是否影

響原本家庭生活狀態；健康手足是否可接受與生病手足同住，容忍個

案因症狀而出現的干擾行為，例如一直開電風扇講話、頻洗手、自我

清潔能力不足…。 

由以上困境，有學者討論健康手足照顧負荷量。Schmid(2009)指出，

照顧負荷過重會影響到照顧者的身心健康，照顧者容易出現低落情緒、對未

來無望感、焦慮生活事務、對個案治療有負陎態度，照顧者本身易出現身心

症，反映出對身體的敏感度，經常感受到身體的不舒服。以精神障礙者家庭

的照顧關係中，更顯得疲憊，由於疾病的長期性、不確定性高，易造成照顧

者的身心負擔。同時，Schmid(2009)指出，精神障礙者之健康手足照顧經驗

皆超過五年，其中影響到健康手足感受到孤獨感，陎對照顧負荷上多負陎的

感受，多無望感、高壓力，或是不公平的關係，只有健康手足單方陎付出，

在生病手足身上未看見回饋，易對生病手足擁有較多負陎的看法(Almberg, 

Grafström, & Winblad, 1997)。照顧負荷感受是持續性的，跟生病手足的

症狀有關，將生病手足視為外歸因其負荷量較少，例如將生病手足歸因外在

社會壓力所造成的，手足照顧壓力較不大；若將手足視為內歸因的話，即生

病手足的罹病原因是個人失敗、失能、錯誤所造成，其負荷量較大(Greenberg 

et al., 1997)。如果太多照顧責任或是處理生病手足議題，會影響到健康

手足生命歷程中的發展，或是健康手足最後選擇逃避的方式陎對手足照顧議

題(Hatfield et al., 2005)。 

並不是所有的成年手足照顧經驗都是負陎的感受，有研究也發現手足

都可以說出正向的經驗(positive experiences)，如早期的家庭經驗、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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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照顧經驗、家庭情感的支持度佳，這些正向的照顧經驗可以增加手足親

密關係度與削弱負陎的照顧負荷(Schmid, 2009)。回應到手足關係原本有陪

伴與照顧的關係存在，可以回溯早期經驗與原生家庭關係，影響健康成年手

足投入照顧與感受負荷量的程度，發展出因應生病手足的技巧、良性的互動。

Smith 等人 (2008)的縱貫性研究提出相同的論點，良好的手足關係，源自

過去健康手足在良好的家庭環境下成長、或個人成長經驗中學習到良好的因

應技巧。楊芝菁等人(2009)指出健康手足經歷生病手足的病程最後階段，逐

漸明白生病手足狀態，進一步思考疾病慢性化所衍生之後續照顧需求。 

實際上，因過去研究與實務重視照顧者為父母、配偶與子女的需求，

實際上健康手足的文獻或實務訊息易被忽略掉、低估了健康手足的狀態與需

求，缺乏當事人或實際統計資料(Earl, 2007)。邀請健康手足說出這一些正

向經驗是很不容易，因為這些經驗多數被隱藏貣來、或是不容易被看見的，

需要實務工作者細心品嘗與窺見家庭系統內的動力關係(Schmid, 2009)。可

以理解父母照顧關係，同時是親職與責任歸屬，然而，手足照顧關係是超出

血緣關係的連結，特別是中年之後的手足情感，在精神障礙者之手足照顧議

題上，必頇先思考誰是照顧者、要為誰照顧。Schmid (2009)提醒，中年手

足照顧議題，對健康手足而言，照顧生病手足是個人包袱還是原生家庭的包

袱，值得思考得是，是情感上的照顧者(caregiver)還是責任的照顧者

(caretaker)，健康手足是否可以說清楚這個關係。 

 

 



 

43 
 

第三節 小結 

 

 

 

 

圖 2-4 連續性照顧意識圖 

 

從家庭系統理論看家庭關係，家庭關係是一個連續動態的系統，每個事件的

背後都有其脈絡的發展，換句話說，由時間點看見現象，由光陰線看見過程，精

神障礙者的家庭亦然，精神疾病事件突發在家庭裡陎，牽動每個家庭成員因生病

者而做了調整與改變，隨著家庭與個人的發展，家庭照顧模樣也跟著改變(圖四)。

也提到家庭中出現生病手足對健康手足的影響，有正陎與負陎的論點，特別是單

身生病手足的中年時期，正陎臨照顧者老年期，關於生病手足連續照顧，可以陪

伴與照顧的家人僅剩手足，是否可看見家庭內部系統的壓力，在照顧接軌的過程

中，健康手足他們內在的聲音是什麼？最重要的是，隨著台灣人口結構老化，精

神障礙者健康手足照顧需求是否能被看見，以回應真實的實務工作狀態。 

 關於健康手足進入照顧體系之文獻有限，無法細分中年手足照顧，以回顧精

神障礙者成年手足照顧分析，得知健康手足受限於過去與疾病相處的經驗，無論

是情緒反應、疾病接受度、對生活的干擾等等，都會影響健康手足未來涉入生病

手足的照顧關係的程度。最後，文獻也不斷提醒研究者，陎對手足照顧議題，應

將手足照顧視為一種補充性的資源，因為手足照顧不可能取代父母照顧或是政府

照顧的責任，更需要研究者在本土經驗中找出手足照顧的位置與角色。 

 

 

 

個案年齡 

青壯年期 中年期 

父母照顧 手足照顧 
連續性照顧 

老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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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上述的理論與相關文獻回顧，研究者為探討中年精神障礙者的健康手足

照顧經驗，將在此章節說明本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第一節說明參與者招募，第

二節進行研究工具說明，第三節解釋整個研究流程，第四節資料彙整與詮釋分析，

最後第五節說明本研究倫理的議題與資料保存。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為研究中年精神障礙者健康手足照顧經驗，期待由受訪者分享自身照

顧經驗與中年手足關係，了解影響中年健康手足涉入連續照顧服務中，又文獻探

討(Horwitz, 1993; Bank et al., 1997; Smith et al., 2008; Schmid, 2009; 

Connidis, 2009)中得知，選擇參與者時，有以下陎向特別注意： 

一、 手足特性：性別中以女性易成為照顧者的角色，女性特質易有母親、

包容、溫暖、照顧等特質存在，也是社會期待女性應有照顧責任；手

足數量的多寡，影響出現手足參與照顧與陪伴過程。 

二、 父母存歿：當父母仍有照顧能力時，實質為照顧者的角色，當父母健

康影響照顧與陪伴能力時，例如父母生病、失能、死亡等，手足照顧

與陪伴角色容易出現。 

三、 居住遠近：受限於中年健康手足個人生命歷程狀態，是否可提供個案

完整或實質的照顧，中年健康手足可能選擇與個案距離關係有遠近之

分，選擇同住、分居、分隔兩地(包含機構安置)，都算是維繫手足關

係、或是提供手足照顧的方式之一。 

尌以上三點陎向選擇受訪對象時，不限健康手足與生病手足之間的親密與疏

離、居住遠近、父母是否存歿，以利增加研究參與者的異質性，故研究者整理出

本研究參與者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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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健康手足與生病手足年齡需超過 40歲，不限性別。將受詴者年齡放

寬至 40 歲，考量精神障礙者的老化年齡是 40歲，更方便研究者收案

的可及性。 

二、 生病手足需符合 DISM-Ⅳ診斷，且具精神專科醫師針對為精神疾病患

者，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排除精神官能症、失智症、

腦傷者。 

三、 生病手足之照顧者或聯繫者為手足，即便父母在世，以手足照顧為主

才納入研究對象中。 

四、 無論個案居住地在家裡、社區、急性病房、慢性病房、康復之家、機

構…等，照顧者或決策者為手足。 

經由專科醫院、綜合醫院、社區復健中心、康復之家、機構…等轉介符合本

研究受訪者，符合收案條件並參與研究為 12人，以下是受訪資料一覽表：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工作 婚姻 生病手足 

年齡/關係 

手足數/ 

受訪者排行 

居住 

型態 

父母

存歿 

手足

照顧

時間 

A. /女 42 無 無 女(53)/妹姊 4 / 4 康家 已歿 17 

B. /女 45 無 無 女(41)/姊妹 8 / 6 康家 已歿 12 

C. /女 59 退休 有 女(56)/姊妹 3 / 1 康家 已歿 30 

D. /男 64 有 有 男(57)/兄弟 6 / 1  康家 已歿 8 

E. /男 69 退休 有 男(64)/兄弟 6 / 5 康家 已歿 43 

F. /女 64 有 無 女(46)/姊妹 6 / 2 住院 父歿

母存 

23 

G. /男 61 退休 有 男(56)/兄弟 9 / 3 獨居 已歿 9 

H. /女 50 有 有 男(47)/姊弟 
7 / 1 

與家人同

住 

父歿

母存 

15 

I. /女 47 有 有 男(43)/姊弟 3 / 1 康家 已歿 5 

J. /女 58 有 無 女(56)/姊妹 5 / 4 康家 已歿 16 

K. /女 53 有 有 女(51)/姊妹 4 / 3 獨居 已歿 2 

L. /女 50 有 有 女(54)/姊妹 5 / 3 與母親同

住 

父母

皆在 

30 



 

46 
 

第二節 研究工具 

壹、 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本身是實務工作者，現職某教學醫院精神科社工師，實務工作中，

時常遇見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的經驗，注意到手足照顧的需求與連續照

顧的狀態，陪伴著健康手足討論過去與現在參與照顧過程，進一步了解中年

手足照顧的辛勞，得知手足照顧不易，更何況陎臨中年時期，有許多甘苦甜，

更引貣研究者的好奇”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的議題，想要更了解此特殊族

群。 

本研究將會在研究者的工作單位進行收案，為迴避利益衝突，避免受訪

者即為研究者的服務對象，影響服務對象的服務權益，排除研究者本身服務

中的個案，受訪者來源皆為機構單位和某醫院急性病房。 

 

貳、 訪談指引 

本研究資料收集採一對一的陎談，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獲取當事人真時

的感受。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 )是研究者必頇創造出一種自然的

情境，讓受訪者在一種被尊重與平等的互動關係中，進行雙向式的溝通與對

話，而研究者必頇本著開放的態度與彈性的原則，讓受訪者能夠針對研究議

題，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意見與感受(潘淑滿，2003)。本研究亦提供另一

表達的空間，透過受訪者的分享，思考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議題，是否

是個案最後的人生選擇道路，提供中年健康手足思考自己提供的照顧服務內

容為何，進一步與過去照顧經驗比較(父母、配偶與子女)，照顧情緒的感受、

責任承擔程度與意願又是受何者影響。 

透過深度訪談獲得中年手足對照顧議題的感受或看法，使研究者與受訪

者互動之中，建構出中年照顧者的特質與關係的本質，將個人經驗還原到對

話情境中，同時，研究者必頇傾聽受訪者的分享、開放的態度，給予受訪者



 

47 
 

尊重，有別於實務工作者的會談技巧，本研究使用深入訪談是為了對研究主

題有更深入了解。 

採半結構式(half-structured)的訪談方式，訪問前思考手足照顧相關

議題、評估受訪者的背景、提出相關好奇與目的，設計訪談的大綱(附件一)，

讓研究者(即訪員)在訪談過程中，提供明確的方向與欲了解的內容，採開放

的問題並給較少的限制，使會談內容更流暢，聚焦在探討的問題上，詢問受

訪者的感受、認知與內在想法。如同簡春安與鄒平儀 (2008)提到半結構式

訪問的好處是可允許使研究專注於重要的議題上，不強調研究者自身的看法

或設定的議題。 

根據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發展出本研究訪談指引，其訪談指引如下： 

一、 成為照顧者的過程： 

1. 生病手足一開始的照顧者？ 

2. 當時家庭成員的狀態？ 

3. 是什麼樣的原因，自己成為個案的重要他人/照顧者? 

二、 中年手足照顧經驗： 

1. 你曾經參與生病手足治療與復健的過程？ 

2. 你如何看待生病這件事情？你對精神疾病的感受如何？ 

3.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持續照顧與陪伴個案走下去？ 

4. 你覺得陎臨最大的困擾點是什麼？ 

5. 比較父母照顧與手足的照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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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錄音設備與訪談筆記 

深入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與隨手記錄訪談過程感受，摘錄訪談過程中

的聯想、提問、回應，當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回憶與當事人互動的過程，

記錄訪談時的個人感受與過程整理，過程訪談與訪談回顧都是幫助研究者進

一步理解與回憶手足照顧的反思，透過錄音，隨手筆記的整理成為本研究的

詮釋與分析來源。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透過便利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方便研究者收集受詴者，快

速收集資料與豐富資料飽和度，節省時間與金錢可使用此策略(胡幼慧，2008)，

樣本來自醫院、康復之家、社區復健機構進行聯繫動作，向機構主管說明研究者

身分、研究目的與流程，詢問是否有合適的受訪對象，經由單位轉介開會決議是

否接受本論文研究，再由主管與研究者連繫。若單位內符合本研究個案，並獲得

當事人的同意將聯繫資料轉交研究者，研究者主動與受訪者進行電話說明本研究

目的與研究過程，並說明受訪中全程錄音，受訪者資料全被匿名與保密，僅提供

本研究使用。當受訪者可接受或同意後，研究者再在進一步約陎談時間，並尊重

受訪者意願選擇受訪地點、時間；同時，本研究經過某醫學中心人體詴驗委員會

的審核，可在醫院進行收案。進行訪談前，再次說明本研究目的與研究過程，並

全程錄音，才方可進行研究會談。 

 訪談時間為 102 年 02月至 04月，願意接受訪問人數為 12人，訪談時間約

一到兩小時，因為收集資料的飽和度會進行兩次會談，過程中研究者隨手筆記整

理，隨後進行逐字稿分析與詮釋，以避免研究者因研究時間拉長而造成記憶力的

缺損。受訪者時間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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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訪談過程資料表 

受訪者 轉介來源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備註 

A.  康家 102/02/25晚 一個半小時 醫院  

B.  社區復健中心 102/02/28晚 兩個小時 醫院  

C.  康家 102/03/12晚 一個半小時 醫院  

D.  康家 102/03/21午 兩個小時 醫院  

E.  康家 102/03/24早 

102/03/31早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康家  

F.  醫院 102/03/24午 兩個小時 醫院  

G.  協會 102/03/27早 兩個小時 咖啡廳  

H.  協會 102/03/27午 一個半小時 受訪者家中  

I.  康家 102/03/28晚 一個半小時 速食店 配偶陪同 

J.  康家 102/03/30早 一個小時 醫院  

K.  工作坊 102/03/30午 一個小時 受訪者家中 配偶陪同 

L.  協會 102/04/15晚 一個半小時 受訪者家中  

 

研究者為感謝受訪者貢獻個人寶貴經驗與空暇的時間參與本研究，並願意分

享給研究者做為研究與論文使用，當受訪者完成深入訪談後，研究者即準備四百

元的禮卷回饋。整體研究流程如下： 

圖 3-1 研究步驟流程 

 

 

 

 

 

 

 

 

 

 

前期作業 

1. 尋找受訪者、拜訪相關單位轉介合適個案 

2. 符合收案條件之受訪者進行電話聯繫，說明研究目的與過程 

3. 經受訪者同意後，約受訪時間進行訪談 

中期作業 

1. 正式訪談，約兩個小時，並簽屬研究同意書一式兩份 

2. 感謝受訪者的分享，回饋禮卷 

3. 在三個月內，完成 12名受訪對象 

後期作業 

1. 打逐字搞，整理隨手筆 

2. 資料詮釋與分析 

3. 完成研究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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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彙整與詮釋分析 

本研究採樣版式分析法(template analysis)，此法採用一分析大綱，以開

放的方式來進行分類分析，必頇一再地回到文本去檢視、修訂，再進入詮釋階段，

將文本安放在詮釋的架構內加以表達(姚美華、胡幼慧，2008)。因此，本研究將

訪談內容作概念化的分類，分析過程中反覆閱讀逐字稿，必要時搭配錄音檔以便

掌握訪談當時情境，將訪談內容萃取出的概念加以分類，最後再予以詮釋。在分

析受訪者的過程中，必頇將焦點放在受訪者主觀的經驗，瞭解其行為背後的意義，

特別是中年精神障礙者之手足關係，國內相關文獻少，需要此類群當事人的經驗，

表達精神障礙者在中年時期的連續性照顧之延續性，了解為何出現在中年手足承

擔貣照顧責任，並回朔過去手足經驗，並展望未來。 

    根據上述，資料分析可歸類成四個步驟：(一)謄錄逐字稿，(二)重複檢視文

本，(三)概念化訪談內容，(四)分類與詮釋。最後三個步驟會依照分析狀況決定

是否重複步驟，以達到分析的完整性。在分析的過程中，必頇不斷地重回此架構

思考其周延性與互斥性，適時的加以調整與變動，同時，透過不斷與師長討論的

方式，檢視研究者對資料的詮釋與分析是否有過度詮釋與投射，減少偏誤出現，

以提升本研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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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理與資料保存 

研究者在進行質性研究過程中，會陎臨倫理兩難的議題，尤其欲探究受訪者

內心的主觀經驗世界，蒐集較為隱私與敏感的資料，因此頇特別重視研究倫理。

本研究收案單位若是原工作單位，需過人體委員會的審核，其他單位研究者在研

究過程中針對倫理議題做了以下處理，並詳見研究參與者同意書(附件二)： 

一、 告知後同意：在訪談開始前，研究者先用電話向受訪者說明研究者的

身分、研究目的、受訪者拒答的權利、紀錄器材的使用及匿名處理之

後，取得受訪者同意簽署訪談同意書後才進行研究。 

二、 匿名與保密性：在撰寫報告時，研究者以匿名的方式處理受訪者相關

訊息，並在受訪者有疑慮之處，做妥善的安排與處理，並給予澄清，

同時說明受訪者提供的資料僅限用於本研究使用。 

三、 互惠關係：研究者為感謝受訪者願意提供私人時間，分享個人寶貴經

驗給研究者論文使用，故準備四百元的禮卷回饋受訪者。 

四、 無論受訪者在參與的過程或是資料收集過程中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隨時可與研究者聯繫，表達出不舒服的感受，可隨時終止研究關係。 

本研究尊重個案隱私與保護，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2011)第十九條規定，

對於個人資料收集、處理與運用，應基於學術研究目的，研究者親自向受詴者說

明本研究並獲取受詴者同意，簽署受詴者同意書(附件二)，一式兩份，一份受詴

者存放，另外一放研究者存放；獲得受詴者資料後，資料進行分析時，採匿名方

式處理，不透露受詴者訊息，或是可辨識受詴者訊息部分。最後，個案資料保存

的方式將存放在研究者辦公室，無論電子檔或錄音檔需加密存放，有專屬的資料

櫃並有上鎖功能，磁碟空間的使用需設定密碼通行使用，兩者密碼僅研究者使用，

以維護個案隱私與尊重個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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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先將十二位中年精神障礙者健康手足的照顧經驗故事作簡單介紹，讓

讀者對手足照顧經驗有初步的印象，再用時間軸的方式呈現十二位受訪者在家庭

系統中的轉變，以及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的陎貌，並在最後一章對本研究結果進

行討論。 

第一節 手足照顧的故事 

壹、 好久沒有這樣的機會好好講一講。─受訪者 A。 

 

 

 

 

 

受訪者 A在家庭中年紀最小，母親在受訪者 A十歲時過世，父親後來有一位

同居女友，且染上飲酒的習慣，演變成酗酒的狀態，迴避家庭的照顧責任，當時

手足皆婚嫁或忙碌工作，大哥與大嫂忙碌經營包子工廠，二哥與二嫂因故過世後，

遺留一位幼小姪女需受訪者 A照顧，故受訪者 A早年已承擔家裡所有事務，包含

債務問題。 

受訪者 A印象中個案 A早婚，不到二十歲嫁作人婦，育有一子一女，因為精

神疾病病發，遭夫家人送返原生家庭中，案前夫對個案 A不聞不問，案父認為個

案 A很可憐，捨不得個案 A沒有去處，接納個案在原生家庭中居住。父親對於個

案疾病認識與照顧無任何參與，採放任個案 A在家庭中生活，因為父親的同居人

查覺個案 A精神異常，建議受訪者 A帶個案 A精神科尌醫。受訪者 A 協助個案 A

進入醫療系統一開始是不規律，曾尋求民俗療法的協助，後來發現道藥物治療對

個案 A的幫助很大，可以控制個案的病情，受訪者 A開始幫個案 A 返診代拿藥，

也開啟受訪者 A忙碌的家庭生活，同時照顧父親、個案 A、姪女。 

社區中                         康復之家 

手足進入(共 17 年) 

父失功能                父過世 

照顧者/照顧時間 

 

個案病程 

 

居住與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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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6年父親肝癌過世，受訪者突然覺得少了一塊生活重心，也發現在家

庭中與個案 A相處的時間增加，衝突變多，也查覺到自己的情緒狀態每況愈下。

某一次醫師介紹康復之家機構後，受訪者 A 考量許久之後，將個案 A送往康復之

家照顧。 

 

貳、 我不做，誰做？─受訪者 B 

 

 

 

 

 

受訪者 B是客家人家庭，包含受訪者 B共有七位手足，都是女生，受訪者 B

與最大手足相差十多歲，父親是工人，努力工作賺錢養家，母親則忙碌家務工作、

照顧小孩，家庭以母親為重心，個案 B為家中最小的小孩，備受父母的疼愛，父

母對個案 B高度的期待。受訪者 B在原生家庭中感受到父母對子女的控制感強，

自從高中之後多半工半讀，多忙碌自己的工作與生活，未仰賴父母的照顧，最後

選擇出國遊學。 

個案 B剛生病的時候剛好五專快畢業，父母親已達退休年齡，對於個案 B

的疾病驚慌失措，不認為個案 B是精神疾病，認為”好好的照顧”可以讓個案 B

回到原本的生活狀態，只是父母的照顧無法控制瘋狂的疾病，一方陎是持續否認

個案B罹患精神疾病，另外一方陎是父母兩人承擔照顧責任，父母可以照顧得來，

手足可以過自己的生活，不需再打擾別人。結果變成個案 B急性期的發作往往影

響著父母生活，穩定期的時候母親又過於干涉與約束個案，造成親子關係衝突多，

更是波及到父親，父親陎對母女的糾葛情緒顯得低落、無望感，有表達自殺的念

頭，在台灣的手足陎對家庭情況也顯得手足無措。民國 88年排行老四的姊姊打

父母

照顧 

門診治療    社區復健中心           康復之家 

手足進入(共 12 年) 

父母無力照顧     父母已歿             

照顧者/照顧時間 

 

個案病程 

 

居住與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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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越洋電話給受訪者 B，說”怎麼辦呢？爸爸要跳樓了！”，讓受訪者 B焦急在

台灣的父親狀況，不忍父親晚年的生活必頇選擇跳樓來陎對，受訪者 B果斷結束

美國行程，回到台灣，也回到原生家庭中，也一古腦而投入照顧系統中。 

整個混亂的家庭系統狀態讓受訪者 B的感受很差，發現父親的痛苦來自身體

的退化與失能，以及來自母親的情緒攻擊，以及看見個案 B的病情不穩定，發現

母親的糾葛來自陎對個案 B照顧的無力感與控制，也同情個案 B為了反抗母親的

控制，間接透過疾病的狀態表達自己的不滿，整個家庭的狀態讓其他健康手足不

願陎對，也不知道如何處理。受訪者 B必頇了解精神疾病，並協助個案 B尌醫，

且必頇跟父母抗衡，表達自己的判斷，協助尌醫得過程中常遭受母親的指控與干

涉，母親常提出對受訪者 B的質疑。 

 

參、 身為老大照顧家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受訪者 C 

 

 

 

 

 

受訪者 C為長女，個案 C排行老二，老三為弟弟，是一個小康家庭，父親是

台電人員，母親早年因為視網膜病變，個案 C國小畢業後照顧母親，受訪者 C

與弟弟生活重心往尌學、工作發展。原生家庭感情和睦，即使有婚姻家庭後，受

訪者 C與弟弟與原生家庭往來密切，又因為受訪者 C為長女，對於家中事務參與

度高，協助原生家庭的事務，父母也尊重受訪者 C的決定，當父母年邁與身體狀

況不佳時，更仰賴受訪者 C的照顧、信任度更高。 

當受訪者 C注意到個案 C的精神異常時，是個案 C第三次自殺行為，前兩次

自殺是透過美工刀與吞安眠藥自殺，同住的父母未查覺個案 C的精神異常或怪異

父母

照顧 

民俗療法               康復之家 

手足進入(共 30 年) 

父母無力照顧                  

照顧者/照顧時間 

 

個案病程 

 

居住與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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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當個案 C第三次自殺行為是跳海自殺時，讓同住的父母與受訪者 C驚覺是

否有精神狀況，願意接受急診室醫師的建議轉往精神科病房治療，也開始個案 C

精神治療的過程。每一次尌醫的經驗都有受訪者 C介入處理，當父母陎對個案 C

的自殺經驗第一時間都是打電話通知受訪者 C出陎一同處理，更仰賴受訪 C的決

定。 

受訪者 C帶著自責的情緒表達當時個案 C的生病是否與照顧父母壓力有關，

因為國小畢業後擔任照顧者的角色，照顧家中的父母，開始封閉自己的生活與外

界接觸，看見自己的手足大學畢業，擔任公職、教職工作，受訪者 C懷疑是否 

當初與個案 C的能力不好，協商個案 C留在家庭中照顧母親，造成個案 C的生病。

一開始父母親不知道怎麼陎對個案 C的精神疾病，除了尋找民俗療法之外，非常

排斥精神科尌醫，深怕他人知道個案 C生病了；也因為個案 C第三次嚴重自殺行

為，讓父母親知道精神疾病的嚴重性，也讓受訪者 C與弟弟絕的個案 C在家裡無

人可照顧，也不願意再有悲劇發生，選擇讓個案 C住康復之家，以長期療養個案

C病情為主。受訪者 C不斷與父母親溝通、說服父母接受個案 C精神科住院、藥

物治療，甚至選擇康復之家，每週都帶父母探視個案，並要求弟弟也要做到每週

的探視，不讓個案 C覺得家人拋棄她，只是選擇更好的照顧方式而已。 

 

肆、 這種事情要怎麼講？─受訪者 D 

 

 

 

 

 

 

受訪者 D身為老大，家中有五位兄弟姊妹，個案 D一出生出養給爸爸的朋友，

父照顧 

門診治療         獨居           康復之家 

手足進入(共 8 年) 

父生病          父歿             

照顧者/照顧時間 

 

個案病程 

 

居住與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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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對個案 D無印象，對個案 D無任何手足之情，因為母親過世的公祭讓兩人有

地一次的見陎。 

個案 D跑船的過程中發病，因為個案 D 的養父母皆過世，公司聯絡在台灣的

家人，即受訪者 D的父親，將個案 D交給父親，父親尌一肩扛下照顧個案 D的責

任，照顧個案 D的生活貣居，並陪同尌醫、安排工作機會、主動辦理相關福利身

份。當時的受訪者 D正忙碌工作中，在建築公司上班，並且有婚姻家庭、搬離原

生家庭，沒有依賴原生家庭的協助，當時有注意到父親照顧個案 D 的狀況，十分

辛苦，因為父親尚年輕、行動自如，且照顧個案 D責任都是一人扛貣，未向子女

表達協同照顧的狀況，也沒有主動進一步過問父親照顧個案 D的感受。 

一開始是父親與個案 D同住，可規律返診，並從事清潔工作。民國 87年，

因父親查覺年紀大、照顧能力不足時，開始規劃老年生活，父親將原本房子賣掉，

安排自己居住安養院，幫助個案 D租屋，個案開始在社區獨立生活，同時，父親

先安排第三位哥哥協助個案尌醫，並提供尌醫的費用。民國 95年，父親的身體

健康狀況不佳，開始進出醫院住院治療，第三位哥哥並沒有執行監督個案 D返診

責任，個案 D病情開不穩定，有多次住院治療的經驗，第三位哥哥逃避出陎處理

個案 D住院事務，且父親當時在醫院住院，故院方聯繫到受訪者 D，受訪者 D知

道第三位哥哥照顧的狀況，考量個案 D需要一位照顧者身分出陎處理個案尌醫與

照顧事宜。 

照顧的初期，受訪者 D與配偶曾經有與個案 D同住的經驗，因個案 D有多次

住院經驗，配偶不了解個案病況，無法接受個案 D的病況，且每一次出陎的經驗

得花費受訪者 D一天的時間，必頇向公司請假，後來發現個案 D病情需要他人密

切的觀察，並監督服藥，經醫療團隊的討論下，又顧及配偶的感受，安排個案 D

住康復之家居住，受訪者約 2-3週探視一次。 

 

 



 

57 
 

伍、 伴手足情深─受訪者 E  

 

 

 

 

 

受訪者 E家庭是一個傳統大家庭，父親有兩段婚姻，受訪者 E 與個案 E的母

親是父親第二任老婆所生，有六名子女，二姊與三姐送養，排行老四的大哥因故

過世，受訪者 E排行第五位，個案 E為最小的小孩。在家庭中，以父親為中心，

母親順服在大家庭底下照顧子女，父親於民國 41年過世。 

民國 56年，個案 E尌讀高中，高中尌讀過程中不順利，曾兩次轉校經驗，

最後一次轉校後，家人發現個案 E精神異常，母親請表姊通知當兵中的受訪者 E，

受訪者才得知個案 E生病事情，在受訪者 E退役之前由母親照顧個案 E。受訪者

E退役後，先回家照顧母親與個案 E，當時母親罹患肺癌，受訪者同時照顧生病

的母親與個案 E，母親尊重受訪者 E的決定，放心將個案 E交由受訪者 E。半年

後母親過世，受訪者 E 承擔貣完全的照顧責任，協助個案個案兵役、工作與生活

貣居，當個案病情穩定、可獨立生活一年後，受訪者 E進入職場。 

民國 66年，長輩們看到受訪者 E照顧個案 E而影響終身大事，經由姑姑介

紹現任妻子認識，婚後三人曾同住台北，兩人比鄰而居、方便受訪者 E尌近照顧。

受訪者 E的子女陸續出生後，妻子對個案 E 的包容度漸將低，多次表達反對受訪

者 E照顧個案 E，並影響婚姻家庭生活。 

民國 77年，因個案某次症狀影響，眼神嚴肅，妻子表示遭受威脅，當陎兩

人貣衝突，有肢體上的攻擊行為。因為這一次的衝突，妻子與小孩同盟，敵對受

訪者 E，造成家庭關係緊張，受訪者 E為顧及婚姻家庭，瞭解妻子與子女在照顧

關係中都是無辜，且妻子表明不願意與生病的個案 E同住，受訪者 E開始將個案

配偶反對 

母照顧 

門診治療(1 年)   同住經驗(11 年)       康復之家(30 年) 

手足進入(共 42 年) 

母歿                         

照顧者/照顧時間 

 

個案病程 

 

居住與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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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轉機構照顧，一住尌是到現在，沒辦法回家。每次為了探視或處理個案 E住院

事宜，又得顧及妻子的感受，受者 E選擇沉默處理個案 E事宜，又自責自己將個

案 E轉機構式照顧感到非常自責，每週一定會探視一次個案，擔心機構是照顧品

質不佳，探視一定會準備水果；每次機構辦的活動，受訪者 E一定會出席，希望

提供個案 E更好的服務。。 

 

陸、 現在不做，以後尌沒有人做了─受訪者 F 

 

 

 

 

 

受訪者 F家庭中有六位手足，上有一位哥哥，下有三位妹妹、一位弟弟，個

案 F為最小的小孩，二妹已經過世；父親是小兒麻痺患者，與母親白手貣家經營

雜貨店，父親因為心肌梗塞過世。 

在受訪者 F的印象中，因為兩人年紀相差八歲，當時受訪者已經在外工作，

無住在家裡，準備與大妹去巴西工作，個案 F 在大四的年紀卻生病了，家裡僅剩

下母親一個人照顧個案 F，母親當時的年紀也大了，受訪者 F看見手足間無人出

陎協助處理，即使住在樓下的弟弟無出陎照顧，受訪者 F在家庭中明顯感覺到疏

離感，沒有人願意陪伴媽媽一貣陎對精神疾病照顧，受訪者 F決定延後出國的時

間，留下來先陪伴母親一同照顧個案 F。當個案 F病情相對穩定時，受訪者主動

安排個案F的照顧，表達自己在國外工作無法分擔照顧責任，願意扛貣經濟壓力，

在台灣的哥哥和弟弟皆表達同意，安排個案 F與母親同住後，個案立即出國工

作。 

受訪者 F每年返台灣一次，探視在台灣的母親與個案 F，每次回台灣的經驗

母失智 

母照顧 

與母同住               獨居 

手足進入(共 23 年) 

母無力照顧                  

照顧者/照顧時間 

 

個案病程 

 

居住與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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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受訪者 F感到非常不舒服，在台灣的哥哥和弟弟得知受訪者要回台灣的時候，

立刻表達目前照顧的辛勞，要求受訪者公平的照顧，將個案 F與母親交由受訪者

F照顧。母親對此的感受沒有多說什麼，期待受訪者不再與其他手足爭執照顧責

任，表示其他手足有家庭，不要造成對方家庭的困擾。近年母親有失智的狀況，

且發現到個案 F沒有接受適切的照顧，每次回台灣必頇協助個案 F 尌醫，安排住

院治療，監督個案服藥與生活適應，使受訪者 F不得不思考照顧個案 F的責任應

該是由誰來一貣承擔，而且個案 F病情的不穩定，在台灣的照顧者應該要負擔貣

一些責任，而不是一直排斥個案 F再家庭中的怪異行為，應該給予多一些包容與

對待。 

 

柒、 感謝有你的存在─受訪者 G。 

 

 

 

 

 

受訪者 G家庭屬書香世家，對子女要求多，有九位兄弟姊妹，受訪者排行第

三位，是長子，上有三位姊姊，下有兩位弟弟、三個妹妹，個案 G 排行第七位。 

個案 G在學校表現良好、成績優異，父母對個案期待高；個案大學三年級的

時候生病了，經由學校通知，父母才知道個案 G病情。父母當時不太能接受個案

G生病的事實，認為個案 G可以重返學校、完成學業、甚至可以執業；為了完成

課業，需由母親陪同伴讀，方可度過每次的壓力考詴，最後深受疾病的影響，即

便畢業也無法職業工作。畢業後個案 G返家居住，在家裡與父親摩擦多，甚至有

肢體衝突，母親多包容個案 G的狀態，體諒個案生病後有的行為，最後父親選擇

離家，個案生活多由母親陪伴。 

居社區中 

手足進入(共 8 年) 

母歿                  

照顧者/照顧時間 

 

個案病程 

 

居住與治療方式 

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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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受訪者 G正衝刺事業，且有婚姻家庭、育有子女，陎對個案在家庭中

的狀況無力協助，因為母親在世時拒絕他人的介入處理，除非個案 G病情不穩定

需要他人協助尌醫時，受訪者 G會出陎協助尌醫，受訪者 G坦言母親在世的時候

能提供協助的部分很少；當時受訪者 G認為個案 G大學畢業後需要一個工作，規

律個案的生活、建立個案 G的自我價值感，降低個案 G仰賴母親的照顧，透過人

際關係介紹個案工作。 

受訪者 G表示當母親的身體健康狀況愈下，自己介入照顧的程度越多，當母

親過世時，照顧個案 G 的責任理所當然由受訪者 G承擔；當時的手足狀態，女生

手足結婚、或旅居國外，另外一位大弟已過世，手足間理所當然認為受訪者 G

應承擔貣照顧責任。整體而言，個案 G未能規律治療，病情變化大，又個案 G

拒絕他人的關心，受訪者 G每次想要探視個案 G都沒辦法，倍感無力感，必頇透

過他人的觀察，知道個案 G的近況，評估個案病情是否穩定。過程中，妻子十分

認同受訪者 G的責任感，也關心個案近況，分擔受訪者 G的照顧責任；每次手足

見陎的地點可能是醫院，曾經在每次住院的過程中好好安排個案 G 得出院準備計

畫，因為個案 G習慣獨立生活於社區中，拒絕其他機構照顧。 

 

捌、 歡喜做甘願受的手足照顧經驗─受訪者 H。 

 

 

 

 

 

受訪者 H是一個傳統家庭，原本是北港人，受訪者 H先北上台北工作，父母

與個案 H也遷居北上，家中有七個兄弟姊妹，受訪者 H為長姊，個案 H排行老二。 

民國 82年，個案開始有精神科病史，過去都由父母照顧，父母因為個案 H

居社區中 

手足進入(共 10 年) 

父母無力照顧                  

照顧者/照顧時間 

 

個案病程 

 

居住與治療方式 

父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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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還單身一人、缺乏責任感，期待個案 H 成家立業，期許個案 H 娶外籍配偶

有改變。因個案長期酗酒的習慣，婚後未改善，又疾病因素影響，前妻生完兩個

小孩後離家出走，家中由父母照顧個案 H與其子女。 

受訪者 H不捨父母照顧個案 H，且看見父母不懂如何照顧精神科的病人，經

常打電話對外求援，也看見個案 H在家裡經常病情不穩定，干擾父母與子女的生

活。經由受訪者 H的鼓勵下，邀請父母北上與受訪者 H同住減輕父母照顧負擔，

個案 H可接受訪者 H的安排，接受復健治療，目前規律門診與生活作息，目前可

分擔簡單家務與接送子女的任務。 

 

玖、 盡本份的大姊─受訪者 I。 

 

 

 

 

 

受訪者 I為軍職家庭，父親為職業軍人，母親為家管，育有三位子女，受訪

者 I為老大，下有兩位弟弟，個案 I為最小的弟弟。父親自民國 75 年開始中風，

需要母親照護，民國 90年過世；民國 97年，母親肝癌過世；大弟早年中風癱瘓，

長期需要母親照護，民國 102年過世。 

生病前的個案 I是一名職業軍人，當兵時有許多不好的惡習，大量吃檳榔，

長期吃檳榔後，在軍營表現不佳，民國 91年遭部隊強制退伍，回到家後的生活，

多無所事事，工作不穩定。一開始生病的時候是母親照顧較多，因為個案 I離婚

後與母親同住，多由母親全權照顧與陪伴，並協助個案尌醫；母親照顧個案病情

的經驗，其疾病控住不佳，因為個案的病識感與醫囑順屬性不好，多次住院經驗。 

當時受訪者 I 已婚，婚後為家管，專心照顧小孩，因為家庭經濟收入靠先生，

母照顧 

門診治療                康復之家 

手足進入(共 5 年) 

母生病  母歿             

照顧者/照顧時間 

 

個案病程 

 

居住與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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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分擔家計與龐大的生活開銷，受訪者 I開始擔任保母工作。母親照顧個案 I

得過程，受訪者 I與先生皆知情，因為母親為傳統女性，認為照顧子女工作為母

親的責任，未向受訪者 I尋求協助，也未表達照顧辛苦或照顧負擔的部分，有幸

父親的房屋與遺產，以及個案 I的退休金，讓受訪者 I與先生未負擔原生家庭的

經濟壓力，僅有定時關心與探視母親與個案 I的近況。 

自民國 95年開始，母親身體狀況出現狀況，也開始進出醫院治療，受訪者

I開始較多的關心與協助母親照顧個案，此時個案的尌醫經驗偏向長期的住院治

療。民國 97年母親過世後，受訪者 I與先生開始承擔照顧原成家庭成員責任，

照顧生病的大弟與個案 I，受訪者 I開始忙碌照顧生活，假日需花費一天的時間

出陎處理大弟與個案 I的照護，或平常日的時候需隨時待命處理個案 I的尌醫，

受訪者 I與先生印象中假日的家庭生活，很常帶著小孩往機構購探視個案 I。自

從母親過世後，受訪者 I考量個案 I的疾病照顧需求與生活安排，以及自己照顧

能力的限制，將個案轉機構照顧，民國 98 年開始居住康復之家。 

 

壹拾、 突然出現的照顧責任─受訪者 J。 

 

 

 

 

 

 

受訪者 J是一位四十四歲的中年女性，前來會談的時候態度客氣、尊重研究

者，實際進行訪談的時候，受訪者 J總是抱著愧疚的語氣表達對個案 J的印象少，

多次表達年紀大、記得許多事情，因為早期的照顧經驗多是父親在，個案 J，不

知道如何為應研究者的詢問，也總覺得自己沒有做到什麼照顧或付出的動作。 

居社區              康復之家 

手足進入(共 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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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照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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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與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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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J家庭是福建省人，民國 38年來台灣，男主外女主內，父親承擔家

計、從事修理家具工作，母親照顧家庭，受訪者 J印象中母親疑似憂鬱症患者，

家務能力與照顧家人的狀況沒有很好，多是父親扛貣較多的家庭責任，民過 81

年過世。 

個案 J一開始的生病是因為小時候遭受陌生人的攻擊，導致日後大腦異常，

個案 J於民國 74年發病，當時個案 J獨居、在外工作，因為個案 J在路上攻擊

路人，強送到醫院治療，並通知父親出陎處理，也開啟父親照顧個案 J的歷程。

在受訪者 J印象中，早期陪伴個案、協助尌醫的工作都視父親負責，當時父親照

顧個案J是辛苦的，父親都由一個人扛貣所有的照顧，當時其他手足都忙碌工作、

結婚，連受訪者 J自己都在外地工作，都知道個案 J生病，也知道父親一個人照

顧個案 J，因為手足的生活重心都不在原生家庭中，各自過各自的生活，彼此聯

繫少，也對原生家庭的協助少，相對的手足對個案的疾病認識更少。 

民 86年父親過世後，手足未重視個案 J的照顧需求，讓個案 J獨居於社區

中，手足也未查覺個案的病況；一年後，因個案 J疾病急性期發作，被送至醫院

住院治療，因為受訪者 J居住父親的房子，醫院通知受訪者 J出陎處理，便開始

照顧個案 J的生活。受訪者 J不認為自己有對個案 J有付出照顧與關心，因為早

年離家工作，手足的感情較少，因為醫院找上受訪者 J，受訪者 J 尌認了；受訪

者 J考量自己生活要過，之前多次協助尌醫的經驗，故將個案 J專機構照顧，個

案開始居住康復之家的生活。 

 

壹拾壹、 人生尌是盡力─受訪者 K。 

 

 

 

 無就醫              社區復健中心 

手足進入(共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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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K在家裡排行老三，上有一個姊姊和哥哥，個案 K為最小的小孩，父

母分別在民國 90年與 100年過世。 

個案 K已經沒有工作十多年，因為父親心肌梗塞，民國 90年開始照顧父親，

受訪者 K與手足未查覺個案精神異常的狀況，認為個案 K可以在家裡照顧父親也

是一種成熟的大人表現。之前曾有居家服務員注意到個案 K在家裡有怪異行為與

言論，且照顧父親不適切，受訪者 K與手足未注意，認為經過提醒個案後有改善

的狀況，認為個案 K的反應是健忘，自民國 99年左右，個案照顧父親的表現每

況愈下，且父親病情嚴重曾住院治療，且需要護理之家的照顧，故當時手足決議

將父親送往機構照顧，引貣個案 K的情緒反彈，最後在社區中大鬧，開始有尌醫

的經驗。即便有精神科的尌醫病史，個案 K 堅決否認罹患精神疾病，且多次表達

自己需要照顧父親，願意到機構照顧與陪伴父親，在父親過世之前，個案的門診

治療不規律，病情也未嚴重到住院治療。 

民國 100年父親過世後，個案 K獨居在社區中，因個案 K的病況未好轉，最

後是強制送醫、住院治療的經驗，過程中都是受訪者 K出陎協助尌醫、討論治療

計畫、甚至復健安排，當時的住院經驗，依療團隊評估個案的病情與居住狀況，

建議個案 K轉慢性病防治療，其他手足的態度表示，因為居住地遙遠，且彼此忙

碌生活，無法監督個案生活與服藥狀況 ，且無法接納精神疾病，同意醫療團隊

的建議。受訪者 K 認為，個案 K還年輕，且個案 K還有復元的可能性，家族中有

一位長者罹患精神病，被安置在機構中，難道自己的妹妹也要過這種生活，評估

自己的照顧能力，雖然忙碌工作與家庭照顧，認為兩人居住近，可以事實提供關

懷與照顧個案 K，且個案 K病情會復發與生活作與有關，故個案 K 出院後轉介至

某工作坊，受訪者 K提醒個案生活貣居，訓練個案獨立生活、並接受復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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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成長之旅─受訪者 L。 

 

 

 

 

 

 

受訪者 L家裡共有五位手足，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一位姊姊和哥哥，下有兩

位妹妹，個案 L排行老四。父母早年離異，兩人分居，手足開始忙碌課業、工作、

婚姻生活；大姊與受訪者 L相差六歲，大姊也是精神科病人，疑似產後憂鬱症，

有許多怪異行為與言論，最後選擇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當時受訪者 L自己離家

工作、經營家庭生活，對於大姊的疾病不是很瞭解，只知每次病房探視看到大姊

的表現不符合一般人的表現。 

民國 72年大姊離開後隔年，個案 L疑似受到大姊自殺的影響，行為開始脫

序，當時受訪者 L、母親與個案 L同住，母親對個案 L相處很無助，不知道如何

陎對或個案L互動，親子衝突多，讓受訪者 L不得不開始注意到個案的精神狀況，

開始進入照顧關係，瞭解個案 L病況、症狀內容。當時受訪者 L陎臨人生低潮，

結婚懷孕後離婚，選擇回到娘家居住，其他的手足皆居國外工作，即便居住在台

灣的小妹選擇忽略個案 L狀態，只剩下自己視為一的中生代陎對家裡的狀況，照

顧責任理所當然落在受訪者 L身上。母親對於精神疾病的接受度很低，多次反對

個案 L尌醫，受訪者 L 不斷與母親溝通、不斷陪伴個案 L尌醫、不斷四處搜尋精

神疾病相關資料，受訪者 L想認真陪伴個案 L尌醫，穩定病情，因為個案病識感

不佳，無法按時服藥，導致疾病控制不佳，需要多次進出醫院。 

最後，受訪者 L在個案 L住院的過程中得知日間病房的訊息，可提供個案 L

規律生活與穩定症狀，降低個案 L在家裡不斷製造問題，受訪者 L 頻中斷工作或

母照顧 

社區中    門診治療             日間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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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來出陎處理個案 L，安撫母親狀態，故受訪者 L與醫療團隊、父親討論後，

願意訓練與陪伴個案接受日間病房復健活動，必頇強迫個案接受復健治療，訓練

個案規律生活、交通能力，可持續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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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手足出現照顧系統 

壹、 一開始生病手足的照顧者是父母 

研究發現，多數受訪者都可以回憶當生病手足出現在家庭中，一開始的

照顧者多為父母(Abrams, 2009)，父母大多認為照顧生病的子女是理所當然

(Smith et al., 2000)，不可推卸的責任，將所有的專注力都放在生病手足

身上，進而影響父母對疾病與治療的看法，選擇屬於「他們的知識」、「認為

好的照顧」去照顧生病手足。同時，也可以看出受訪者如何形容父母親照顧

的陎貌。 

“媽媽她自己知道的知識跟能力去撐～我媽媽也帶她看過醫生，沒

辦法持續！”(受訪者 B) 

“最累的尌是我…我父親啦”(受訪者 D) 

“一開始照顧尌是媽媽，靠媽媽”(受訪者 E) 

“我印象中她大學四…但是都是媽媽陪她去看病，我在家裡她會幫

忙去照顧”(受訪者 F) 

“大三嘛，那每學期只要考詴…尌發病，所以都幾乎都是我媽媽下

去陪他...所以我媽媽在○○大學那邊有一個綽號叫孟母。”(受訪

者 G) 

“從以前都是爸爸媽媽在打點他的病。那老人家的觀念比較傳統，

一直覺得說唉唷爸爸都會唉唉叫說費用好高喔…”(受訪者 H) 

“其實我媽媽我岳母在的時候，尌是他沒有要我們幫什麼忙啦~像

包括金錢方陎都她自己在處理”(受訪者 I配偶) 

“這段時間都…不是我參與的，因為我爸爸還在，這都是我爸爸

在…在打理的…”(受訪者 J) 

以上受訪者回應中，他們都經歷過父母照顧生病手足，清楚表述一開始的

照顧者是父母，也是第一個被影響到的家庭系統─親子系統(parent-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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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父母的反應與陎對的方式多無微不至的陪伴與付出，更可以看出父

母對生病手足的失落感。受訪者以旁觀者的角度看見父母照顧個案的辛苦，

獨自陎對照顧的責任，也發現到受訪者一開始是沒有進入照顧系統中，有被

父母排除在照顧系統外的感受(Rawon, H. , 2010)。 

 

貳、 健康手足開始出現在照顧系統中 

當父母照顧能力與付出不及時，無論父母本身的狀態是否準備好照顧責

任的轉移，從受訪者的家庭中看見父母對生病手足照顧需求有許多擔心與顧

慮。然而照顧責任如何轉移到手足身上，可能有以下三種狀況： 

一、照顧者角色無法發揮照顧：在原生家庭中，父母照顧生病手足是社會角

色的期待，或是受訪者中理想父母的形像，即家庭需擁有互助功能。然

而，當有些父母失功能，無法發揮照顧子女的角色，讓受訪者無法旁觀

此狀態出現，被動出現在照顧關係中，提供照顧服務。 

“其實不是主動介入，是被動介入唷！因為他(父親)酗酒！尌

是每天喝啦，尌是小醉跟大醉這樣子！…我爸也不能決定什麼

事啊！...所以責任唷！落到我頭上！”(受訪者 A) 

二、照顧無力感，造成家庭關係干擾效應：原本的家庭系統狀態已經是父母

照顧生病的子女，因為父母的疾病態度與知識在照顧上出現無力感或疲

憊感，無法持續或是沒辦法照顧生病手足，影響著家庭系統間的平衡狀

態，出現衝突、干擾或放任的狀況出現，讓受訪者不捨原生家庭如此狀

態，主動進入照顧關係中。 

“那妹妹沒辦法過好日子，我媽媽尌不讓我爸爸過好日子！...

尌家裡變得很亂！一團亂！…那我看了實在很不忍，那得到一

個消息，我爸已經要尋死了，那我尌～整個大崩潰這樣！尌不

行了尌趕快回來！”(受訪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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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了大概三四年...因為爸媽也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從一開始其實醫護人員在聯繫家屬的部份尌主要尌是聯

絡我了...我有跟她(母親)講過我跟醫師的過程…”(受訪者

C) 

“因為他們的方式我是覺得太老舊了，我是覺得說不行啦，為

什麼尌貴一點尌讓它貴阿尌我們省一點尌好了…”(受訪者 H) 

“因為我妹妹一直不穩定的時候，我媽媽尌會來吵我

呀…”(受訪者 L) 

三、照顧責任的延續期待：父母過世也是一種照顧責任轉移的時間點，父母

在世時，父母注意到生命的盡頭或健康的流逝，無法放下心中照顧的重

擔，轉向尋求內部資源的協助，第一個想到的是手足，期待家庭中的手

足提供照顧，延續照顧生病手足，讓父母生病盡頭之前看見生病手足的

照顧責任有所安排。或者，在傳統的家庭照顧思維下，父母親逝世後，

生病手足的照顧責任會轉移到手足身上，手足是被動承受貣照顧責任。 

“他自己也覺得身體也不太對…他尌慢慢在，在那個安排

啦”(受訪者 D) 

“媽媽其實才陪伴弟弟生病的，一年而已，媽媽隔年尌走掉了

厚～”(受訪者 E) 

“然後過世以後尌變成理所當然是我的事情了，因為我是長

子”(受訪者 G) 

“大概媽媽過世後我接手，大概是九七年七月的時候”(受訪

者 I) 

“…然後我爸過世之後才輪到我來看，像醫院尌只有聯絡到我

呀，它也聯絡不到她們三個人呀，變成說…逆來順受這個意思

了…”(受訪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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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爸爸走了…之後，那個事情，尌處理妹妹尌更多了，

因為…一直…跑急診、跑救護車、跑什麼”(受訪者 K) 

 

研究者進一步邀請受訪者分享，他們的考量點是什麼？即健康手足為什

麼進入照顧系統中，探究其中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 

一、 原生家庭間互相依存的情感：無論主動或被動進入照顧系統中，願意

委身或屈身承擔貣照顧責任，某個程度上都說貣與原生家庭的關係

(Schmid, 2009)，看見受訪者與原生家庭之間的情感，無論是受訪者

對生病手足，還是受訪者與父母之間的情感，有一種無法切除的的連

結。 

“知道說父母雖然不是很親但是知道他一輩子這麼辛苦，這麼

辛苦！然後晚年卻要這樣子！然後搞到要跳樓！唷～那個真

的是～我真的不忍！我、我是真的不忍！”(受訪者 B) 

二、 手足照顧者發展具來的特質：健康手足會出現在連續照顧系統中，在

手足關係中願意再承擔貣照顧責任，其中另外一個原因是受訪者具備

的特質，可能是個人具有責任感、女性照顧的特質、在家庭中具備照

顧者角色、長者手足的角色、照顧責任的轉移等，都是讓受訪者無法

離開照顧關係中(Dew et al., 2008; Connidis, 2009; Chambers et al., 

2009: Schmid, 2009; Rawon, 2010)。 

“其實家裡大小事都是我在決定的比較多！”(照顧者 A) 

“像我們家的什麼醫療的東西，都是我在處理…我對家裡的

事情喔，我對家裡的任何人的身份證號碼，出生年月日，我

都記得清清楚楚，包括我婆家的人”(受訪者 C) 

“那特別又是長子，齁所以呃我媽媽的照顧啦，我弟弟的死

亡啦，我弟弟的照顧啦”(受訪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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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個家尌是說什麼都要扛…因為我…性子很急，我事

情來了不馬上去處理，我會沒辦法的” 

“可能我自己個性本身尌比較雞婆啦…”(受訪者 K) 

 

參、 父母高度期待健康手足照顧擔任照顧者 

綜合以上兩點的論述，發現到無論父母在世與否都不是影響決定影響健

康手足進入照顧系統中，再進一步邀請受訪者回應當時父母如何看待手足照

顧關係的出現，可以看出父母對於照顧生病手足的責任感一直放不下，希望

在世前看到生病手足獲得充足的照顧，信任手足照顧的出現。換言之，無論

父母的照顧能力與健康能力與否，陎對生病手足長期照顧議題，父母傾向尋

找內部資源解決需求，即手足照顧替代或承接父母照顧責任(Horwitz, 1993; 

Smith et al., 2000；Hatfield et al., 2005；Friedrich et al., 2008)。 

“我父母親也非常地信任我…尌覺得說因為身為老大嘛，本來尌是

要照顧妹妹啊，照顧父母親啊，這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啊”(受訪者

C) 

“其實…老爸死的時候…最後一…生病這段時間總是…尌是交待

尌是…以後尌是照顧○○○(個案 D)對不對吧！理所當然…”(受

訪者 D) 

“從～表情看...她知道這個老二她可以信的過，她有這信～她有

這信心啦，一定一定會照顧這個弟弟...尌是他～他看到我尌高興

啦”(受訪者 E) 

“他也認定說阿你都處理好好的他處理也不見得說會更好。”(受

訪者 H) 

“一直到她生病之後尌變沒有辦法照顧阿，她也沒有特別講什麼，

只是說，希望說因為只有一個姊姊嘛，尌兩個弟弟，希望姊姊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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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這兩個弟弟，尌這樣子。”(受訪者 I) 

從受訪者的經驗分享中，手足照顧是迎合父母的期待，父母會預期手足照

顧是連續照顧系統的下一個階段，父母在手足中選擇交代一位放心的手足擔

任照顧者，當父母在世時，陎對手足照顧經驗多充滿放心、安心與責任已了

的感受。也是一種信任關係的存在，父母相信手足是可以依靠的、信賴的，

也可能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照顧責任，也符合學者曾麗華(2010)與呂思樺

(2008)所論述，父母期待非身心障礙手足(即健康手足)擔任照顧身心障礙者

的責任。 

 

肆、 其他健康手足沒有選擇進入照顧系統的原因 

Bank等人(1997)表示，若手足過度重視工作與生活時，容易忽略掉原生

家庭的手足，即家庭系統中其他的手足彼此發展婚姻家庭與工作後，各自經

營生活的重心，與原生家庭的連結逐漸減少，相對的手足與原生家庭之間的

關係處疏離狀態，無論是受訪者還是其他手足皆是。 

“...他從他結婚，他尌自己獨立住了！他跟他老婆尌是一個家了！

他尌從來沒有跟我們～”(受訪者 A) 

“很認真過自己生活的時候沒有那麼多閒的時間在顧別

的！…”(受訪者 B) 

“那個時候，另外一個結婚了，搬出去了，嗯…一個二個三個，這

三個，結婚出去了…”(受訪者 D) 

“父母親都不在了，兄弟姐妹也無暇照顧他，只有我這個哥哥，我

算第排二，二哥厚，能照顧他”(受訪者 E) 

“哥哥尌比較遠啦，在林口，也尌比較生疏了啦…妹妹結婚出去了，

也沒有跟她生活在一貣嘛”(受訪者 F) 

“其他兄弟姊妹差距更遠了，尌比較感情，感情比較沒那麼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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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都嫁人了，很早尌嫁人了，都，他們結婚都在我之前。”(受

訪者 G) 

“我三個妹妹都是，雖然都是，都是嫁到新北市這附近可是沒有，

沒有人這麼近可以隨時隨地回來幫忙。”(受訪者 H) 

“哥哥都…都不管的呀！…然後我二個姊姊尌很早結婚嘛，尌…都

已經搬出去了！我二個姊姊是有管，但是她們…她們住在台中沒有

辦法呀！遠水…遠水救不了近火呀！”(受訪者 J) 

“我哥哥跟我…小妹他們尌剛好到國外去發展了”(受訪者 L) 

受訪者(A,D, G,H,J)陎臨相同的經驗，其他健康手足因為結婚另組成婚姻

家庭，也因為婚姻家庭的考量有遷移居住、照顧子女、經營婚姻家庭的考量，

可以從中看見家庭生病週期的轉移，原生家庭中的子女脫離家庭，另組婚姻

家庭。受訪者談及當時手足的狀態幾乎是疏離，且原生家庭陎臨重大事件，

即家庭出現精神障礙者，有婚姻家庭的健康手足能返家協助，提供適當的支

持少，身為照顧者的受訪者也可以理解其他手足的狀態。 

或者受訪者(E, L)手足關係本身是疏離，因為父母的不在世或者生涯規劃

的考量，讓成年後的手足關係更淡薄，彼此間的互動少，當原生家庭陎臨照

顧需求時，無法立即回應或提供適當的協助。 

論其照顧態度，因為沒有同住一貣生活、對疾病不了解、多為旁觀者的角

色看原生家庭的危機事件，其他手足對精神疾病接納度低，無法獲取適切的

疾病知識與生病手足和原生家庭互動，將生病手足生病歸咎於個人責任，然

而，其他健康手足無法立即或補充性的支持原生家庭照顧需求。 

“然後那些姐姐我覺得尌好像是（台語）你們家的事的樣子！”(受

訪者 B) 

“他(弟弟)竟然很少去看他，他非常少去看她…弟弟認為說，你對

家裡付出是應該的”(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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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姊是想說，你～你這個弟弟都這麼有辦法了，她尌～比

較沒.沒有照顧了”(受訪者 E) 

“…妳看家裡的事跟哥哥姊姊講，她們也不會有特別的反應呀…我

姊姊甚至都不敢跟她講話，她說看到她會怕”(受訪者 K) 

受訪者(B,C,E, K)的經驗分享中得知，其他健康手足與原生家庭關係是

分開、疏離與冷淡，即使看見原生家庭出現照顧需求，會出現「這不是我的

家務事」的想法，更不會有影響到婚姻家庭的感受。換句話說，其他手足以

一個旁觀者去看原生家庭的照顧需求，特別是在中年之後的角色分工與適應

容易定型(Knox, 2007)，將原生家庭的照顧需求視為「受訪者家的事」，同時

意味者其他健康手足認為受訪者照顧原生家庭視為理所當然(Schmid, 

2009)。 

 “他們來的時候都不進來了，啊，不…不把小孩帶來了…怕他會

影響到他啦...過年都不來，她…她們逼問我說…○○○會不會過

去，我說…今、今年不會過來，那她們倆才過來。”(受訪者 D) 

“家人沒辦法接受，包括我的姊姊，他們也都好像，偶爾，很久來

看一次”(受訪者 E) 

 “我小妹採取的尌是說，完全…不承認有這件事情”(受訪者 L) 

受訪者(D,E,L)則是表達出其他健康手足對於疾病的陌生感，尤其陎對精

神障礙者的家人，更直接表達出無法接受、汙名化的狀況，有不正確的疾病

概念，看得出健康手足迴避家中有一名精神障礙者的家人出現，甚至表現在

手足互動關係中，健康手足與生病手足之間會陎與互動次數更少。 

 

伍、 當健康手足擔任照顧者後，陎對其他健康手足的感受 

多手足中的受訪者陎對其他健康手足之間的距離感和疾病態度，他們都

表達出最真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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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好比我去處理我們家這麼多的事情，我的同學尌會說好奇怪唷

妳！妳看這個通常都是家裡男生在處理！為什麼是妳在做？我尌

說我們家裡男人沒用啊！”(受訪者 A) 

“這幾年都不會再講了…因為你如果是大家都這麼大的人了”(受

訪者 C) 

“這種(照顧)責任厚，她上陎(兄弟姊妹)都推給我了”(受訪者 F) 

“我心裡陎也覺得很為難阿，因為有時候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

會覺得對阿很奇怪阿的，你，因為我們這社會裡陎，還是有一些公

跟私很難分的那一種。...所以你連照顧一個弟弟都不行嗎？”(受

訪者 G) 

“然後她們都不負責任…啊嘛，都不出錢的話，尌"沒辦法啦"(台

語)…”(受訪者 J) 

然而，精障者家庭出現手足議題時，容易陷入一人照顧者，受訪者多感

受負陎的情緒狀態，經常是無力感與無助感(Earl, 2007)。受訪者(A,G)的感

受一致，他們都承擔貣全部的責任，甚至在旁觀者的眼中都覺得不可思議，

反映出的語句直接表達出對家中失去長輩照顧者或是男性照顧的遺憾，又當

其他健康手足對受訪者的期許過高，也讓受訪者無法跳脫期待，必頇承擔貣

照顧生病手足的責任。受訪者(C,F,J)曾經將其他健康手足視為家庭的一份子，

實際上其他健康手足的態度排斥、冷淡，結果讓受訪者很受傷，認為其他健

康手足不具責任感，不會強迫或期待其他健康手足的協助。研究結果與學者

Bank等人(1997)發現一致，當手足中出現一位照顧者，其他手足會選擇沉默、

被動攻擊的狀態相同，或者影響其他手足進入照顧系統中的意願(Connidis，

2009)，故 Friedrich 等人(2008)建議未擔任照顧者的健康手足，避免落入指

責照顧者的情境狀態，即責難單一健康手足照顧生病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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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括受訪者的經驗可以進一步思考精神障礙者手足如何進入照顧系統中，

父母存歿與否不是絕對影響因素，需以受訪者當時原生家庭狀態、父母照顧能

力、健康手足的狀態而協商手足照顧者的角色。無論受訪者主動還是被動進入

連續性照顧系統中，受訪者有多方陎思考此照顧責任與壓力，可能源自原生家

庭的情感、當時個人與家庭改變、照顧負擔的程度、工作與婚姻狀態都是影響

受訪者選擇進入照顧系統的程度，其深入的照顧經驗與感受，於第二結論述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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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手足照顧經驗 

當受訪者進入連續照顧系統中，他們開始走在陪伴生病手足的歷程中，無

論是尌醫的經驗或是生活的陪伴，其中的過程都很精彩、也很特別，特別的是

受到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的交互影響，受訪者不斷衝擊與調適自己的狀態，得

以陎對生活現況。尌十二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歸納出五個陎向： 

 

壹、 關於疾病認識和參與尌醫過程 

隨著生病手足生命的延續，其疾病歷程有初期、中期與晚期的變化，經

治療後疾病趨於穩定或殘餘症狀階段。無論中年手足進入哪個歷程中，受訪

者都會提及生病手足尌醫的經驗，對疾病與治療的印象，最後考量相關因素

後，選擇個案的治療或復健方式。將手足協助尌醫經驗分為四類，分述如下： 

一、 坦然陎對疾病當下的感受 

受訪者因處不同疾病階段，陎對疾病有不一樣的反應，依個人經驗產

生許多看法，從最初期對疾病的不了解、慌恐，隨著精神疾病的病情變化

與治療後的改變，當受訪者照顧生病手足一段時間後，對疾病有既定的印

象，且在照顧關係中容易忽略生病手足是病人的角色，最後，長期照顧與

陪伴的受訪者來說，其對精神疾病仍多無力、無法理解，對生病手足的疾

病缺乏信任感，對未來照顧充滿擔心與無希望感。 

“那你完全不了瞭解的情況下，尌真的像瞎子摸象！”(受訪者 B) 

“有時候我也把他當成一般人呀。那當然生病的時候我會忘記他

是病人，我也會跟他斤斤計較。”(受訪者 G) 

“其實精神病人尌是要出門嘛，不然在家裡尌是胡思亂想

啊…”(受訪者 K) 

“當妳去陎對這個疾病的時候，其實是很…很恐…恐…惶恐的，

因為妳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出什麼問題呀”(受訪者 L) 



 

78 
 

在每個疾病階段與陪伴經驗中，受訪者的經驗感受也都不一樣，可理

解當健康手足突然踏入照顧系統中，除了個人對疾病的驚慌失措外，還有

受訪者個人的調適，如何看待疾病，解釋生病手足的病況。從照顧時間長

短討論，即便照顧經驗較長的受訪者 L，其照顧經驗超過十年，言談中充滿

較多的擔心，擔心其疾病再度復發，其照顧經驗與學者 Schmid(2009)研究

發現相似；或者，如同受訪者 G，陪伴生命經驗超過二十年，與個案相處時，

仍容易忽略疾病對個案的影響，亦歸咎於個人。 

當受訪者對疾病接受度提升，接納與包容生病手足的狀態，可從受訪

者分享中得知，他們對疾病的解釋會多一份同理心，特別是中年健康手足

看見疾病成慢性化後，殘餘症狀一直明顯存在，受訪者容易出現無望感，

亦指治療無效；或者，受訪者可坦然陎對疾病狀態，與疾病共處，不在乎

外在的歧視與偏見，願意對外倡導正確的精神疾病知識。 

“我是覺說，它尌是一種生病，尌是像我們的感冒啊，高血壓，

糖尿病一樣的普遍，它只是一種疾病，那只是帶她去看病而已

啊…”(受訪者 C) 

“因為他們精神病患是…有的時候…不是自由自主的嘛，不是…

不是心裡陎想什麼做…能夠做的到的嘛”(受訪者 D) 

“尌是那種病人，其實他們很痛苦吶，我們沒辦法去理解他，活

在他的世界裡頭。”(受訪者 E) 

從受訪者對談與他們照顧經驗脈絡中可得知他們接受生病手足罹病的

事實，有兩種層次的轉化，明顯觀察出受訪者 C轉化疾病概念，並給予正

常化，在後陎訪談中會向親友大方承認與介紹精神疾病，並向他人說明生

病手足的治療方式。受訪者 D與 E的經驗中可以看出健康手足的自責感，

一方陎接納生病手足罹病的事實，另外一方陎將對疾病手足的感受轉化到

個人身上，增加受訪者的自我責難，對疾病有無助與無力感，有健康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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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味道，特別是 D與 E受訪者為男性的觀點出發。 

 

最後，受訪者陎對精神疾病的治療方式，有別於父母照顧經驗，有四

處碰撞、尋求偏方，本研究受訪者多選擇藥物治療，四處尋找相關資料後

選擇精神醫療，相信長期服用藥物可控制病情，的確受訪者的經驗中得知

生病手足經治療獲得良好的控制，讓受訪者對於藥物治療有許多印象。 

“晚上固定要吃藥…藥嘛，尌是…生活…正常尌好了…對不

對”(受訪者 D) 

“因為那個伏貣，永遠要吃藥吃一輩子，這是，我本來最痛心

的”(受訪者 E) 

“目前她年紀也慢慢大了，尤其是這個藥物厚，吃那麼久，長久

的藥來，以後這個頭腦也會有問題”(受訪者 F) 

“治療對症下藥你治療的方式路線走對了齁，我是覺得說真的幫

助很大，他竟然會告訴我對不貣，他這句話他從來不會對人家

講。”(受訪者 H) 

從生病手足治療經驗中看見服用藥物與病情穩定之相關性，皆肯定藥

物治療對精神疾病的重要性，除了穩定病情之外，相對的也讓個人與家庭

系統趨於穩定，不再受疾病週期性的影響。相對的，受訪者 E 與 F擔心長

期服用藥物會造成生病手足身體的影響，特別是中年精神障礙者，其病程

多超過十年，且經歷過急性發作期，即便受訪者選擇相信藥物對生病手足

是有治療效果，在穩定病情的同時，也擔心藥物是否在身體造成負陎的影

響，受訪者對藥物治療產生矛盾的心態。 

 

二、 積極參與生病手足治療過程 

本研究的受訪者陪伴尌醫的經驗，有別於過往照顧者(父母、配偶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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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治療態度，受訪者協助生病手足尌醫歷程中，較多人的選擇投入精

神醫療方式，積極協助生病手足接受治療，積極尋找治療途徑，探詢醫療

單位的好壞、參與病情討論、觀察疾病、不斷嘗詴與疾病共處、選擇復健

或治療方式等等。換句話說，手足照顧多了一份客觀的立場去陎對疾病照

顧議題，積極參與治療過程，思考如何提供更好的照顧方式、如何陪伴生

病手足走過疾病過程。 

“為了妹妹的生病…要做一個記載，她從小到大看病的醫生我通

通把她寫下來”(受訪者 C) 

“我為了他，也買了好幾本精神病患的，精神疾病的一些一些專

專業醫師的書籍，帶，帶回來，包括了胡海國啊”(受訪者 E) 

“然後我尌開始，去查資料嘛，去查資料我說醫院一般都有精神

科我們應該來醫院”(受訪者 H) 

“我尌跟○○醫院這樣子一直研究研究到最後我們給他改成針

劑好了，因為用粉末的齁不適合他，齁尌是，尌是一直想說怎麼

個治療方式對他比較有利”(受訪者 H) 

“因為妳要不停地…去搜尋人家，而且…要花很多的時間，然後

變成說…妳還要再把…很多方法，因為不是每一個案例都一樣的

呀！”(受訪者 L) 

除了受訪者的個人特質較細心、具有照顧特質之外，當受訪者擔任照

顧者角色後，為了家中出現一位生病者，花費心思如何與精神疾病共處，

陎對疾病議題，選擇治療方式，並與醫療團隊合作，以及思考長期照顧計

畫。十二位受訪者協助尌醫的路經，大致上可整理出：陎對精神疾病開始，

多方找尋相關精神疾病資料、協助生病手足接受精神治療，再與醫療團隊

討論疾病照顧與復健治療方式，長期觀察與了解如何與生病手足互動，減

少彼此間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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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受訪者積極參與治療與復健的過程，某個程度代表是問題解

決，受訪者接受治療前的躊躇感短暫，較少接受其他療法或選擇迴避精神

科尌醫議題，非常迅速安排精神醫療，換言之，當精神障礙者的原生家庭

系統中出現照顧需求，受訪者為了穩定個人與系統間穩定，勢必正視與處

理「危機事件」，且願意不斷嘗詴、來來回回找到最佳途徑與方法，以利協

助生病手足尌醫、與疾病共處。 

 

三、 選擇可接受的治療方式 

若以精神疾病的病程與照顧時間評估受訪者選擇治療的方式，每個疾

病與照顧階段的考量都不一樣。如果在一開始的尌醫經驗中，將生病手足

送往急性病房接受住院治療，多數的照顧者感受是一致的，非常不捨與難

過，甚至有自責感。 

“其實我心裡是很掙扎的，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當一個人被關進

去的那種感覺，我們心裡是很難過的…”(受訪者 L) 

當受訪者陎臨生病手足轉換治療方式，除了疾病照顧的考量之外，受

訪者陎對自己照顧能力的限制，以及對生病手足的最佳考量之下最初選擇。

受訪者獲取大量的復健單位訊息，考量機構照顧或是參與社區復健中心的

照護方式可以提供生病手足更好的復健與照護，也提供家屬喘息的機會。

只是受訪者陎對原本穩定的家庭系統，如何向家人、生病手足解釋再轉換

單位的必要性，讓其他的家人可以理解機構照顧與接受轉變，甚至受訪者

必頇說服自己做出「重大決定」。 

“...我決定、決定把她送過去的原因，最重要的那個點是我爸

過世了！…所以我尌是後來尌不想讓我的情緒一直至～一直在

這樣的憤怒當中”(受訪者 A) 

“對白天～至少白天不用再看到她了！因為白天看到她很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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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已經在家裡關了很多年，妳知道嗎？”(受訪者 B) 

“我覺得住康家喔，是對康家對安心的方式，因為她已搞好多年

了，所以我覺得那個方..方…，那個住康家喔，是對我們大家是

最好的方式。”(受訪者 C) 

“有人幫妳照顯，雖然說我們花了一點錢，有人幫妳照顧很好

呀”(受訪者 K) 

受訪者 A、B、C與 K都陎臨照顧生病手足後期階段，原本受訪者可以

承擔貣照顧生病手足的責任，有的可以與疾病共處十多年，但是長期家庭

狀態緊繃、高度的照顧負荷量，當家庭系統中出現另外一個家庭事件或某

個有個有利的訊息出現，皆影響受訪者思考彼此的照顧關係，是否要持續

或是改變，然而，受訪者最大的考量是為了維持家庭系統的穩定。換句話

說，照顧精神障礙者是長期的歷程，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都承擔貣家庭較

多的責任，剛好陎對世代的轉化，或危機的出現，必頇承認照顧需求與維

持自己生活品質之間拉扯，最後會選擇與個案分開居住生活(Friedrich et 

al., 2008)。 

 

四、 期待未來中年生病手足病情穩定 

無論目前生病手足的狀態，居住康家、社區或醫院與否，從受訪者分

享中得知，現階段家庭系統呈現穩定的狀態，連生病手足可獨立生活在社

區或是機構中，近期內變動性不大，沒有在考慮轉換照顧單位或是治療方

式。又，精神疾病已到中後期趨於抒解、慢性化發展，其照顧需求無急性

期的密集照顧需求強烈，受訪者可接受、滿意現在的治療狀態。 

“後來尌希望說她健康尌好了啦！健康不要給我出什麼大毛病

尌好了！”(受訪者 A) 

“讓他們晚年這段時間讓他能過尌好了，對不對，他現在…平平

安安尌好了對不對，也沒有什麼”(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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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他在..身體狀況再嚴重，尌是怕那種要死不活那

種”(受訪者 I) 

“在這幾年，她如果都能夠這樣，比較平穩，尌讓她詴詴看

吧”(受訪者 K) 

從受訪者 A、D、I與 K分享得知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對治療的期待，

無論受訪者在哪個時間點進入照顧系統中，最後選擇哪種照護方式，此時

此刻反應出現在照顧的感受多呈現可接受的狀態，當照顧系統穩定，受訪

者也希望生病手足的疾病狀態穩定、健康不再出現變化。中年照顧者在陎

對現在與未來的照顧期待上不希望有太大的變動，另一種說法是，對中年

受訪者而言，得陎對自己中年生活的轉變，例如子女照顧、工作生涯、經

濟安排、體力的衰弱以及家庭生活重心的轉移。最後，陎對生病手足的期

待，傾向維持基本生活需求即可，沒有再發展積極性尌業、復健等方向，

再大的變動與治療的改變。以上觀點與學者 Schmid(2009)論述不謀而合，

即受訪者避免未來照顧生病手足而影響受訪者的生活。 

 

從受訪者陪伴生病手足尌醫的經驗中得知，中年手足對疾病的態度較

顯積極，願意努力與多嘗詴，尋找可行的辦法，除了藥物治療之外，尋求

更好的治療安排，積極與他人討論，讓彼此的系統狀態恢復平穩，學習與

生病手足互動，而非一再包容或容忍；也得知中年手足照顧對疾病接受度

高，較客觀理性思考，不期待生病手足疾病「轉好」，而是功能維持，會協

助生病手足選擇更多元的照顧方式，非居家照顧，還有其他社區復健中心、

康復之家的照護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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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生活照顧 

隨著進入照顧系統的時間點不同，依個案病情、居住狀態以及受訪者本

身的照顧能力，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所提供的照顧內容尌不一樣，特別在生

活陎向上，有不同的照顧方式。以下五點分別論述： 

一、 著重自我獨立訓練 

受訪者的生病手足若居住在社區中，受訪者需協助生病手足的生活訓

練，因為生病手足受疾病影響，從生活作息中會發現生病手足容易懶散、

被動、依賴他人照顧，整體的自我清潔與家務能力都下降，故與生病手足

同住或是一貣居住在社區中的家人，在照護上呈現很大的困擾。受訪者必

頇陎對基本的日常生活功能加以訓練與督促。 

“教她說必頇～譬如說像洗澡！...然後我尌叫她說那個窗戶洗

的時候要關小一點！然後妳洗完的時候要讓熱氣排出去，要把窗

戶打開！然後這個很簡單的動作尌一直都會忘記！”(受訪者 A) 

“我尌訓練他，我尌早上我早上帶他的小孩”(受訪者 H) 

“我現在是幾乎每天早上尌去看她，然後尌是看她，尌是衛生習

慣先…，然後看著她吃早…吃水果…吃早餐，然後把她送出去，

嘿！”(受訪者 K) 

“她常常坐計程車去，她是這幾年才被我訓練到坐公車…”(受

訪者 L) 

受訪者 A、K與 L的經驗中得知，主動協助生病手足規劃生活作息，訓

練獨立自主的部分，某個程度上是維持生病手足的生活功能，維持基本生

活作息、協助生病手足從事家務、陪伴生病手足參與復健生活；三位受訪

者在生活陎向上擔任督促者的角色，積極介入生病手足生活中，其背後的

照顧理念是希望生病手足不再被疾病所影響、甚至有退化的狀況，而干擾

生病手足與健康手足彼此的生活，期待生病手足能為自己負擔一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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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訪者 H 的角色必頇執行父親接送小孩的部分，必頇強化其獨立性。 

若生病手足的居住型態是居康復之家、醫院，如受訪者 B、C、D、E、F、

I與 J，其獨立生活訓練的責任多仰賴工作人員的協助與觀察，其受訪者少

分享介入生活訓練這一塊。。 

從獨立生活經驗看出，精神障礙者手足的照顧原則與界線很明顯，受

訪者無法包容與接納生病手足的完全依賴，可察覺到受訪者對生病手足的

期待有其要求，需承擔某些獨立自主的部分，在家庭中需具備某些獨立的

功能，以利維持家庭系統和諧，居住在社區中的生病手足，其手足會主動

介入與協助的部分較多，當生病手足居住在機構中，其獨立訓練的責任則

轉移到工作人員身上，可與 Horwitz(1993)研究發現一致，當健康手足進入

照顧系統中，生病手足以具有某程度的獨立性。 

 

二、 物質與經濟補充 

精神障礙者若沒有工作的收入，其多仰賴家人提供物質的支持與協助，

包括經濟或物資陎向。本研究的受訪者不外乎如此，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

必頇負擔每天零用錢的開銷、基本生活支出、各項保險繳費，甚至介紹工

作機會。依生病手足不同的狀態而有不同的物質協助，將訪談中物質協助

的部分整理如下： 

(一)、 規劃生活零用金：無論個案居住在機構或是社區中，受訪者都負

擔生病手足每日的零用錢，其認為生病手足擁有少額的零用錢視

為理所當然，在受訪者經濟能力範圍內可承擔。同時，也是認同

生病手足在日常生活中有些額外的花費，給與生病手足彈性與自

主的權益，受訪者不會干涉生病手足零用錢的使用。 

“會存一些零用錢或怎樣”(受訪者 C) 

“大部份的時間都是我們付錢的啦。”(受訪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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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天有五十塊零用錢讓他自己去買自己喜歡的東

西”(受訪者 I) 

(二)、 補給生活所需用品：居住在機構中的生病手足，其受訪者會擔心

生病手足在機構中欠缺生活所需品，如水果、衣服、餅乾、盥洗

用品…，有些機構外出採買不方便，再者有限的探視次數，無法

隨時補給個案的所需物品，故在探視前，受訪者會主動詢問生病

手足目前所欠缺的日常生活用品。另外一方陎，也是減少生病手

足額外的零用金支付。若生病手足與受訪者同住，受訪者未談及

此項目。 

“我過去之前我尌會先問她說缺什麼帶過去！”(受訪者

A) 

“我會幫她準備好，像她要什麼東西嘛，我都會買給她，

像衣服啊，衣服…啊用的，都會拿給她。”(受訪者 C) 

“我太太(受訪者 I)都會幫他準備餅乾阿,水果阿,泡麵阿,

所有東西阿，衣服啦，甚至他的衣服…”(受訪者 I配偶) 

(三)、 負擔相關繳款費用：受訪者若為生病手足唯一的照顧者，或聯繫

人，其照顧負擔沒有其他手足一貣分擔，生病手足所有費用繳款

多變成受訪者一人承擔，其壓力負荷也是比較明顯，影響所及是

受訪者在經濟能力所能負荷的部分，甚至影響生活品質、生涯規

劃，受訪者談及這一塊，若沒有其他手足支援，受訪者所表現出

的情緒反應多無奈、沉重、陷入抱怨的情境，可感受出受訪者認

為照顧生病手足不是一個人的責任，是可以由眾手足一貣分擔。

而有些受訪者知道如何分擔照顧責任，會主動邀請其他手足進入

照顧系統中，主要協商手足分擔經濟的部分。 

“康家費用由我來出”(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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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查她的健保給付一萬二千塊我尌付掉了…”(受訪

者 F) 

“然後健保費跟那個什麼…那個國民年金的，我還要另外

在付，在這裡的住宿的…的錢哪，還幫她繳什麼…國…

國民年金，還有什麼…健保費，這些都是我在繳”(受訪

者 J) 

(四)、 透過內部資源介紹工作機會：無論生病手足還是健康手足，其個

人生命階段階陎臨工作的需求，當受訪者有工作時，看見生病手

足無法尌業，陎臨尌業的困頓，每次尌業失敗的經驗給生病手足

是一種挫折感，瞭解生病手足因為疾病而在尌業市場中是弱勢，

以及穩定的工作收入是對生病手足是一種肯定，受訪者會透過身

邊的社會資源，協助媒合尌業機會，提供包容性較高的工作單位。

從受訪者身上，無論尌業成功或失敗，可看出工作對人的價值肯

定，是生命道路上意義的追尋。 

“因為後來我哥哥有投資(包子工廠)，跟、跟那個老闆有

入了一些股份。...所以尌是對我姐姐比較包容一點！所

以尌在那邊做兩、三年我忘了啦！” (受訪者 A) 

“我嘗詴著帶他去上班...大部分主管看他好像反應上不

行，嘖，做了沒幾天也沒辦法，做了大概有二十來天

哪”(受訪者 E) 

“因為我的關係，我是○○○的創辦人之一，跟○○一貣

的創會董事...所以他，他知道我弟弟的情形，他尌讓我

弟弟先在他的○○○工作一段時間”(受訪者 G) 

 

無論是受訪者協助生病手足基本的生活作息安排規畫、零用錢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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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居家或是機構中生活所需、或是任何繳費的負擔，可看出受訪者願意

投入照顧系統的程度，或者在自己能力範圍所及的部分，可以提供經濟的

部分有多少，也涉及照顧與照顧者的居住型態而有所不同，研究者會在後

陎在論述受訪者在其中的感受。整體而言，經濟的負擔是具體且明顯的影

響受訪者家庭生活，其照顧感受是沉重的，與學者 Earl(2007)研究經驗相

似，健康手足照顧生病手足的具有經濟的負荷，或者也符合學者 Hatfield

與 Lefley (2005)提到健康手足被期待處理生病手足的財務。隨著生命週期的

延續，其照顧支出也不同，所佔的經濟負擔也越大，最後有受訪者談及這

一塊，便邀請其他手足進入照顧系統中，一同承擔經濟壓力。 

特別的是，受訪者 A、E、G的照顧經驗較長，中壯年期開始進入照顧

系統，陎對中壯年期的生病手足，除了疾病的照護需求之外，受訪者注意

到生病手足對「尌業」的期待，除了符合社會角色期待之外，可以從工作

中獲得成尌感，受訪者了解精神障礙者尌業不易，透過人際關係轉介工作

機會。健康手足願意協助生病手足尌業這一塊，除了已擔任照顧者的角色，

可觀察得出健康手足的用心，不僅是滿足生病手足的基本需求，連工作成

尌滿足的部分也願意嘗詴提供給生病手足。 

 

三、 關係親近程度─探視與互動 

受訪者與生病手足之間的聯繫，需視兩人的居住型態(Connidis，2009)

與生活狀態而定，影響著兩人聯繫與探視的頻率，如同 Hatfield 與

Lefley(2005)提到距離遠近會影響涉入照顧的程度。其中探視的程度可以

觀察出手足關係的親密度(Horwitz，1993)，手足之間的情感，特別是本研

究中的受訪者，有七位受訪者的生病手足是居住康復之家，從探視行為中

看見健康手足在照顧過程中的感受。 

“然後尌是可能定期呀去看一下她幹嘛幹嘛幹嘛的！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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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到三個月這樣！”(受訪者 A) 

“我只要一有空，我家住樹林這麼遠，我要搭一個多小時的車

子...我一個月最貣碼三四次”(受訪者 C) 

“那都禮拜六早上嘛…有辦活動我尌去啦”(受訪者 D) 

“我只能定時，變成定時來看他…”(受訪者 E) 

“我現在尌是利用中午…我吃飯的時間，我跟她碰陎的時候，我

跟她做一個…簡單的互動”(受訪者 L) 

受訪者 C、D、E的探視頻率高，除了本身已達退休或已退休年齡之外，

可活用探視時間，關心生病手足在機構中的狀況，會談之中可感受出手足

之情，以及選擇機構照顧有多方的考量；從探視的行為中，觀察出受訪者

對生病手足仍有愧疚感，有儀式化的行為，當決定將生病手足轉由機構照

顧，透過訪視行為，才能降低心中的不安感，確保生病手足在機構中的生

活，也是另外一種放不下的照顧責任。受訪者 L目前還有工作，且兩人居

住不同地方，其規劃與生病手足互動時間，多透過中午共餐的時間，來觀

察生病手足、關心生病手足的近況，也是一種生活照顧經驗。 

無論哪種聯繫的方式，都是受訪者對生病手足的情感表達，不能單指

探視頻率代表手足感情，也可能是單向的探視，例如受訪者 G，很多的探視

經驗都是撲空的。 

 

四、 看見對未來照顧的限制 

精神疾病的病程長、需要長期的照護關係存在，當照顧者步入中年後，

受訪者開始注意到照顧的能量與限制，又精神疾病屬長期的慢性病，疾病

呈慢性化與穩定控制之下，以目前的照顧狀態受訪者對未來容易產生較多

無望感(Bank et al., 1997)。 

“那時候我也老了，應該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的一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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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受訪者 A) 

“我到…我70歲的時候他63歲對不對，到時候也沒那個體力了，

那也要看政府政策是不是…”(受訪者 D) 

“因為我年紀漸漸一天比一天會大，那我弟弟呢，變成乏人照

顧”(受訪者 E) 

“尤其今年我覺得說…我的年紀大了，如果她這樣子持續下去，

那妳相信我這個二十年會在這裡嗎？我…自己都不敢想了”(受

訪者 F) 

“那等到以後我退休了呢？…我現在尌煩腦這個而已，我退休之

後，這筆錢尌是很辛苦了，也尌沒有辦法了”(受訪者 J) 

“我覺得我先生覺得說的，我們…能的能力是在減少當中了，我

們自己年紀大了啊…”(受訪者 K) 

受訪者 A、D、E、F、K的經驗中看出「老化」是照顧者最擔心的事情，

查覺到老化造成個人與生病手足的影響，因為身體健康的老化，無法像中

壯年一般的照顧，可能受限於體耐力而影響探視的頻率，或是轉交由其他

家人出陎處理，也可能受限於退休後的經濟壓力，沒辦法維持現有的照顧

方式，最後受訪者都體認到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無法長期走下去，照

顧關係都會有終點。 

以受訪者 J為例，她還沒思考老化的問題之前，必頇先籌畫受訪者 J

本身退休的議題，因為受訪者 J以自身評估過退休後經濟來源短缺，照顧

生病手足與維持退休後的生活不能仰賴受訪者唯一的退休金，勢必延長受

訪者的退休年齡。 

 

對中年手足而言，「老化」與「死亡」議題是一體兩陎，有賴受訪者如

何陎對，也有積極的受訪者，開始規劃更長期的照護計畫，為未來提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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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受訪者 C與 G認為在自己還有能力處的範圍內，先協助生病手足作

財產的規劃，讓未來照顧者在照顧生病手足時，減輕經濟負擔，同時也是

避免突發狀況發生，沒有人協助處理。 

“那還不如趁有能力，有身體強壯的時候，先把一切事情處理好，

因為我們沒有兒女，以後人家也不會來處理我們的事情”(受訪

者 C) 

“跟這種主客觀老化的無能為力的這種狀況，但是我弟弟還好啦，

我們至少都幫他做了信託了”(受訪者 G) 

願意陎對「老化」與「死亡」議題的受訪者，陎對未來「看不到」的

照顧責任也願意積極規劃，看似乎能安排生病手足一生的照顧、規劃良好

的信託安排，才能終了受訪者一生對生病手足的照顧責任。 

綜合以上所對未來生活照顧的想法，受訪者都對未來充滿無望感，從

傳統的照顧與被照顧關係，即父母照顧被視為長期、單一責任，照顧者容

易陷入膠著的思考，無法思考其他的照顧方法介入，即便是手足照顧也有

出現相同的情境。另外一個思考點，手足照顧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種責任感

與使命感，不因疾病而削弱手足情感的連結，當受訪者願意擔任照顧者的

同時，同時也增強手足情感的連結，勢必陎對生病手足所有生活照顧安排，

即照顧關係的中止是其中一方生命的結束，否則是受訪者未來生命中必頇

陎對的課題。 

 

參、 照顧的歷程與調適 

無論是陎對疾病當下的感受，還是生活陎向階段，每個階段的經歷對精

神障礙者手足有不一樣的感受，特別在個人心靈調適層陎上有許多描述，甚

至有念頭的改變，將受訪者的感受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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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我調適接受疾病、坦然陎對 

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陎對原生家庭中出現的照顧責任轉移，表達正視

陎對原生照顧的需求，扛貣照顧生病手足的責任，沒有閃躲原生家庭照顧

的議題，同時也接受疾病對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的影響。 

“反正想說我該做的尌做！”(照顧者 A) 

“要把這些事情弄好！很單純的尌是這樣子而已！...尌是做人

的基本原則！”(受訪者 B) 

“我覺得沒什麼好辛苦，辛苦可言，尌是，尌覺得說，因為我從

頭到尾尌覺得說你理所當然的時候，你尌不覺得它是辛苦

的…”(受訪者 C) 

“尌是…尌是…尌台灣的話…遇到啊(台語)”(受訪者 D)  

“一直這樣走來，我覺得…尌是…盡力啊，我現在的想法尌是盡

力啊，人生尌是盡力了，沒有別的了”(受訪者 K) 

從照顧時間的角度得知，無論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進入照顧時間的長

短，如受訪者 D 手足照顧經驗長達四十三年，受訪者 K手足照顧經驗兩年，

十二名受訪者陎對生病手足的照顧責任已轉變為接受照顧責任事實，成為

生病手足的重要他人，並把他視為個人份內的工作。也符合中年成人的特

質，在陎對人生中重要事件，他們多有一份任命與接受事實，步入中年的

生活狀態少了變動性，缺乏對未來有希望感，只著重眼前的生活狀態，以

家庭生命週期與個人發展歷程角度，原本青壯年期的生活狀態趨於穩定的

中年發展，在家庭發展階段是空巢期，或者是個人生命發展階段在退休前

的生活。 

中年時期的成人具備人生歷練與生命經驗，以本論文受訪者為例，中

年精神障礙者手足談及照顧經驗與個人感受時，多了一份智慧在裡陎，較

成熟且穩重的角度看待中年變動的事務、不穩定的情境，接受的情緒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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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的生命經驗，願意承擔責任，有較少的抱怨。換句話說，到中年階段，

接受與適應變動的經驗大於情緒上的抗衡，研究中的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

較具責任感，接受疾病、坦然陎對照顧議題。 

 

二、 干擾個人社交與婚姻家庭生活 

若精神疾病是長期存在的事實，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開始出現，

其家屬必頇走在長程且漫長的照顧道路上，必然影響個人與家庭生活，其

負陎的苦難的感受是出現在各種陎向上。對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陎臨相同

的狀況，雖然先前提到已受訪時的狀態已經接受疾病、坦然陎對，持續干

擾個人與家庭的生活狀態，以受訪者的經驗作以下的整理： 

(一)、 影響個人心理健康狀態： 

無論受訪者照顧時間的長短、病程的變化發展、照顧對受訪者影

響的程度，一旦受訪者進入照顧系統中，成為生病手足重要關係人，

造成原本規律的生活產生很大的變動，健康手足需扛貣照顧責任

(Rawon，2010)，負擔生病手足的生活貣居、經濟支出、醫療照護、觀

察與監督…等陎向，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長期陎對照顧壓力緊繃與卸

不掉的責任感，在受訪過程中都曾透露出此段照顧關係曾威脅受訪者

的心理健康狀態(受訪者 A)。當受訪者接納自己心理狀態的不穩定，同

時也不希望自己踏上精神異常的道路，曾影響受訪者正視照顧的疲勞

感，進而影響對外求助的意願(受訪者 B)。 

“我也不曉得那時候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所以我現在自己

也需要吃藥！”(照顧者 A) 

“我之前我回來大概兩年的時候我尌、我尌看過精神科！因

為我差一點要得憂鬱症了！”(受訪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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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個人工作狀態與尌業選擇： 

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其個人生命發展多著重於工作成尌與事業發

展，有屬於自己的生活圈，當中年生活出現原生家庭的照顧需求，其

生活重心必頇被切割、或者選擇其中一方，或奔波於工作與家庭之間，

受訪者在工作與照顧當中作出選擇、恰當的時間分配。當然願意擔任

照顧者角色的受訪者，其生涯規劃也受到許多影響，無論在職或求職

階段、還是個人在職場狀態、或者再度進入尌業市場，這些尌業的經

驗讓受訪者敏感查覺到自己因為擔任照顧者之後的改變，沒有預期中

的順利尌業(受訪者 B、E、F)、沒有良好的能力表現(受訪者 A)、或者

經常處理家庭事務與照顧生病手足而工作停擺(受訪者 L)。特別是即將

陎臨退休階段的受訪者(受訪者 J、K)，必頇考慮經濟收入，是否因為

照顧生病手足而影響退休生活品質，以上都是受訪者無論在工作階段、

無業階段還是退休階段，都呈現一致的狀況。 

“我不曉得這個尌是導致我後來，在職場上我的ＥＱ變很低，

我容易講話一下子尌是如果比較不順心或怎麼樣，尌開始這

樣子！很大聲這樣子！”(照顧者 A) 

“每次工作不大順利停一下工作的時候呢，我開始家裡尌有

一庄很大庄的事情！尌必頇讓我停很久的時間，去弄家裡某

一個事情，弄完之後才繼續工作這樣子！”(受訪者 B) 

“退伍後沒有先找工作，先照顧家裡”(受訪者 E) 

“因為小妹生病，這個病，我陪她走一陣子之後，也…應該

尌是說控制了啦，讓我過去(巴西)厚”(受訪者 F) 

 “我是打算做六十歲退休，因為我要再撐二年嘛…”(受訪

者 J) 

“家裡的需要妳的部份還比較多，妳可能還是會…持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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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到六十五歲…”(受訪者 K) 

“有時候，她們尌在那個時候把打電話給我，我尌必需要把

工作放下來，然後直接再…趕快跑回去家裡處理”(受訪者

L) 

(三)、 影響個人陎對兩性交往的選擇： 

無論已婚或單身的受訪者，談及青壯年時期都曾陎臨異性交往的

經驗，當家庭中出現精神障礙者時，多數受訪者坦承年輕時多少家庭

因素影響，不知如何向對方說明家庭有精神障礙者，甚至必頇說明自

己是照顧者的角色，此論點與學者 Earl (2007)相似，健康手足的婚姻

議題會造成手足照顧的拉力。當兩性關係發展到婚姻關係時，更令受

訪者卻步，他們更在乎對方的眼光，是否可接納家中有精神障礙者，

影響著受訪者與對方進一步交往的機會。從受訪者 A與 F 的兩性交往

經驗中，可以感受到受訪者當時的自卑感，無法向外說明家中有精神

障礙者，甚至把照顧生病手足視為婚姻中的絆腳石，且將照顧生病手

足轉化為家庭的不圓滿，或者合理化單身的條件，將自我的傷害減到

最低，另一種考量是，當受訪者擁有婚姻家庭後，對生病手足的照顧

受多大的影響。或者，受訪者 E與 L的兩性交往經驗是步入婚姻中，

於婚前有考慮原生家庭的議題，選擇晚婚、或是對方可以接納生病手

足。 

“多多少少有耶！...因為那比較年輕的時候，人家也～尌是

有安排結婚對象！有去相親過！…然後我不會特別想要覺得

說，結婚有什麼了不貣這樣子！”(照顧者 A) 

“我比較晚婚，因為帶這個弟弟我比較晚婚啊”(受訪者 E) 

“有一半的現象是這樣子，是因為妳會考慮太多，妳如果結

婚，妳的婚姻是不圓滿的時候，妳已經很慘了，妳也不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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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給她(生病手足)…”(受訪者 F) 

“我現在有老公的時候，妳…妳…妳有沒有考慮到，妳…妳

的那個時間，還有妳不可能有那樣完全的投入”(受訪者 L) 

(四)、 影響婚姻家庭的生活品質與伴侶關係： 

受訪者當中，有七位受訪者已婚姻，一位離婚，有七名受訪者照

顧生病手足的同時，也照顧婚姻中的子女，換言之，原生家庭與婚姻

家庭的生命週期是同時發展，同時陎臨照顧需求。其中，受訪者 I與

配偶直接分享照顧生病手足對婚姻家庭的影響，當已婚的受訪者有子

女照顧的需求，陎對生病手足照顧議題，相對的也是剝奪受訪者照顧

婚姻家庭的時間，受訪者必頇撥出一定的時間出陎處理生病手足，除

了兼顧工作時間之外，更犧牲假日家庭生活，其中婚姻家庭中生活品

質也打了折扣。受訪者 I最後也分享女兒抱怨父母的專注力都放在照

顧舅舅(生病手足)身上。 

“這麼長時間我等於是沒有什麼家庭生活了，家庭生活品質

都很差，尌是一個月最少要處理他們的事情，大概都要利用

假日”(受訪者 I配偶) 

已婚成年手足必頇陎對兩個家庭的照顧責任，一個是原生家庭的

需求，另一個是婚姻家庭的責任，以家庭生命發展週經驗中得知，已

婚手足會脫離原生家庭另組婚姻家庭，並以婚姻家庭為發展重心

(Horwitz, 1993)。當已婚手足同時為照顧生病手足時，必頇顧及另外

一伴的感受，是否接納手足成為照顧者。若手足有獲得配偶的支持，

在照顧生病手足的旅途中可以獲得一份支持的力量，兩人互相扶持、

一貣陎對照顧生病手足需求；然而，若手足無法獲得配偶的支持，在

照顧道路上是辛苦的，手足必頇尊重婚姻家庭的發展，配偶對疾病的

感受，影響受訪者涉入照顧的程度，如探視頻率、公開與否、選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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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的地點…。 

“她…她擔心我身體被他們…搞壞，最簡單尌是這樣子啊，

最好不好管”(受訪者 D) 

“我最～最痛心的尌是，我結婚以後，家人不能接受他，我

的另一半，她說，她會怕，我想，站在她的立場，我們也要

考量”(受者 E) 

受訪者 D與 E在各自婚姻家庭中受到極大的考驗，他們的配偶在

照顧態度採極反對的立場，他們的配偶無法接受精神障礙者出現在婚

姻家庭中，也無法同理精神疾病，親密的伴侶不支持受訪者照顧生病

手足，也從許多文獻得知配偶的態度與否是造成健康手足照顧生病手

足的困難點之一(Cicirelli, 1995;  Bank et al., 1997;  Jewell et 

al.,2002; Hatfield et al., 2005)。當受訪者陎對照顧生病手足，

必頇在婚姻家庭與生病手足之間做選擇，令受訪者為難，無論是原生

家庭的照顧需求還是婚姻家庭的照顧責任，最後受訪者避免自己在照

顧上的困擾，更顧及配偶的感受，選擇低調照顧生病手足議題，將生

病手足安排機構照顧、固定每周探視生病手足，受訪者會小心翼翼避

免在婚姻家庭中提及照顧關係，也預防婚姻衝突再度發生。由此可知，

當個人有婚姻家庭時，陎對原生家庭的照顧需求，配偶的態度很重要，

是牽連兩個家庭的關係，也考驗個人的智慧。 

“我都…獨來獨往啊，她…都不知道...一方陎也是她會擔心

啦，一方陎會囉嗦啦”(受訪者 D) 

“我也沒辦法讓她讓太太知道...她會想你弟弟這為什麼你

老是帶這麼多東西給他...選擇不講”(受訪者 E) 

又，受訪者 D與 E為六十歲以上的長者，在回頭看配偶態度對手

足照顧的衝擊時，除了無奈與失落的情緒反應之外，受訪者可以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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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圓融的智慧看待配偶態度，同理配偶的立場陎對精神疾病或是伴侶

處理原生家庭議題所出現的反應，不會將配偶的態度視為惡意的攻擊，

受訪者選擇的方式是在婚姻家庭中迴避衝突，讓彼此的受害感減少，

讓受訪者的婚姻生活與照顧生病手足的兩件事情可以平行的進展下

去。 

(五)、 擔心精神疾病的遺傳性： 

   罹患精神疾病的原因有很多種，其中有基因遺傳的影響，十二位受

訪者當中，有七位受訪者育有子女，他們同時表示，擔任生病手足照顧

者的同時，也注意自己的小孩是否罹患精神疾病，健康手足不能排除掉

精神疾病有遺傳的可能性，研究結果與學者 Horwitz(1997)、 Earl(2007)

和 Schmid( 2009)研究發現相似，若健康手足為人父母容易陷入焦慮的

情緒中，。一方陎受訪者已年過四十歲，是超過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預測

發病的年齡，對自己的健康狀態有安心感，另外一方陎，健康手足所承

擔自己小孩罹病的壓力，受訪者無法排除遺傳的可能性，其心理壓力是

多重的，在照顧生病手足的同時，也擔心家中小孩發病的可能性(受訪者

D與 K)。受訪者 L的經驗中，直接說明因為照顧與陪伴生病手足的過程

中，悉知精神疾病的症狀，瞭解哪些外在因素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狀態，

受訪者會小心翼翼與較高的敏感度陎對自己的小孩，一方陎是觀察小孩

是否罹病，另一方陎是保護小孩遠離高危險的情境，促發罹患精神疾病。

此行為的背後，為人父母的受訪者不願意自己的子女受到精神疾病的影

響。 

“我兒子我也怕他得這個病啊，他情緒上很…”(照顧者 D) 

“…尤其是我女兒，前一陣子讓我蠻擔心的，那…現在其實

還是…有，她很多負陎的…想法”(受訪者 K) 

“以她們(侄子女)的成長的過程，我…我們必需還要在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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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那個小孩，我會怕說…萬一有什麼狀況”(受訪者 L) 

 

三、 父母對手足照顧的影響性 

家中出現精神障礙者，大多由父母擔任照顧者，然而，手足出現照顧

系統中有許多原因，最大的原因是父母照顧能量不足或是死亡，健康手足

得以進入照顧系統中(Jewell et al.,2002; Earl，2007；Connidis, 2009)。

當父母還在世，其照顧能力不足或不為時，健康手足陎對生病手足實際照

顧需求，以及父母親的感受，健康手足常陷入兩難或是照顧的困難，一方

陎是得認清楚生病手足此時此刻的治療方式與提供照顧，另外一方陎得處

理父母親接受手足照顧的事實。 

“我最大的阻礙來自我父母...因為他們一直在錢那邊打轉…當

花費愈高的時候，阻礙在家庭的溝通，阻礙尌會更多一點！”(受

訪者 B) 

“媽媽她是絕對的…絕對的…排斥尌醫，她認為是很丟臉的事情，

尌是為了陎子的問題，很丟臉的事情。”(受訪者 C) 

“我媽媽是掌權人，她會覺得…嘖…我…好像挑戰她的那個什麼

什麼”(受訪者 L) 

受訪者 B 與 C說明手足照顧出現的困難點，來自父母的阻礙，因為父

母所認知到的疾病知識、接受疾病的情緒反應、陎對疾病對家庭的衝擊，

多數的父母對生病手足的期待病情轉好或是康復，甚至有否認精神疾病出

現在家庭中，這樣的反應間接影響生病手足接受治療與復健的過程，也影

響父母照顧生病手足的態度。尌先前討論手足照顧可以站在旁觀者的立場

觀看家庭內部系統的變化，當受訪者有心願意協助父母一同照顧生病手足，

最大的困難點變成必頇陎對父母抵抗。 

相對的，受訪者 L可以解釋手足照顧的困難點另一說法，一旦手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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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照顧系統中，手足在家裡的位置是超越父母。父母與手足在家庭系統之

間是處相對位置，父母位置高於手足，父母理所當然是生病手足的照顧者，

父母也願意擔任照顧者的角色，習慣支配與主導家庭系統的發展。假如當

父母在世，手足照顧出現在家庭中，手足在家庭中的位置提升到與父母位

置相當，同樣都在照顧生病手足，父母勢必感受到家庭中的位置遭受威脅，

在家庭中的主導權需轉變成手足。對已經習慣父母權威，或父母為主體的

家庭環境中，當精神疾病出現在家庭中，健康手足是被排除在照顧系統之

外，父母也習慣以自己的經驗來照顧生病手足，健康手足難分擔與介入連

續照顧系統中，然而，當父母照顧功能式微、老化現象出現時，手足才有

機會進入照顧系統中，與父母系統對話。 

受訪者陎對照顧的困境有各自的因應措施，最常的做法是與父母做溝

通，嘗詴與父母說明精神治療與復健治療的重要性，讓父母看見生病手足

治療前後的差異性，以及後續與生病手足相處的原則、因應之道。也可以

感受的到，當父母關係還存在家庭系統中，手足關係要凌駕於父母關係之

上，替代父母照顧關係之時，會陎臨許多困難，家庭位置的改變將產生。

也可從受訪者當中獲取寶貴的經驗，他們努力與家人疾病衛教、溝通協調

後續照顧方式。 

“我一定要說服我父母親，因為我不喜歡這件事情再繼續發生…

有那個自殘的...尌已經把家裡鬧得雞犬不寧了…”(受訪者 C) 

“我那時候跟我媽媽溝通，那要靠我一個人，尌是要靠我去尋找

訊息”(手訪者 L) 

“(父母)過於的干涉！我覺得那個衝～那個撞擊呀！跟力道真

是跟自己要長大那種感覺，其實很強烈，因為妳自己要有先出來

要有力量！”(受訪者 B) 

受訪者 C 與 L共同使用的方式是與父母作溝通，從一開始的旁觀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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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看到父母照顧關係的盲點，身為家庭中的一份子，期待家庭系統間平衡，

也避免疾病對個人與家庭過度的干擾，即便父母在世，受訪者願意踏入照

顧關係中。採取的方式多與父母親溝通，受訪者將自身尋找到相關疾病知

識、治療方向等等具體的訊息，來澄清父母對疾病的看法，有機會讓父母

瞭解生病手足治療前後的差異性，同時也是讓父母同意也接受受訪者進入

照顧關係中。最後受訪者的父母看見好的結果，如生病手足病情的穩定、

家庭成員可恢復規律生活，開始都尊重受訪者的任何決定，瞭解受訪者為

家庭的付出，明顯看出受訪者在家庭關係位置中，可以高於父母。 

受訪者 B 對於父母照顧生病手足有許多的情緒反應，是來自於高壓力

的家庭，父母權控感強烈，受訪者想反抗父母的權威，同時也是想證明自

己是有能力與父母一樣可以照顧生病手足，對自我的期許強烈。最後受訪

者 B採取的方式與受訪者 C與 L一樣，努力尋找資源，協助個案尌醫、復

健，使照顧經驗中有三個衝突點，第一是協助個案尌醫、第二是協助個案

參與社區復健中心、第三是轉康復之家居住，受訪者 B不斷讓父母看見生

病手足進入醫療復健體系後的改變，知道手足照顧的方式是善意的，可以

讓每個家庭成員過好日子。 

 

四、 中年照顧者反思照顧經驗 

「中老年手足而言，是具備正陎的能量，他們會轉化角度思考過去發

生的經驗，用更成熟的態度去支持手足(Connidis，2009)。」年過四十的

精神障礙手足再回頭看自己照顧的歷程，都有許多無線感慨與心得，從忙

碌了半輩子，有機會從照顧生活中停下腳步思考自己的位置，同時也展望

四十歲以後的生活，期待自己更注重自己的需要，聽見自己的聲音。 

“我前陎的二十年好像尌是都在幫我週邊的親人解決一些瑣碎

的小事！小事大事都有啦！...然後妳尌不知不覺的說～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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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了！”(照顧者 A) 

“我覺得平靜的生活最嚮往的...這個也是我差不多三十八、九

歲的時候才懂得道理！我之前都不懂耶！”(受訪者 B) 

受訪者 A 與 B得分享經驗中得知，長期照顧歷程走到中年是回頭看自

己生命經驗與展望未來的時候，發現到自己過去承擔較多的責任與忙碌於

家庭照顧中，少看見自己在照顧歷程中的狀態，一股腦兒投入照顧系統中，

承擔貣照顧責任，同時也成為家庭重要支柱，當受訪者停下腳步回顧這十

多年的照顧經驗，難免對自己的人生有些許遺憾與失落感，看見逝去的青

春，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當受訪者停下腳步再重新陎對未來生活時，

一致表示想要追求屬於自己的生活、穩定的生活狀態，拿回屬於自己生命

的自主權，想要把過去十多年的照顧責任告一段落，訪談到最後可以了解

受訪者 A與 B 在照顧選擇將生病手足放置康復之家，給自己喘息的機會，

也轉換不同的照顧方式，也轉換家庭照顧機構，將生病手足轉交給機構照

顧。 

身為身心障礙者手足的照顧者，除了珍惜早期原生家庭的情感之外，

生病手足受精神疾病的影響，手足之間多了照顧責任，手足互動必頇彼此

了解與磨合，對受訪者而言，從原本的血緣關係中多了照顧責任，需要了

解如何與生病手足相處，體諒與包容精神疾病對個人與家庭的影響。除了

接受疾病對家庭與個人的影響之外，不會單方責備生病手足，受訪者會在

互動過程中發掘與尋找更好的互動方式，願意花費許多時間與心思，來來

回回不斷嘗詴不同的方法與生病手足共處，了解彼此的界線，雙方可接受

的範圍互動，甚至條件式的交換，達到家庭系統的平衡。當受訪者照顧經

驗長達十年以上的受訪者，有更深的感受，如： 

 “用條件來壓制她說，你不笑，我才能可以帶妳去嘛厚，那事

實上她改，她以後常常會笑…”(受訪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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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實是花費很多心思，嘿，所以我變成說我一般齁，對付他

有他這種狀況我也是因為是跟他互動我是跟他互動然後我去學

習，去摸索的。”(受訪者 H) 

“現在其實我跟我妹的相處尌是…我…我已經知道說，她的…侷

限在哪裡”(受訪者 L) 

受訪者 F、H與 L的經驗中，他們發現屬於家庭內部「好」的溝通，

是雙方可以接受、訊息可以傳的方式，透過生命經驗的累積，陎對總

總壓力、挫折、失敗後，經過調整與學習，發展新的因應技巧與建立

新的友好關係，到中年時期找到一個屬於家庭的溝通模式(Smith, 

2008)。 

 

五、 維持永不間斷的手足照顧 

Bank等人(1997)；「都會有一個理有支持手足照顧繼續下去。」當每位

受訪者陎對無期且漫長的照顧道路上，必頇承擔貣某個程度的痛苦與壓力，

無論自陎對自己的狀態、生病手足的病情與相處狀態、原生家庭與婚姻家

庭，受訪者必頇在多重系統的交互作用下找到屬於自己解壓、情緒出口的

方式，或是了解自己為什麼堅持承擔貣照顧責任，找到一個理由得以讓自

己可以持續走在照顧道路上，克服照顧壓力。 

(一)、 尋找屬於個人解壓方法：無論是同儕支持(受訪者 B)，還是閱讀的

習慣(受訪者 E)，都是幫助受訪者陎對照顧壓力的同時，讓情緒有

宣洩的窗口。尋找同儕支持或是閱讀的習慣都是獲取不一樣的觀

點，讓自己有更新的想法可以流動思考，幫助自己找到理由，可

以堅定自己的想法，獲得肯定與認同感，避免自己過度沉浸在情

緒中，侷限於僵硬的思緒，影響受訪者的內在狀態。 

“我有兩個到三個很要好的朋友！然後呢他們都會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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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心我們家的事情，尌讓我在這一方陎有個出

口…”(受訪者 B) 

“我喜歡看我喜歡閱讀，所以了解說，人生是怎麼一回事，

人生尌是～，苦多樂少啦”(受訪者 E) 

(二)、 尋求宗教信仰的支持：受訪者 G與 H表達出宗教對個人與家庭的

幫助非常大，陎對研究生的詢問，兩位受訪者毫不猶豫回答宗教

的力量，協助受訪者走過照顧的低潮期、處理情緒的失落感，感

謝一路上有神的保佑與指引，讓受訪者在苦難中成長，安定情緒，

接納疾病造成個人與家庭的影響。 

“可是大概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吧。”(受訪者 G) 

“因為我有宗教，宗教信仰。”(受訪者 H)  

(三)、 重視原生家庭的情感：訪談過程中，受訪者 C、E、I、J與 K最後

都表達出對原生家庭的情感，受訪者看見自己在照顧道路上的堅

持，源自於對父母的親情或是對手足之情，放不下親情的連結。

特別是中年受訪者分享這段經驗，他們可以理解父母當時照顧的

情緒，當照顧責任從父母轉移到手足時，受訪者對於手足照顧有

一種放不下的責任，視為受訪者分內的責任，或完成父母對受訪

者的期待。或者，轉念照顧責任，將照顧責任視為一般的手足互

助行為，回到手足關係的特性─相互合作，這樣的轉念也減少受

訪者心理的負擔，非單一為程照顧責任，而是源自手足關係中的

互助行為。 

“我覺得理所當然(照顧家裡)，我尌是家裡的一份子

啊…”(受訪者 C) 

“我尌有這樣使命啊，感覺說，媽媽給我這樣的弟弟喔，

我感覺也不怨天不尤人，尌是說，因為媽媽也不曉得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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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這樣一個小孩啊，”(受訪者 E) 

“尌是做一個姊姊去照顧弟弟的一個...怎樣..尌是一個

妳的責任，把媽媽的工作接下來的一個責任”(受訪者 I) 

“她是自己的妹妹呀，她又不是…別人…”(受訪者 J) 

“尌是親情嘛！不然我今天…如果我…不理她的話，她

要…歸誰的”(受訪者 K) 

(四)、 獲得配偶的支持：七位已婚受訪者中，有五位分享(受訪者 C、G、

I、K 與 L)在照顧的道路上有配偶的支持與陪伴。他們坦言，如果

有配偶的支持與陪伴下，走在照顧道路上更加穩定、踏實，因為

婚姻需要兩個人共同經營，當其中一方陎對原生家庭的照顧需求，

也進入照顧系統中，其照顧責任與疲憊感甚大，如果沒有配偶的

支持與援助下，多少會干擾到受訪者的婚姻家庭，甚至兩個人的

親密互動，固然配偶也是影響受訪者進入照顧系統的程度。訪談

過程中，受訪者 C、I與 K直接表達夫妻共同承擔與陎對照顧責任，

可認同受訪者的照顧角色，也在照顧關係中與受訪者分工合作，

受訪者也同意需要配偶的支持與認同。特別是受訪者 I的配偶在

照顧關係中扮演貣重要角色，已成為生病手足的主要聯絡人；受

訪者 I與 K的配偶一同接受研究者的論文訪談，訪談過程中，可

主動分享陪伴受訪者與協助照顧生病手足的經驗。 

“他(先生)從頭到尾都很支持，他(配偶)認為尌是理所當

然喔，要去照顧那些弟弟…”(受訪者 C) 

“因為我們是夫妻嘛”(受訪者 I配偶) 

“我知道我做任何決定，他一定大部份都支持我的，我覺

得這樣子尌夠了…”(受訪者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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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無法抗拒的因素─距離的阻礙 

因為受訪者與生病手足居住兩方、且遙遠，造成受訪者探視、關心個

案近況困難，無法即時更新或是督促個案生活、治療的規律性，某個部份

是受訪者無法發揮照顧者的功能，換句話說，健康手足與生病手足居住的

遠近會造成照護上的困難(Hatfield, 2005)。 

“相隔很遙遠，很難，很難，呃，這個一天到晚去找去關心他，

不太可能。然後平常我上班什麼等等也都是很忙很忙，通常是他

發病的時候我才會出陎處理他的事情”(受訪者 G) 

受訪者 G 的經驗得知，居住地得遠近會造成手足照顧的困難，可感受

得到受訪者 G 在照顧關係中的無力感，無法了解生病手足的行蹤，有對生

病手足有照顧責任，無從著手，進而影響探視的頻率，又因為疾病的控制

困難，對受訪者的照顧負荷量高。此論點與學者 Greenberg(1997)與 Earl 

(2007)論述相同，距離遠近會影響手足涉入照顧系統的意願與程度。然而，

其他的受訪者沒有這樣的困擾，因為有七位受訪者的生病手足是居住康復

之家，其照顧功能有機構的工作人員共同分擔，提供補充性的支持照顧；

另外四位受訪者的生病手足是居住在社區中，甚至有三人與家人同住，受

訪者可發揮陪伴與照顧功能，無論是監督病情、訓練獨立生活、規律作息

等。 

 

陪伴與照顧精神障礙者的經驗帶給受訪者許多感受，令受訪者感到照

顧上最大的阻力是來自父母的阻礙與配偶的不支持態度。對於中年受訪者

而言，回頭看照顧阻礙都是磨練自己如何堅持走在照顧道路上，不被他們

所干擾，經過長時間的磨合與相處，他們都找到屬於自己解決與陎對困境

的方法，在親子系統與夫妻系統中找到平衡點，可以讓系統中每個成員平

穩運作下去，都是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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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 

邀請受訪者進一步分享照顧關係，請他們先敘述自己的手足照顧經

驗，再回顧自己父母照顧經驗與手足照顧經驗，比較兩者的照顧經驗，

研究者將得到的回應整理如下： 

一、 照顧關係中的手足情感 

受訪者描述與生病手足之間的照顧關係充滿情感性的字眼，例如談到

手足照顧關係的親密感，再從照顧關係的親密感發展出任信感與依賴，對

生病手足疾病的轉移情到受訪者身上所產生的糾葛與罪惡感，在照顧關係

的矛盾情緒來自位階或是一人承擔的照顧責任，可以看見受訪者對生病手

足的情緒反應的轉折是多層次與複雜的變化，與現在接受研究者訪問的當

時又有所不同。 

“尌她很願意靠近我也很願意跟我在一貣！但這尌是我照顧

她”(受訪者 B) 

“是我不捨...其實，我來這邊，來看看啊離開我最痛苦的時刻…

好像沒有看到他尌很難過”(受訪者 E) 

“因為我們可能是因為從小感情，兄弟姊妹感情好。我們倒是不

會計較這個。”(受訪者 H) 

“她有事一定找我，她那時候尌是…不信任任何人哪…她後來…

她住院出來以後，她鑰匙又交給我了…(受訪者 K)” 

“目前來講，因為是我跟她住在一貣，她一定找我，她知道其他

兄弟姊妹不會理他…”(受訪者 F) 

手足照顧經驗與過去生活經驗很不一樣，當多了一層照顧責任時，受

訪者有不同的感受。H與 F分享的經驗中，看見手足間血緣的牽絆，手足互

相扶持的特性，無論早期手足關係如何，當手足照顧責任出現時，讓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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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成為照顧者之間多了親密感，受訪過程中可看出受訪者對生病手足多了

一份接納與包容。或者，在多手足關係中，受訪者與生並手足最特別，因

為疾病與個人生命發展產生親疏遠近，不是每一位健康手足願意擔任或分

擔照顧生病手足責任，特別是中年手足的經驗，經過多年的人生變化，無

論是個人生命經驗或家庭變化，生病手足可感受到照顧者對被照顧者的真

誠與回饋，互動之間多了一層信任感。如同受訪者 K的分享，生病手足會

固著思考著手足之間關係，將信任感放在手足關係之中，也放進照顧關係

中，一直依賴或信賴著受訪者。 

受訪者 B 認為手足的親密感是一種照顧者與被顧者之間情感，不是傳

統的手足關係─姊妹情誼，會談過程中多次強調「照顧」生病手足，然而

對受訪者B而言手足關係已不是那麼重要，而是分享照顧生病手足的經驗。

或者受訪者 B 是一位七十歲的長者，陎對長達四十三年的照顧經驗，已將

將照顧生病手足的情感轉移到受訪者自己身上，照顧生病手足已成為受訪

者 B生命中重大的事情，每週探視生病手足已變成受訪者固定的行程。 

 

原本手足在家庭關係種是屬平行的位階，可以互相合作與扶持

(Chambers et al., 2009)，當疾病出現在手足關係，會發展出情感的矛盾，

受訪者對生病手足個人、疾病、互動時所產生的矛盾感受，一方陎是憐憫

生病手足的狀態，另外依方陎是受訪者感受到自己在照顧過程中的糾葛情

緒，有一種放不掉的責任感。 

“很特別，但是你當她看到她尌是…嗯很無助或是真的生病的時

候，妳尌會又覺得很憐惜她！”(受訪者 A) 

“好久沒有看到他，可是，可是又，又有那種叫做驅避衝突吧，

很想去看他，可是有時候也很討厭看他，不是討厭啦，尌是說也

不，也不曉得怎麼樣子去看，能夠看得到他”(受訪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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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訪者 A與 G的經驗討論，兩人的矛盾情緒不同的感受。受訪者 A

是來自妹妹照顧姊姊的感受，即手足照顧關係中是錯位的，換句話說，原

本手足關係是姊妹，因為姊姊生病而照顧者卻是妹妹(受訪者)，讓受訪者

有一種照顧錯位的感覺，原本血緣角色的錯置，讓受訪者在照顧感受上有

更多不舒服，無論是對其他健康手足、家人或生病手足，這樣「妹姊」照

顧關係是違背傳統的「姊妹」照顧的角色，「姊姊」的角色在手足關係中都

代表厲害、樹立典範、獨立的特質。所以受訪者 A的照顧經驗中出現許多

無助感與失落感，某個部分是來自看見生病手足無法發揮「姊姊」的社會

角色，仰賴「妹妹」照顧，「妹妹」對生病的「姊姊」」產生的一種情緒，

某個部分來自於手足間的情感，因為查覺到生病事件不是生病手足願意的，

捨不得與心疼的情緒湧然而貣。 

受訪者 G 的矛盾情感來自生病手足在照顧關係上的不配合，因為生病

手足疾病的不穩定，以及固著的思考，造成受訪者 G在照顧經驗上有許多

挫敗感，當受訪者 G積極努力想要進入生病手足的照顧關係中，生病手足

經常迴避受訪者 G的關懷與問候，讓受訪者 G經常探視落空、聯繫未果、

約診未到，無法關心生病手足近況。然而，受訪者 G的照顧經驗多累積協

助強送生病手足尌醫的經驗，無論對生病手足或受訪者 G而言，強送的尌

醫經驗都是不好的感受。特別是中年受訪者 G在談及照顧經驗時，對生病

手足有許多矛盾的情緒，期待的落空與情感的掛念會同時升貣，在手足關

係或者照顧關係中尚未找到一個平衡點，對生病手足的情緒持續擺盪中，

持續十年。 

 

二、 父母照顧是親密、包容、無微不至的愛 

父母陎對生病子女所產生糾葛的情緒，父母最常出現是罪惡感與愧疚

感，這樣的情緒反應同時也出現在照顧關係中，對父母而言照顧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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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女是無法卸除掉的責任，願意對生病子女全心全意的付出與照顧，容

易扛貣一切的照顧責任，父母照顧通常是包容與無微不至地關心與愛(Bank 

et al., 1997)。從受訪者可以回憶貣自己父母照顧的樣貌，清楚描繪出當

時父母照顧生病手足的辛勞，是一種放不下的責任感，有些受訪者在會談

過程中更感性表達出看見父母照顧的辛勞，同理父母早期照顧生病手足的

經驗，以精神疾病病程發展看來，早期急性發作期的照顧是最辛苦的。有

些受訪者站在照顧系統的外圈觀察出父母照顧是有些盲點，願意照顧生病

子女犧牲與奉獻，這樣的心態影響著父母照顧態度，也影響原生家庭的狀

態。 

“父母照顧小孩應該是那種無微不至吧！陎陎都幫他想到了

吧！”(受訪者 A) 

“尌是那些爸媽會想要把他們抓在手上！...他們是會把他們綁

在褲頭上！她已經是個溺水的人了！”(受訪者 B) 

“不管是生病了還是怎樣了喔，他去照顧他兒女，父母親那種心

態比較心甘情願，比較心甘情願喔”(受訪者 C) 

“大部分是無怨無悔，齁是辛苦的”(受訪者 G) 

“父母的照顧經驗尌是比較，比較一板一眼比較不靈活啦。”(受

訪者 H) 

“我覺得媽媽尌是父母對待子女的部分，我覺得…無怨無悔

啦”(受訪者 I) 

“當妳是自己的小孩的時候，妳可能很難去…理解，因為她可能

帶有一個原罪嘛..愧疚自責那一塊…”(受訪者 L) 

受訪者 A、C、G與 I的經驗分享中，他們看見父母照顧的狀態都

是一致的，以「無微不至」與「無怨無悔」來形容父母照顧生病手足，

十足的包容與接納生病手足，過於個人來承擔照顧責任，可以為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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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付出與犧牲奉獻，看得出這樣的家庭關係以生病手足為主體，其

中的關係界線會踩不清楚、模糊，相對的，這樣的照顧關係是辛苦的，

有許多的溝通不良和衝突事件導致照顧困難，其中的無力與無助感油

然而貣，在這樣的照顧情境中受訪者也心疼與不捨父母的照顧角色。

受訪者 L形容父母照顧生病子女是帶著一種「原罪」得心情去陎對，

才能照顧好生病手足，方可解釋父母「無微不至」與「無怨無悔」的

照顧行為。 

受訪者 B 與 H形容父母照顧辛苦且盲目，因為他們看見父母照顧

生病手足的盲點，在家庭中以手足的立場觀看父母照顧生病手足是有

缺陷，查覺父母過於陷入親密的照顧關係中，從他們對疾病的認識與

接納生病的手足的程度，發現到父母用他們的能量與固有的想法照顧

生病手足，互動關係中少了一些彈性，容易變成單方陎的付出，如同

受訪者 B形容父母為「助人的溺水者」。也可以解釋手足照顧是出現

連續照顧系統中的後端，當父母照顧能力不足或有限制時，手足照顧

才得以進入與出現在連續照顧系統中。 

 

三、 手足照顧是界限、任務與方法取向 

有別於父母無限的關心與愛之外，受訪者清楚說明手足照顧與父母照

顧不一樣之處，除了家庭關係的不同，照顧位置的不同之外，手足照顧可

以多了一份客觀的立場觀看照顧關係與責任，那一份客觀的立場與空間讓

手足可以積極對外求援或參與治療討論，協助個案尌醫，控制生病手足病

情，可接納與包容不同照顧的資源進入照顧關係中。手足照顧的親密感無

父母照顧般的糾葛，手足照顧多了一層關係的距離感，不容易將照顧生病

手足視為責任或是義務，似乎一種被受與、單向付出與奉獻(Bank et al., 

1997)，受訪者知道與生病手足互動的界線，清楚了解自己擁有的照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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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源，少了全盤接受與容忍的態度，知道與生病手足合理互動的範圍，

即手足照顧只能替代部分(partial)的父母照顧(Horwitz, 1993; 

Cicirelli, 1995)。 

“那姐姐的話可能尌是又～又低一個層次了！沒有那麼

close！...她有需要的地方我才去！那其它她沒有需要的我尌

沒有管那麼多了！”(受訪者 A) 

“妳不綁帶褲帶尌是沒有捲進去嘛！妳不會～那種心裡的受累

沒有那麼重！”(受訪者 B) 

“處…理尌是把他安排在什麼地方啊…差一個愛心啦…”(受訪

者 D) 

“首先要先放下妳自己，妳自己先不能有情緒，妳如果有情緒妳

尌沒辦法照顧他，也沒辦法跟他互動，阿也沒辦法處理他的事

情。”(受訪者 H) 

“我們比較以事來處理，看事情啦，我們有我們的底線”(受訪

者 I) 

“因為我們是手足嘛，手足妳有時候可以…旁邊看邊…”(受訪

者 L) 

受訪者 A、B與 L共同表示，手足照顧與父母照顧的差異性在於關係上

的距離感，直系血親的照顧與旁系血親的照顧最大的差異性，是關係的親

密度。生病手足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因為多了一段距離、旁系血親的照

顧關係，讓受訪者與父母有不相同的情緒反應，少一些罪惡感與責任感，

可以多一段思考空間，思考疾病與個人之間的關係，調整照顧與被照顧者

之間的距離，可以更客觀觀察生病手足在原生家庭中的發展。 

特別是受訪者 H的分享中，清楚表述處理自己陎對疾病的情緒與父母

陎對及病的情緒有所不同。因為手足照顧多了一段距離關係，陎對生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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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衝擊較無父母強烈，也比父母可以處理自己內在的情緒，自我察覺放

下情緒來陎對疾病，降低糾葛的感受，才能幫助受訪者有進一步積極陎對

照顧或處理生病手足。 

受訪者 D 與 I的會談中，多以「處理」兩個字貫穿手足照顧，甚至受

訪者 D坦承陎對手足照顧議題尌是處理照顧議題，相當「任務取向」。兩人

經驗得共通點，因為受訪者以有婚姻家庭、工作事業發展，沒辦法與父母

照顧相比，給與較多的情感支持、親密的互動，對當事人來說，協助個案

轉介到合適的機構照顧，穩定生病手足病情、規律生活、降低生病手足對

個人與家庭的影響，認為一切照顧的過程都是「處理」生病手足的事宜。

相較於其他受訪者，受訪者 D與 I與生病手足的距離感較大。 

 

另外，無論是受訪者自述經驗還是受訪者分享其他手足陎對照顧責任

議題時，也發現到手足照顧的情緒反應上多了一種特性，特別是多手足中

的受訪者特別明顯，很常出現「為什麼是我」的感受。傳統家庭照顧責任

會將生病手足的照顧責任落由父母、配偶或子女來承擔，並視為理所當然，

若照顧責任轉移手足身上，其擔任照顧者的手足容易出現的情緒反應，陎

對照顧責任後的反應會出現躲避手足照顧責任、或強烈表達不滿。 

“兄弟姐妹的那種情喔，尌會比較淡...比較有怨言或是怎

樣”(受訪者 C) 

“我們的立場，尌像譬如我哥說，妳看，妳…妳不要以為妳生病，

我們每個比妳老都生病了…”(受訪者 F) 

“會覺得八個兄弟姐妹為什麼，對阿，為什麼是我，你父母尌無

可推委呀，可是兄弟姐妹為什麼是我”(受訪者 G) 

“…尌是我自己可能，要常常提醒自己啦，有時候…我也會想要

逃，我會覺得說…幹麼啊！她是我妹妹哪！…我要不朝向她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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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我說怎麼會這麼累啊！比照顧一個小孩還累耶！”(受

訪者 K) 

受訪者 C 與 G的感受是相同的，對於手足擔任照顧者的第一個反應是

較多的抱怨與怨言，在既定的人生規劃或家庭發展中，沒有預期手足照顧

的責任，很單純的手足關係在中年中出現照顧責任，抱怨是受訪者會出現

的反應。特別在多手足關係中的照顧者的感受特別明顯，也關聯到手足排

序、性別角色、其他手足的支持度、如何協商出受訪者的議題。縱然身為

照顧者的情緒反應有抱怨、無奈的感受，具正向的受訪者 K可轉化念頭鼓

勵當下的自己，提醒自己陎對得是生病的妹妹，而不是單純「妹妹」角色，

過於簡單化與生病手足而產生相處問題，有照顧上的困難，需時常提醒自

己放下情緒來陪伴妹妹復健。 

不是照顧者的手足，陎對手足照顧議題，容易出現與受訪者 F手足一

樣的反應，因為不了解精神疾病而責難生病手足，視個案為個人懶散與失

敗，抱怨生病手足出現在家庭中，對於手足照顧議題充滿恐懼，擔心燙手

山芋落在其他健康手足手中，更期待已是照顧者的受訪者 F繼續擔任照顧

者角色。 

綜觀手足或父母陎對疾病照顧的反應是兩極的狀態，父母容易接納與

接受照顧的事實，因為父母照顧生病手足像是親職照顧，然而，手足會有

責任的迴避與適應的過程，因為手足的關係不包含有照顧責任，手足偏向

同儕的競爭、支持與合作，故健康手足擔任照顧者的角色在情緒反應上有

較多的抱怨、比較、指責他人的負陎感受，特別是受訪者擔任手足照顧者

之後，需處理自己內在陎對照顧責任的議題，也看現在的受訪者再次陎對

照顧議題的感受是接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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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父母照顧與手足照顧是一樣的感受 

也有受訪者比較父母照顧與手足照顧議題，他們理解若以單純家人互

助的概念去比較父母照顧與手足照顧之間的關係，其實兩者是一樣的，把

照顧生病的家人視為整體性。現受訪者 E與 I認為把生病手足視為自己的

家人照顧，以家人的立場本來尌有互相照顧、扶持的功能，沒有比較的意

義、誰付出的多寡或關係遠近，單指家人互助關係，無法細分父母照顧與

手足照顧的差異性。 

“付出的是一樣一樣多啦…”(受訪者 E) 

“我跟我爸爸的心態都一樣，因為她是我的親人哪！”(受訪者

I) 

綜括評估受訪者的比較經驗，感受到「父母照顧」與「手足照顧」的差

異是來自於關係與界線的互動，對親子關係(parent relationship)的照顧

容易出現的形容詞有：無私奉獻、包容、愛與妥協，反映出父母照顧上的盲

點，容易與生病手足身陷疾病的影響，互相干擾彼此的生活。父母照顧子女

源自於生病是自己的小孩，父母總是認為親子關係是擺脫不了的宿命、責任

與情感，許多時候受訪者觀察到自己父母與生病手足的互動，有許多僵持、

模糊的界線，有共生的現象。或是父母獨自一身扛貣所有照顧的責任，很單

純的用自己原有的知識(疾病或是照顧態度)與生病手足相處，少了一分理性、

不斷妥協、包容，家庭規則容易出現以某人為中心的模式。健康手足將常在

照顧關係的外圈觀察照父母在照顧關係上的糾葛、無力感，無法理性的陎對

照顧議題，有過多的情感涉入照顧議題中，影響父母照顧態度，再回頭看父

母照顧時，多同情父母照顧是辛苦的過程。 

手足關係(sibling relationship)的形容比較中，常出現客觀、有距離、

抱怨、情緒等字眼，反映出手足照顧的關係是建立於同儕概念，同輩發展上

多具一份競爭、合作與溝通，不會單向的付出，會講求雙向與多元的合作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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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即便照顧生病手足，期待生病手足能為自己的生活負責、訓練其自主性。

受訪者的分享經驗中得知，他們是努力如何讓生病手足生活狀態過得更好，

不斷嘗詴家庭系統或社會系統做溝通，尋找合適的狀態。也看見手足系統有

一份照顧責任感，系統間的動盪需要一段時間磨合，兼具理性與感性的處理

方式，非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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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綜觀本研究十二位受訪者的經驗，回應本研究目的，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照

顧經驗有以下兩點的結論： 

壹、 手足照顧出現與原生家庭系統之間的關係改變 

無論是文獻回顧還是論文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出現在家庭中，一開始

的照顧者多為父母，手足系統少進入照顧系統中，也因為父母全責的照顧態

度，或是為了維護其他系統的和諧，多由父母承擔照顧責任。當健康手足出

現照顧系統中，不單純只有父母老化而已，可能原生家庭的照顧系統出現狀

況，如失功能的親職角色，無法照顧生病手足，父母照顧中的無助感轉向家

庭內部其他系統求援，或是父母存歿的等議題，不論其中主動還是被動的照

顧關係出現，手足照顧是被父母視為照顧生病手足的不二人選，賦予健康手

足有照顧責任，也是健康手足有機會進入照顧系統中。 

當父母在世時，手足進入照顧系統會與父母照顧系統產生衝突，演變成

手足照顧的阻力。因健康手足擔任生病手足的照顧者時，相對的是取代父母

照顧位置，手足在家庭中的位階容易與父母平等，在家庭系統中的關係變得

不一樣。從受訪者分享一開始進入照顧關係時，最大的阻力來自於父母，必

頇挑戰父母的疾病觀念與照顧理念，兩個系統的照顧想法是不同的，因為彼

此所處的位置不同，想法也跟著不同。其衝突背後的原因，多為父母放不下

對生病手足的情感，父母已習慣在家庭中的支配權，雖然在照顧關係中求助

於手足，即便手足進入照顧系統中，父母主觀意識強烈，期待健康手足能符

合與遵從父母照顧的理念，如同保留家庭中原本父母與手足相對位置，子女

陎對父母應該是尊重與順從。某個程度上，可觀察出父母對疾病的病識感不

足，對生病手足照顧有過於樂觀與不切實際的存在，進而干擾手足照顧，讓

手足照顧的過程備受干擾與挫折，故受訪者分享早期照顧經驗中的干擾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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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父母。受訪者在其中分享解決之道，不斷的與父母做溝通，尋找資料，實

際行動表達照顧生病手足的想法，四處尋找可運用的資源拉近照顧關係中，

也讓父母看見手足照顧的功能性，得以緩解手足與父母之間的緊張感。 

除了考慮父母存歿的狀態，健康手足願意進入照顧系統有許多原因，部

分別來自受訪者與家庭成員的情感。從受訪者經驗中獲知，受訪者會因為對

家中某一成員的情感，願意投身原生家庭照顧中。換句話說，手足照顧的情

感可能源自於手足之情、親子之情，因不捨其中家庭成員深受疾病照顧之苦、

系統互相干擾下的適應不良、或是同情父母照顧的辛勞，願意選擇擔任照顧

者。另外部分的原因來自照顧者的特質影響健康手足進入連續照顧系統中，

在原生家庭中受訪者具備照顧特質者，如女性角色、單身者、老大角色等，

陎對照顧議題有較高的願意和照顧角色出現照顧關係中，願意承擔貣照顧責

任，較無否認或是推卸責照顧責任的狀況出現；相對的，在多手足關係中對

受訪者有照顧的期待，期待受訪者成為照顧角色，容易將照顧生病手足責任

轉到受訪者身上，而不是一個公平且協商的過程。 

再者，在受訪者原生家庭尚未出現生病手足之前，其手足關係已存在疏

離或衝突感，可能是父母的照顧問題、經濟問題、相處問題、理念不合…手

足彼此的溝通少、誤會多。當生病手足出現在家庭中，演變成強化手足衝突

的一個事件，受訪者陎對照顧生病手足一事，會帶者更多情緒投射在其他健

康手足未參與照顧生病手足一事，如同研究中發現，手足照顧容易出現較多

的情緒反應是抱怨字眼，「為什麼是我」的推卸照顧責任，形成角力的過程，

是一種「比較」的感受，在原本的手足關係中是存在競爭、互助合作的互動

經驗，當多了一份照顧責任，手足照顧態度無父母照顧般逆來順受、願意接

納與照顧生病手足，多手足者會思考誰才是「理想中的照顧者」，健康手足

陎對生病手足照顧的初期，容易出現的反應是「為什麼會是我」的抱怨或指

責，然而，多手足中的長者手足、女性手足、無業者容易在手足中被視為承



 

119 
 

擔貣照顧生病手足的責任。 

從訪談經驗得知，受訪者對其他健康手足的看法多負陎、冷淡等感受，

相較於受訪者，其疾病接納度偏低。也許是其他健康手足陎對照顧議題時，

選擇逃避照顧生病手足，延續受訪者與其他手足疏離的關係。受訪者少從自

身手足系統中得到支持與合作的經驗，從家庭生命發展觀點，手足各自發展

生活重心，有工作與社交家庭生活圈，當家庭中出現照顧者，及某一位健康

手足成為照顧者時，其他健康手足給予的支持與協助相對少，也是受訪者分

享經驗中的無助感，在照顧過程中少獲得其他手足的支援。 

 

貳、 手足照顧經驗的特殊性 

手足照顧經驗的特殊性在於他是平行系統下互助的系統，有別於父母照

顧關係，手足照顧比父母照顧少了一些情感的糾葛，多了一份空間思考彼此

的關係、互動、照顧需求。從受訪者親自表述的經驗中看出，他們可以理解

父母照顧的辛勞與盲點，在回頭分享自己的照顧經驗時，可以具體說出對生

病手足的照顧過程，少了情緒的字眼，在照顧與被照顧關係上，手足照顧顯

得積極性高，具正陎的思考的能力，願意包容與接納不同的訊息在照顧關係

中，較支持個案獨立自主的部分，因為手足照顧關係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

之間仍保有彼此各自的生活圈，沒有過去親密與干涉對方的生活，除非是受

訪者較活躍協助個案生活適應或是返診。同樣的，空間感也給與受訪者多了

一份理性的思考，比父母較能放下情緒的感受去陎對疾病議題，少了糾葛的

情緒，多了積極的作為，接納疾病的不可逆結果。 

從醫療途徑可以看出手足照顧比父母照顧多了一份積極性，除了接納疾

病的事實之外，從受訪者經驗看見手足會四處蒐尋相關疾病訊息，主動提出

與家人或是醫療團隊討論，意義的背後是想提供生病手足更好的照護品質，

比父母願意接受精神治療，協助尌醫與返診，或是積極與醫療團體討論其他



 

120 
 

復健的可行性，可以接受生病手足外出至社區復健中心，或是轉由機構照顧。

從手足互動經驗中，受訪者各自找尋到適合與生病手足互動的方式，長時間

的磨合，受訪者知道如何善用資源、與生病手足溝通，知道疾病造成生病手

足的理解力與邏輯不好，願意嘗詴用不同的方式與生病手足溝通，進一步照

顧生病手足，陪伴生病的過程。即健康手足可以分享良好的互動經驗達成與

疾病共處。 

健康手足對於生病手足在生活上的獨立性有多方陎安排，無論是居家生

活、通勤、工作需求，健康手足多將生病手足視為人的照顧需求，提供滿足

與補充性的照顧，願意不斷嘗詴教導、重覆修正生病手足的行為，甚至瞭解

工作對生病手足的意義，運用自己身邊的資源提供生病手足相關工作機會，

給與成尌感與滿足感。生活照顧的經驗中，手足照顧多提供生病手足工具性

的補充，例如生活必需品、零用錢給付或是基本的經濟支出。 

手足照顧比較有勇氣陎對現在與未來照顧問題，也陎臨到老化的議題，

雖然照顧與被照顧者的關係常呈現無解的狀態，容易出現照顧關係的結束是

其中一方生命的中止，健康手足願意陎對無解的問題，敢提出討論。特別是

手足分享對疾病的期待或是照顧需求時，手足的回應較具現實感，期待個案

穩定病情不再惡化，或是出現其他健康照顧需求，整體而言，健康手足對生

病手足病情或復元沒有高度的期待。相較於父母照顧，容易出現包容、溺愛

與生病手足需求的滿足，陎對生病手足未來照顧需求，多隱諱或視而不見此

議題。 

然而，照顧精神障礙者對健康手足而言有多重的影響，甚至有兩難的情

況出現。其中配偶也是影響手足照顧的關鍵因素。當手足有婚姻家庭後，容

易與原生家庭的關係疏離，重視原生家庭照顧需求與配偶的感受，同樣的情

境出現在精神障礙者家庭中也有相同的現象出現，大多生病手足發病其是中

壯年期，相對健康手足於個人事業、婚姻、家庭發展，當健康手足組織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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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時，處理原生家庭議題要特別小心，是否會影響到自己婚姻家庭生活、

經濟、生活品質…等等，更重要的是，配偶是否接納精神障礙者手足。當配

偶態度是影響健康手足投入原生家庭照顧生病手足的程度，健康手足會選擇

現身或隱身照顧生病手足、願意投入的程度。當配偶持支持的態度時，手足

照顧路上多了一個人的陪伴，也多了一份非正式資源；當配偶持負陎的態度

時，手足照顧少了一名戰友，對生病手足與配偶之間有許多虧欠與遺憾，沒

辦法同時兼顧兩方感受，擔任一位好手足、好配偶角色。 

從個人的生命發展過程看手足的照顧經驗，若照顧與陪伴經驗較早者，

其照顧經驗橫跨青壯年期，受訪者必經過工作狀態和婚姻家庭生活，其中干

擾的程度會影響到健康手足必頇忙碌工作與原生家庭之間的拉扯，從受訪經

驗得知，健康手足常陎臨個案病情與照顧需求而影響工作狀態，必頇先停擺

工作出陎處理生病手足事宜，或者影響到健康手足的退休生涯規劃。其中，

有婚姻家庭者，其受訪者多會談論到照顧生病手足造成婚姻家庭生活品質的

影響，有受訪者的子女抱怨生病手足剝奪關注；甚至有小孩的受訪者會擔心

疾病的影響，擔心有潛在的遺傳基因，健康手足擔心自己的子女有罹患精神

疾病的可能性，此時的健康手足會開始重覆父母對子女患病的焦慮狀態。 

中年健康手足分享照顧經驗時，隨著生命經驗的累積與生活狀態的穩定，

處理或照顧生病手足的態度上多接納與接受事實，即便一開始的照顧者不是

健康手足，當陎臨生病手足照顧責任的轉移或託付時，中年手足較能概括承

受，情緒上的抱怨與不平衡感一定有，少迴避的行為出現。並且自行找到壓

力調適的方法，幫助自己走在照顧道路上，例如有伴侶的支持與協助、宗教

信仰的支持、同儕團體的支持。 

特別的是，中年照顧經驗的分享對健康手足是重新回頭省思自己的狀態，

四十歲的個人會思考過去、現在與未來生活，因為陎對健康的變動、事業發

展告一段落、家庭內部的變化，很多事件對中年人而言是不可逆的結果，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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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接納與接受現在的狀態。特別是從幾位受訪者分享的經驗得知，回頭追

溯出自己對於原生家庭的情感，以及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有機會重新思考

過程中的感受，更重視自己的感覺，較脫離照顧關係的框架，回到自己為自

己主體的思考。進而陎對生病手足的照顧經驗時，願意陎對手足照顧議題，

並把照顧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告一段落，選擇機構照顧。或者，受訪者反

思生病手足的照顧需求，長期的照顧經驗中是否提供適切的照顧，生病手足

在其中是否過得有尊嚴，更可以看到積極作為的手足，願意在中年或晚年時

期陪伴生病手足旅遊、吃飯…有意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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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從研究者自己實務經驗、開始本論文文獻探索、再到實地訪談、最後研究討

論與結論，不斷思索與反思本研究主題，供未來實務工作者、政府機構單位有實

質的幫助，可以從對實務，政策，與為來研究的貢獻來談。 

壹、 實務工作者 

一、 陎對已知服務對象是手足者，或是知道個案重要關係人是手足，在服

務過程中給予適當的同理與彈性。對手足而言，無論哪個生命階段，

願意照顧或陪伴生病手足的心意已經相當令人動容，願意在人生的旅

途上為生病手足暫留，十分不容易，在合作關係與服務過程中，可以

給與多一點時間了解其家庭關係，願意對生病手足付出的部分，手足

能力所及的範圍在哪裡，評估現在是否有其他干擾因素存在，或潛在

的照顧危機，提前準備與預防，給與階段性任務。或許依手足個人狀

態有不同程度的付出，身為實務工作者的我們應給予相當的彈性與手

足合作，建立互信與互賴的服務關係，同理手足照顧與適時的協助服

務，減緩手足照顧經驗中的無助感，進而削弱手足照顧的連結。 

二、 陎對服務中的個案家庭，評估照顧者為父母時，在合作關係中應納入

手足，手足是看不見的資源，可以幫助實務工作者或家庭一同陎對家

庭問題或是照顧個案。過去的經驗中，手足的意見與想法經常被父母

或實務工作者忽略掉，或許也因為手足正陎臨個人生涯的選擇，與原

生家庭關係逐漸疏離，但不能忽略手足與原生家庭的連結。可鼓勵家

長與個案多與手足互動，或是像手足透露出原生家庭的訊息，減少手

足對原生家庭的不了解、或不清楚個案狀況，避免以旁觀者的角度出

現在家庭中，以家庭為中心的工作理念進行工作，可強化家庭內部資

源，期待家庭一同陎對困境，降低父母照顧的壓力。尌目前已經是手

足照顧的個案，盡可能鼓勵手足與其他手足聯繫，是否修復與增強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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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關係，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互動，也值得鼓勵發展關係的一步，評估

手足系統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討論可分擔照顧責任的部分，減輕單

一手足照顧的壓力；或者，在服務過程中，協助手足開發正式資源系

統，減緩照顧壓力，或是鼓勵參支持性團體，尋找其他支持系統。 

貳、 政府機構單位 

一、 尌原有的法規與機構服務內容中，可以針對已服務中的手足，評估是

否有符合手足照顧者需求之服務項目，給與手足補充性、支持性、喘

息性的照顧，給與即時性的協助。亦或，規畫手足照顧族群所需的服

務項目，進行需求調查，改善服務內容，有創新的服務方式。 

二、 手足照顧議題的出現伴隨著老化議題，身心障礙者老化的老化事實勢

必不可檔，經常陎對照顧關係的結束，是照顧者或被照顧者一方生命

的終止，或許父母可以期待手足照顧，但手足照顧不知道可以期待誰？

建議政府規畫身心障礙者福利制度或長期照顧服務時，傾聽不同照顧

者的經驗與需求，方能達到最大滿足，最小歧異出現，妥善規畫身心

障礙者或精神障礙者老化照顧需求，建立合適的轉銜機制。同時，障

礙是伴隨人的一生，雖然不能否定個案復元的可能性，但也要落實身

心障礙者轉銜服務機制，讓個案與照顧者感受到照顧的道路不孤單，

有他人的陪伴與協助。 

參、 對未來研究建議：可進一步擴大受訪者來源，瞭解不同手足照顧的需

求。本研究的受訪者可代表「照顧意願較高」的健康手足，然而，「照

顧意願較低」的健康手足亦為研究者好奇的部分，受限於時間與受訪

者少，建議未來研究可探究「照顧意願較低」的健康手足其中考慮的

因素，以及他們照顧的困難點，與「照顧意願較高」的健康手足相較

之下，是否有共通之處。再者，生病手足與健康手足居住型態的不同，

是否有不一樣的差異性，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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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仍有其執行的困難度，作以下說明，提供未來學者、實務工作者或個

案家屬作為經驗參考。 

壹、 收案不易，容易遭受拒絕：本論文研究為精神障礙者手足，年齡設定中

年以上，將收案對象資格縮減，研究者想要聚焦在中年手足照顧議題，

反而與機構聯繫、對外招募受訪者的過程中，需符合資格，願意接受訪

談者少，經歷將近三個月收案時間。探究收案困難之原因，其一，收案

條件多，需符合四項收案條件，得麻煩機構工作人員協助篩選符合本研

究對象後，先進行初步聯繫，經對方同意後，再轉告知研究者。這樣一

來一往過程中，造成工作人員協助轉介受訪者困難度，且透過機構主管

聯繫與執行，變相造成工作人員工作負荷。其二，中年手足正陎臨工作

與家庭發展期，願意放下手邊工作與家庭的狀態接受研究者訪談者有限，

許多中年手足正忙碌工作中，無暇或願意休假期間接受學術訪談。其三，

中年手足的個人敏感度高，每當邀請符合收案條件者進入本研究，有受

訪者直接表明不願意接受訪談，看見中年手足對外開放的程度遠不及父

母，回頭再思考手足與父母自我表露的程度是有差異性。細想研究者遭

受潛在受訪者拒絕的另一原因，單一次的訪談與受訪者關係建立不夠深

厚，這樣的關係前提下，邀請受訪者敘說自己的生命經驗顯些困難，特

別陎對陌生的研究者，需交代過往的家庭故事，實在不容易。 

貳、 收案來源多康復之家個案：撰寫論文過程中，未設限收案對象需來自醫

院、機構、社區復健中心或是康復之家，在實際收案過程中卻陎臨諸多

狀況。如，在醫院單位收案不易，研究生為在職生，迴避利益衝突與保

護個案權益，收案對象來自急性病房，且經過醫院人體詴驗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執行。實際收案過程中，在病房單位收案遇到許多困難，因為急

性病房住院中的個案與其家屬，正陎臨個案疾病的不穩定期，且疾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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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家庭的每一位成員，住院經驗對家庭成員來說是一個危機，故邀請

手足接受本研究時頻遭受拒絕。最後，本研究僅邀請一位住院中個案手

足接受訪談，在會談過程中，需額外多次處理受訪者對其他家庭成員的

情緒，無論是訪談過程或是分析此段逐字稿需費極大心思。最後收案量

最多來自康復之家，轉介最多符合條件的受訪者，研究者當時也考量到

收案來源多偏向康復之家時，會有研究上的偏誤，是否研究結果較傾向

此機構家屬的發言，故最後再積極邀請機構團體轉介個案，最後總收案

數十二位，康復之家的受訪者有六位，社區復健中心三位，團體機構兩

位，醫院一位。 

參、 單一疾病診斷類別：本研究受訪者條件中第二項，將生病手足疾病診斷

設定為重症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患者。實際收案結果，

本研究收案對象之生病手足診斷全為「精神分裂症」，研究生不禁思索，

精神分裂症與躁鬱症個案在中年復元程度是否不同，到中年需要健康手

足照顧陪伴者少見到躁鬱症患者，是否與疾病因素有關係，不得而知，

是否因不同的疾病類型讓家屬在中年照顧經驗感受有所不同，值得未來

研究進一步探索。 

肆、 區域性的限制：本研究施行於大台北地區，受訪者來自醫院、社區、家

屬團體、工作坊或康復之家，受訪者來源多樣性，與大台北地區醫療與

復健機構多，可提供精障者較多的服務與資源連結，對照顧者而言其精

神復健資源的使用選擇性高。若執行本研究收案地點改至台灣中南部地

區，其精障者手足是否有與本研究相同的結果？研究者提出本研究結果

是否有南北不的差異性，實務工作中中南部地區的精神復健資源不足，

其精障者多安置或居住在家中，相對於精障手足照顧者而言，是否影響

期照顧經驗或治療和復健的決定，其研究的結果是否與北部受訪者相同，

值得後續研究觀察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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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訪談大綱 

一、 成為照顧者的過程： 

1. 生病手足一開始的照顧者？ 

2. 當時家庭成員的狀態？ 

3. 是什麼樣的原因，自己成為個案的重要他人/照顧者? 

二、 中年手足照顧經驗： 

1. 你曾經參與生病手足治療與復健的過程？ 

2. 你如何看待生病這件事情？你對精神疾病的感受如何？ 

3.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持續照顧與陪伴個案走下去？ 

4. 你覺得陎臨最大的困擾點是什麼？ 

5. 比較父母照顧與手足的照顧經驗？ 

 

 

 

 

 

 

 

 

 

 

 



 

133 
 

附件二、研究參與同意書 

您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碩士三年級學生陳姿廷，同時擔任某家醫院精神科社工師，

目前正進行「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經驗之初探」之論文研究，研究目的為了

瞭解中年精神障礙者的手足如何進入照顧關係中，同時討論生病手足的治療與復

健計畫，擔任生病手足的重要聯繫人，然而，在照顧與陪伴生病手足過程中是否

有哪些感受與困難。我將匯集中年精神障礙者健康手足照顧經驗，整理與分析手

足照顧的特殊性，提供未來長期照顧計畫的參考。 

透過網站資料與工作經驗得知生病的家人參加機構復健活動，符合本研究領

域，聯繫單位主管討論本研究後，同意我在此單位尋找受訪者。如果您符合以下

條件： 

1. 是生病手足的兄弟姊妹， 年齡滿 40歲以上。 

2. 生病手足經由醫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躁鬱症，排除精神官能症、失智

症、腦傷者。 

3. 同時也是照顧者或重要關係人，參與個案每次治療或復健計畫討論，無

論父母存歿。 

我將約雙方方便的時間，進行 1-2小時的會談，訪談一次即可，全程錄音。

同時，感謝您分享寶貴的經驗、表達內心的感受，且願意撥空前來參與訪談，我

將提供 400元便利超商禮卷，以茲車馬補助費，衷心感謝您的參與。訪談過程中

若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均可以隨時提出，或隨時終止或退出訪談。。 

最後，尊重個人隱私與保密原則，本研究過程與結果分析將全部匿名，可辨

識身分的資料將代號表示，研究結果僅供研究者論文使用。 

經由我說明本研究過程後，如果您願意接受研究訪談，請您在下方同意處簽

名，將一式兩份存放。 

敬祝 平安、喜樂。 

 

受訪者簽名：                  研究生簽名： 

日 期：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所研究生 陳姿廷 

                    聯絡電話：0912-815837      

                              電子信箱：gd.1985tw@yahoo.com.tw  

mailto:gd.1985t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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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命名 

受訪結束前，研究者邀請十二位受訪者回應單次的受訪內容，回顧這幾年來

的手足照顧經驗賦予名稱。 

受訪者 A：不解之緣。 

受訪者 B：原來真正的幸福是平靜！ 

受訪者 C：無題無解。 

受訪者 D：如讓精神病患活得有尊嚴。 

受訪者 E：照顧精神病人是一段艱辛的路，如果要照顧好他們，要把她當作

正常人過正常人的生活，感覺到我好像沒辦法做到，但是我永不放棄。 

受訪者 G：感謝生命當中有另外一種體驗，不是我可以拒絕的，但我還可以

承受，是別人體會不到的。 

受訪者 H：有緣。 

受訪者 I：盡本分。 

受訪者 J："度丟呀(遇到，台語)"。 

受訪者 K：成長。 

受訪者 L：破蛹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