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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階段之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 

現況與影響因素的探討 

 
摘要 

 
    本研究探討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現況。運用問卷調

查的方式，以北部特殊學校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為研究對象，總共

發放 100 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80 份。採用描述性統計、ANOVA

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及複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經過研究資料分析解

釋後，本研究的結果如下： 

1.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介於「中等程度好」與「好」 

    之間。 

2.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四個範疇皆有平均以上的分

數。 

3.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排序分別為生理範疇、本土社會

範疇、本土環境範疇、心理範疇。 

4. 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因素有：教育程度、自覺

健康狀況、自覺快樂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入、整

體生活品質、整體健康滿意度。 

5. 影響生活品質的因素：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

入、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快樂程度，會因彼此間的差異造成生活品

質的不同。 

6. 生理範疇為預測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 

 
關鍵字：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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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about Status and Factors of Quality of Life Among 
Primary Caregivers of Students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in Secondary Schools 
 

Hsing-Hsuan Huang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status and factors of quality of life among 

primary caregivers of students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Researcher used 

WHOQQL：BREF-Taiwan Version, and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special 

schools in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All 10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80. 

   The result came out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 chi-square test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fter analysis the 

data,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A) Primary caregivers feel moderately good about their quality of life. 

(B) Primary caregivers feel above moderate to four domains of quality of 

life. 

(C) According to scores, the sequence of four domains of quality of life are 

Physical Domain, Social Domain（TW）, Environment Domain（TW）

and Psychological Domain. 

(D) The factors effect quality of life among primary caregivers of students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are：education status, individual average 

monthly income, family average monthly income, perceived health, 

perceived happiness,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overall health satisfaction. 

(E) Different education status, individual average monthly incom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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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monthly income, perceived health and perceived happiness are 

making quality of life different. 

(F) Physical Domain are the main factor to predict quality of life among  

primary caregivers of students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Key words： primary caregivers of students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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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研究，本章分

述為：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

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近幾十年來，身心障礙者的教育與福利漸漸被政府、教育、社福機

構所重視，尤其多重障礙類的學生在各方面的需求也受到很多的關注。

相較於其他障礙類別的身心狀況與教育服務的完整性，多重障礙學生的

特性較不易被人理解，也因多重障礙學生教育發展起步較晚，使他們在

行使自己的教育權方面常受到很多的困難，也容易產生爭議。就業職場

上，也發現多重障礙者教育程度普遍較低、應徵工作困難，進而影響他

們的生存權，整體的生活品質也較其他單一障別來得差，這是目前一般

大眾與學者較為忽略的議題。 

   「多重障礙」為我國《特殊教育法》頒訂之障礙類別之一，根據我

國在 2011 年公聽會通過並由教育部預告頒布的內涵，多重障礙出現新

的定義「含兩種以上不具衍生性關係之顯著障礙而影響學習者」，而公

聽會所定義的多重障礙，特別表明造成多重障礙的成因常源於同一原

因，也就是說同一個原因常會連帶產生多重障礙的狀況，尤其是腦部的

損傷容易引起不同的障礙情況出現（林淑莉，2011）。長久以來，因原

定義所註明多重障礙之障礙不可源於同一原因，使得很多學生無法依據

其需求被正確鑑定，有鑑於此，林淑莉教授與多位專家學者修訂新的定

義與鑑定辦法，欲提供最適性的服務給真正具多重障礙之學生。 

    在「多重障礙學生輔導手冊」也談到，多重障礙學生的需求並非提

供兩種障礙以上的服務便能滿足，多重障礙所面臨的障礙狀況與生活需

求之程度可能為大過單一障礙類別相加，因此需另外注意此類學生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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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換而言之，多重障礙學生在生活及教育方面的調整需要更多的考

量，而其主要照顧者所面對的挑戰也比單一障別的學生更加險峻（林宏

熾編著，2002）。 

    由於近年來開始重視特殊教育相關議題，早期療育與特殊教育單位

的服務對象，也漸漸由多重障礙學生轉向整個家庭，相關政策也提供很

多的補助與資源。但多重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仍面臨許多困難與挑

戰，因多重障礙的孩子的身體也較為病弱，容易因先天因素或流行性的

感冒難以康復，需要照顧者花很多時間照料，且需要更多時間奔走各醫

療院所，其承受之身心的疲累、尋求醫療抉擇上的煎熬、養育及經濟上

的困難，對主要照顧者造成生理及心理的影響（陳凱琳，2000）。 

    關於多重障礙孩子對於主要照顧者的影響，從官方的統計數據也可

窺知一二。內政部截至 101 年底針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計有 111

萬 7,521 人，較 100 年底增加 1.55％，障礙人口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以年齡來分別，身心障礙人口成長比率隨年齡之增加而有所遞升，101

年底 0 至未滿 12 歲者身心障礙比率為 1.18％，12 至未滿 18 歲者為 1.75

％，18-未滿 65 歲者為 3.94％，65 歲以上者則達 15.82％，障礙人口比

例逐漸上升（內政部，2013）。由數據可看出讓人擔憂的問題，就算在

就學階段提供良好的安置環境，成年後的障礙孩子也終將回到原生家

庭，主要照顧者終其一身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心力照顧多重障礙孩

子，其生活品質方面必定會受到影響，這樣長期的照顧工作與資源的消

耗，是無法由一個家庭或個人能獨立承擔。 

    因考慮到長期照顧對於主要照顧者的影響，國內學者針對不同障別

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進行探討。在未滿六歲的發展遲緩兒部分，

接受早療服務的家長所感受生活品質較未接受早療者佳，在生活品質的

評比方面，大多數的研究顯示心理方面的範疇為家長們最感困擾的問

題，同樣為遲緩兒雙親，母親的心理健康狀況相較父親來的差。相關研

究也重視壓力、社會支持、家庭功能等因素對生活品質的影響，家庭功

 



 

3 
 

能越好、獲得社會支持越強則生活品質越高，而能預測生活品質的變項

為父母婚姻狀況、家庭收入、家中子女數、可協助照顧人數、家庭收入

（吳佳賢，2002；孫佩雯，2006；陳琦棻，2008；潘雨辰，2011；王思

淳，2012）。 

    另外，針對自閉症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研究，發現有身心障

礙者家人的主要照顧者其生活品質並未低於一般的平均數，而是與一般

家庭無顯著的差異；有 53％主要照顧者經常感覺精神上有壓力，且多是

身體與心理方面的問題，較少有社會困擾。智能障礙類別部分，針對臺

灣三所特殊學校 597 位家長做生活品質的調查，結果顯示家長的生活品

質顯著低於一般民眾，另外國外在調查 42 位家有智能障礙孩子的主要

照顧者，對生活品質各層面表示一般滿意（吳佳賢，2002；孫佩雯，2006；

胡蓉、林金定，2008；Rillotta, Kirby, Shearer & Nettelbeck，2012）。 

    以上文獻的結果皆有所不同，只能說明每位主要照顧者自覺生活品

質狀態都不一樣，我們無法從先前的研究結果來斷定家有身心障礙孩子

為低生活品質的保證，從上述的研究也能發現身心障礙的孩子可能也會

對家庭帶來很多的歡樂與幸福。但綜合上述的研究可發現，針對多重障

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並無特別的研究，我國研究樣本包括多

重障礙學生的有胡蓉、林金定（2008）一篇，但當時的研究對象僅強調

是「特殊需求」學生，後續又進行舒壓課程教導的實驗介入，對於受訪

者的家庭實際狀況並無深入的探討。由此研究者產生了第一個疑問：家

有多重障礙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其生活品質的表現又是如何的？是否低

於一般的主要照顧者？而他們在生理、心理、社會等方面的自我感受度

又是如何？這也讓研究者產生研究的念頭。 

    研究者本身為特殊教育學校老師，學校所收的學生以中重度障礙、

極重度與多重障礙為大宗，除了平日的教學外，與學生家長有很多機會

合作與討論，每當看到家長為孩子的教育與醫療問題向老師諮詢時，心

中不由得燃起敬佩之意。當帶到不同孩子時，會發現一樣為多重障礙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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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家長，有些父母多會傾訴育兒所帶來的困擾，經常出現負向、消極

的情緒反應與言語，或在親師溝通時對孩子問題採取冷漠忽略的態度。

反之，有一些父母對於學校活動會參與積極，也願意與老師分享孩子的

優點與長處，甚至會與老師一起討論教學的策略並共同配合。讓研究者

不禁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素，讓家長們會有不一樣的育兒態度？這

樣的迴異的態度是否與家長的生活品質有所關聯？ 

    另外在研究者撰寫研究的期間，發生一則父親將腦麻兒勒斃的天倫

慘案，讓人不勝唏噓。這個新聞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究竟這個家庭出

了什麼狀況？我們該如何提供協助？相信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這位父

親身上時，有更多類似狀況的家庭，甚至是家有障礙程度更重、需要花

更多時間照護的家庭，他們同樣也正承受著經濟方面與長期照護的心理

壓力，如同緊繃的琴弦一般，可能在一次的家庭衝突中斷了線，造成無

可挽回的悲劇。在詳細了解這件例子後，我們可以發現多重障礙學生在

高職端畢業後的眾多問題，除了在勞工局的媒合下找到支持性或庇護性

的工作，或是在社政單位的安排下進入小型作業所延長就業前的訓練，

否則大部分學生的安置地點以家庭為大宗，若家人無法為其建立規律的

生活作息及妥善安排每個時段的活動，多重障礙的學生容易產生情緒，

甚至是出現各種問題行為，這樣的狀況對於忙於生計的主要照顧者而

言，無異是更大的負擔。在這樣惡性循環下，多重障礙學生的家庭狀態

是有相當高的風險，所以在多重障礙學生畢業後的安置問題是個重要的

議題。另外最重要的是，該由哪一個單位來提供特教相關的諮詢與協

助？若家庭面臨經濟的困境又該由誰提供協助？在研究建議的部分，欲

將此議題一同納入，讓政府單位正視這個議題。 

    曾經詢問過多重障礙學生的家長，在畢業後想要得到什麼樣的服

務？家長表示在經濟方面的補助其實是最為需要的。以往在就學階段還

有學生的保險可以提供醫療花費的補助，若從學校畢業後的醫療資源使

用上，容易產生較大的經濟負擔，倘若家庭面對經濟方面的危機，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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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法律上的申請標準，容易成為社會關懷的孤兒。另外家長最擔心

的就是就醫的問題，多重障礙孩子因身體病弱需要長期臥床，無法由家

人帶出就醫時，該如何到醫院複診或讓院方了解身體狀況，還有待社福

機構提供醫生及呼吸治療師到府服務，針對孩子的病情持續診斷與觀

察，物理治療師則提供身體被動關節運動的諮詢，讓孩子能在家中也能

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態，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 

    另外也有多重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認為，在孩子畢業後的安置地

點是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因多重障礙學生的諸多限制，加上日托機構

及住宿型機構呈現僧多粥少的現況，孩子們畢業後只能待在家中，需要

家人全時制的照料，這樣全時無休的照護對於家人來說是很沉重的負

擔。曾有家長表示有些機構的住宿規定太過嚴格，僅讓孩子在過年過節

可以回家，這讓家長相當煩惱，希望能經常看到的孩子，但卻因安置的

選項很少而必須放棄安置的機會，相信未來有更多家長也會面臨到同樣

的困擾。 

綜合以上的討論，研究者對於多重障礙孩子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有

相當多的疑問，在這次的研究使用標準化的量表提出相關研究數據，來

了解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狀況，以及影響生活品質的相

關因素，並結合動機中有關畢業後的特教提供、經濟補助、安置議題提

出討論，期待能提供教育與社福單位作為提供服務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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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此節針對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提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

題。 

 

壹、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 探討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現況。 

2. 探討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相關因素。 

3. 探討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相關因素彼此間 

的差異。 

4. 探討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各範疇對其整體生活品 

質評價與健康滿意度的預測力。 

     

貳、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提出以下待答問題： 

1.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現況為何？ 

2. 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相關因素為何？ 

3. 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相關因素彼此間的差 

異為何？ 

4.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各範疇對於整體生活品質評

價與整體健康滿意度之預測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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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節針對研究的重要名詞作定義與解釋，大綱分述為：多重障礙學

生主要照顧者及生活品質。 

 

壹、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 

根據 2011 年公聽會修訂即通過的最新定義：「多重障礙指含兩種以

上不具衍生性關係之顯著障礙而影響學習者」。在本研究中的多重障礙

學生係指年齡在 12 歲以上至 18 歲於北部特殊教育學校就讀，身心障礙

手冊類別為多重障礙（含領有多重障礙身障證明或手冊的腦性麻痺學

生）。而多重障礙主要照顧者係指家庭中主要負起照顧工作或花費照顧

時間最多的人。本研究定義為孩子正在北部特殊教育學校接受服務之家

長，如多重障礙學生的父親或母親，或是花費較多時間負擔學生照顧責

任，且對學生的生活情況與養育過程較熟悉之親屬：祖父母、表親戚、

堂親戚等；本研究不包含保母與外籍看護。 

 

貳、 生活品質 

    本研究所談的生活品質採用「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定義：「生活品質是指個人在所生活的文化價值

體系中，對於自己的目標、期望、標準、關心等方面的感受程度，其中

包括一個人在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程度、社會關係、個人信念以

及環境等六大方面」（姚開屏，2002）。 

    研究施測量表使用「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estionnaire on Quality of Life： 

BREF-Taiwan Version）主要照顧者，問卷共為 28 題，分為四大範疇、

26 層面，其中四大範疇包括： 生理、心理、環境、社會範疇 （姚開屏，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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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此章節將研究相關文獻分為三節作整理，分述為：多重障礙學生家

長生活品質相關研究重點、多重障礙學生的定義與特徵、生活品質的定

義與評量方式。 

 

第一節  多重障礙學生家長生活品質相關研究重點 

    綜合相關研究，有關身心障礙者家長生活品質的研究，大致可從下

列四個角度來加以探討：生活品質的滿意度、不同障礙類別主要照顧者

生活品質之差異、研究對象年齡、其它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

活品質之因素。 

 

壹、 生活品質的滿意度 

    針對癲癇病生母親進行生活品質之探討，並與親職壓力、照顧負

擔、癲癇烙印、疾病嚴重度、家庭功能等變項做相關性的研究，結果顯

示癲癇病生母親在生理層面、心理層面的各向度皆高於平均值以上，代

表其生活品質均高過一般美國民眾；而生理與心理層面的滿意度與親職

方面的互動、感受被標籤化的程度、日常家務的進行與家庭支持、家中

經濟衝突都有顯著相關（楊宇寧，2008）。 

    以中重度及多重障礙孩子照顧者做壓力與生活品質之相關研究，在

「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estionnaire on Quality of Life： BREF-Taiwan Version）以四個層面觀

察得分狀況，顯示得分排序分別為生理、社會、環境、心理範疇，在主

要照顧者自行評分的項目，僅在平均值邊緣（胡蓉、林金定，2009）。 

    針對接受早期療育家長的相關研究，發現在家長的綜合生活品質、

綜合生活滿意度皆屬中等偏低。其中以生理健康的得分較佳，其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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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環境、心理範疇。而四個範疇經由單一樣本 t 考驗顯示皆與一

般人有顯著差異，係指家長對各範疇的感受都較一般人來的差（王思

淳，2012）。由以上幾篇可知，因家中有身心障礙者對於家庭成員的照

顧負擔加重，於教育、醫療等花費也比一般家庭來的多。 

    然而，在吳佩珊（2009）對於老年身心障礙者主要照顧者之生活品

質研究中，發現總生活品質為中度以上，而四個範疇得分高低分別為社

會關係、生理、環境、心理範疇，四個範疇皆有中等以上的得分，質性

訪談部分可知社會支持也是影響各方面生活品質的關鍵要素。而研究發

展遲緩與身心障礙兒生家庭的生活品質，以自編生活品質量表與家庭功

能量表為研究工具，發現目前發展遲緩兒生家庭生活品質現況為近於尚

佳狀態，而其中接受早期療育此項因素得分較佳，代表家庭因參與早期

療育服務而對生活品質有較好的感受；而生、心理與環境互動因素較其

要素感受來的差（陳琦棻，2008）。其中值得探討的是，多數研究顯示

家有遲緩兒或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生活品質，應較一般民眾或家庭有顯著

差異，影響因素可能與樣本的回收來源有關，但肯定的是，接受外在資

源如早期療育或居家照顧的家庭，對於此項的生活品質有較好的感受。 

    在近期幾篇研究中也有不同的結果，對於中重度智能障礙者、學齡

前自閉症患生、居家長期照護病患、裘馨型肌肉失養症患孩主要照顧者

的生活品質研究，皆呈現中等程度的狀況，代表有身心障礙者家人的主

要照顧者其生活品質未低於一般的平均數，與一般家庭並無顯著的差異

（高寶蓮，1998；孫佩雯，2006；陳貞吟，2007；張惠玲，2011）。於

裘馨型肌肉失養症患生研究比較父、母親的生活品質，並無發現顯著差

異，僅在照顧負荷與社會支持方面有顯著差異，母親所感受到的照顧負

荷較高且感受到社會支持的程度達到中度偏低，另外比較自閉症者父、

母親的生活品質也發現，母親的心理狀況也較父親差，其原因可能為母

親通常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傳統觀念對於孩子的教養問題也是歸屬於

母親較多，故母親較父親容易感受到壓力而造成低生活品質（高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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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吳佳賢，2002）。而針對長期照護病患之主要照顧者研究，因大

多數的家庭都有其他人輪流照護，或是聘請外籍看護，所以在生活品質

自覺上呈現中等的狀態（陳貞吟，2007）。 

    主要照顧者的人格特質對生活品質的影響，主要照顧者的人格堅毅

特質、得到的社會支持與生活品質呈現正相關；生活品質也會與主要照

顧者人格特質與被照顧者屬性來做討論，國內有研究發現個人特質及被

照顧者屬性與壓力、生活品質呈現交互作用的關係。由此可知，主要照

顧者的人格特質越堅毅、正向，孩子的障礙程度越輕，會減少照顧者所

感受的壓力，生活品質也隨之提升（孫珮雯，2006；翁麗淑，2009；張

惠玲，2011）。 

    由以上幾篇研究可見，針對各種身心障礙兒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

質研究便有不同的結果，可能也與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有關，且不

同的研究地區、受訪者家庭經濟條件、障礙兒生的基本狀況、主要照顧

者的人格特質等等都是影響研究結果的重要因素。 

 

貳、不同障礙類別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差異 

    綜觀國內外相關的研究主題，本文將研究對象以障礙類別區分，分

為發展遲緩兒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自閉症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

質、智能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三方面做探討： 

 

一、發展遲緩兒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以國內的研究而言，針對六歲以下發展遲緩兒的主要照顧者、家庭

做生活品質的調查。發現在生活品質的結果皆呈現不同的狀態，從尚

佳、與一般人無顯著差異及中等偏低，其造成結果差異之原因可能跟樣

本的大小、取樣的地區、使用的研究量表有關，故無法斷言發展遲緩兒

照顧者的生活品質與一般人比較的差異（唐紀絜，2004；陳琦棻，2008；

潘雨辰，2011；王思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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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針對臺灣遲緩兒家庭生活品質現狀的研究，發現其生活品質近於

尚佳狀態。家庭生活品質量表分為六個因素向度，是為：家庭互動與心

理福祉、家庭健康與經濟福祉、生態環境與安全、家庭產能與自我決策、

家庭社會福祉、家庭生活常規福祉。以社會福祉得分最高。每一向度都

是普通生活品質到尚佳的生活品質（唐紀絜，2004）。 

 

二、自閉症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以自閉症學生的主要照顧者進行研究，其分別為較差與中等程度的

結果。值得探討的是，一則是以篩選精神疾病的量表作測量，另一則為

簡明版的生活品質量表，其出來的結果亦有所不同（吳佳賢，2002；孫

佩雯，2006）。 

    國外探討自閉症學生主要照顧者的文獻分別為：自閉症主要照顧者

休閒、社交參與及健康相關之生活品質）、自閉症主要照顧者健康相關

生活品質之測量。兩篇文獻皆是以 12-ItemShort–Form Health Survey 做

為研究量表，發現相較一般學生的主要照顧者有較差的生活品質。Rizk

等人（2011）特別指出在 35-44 歲之間的主要照顧者其生活品質較差，

而參與較多的休閒活動與社交生活的受訪者，其自評生理的生活品質反

而較低（Khanna, Madhavan, Smith, Patrick, Tworek & Becker-Cottrill, 

2011；Rizk, Pizur-Barnekow & Darragh, 2011）。 

    國外研究 483 位自閉症學生家長與一般家長做比較，顯示自閉症學

生家長較擔心孩子的健康問題，並憂慮孩子的生活品質。他們比對照組

有較高程度的照顧負擔、較少機會參與宗教活動、因孩子照顧問題辭掉

工作的比率高；學生方面也容易出現上學遲到、留級與較少參與社區公

眾事務。可知自閉症學生家長在養育兒女期間所承受身體、情緒、財務

多方的耗竭，此外也對孩子學習方面與學校欺負的問題相當擔憂（Lee, 

Harrington, Louie & Newschaffe,2008）。 

    針對高功能自閉症家長與一般家長的研究，也指出與對照組在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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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因應處理、資源、生活品質都有顯著的差異。對高功能自閉症家

長而言，在家庭收入、家中子女數能有效預測生理生活品質，亦指收入

多、孩子多則生活品質越佳；社會心理方面僅有親職壓力一項能有效預

測。這裡顯示談到家中子女數多則家長的生活品質佳，因其他正常手足

能分擔照顧障礙子女的責任（Lee, Lopata, Volker, Thomeer, Nida, Toomey, 

Chow & Smerbeck, 2009）。在張淑真（2000）也提到相同的觀念，當家

中僅有障礙子女時，因子女的發展較一般孩子遲緩，家庭的運作時程容

易產生遲滯不進的現象，但因隨著正常子女出生後，家庭功能方能跟著

正常子女的成長做不同的改變，這也是造成子女數對於生活品質所帶來

的影響。 

 

三、智能障礙者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國內針對臺灣三所特殊學校 597 位家長做生活品質的調查，並以實

驗設計介入，研究在家長參加舒壓工作坊的前後的憂鬱程度的差異，結

果顯示家長的生活品質顯著低於一般民眾（胡蓉、林金定，2008）。翁

麗淑（2009）探討嘉義國小啟智班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影響的因素，發

現不同程度的照顧壓力與社會支持造成生活品質的顯著差異，而以上兩

因素對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表現具有聯合預測力。 

    以新竹地區智能障礙者及多重障礙成年人的主要照顧者做研究，得

知較重度的家庭與比較不重度的家庭做比較，在健康狀況、社交支持、

生活品質有顯著的差異（Chou, Chiao & Fu, 2011）。國外調查 42 位家有

智能障礙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對所有層面表示一般滿意，最滿意是家庭

關係，財務狀況則是持平。主要照顧者認為心理支持的重要程度比實際

支持來得高 （Rillotta, Kirby, Shearer & Nettelbeck, 2012） 。 

瑞典的父母之間的生活品質也有所不同，智能障礙學生的母親比父

親與一般對照組有較低的生活品質，國內高寶蓮於 1998 年所做研究也

將父母親的狀況做比較，發現母親在照顧負荷與社會支持明顯較父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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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Olsson & Hwang, 2008）。 

    澳洲針對 12 位有心智障礙子女的家長進行質性訪談，表示長期照

顧智能障礙兒女其生活品質有正、負向的影響。正向的影響為結識關係

團體並得到支持、跟著孩子參與各種休閒活動及獲得個人心理的滿足

感，家長們認為身障兒使他們對生命有更寬廣的視野，對自己的生活品

質有更高的評價；而負向的影響包括與家人朋友的疏離、沒時間參與同

儕的休閒活動、就業財務的問題、為孩子的權益奔走、煩惱孩子的未來。

此篇以各向度做正、反兩面的分析，讓家長們對於自己的生活品質有更

深入的詮釋（Yoong & Koritsas, 2012）。 

 

參、 研究對象年齡 

 

一、學齡前 

    在發展遲緩、學前自閉症兒生之主要照顧者方面，有接受早療服務

的家長，對於生活品質的感覺較佳（陳琦棻，2008）。在生活品質的評

比方面，大多數的研究顯示心理方面的範疇為家長們最感困擾的問題，

尤其母親的心理健康相較父親來的差（吳佳賢，2002；王思淳，2012）。

相關研究也重視壓力、社會支持、家庭功能等因素對生活品質的影響；

以現有的研究結果來看，家庭功能越好、獲得社會支持越強則生活品質

越高（孫佩雯，2006；陳琦棻，2008）。而能預測生活品質的變項為父

母婚姻狀況、家庭收入、家中子女數、可協助照顧人數（陳琦棻，2008；

潘雨辰，2011）。 

 

二、學齡階段 

    研究學齡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其結果皆顯著低於一般

民眾。孩子功能障礙的等級、社交支持、適應不良的應對、負擔會影響

主要照顧者心理方面的生活品質（胡蓉、林金定，2008；Khanna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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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Rizk 等人, 2011）。而孩子問題行為的照顧程度和社交支持，則會

影響主要照顧者生理方面的生活品質（Khanna, Madhavan, Smith, Patrick, 

Tworek & Becker-Cottrill, 2011）。 

 

三、成年以上： 

    老年身心障礙者的照顧者生活品質為中度以上，在生理、心理、社

會、環境四範疇皆有中等以上的分數。質性訪談部分可知社會支持也是

影響各方面生活品質的關鍵要素（吳佩珊，2009）。國外學者針對 12 位

家長進行質性訪談，了解家有成年身心障礙孩子的相關問題，其結果可

深入了解家長對於生活各方面的想法，以彌補目前針對成年以上特殊族

群照顧議題的不足（Yoong & Koritsas, 2012）。 

 

肆、 其它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因素 

    在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時，研究者發現有些因素會造成生活品質的

差異，故結合本研究所使用「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

（WHOQQL： BREF-Taiwan Version）的基本資料，針對問卷基本資料

中的「教育程度」、「收入狀況 」、「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快樂程度」、「婚

姻狀況」、「宗教態度」進行討論。 

 

一、 教育程度 

有多篇研究討論教育程度與生活品質間的關係。在外國文獻方面，

有研究顯示城市的整體教育水平越高，城市的經濟狀況也越好，生活品

質也較其他城市來得佳（Giegerich, 2014）。 

而國內的文獻顯示，在社區老人的整體生活品質方面，教育程度的

不同對整體生活品質有顯著的差異，特別是與生理範疇、環境範疇有顯

著的差異。換句話說，教育程度越好，整體生活品質、生理範疇、環境

範疇的分數也越高。另外，教育程度在實證上對於環境範疇具有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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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他研究針對老人時間運用與生活品質的關聯，也發現其教育程度

的不同，影響的部分還有老人的生命意義、集中精神的能力及行走能力

（趙安娜，2002；蔡蜜西，2003）。由此可知，教育程度會影響個人整

體生活品質、生理範疇、環境範疇，參考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

問卷量表的定義，生理範疇包含疼痛不適、活力疲倦、睡眠品質、日常

生活活動，而環境範疇與財務資源、居家環境、取得新知識技能的能力

有關，所以教育程度的高低會影響個人財務收入的狀況，個人在生理的

狀況也自覺控制度較高。 

    然而，老人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也受到教育程度的影響。根據南

投在家老人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狀況中，顯示不同的教育程度對整體生

活品質有顯著的差異。而教育程度越高者，其對於整體生活品質的評價

會顯著高於教育程度低者，換句話說，教育程度的高低對照顧者的整體

生活品質會有很大的影響（陳靜茹，2014）。 

    相對的，也有研究顯示教育程度不同，對於個人整體生活品質沒有

顯著差異。在國內針對基隆市國小教師生活品質的研究方面，顯示不同

的教育程度，並不會造成整體生活品質的差異，造成差異的原因為職務

的不同（石彩慧，2009）。由此可知，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一定會影響個

人的生活品質，可能是受測對象或研究方式的不同產生不同的結果。 

 

二、 收入狀況 

    收入狀況為影響個人或家庭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我國的 

相關文獻顯示，國小啟智班學童的家庭月收入不同，主要照顧者在環境

範疇與照顧壓力下會有顯著的不同。另外，有近半數以上的自閉症兒童

主要照顧者表示，常感覺到精神心理的壓力很大，而家庭收入的不同，

對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健康造成很大的差異（吳佳賢，2002；翁麗淑，

2009）。此外，在針對發展遲緩兒主要照顧者的研究中，發現家庭收入

能有效預測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陳貞吟，2007；陳琦棻，2008；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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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2011）。由以上的文獻可知，家庭收入的不同，對於照顧孩子的心

理壓力、環境範疇的感受有很大的差異。也就是說，家庭收入越高，主

要照顧者所感受到的照顧壓力越小、心理健康狀況越好，環境範疇感受

度也越高。 

    研究者探討國外的文獻，也發現經濟狀況與生活品質的關聯，北京 

方面的研究發現，家有智能障礙學童的家庭成員，其生活品質能以家庭

收入多寡做預測（Hu, Wang & Fei, 2012）。換句話說，家庭月收入越高，

越能預測出較高的家庭生活品質。另外，美國對於高功能自閉症的家庭

進行調查，家庭收入對於雙親心理方面的健康有很顯著的影響，也表示

說家庭收入越高，高功能自閉症學童的雙親的心理健康也越好（Lee, 

Lopata, Volker, Thomeer, Nida, Toomey, Chow & Smerbeck, 2009）。針對一

般的學童健康狀況而言，有研究者針對南太平洋經濟較貧困的國家，與

其他較富裕的國家相比較，發現兩者間有很大的差異，這表示貧困國家

學童健康方面生活品質相當低落，與富裕國家的學童有很大的差異

（Petersen, Swinburn, Mavoa, Fotu, Tupoulahi-Fusimalohi, Faeamani & 

Moodie, 2014）。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知，家庭的經濟狀況會影響孩子及主要照顧者的

生活品質。而經濟狀況的不同造成主要照顧者環境範疇的差異，推測可

能的原因在於，環境範疇與一個人的居家環境、財務資源有所關係，所

以與經濟狀況此因素有所關聯。另外，照顧者的心理壓力也會因經濟狀

況而有所不同，家庭月收入越高，照顧者承受的心理壓力也越小。再者，

有幾篇研究也證實家庭收入能有效預測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由此可

知經濟狀況對於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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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覺健康狀況 

    在自覺健康狀況部份，國內針對老人的自覺健康狀況及生活品質的

研究，發現自覺健康狀況能預測整體生活品質，這表示自覺健康狀況良

好，健康促進生活方式建立越良好，生活品質也越佳（梁金麗，2001）。

在鄉村老人自覺健康狀況與生活品質關聯的研究中，也顯示自覺健康狀

況能解釋生活品質的程度極高，解釋變異量達 68.2%（趙安娜，2004）。

另外針對獨居老人的研究指出，受測者的生命意義與自覺健康狀況呈現

正相關，與憂鬱情況呈現負相關，即自覺健康狀況越好、憂鬱情形較低

者，其生命意義得分也越高（黃秀蘭，2005）。由以上的研究可知，自

覺健康狀況能有效預測整體生活品質。 

    國外針對自覺健康狀況與生活品質關聯做研究，馬來西亞獨居老人

的自覺健康狀況，對生活品質有正向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自覺健康

狀況越好，生活品質也越佳（Yahaya, Momtaz, Yadollah & Hamid, 

2010）。另外智能障礙孩子照顧者的生活品質研究發現，自覺健康狀況

對於生理、生理、環境、社會範疇都呈現顯著相關 （Lin, Hu, Yen, Hsu, 

Lin, Loh, Chen, Wu &Wu, 2009）。根據以上的討論，可看出自覺健康狀

況對於生活品質是有影響性的，且自覺健康狀況越好，生活品質也越佳。 

 

四、   自覺快樂程度 

 綜觀國內外的文獻發現，針對自覺快樂程度與生活品質相關的研究 

較少。以我國的文獻為例，針對成年自閉症者生活品質的研究中，發現

自覺快樂程度與生活品質呈現顯著正向相關，而教育程度、月收入則對

其生活品質無任何影響（吳佳芳、林玲伊，2014）。對應國外針對自閉

症者生活品質文獻，其認為社會支持網絡對自閉症者相當重要，當自閉

症者自覺獲得很多非正式的社會支持，自覺快樂程度的感受也越高，生

活品質也較佳，所以自閉症者的自覺快樂程度為影響生活品質的重要因

素（Renty & Roeyers, 2006；Burgess & Gutstein, 2007）。由於以上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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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者的相關研究，可看出個人自覺快樂程度對其生活品質的關聯

性，反倒是一般人認定的教育程度、月收入等因素，對他們而言並非影

響生活品質的因素。由此可知，自閉症者在社會人際支持與心理健康方

面，是我們需要重視的議題。 

另外以國內特殊教育教師為研究對象，針對運動休閒參與及生活品

質的研究顯示，不同的運動次數、運動時間、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快樂

程度對於其生活品質各範疇皆有顯著差異。換句話說，越有運動休閒習

慣的教師，其自覺快樂程度也越高，相對生活品質也較其他少參與運動

休閒者來得好（林文田、林玉蓮、林宏熾，2010）。而護理人員的生活

品質研究也指出，護理人員的自覺的健康狀況與自覺快樂程度，對於健

康方面的生活品質解釋力最高，且自覺快樂者較自覺不快樂者，對於整

體生活品質的預測力也有大幅的差異。換而言之，對於護理人員而言，

自覺快樂程度會影響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且感到越快樂者，可預測其

整體生活品質也越好（施佳君，2007）。 

 

五、   婚姻狀況 

    根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婚姻狀況與生活品質的關係研究，發現生活

品質不因婚姻狀況而造成差異，反而是婚姻滿意度與婚姻現狀較有相

關，已婚同住者較優，其次為離婚者，最後為已婚分居者。一般成人在

感受到良好的婚姻滿意度下，認為身體與心理方面的狀態也越好，也越

能感受到高度的社會支持，可見令人滿意的婚姻關係能帶來良好的身心

狀態，並能在實質與心理方面提供良好的支持（黃玉梅，2010；鍾寶惜，

2012）。另外，國內有文獻發現父母婚姻狀況為生活品質有效預測辨項

之一，故本研究可將婚姻狀況列入研究一環 （陳琦棻，2008；潘雨辰，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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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宗教態度 

    宗教是人們心靈的依靠，對於許多有堅定的信仰者而言，信仰提供

不僅是心靈上的慰藉，最主要是團體的支持。身心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

的在心理方面的感受一直較其他方面低落，除了家人與朋友們外，宗教

團體也提供很好的社會與心理方面鼓勵，在相當多的質性研究中顯示主

要照顧者會加入宗教團體，接觸宗教也使他們能漸漸轉換心境，面對不

同階段的煩惱與挑戰。 

    有研究者以高雄為樣本進行宗教與幸福感的研究。成人對宗教態度

積極較高者，其家庭支持度亦高，顯示宗教態度對家庭支持有其重要

性，而家庭支持度越強，則幸福感的指數就愈高，可見信仰宗教的力量

能提升幸福感的感受力；另外針對不同宗教相比較下，信仰基督教、天

主教容易感受較多的家庭支持與幸福感（陳毓茹，2005）。 

    自閉症學生的家庭對於信仰宗教的想法方面，在 10 個深入訪談的

家庭中，有 8 個的自閉症者家庭有宗教信仰，包括民間信仰、佛、道教。

2 個家庭無宗教信仰，家庭其他支持來源為：參加自閉症協會、家人及

朋友的支持鼓勵、其他家長的經驗分享與交流、尋求專業治療方式等。 

宗教信仰能影響自閉症者家庭的層面，因為家庭得到宗教的支持，增進

主要照顧者的正向的想法及行為，小至提供適當的教養態度，大致增進

家庭的和諧與凝聚力，這對於自閉症學生與家庭其他成員來說，生活品

質也大大的增加（林淑娟，2012）。 

    從以上的文獻的整理，可以看出身心障礙家庭的生活品質是相當被

重視的議題，針對不同的年齡層、障礙類別、研究工具都有不一樣的結

果，且可看出某些因素確實與生活品質有著關聯性，但大部分的量化研

究僅能看出數據，鮮有質性的訪談增加研究的深入性與豐富度；另外以

上的文獻較少針對多重障礙類別孩子家長的研究，除了胡蓉與林金定

（2008）的研究有包含相關樣本外，相關的研究較為欠缺，因此可做為

研究者進一步探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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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多重障礙學生的定義與特徵 
 

    第二節將分為多重障礙的定義、多重障礙學生身心特質與各方面的

需求，內容分述如下。 

 

壹、 多重障礙的定義 

 針對多重障礙一詞而言，國內與國外皆有不同的看法，以下特別論 

述我國與美國的對於多重障礙的定義。 

    根據我國於 2011 公聽會所通過的多重障礙新的定義為：「多重障礙

指含兩種以上不具衍生性關係之顯著障礙而影響學習者」。其中兩種以

上說明學生必須同時具有兩種以上障礙狀況，而不具衍生性關係係指學

生的障礙不為某一種特定障礙所衍生的。也就是說，應以學生的障礙是

否為原發性障礙為準，若學生的障礙為特定某障礙所衍生或引發者，則

不可被判定為多重障礙。此外定義當中也註明障礙須顯著到影響到學習

者，這也說明多重障礙在生活與學習的需求非兩種以上障 别服務便可滿

足，而是需要另外視為一種特殊障別（林淑莉，201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09）中針對多重障礙的身心障礙等級定

義為：「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的障礙者」，並無特別表示兩種以上的障礙

是否為同一原因，或具衍生性關係。而新制的身權法（2012）將多重障

礙列為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一類，除了舊有

的醫療評估外，更增加了需求的評估。 

    美國 1997 年「身心障礙個人教育法修正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7，簡稱 IDEA），敘述多重

障礙的定義：「多重障礙係指同時伴隨多種障礙（例如智障障礙兼具盲、

智能障礙兼具肢障等等），此種合併障礙會造成重度的教育需求，而其

教育需求並不能藉由單一障礙類別所提供的教育方案所能解決，但此種

障礙類別並不包括盲聾在內（林宏熾編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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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內與美國的定義可知，多重障礙為身心有兩種或以上的障礙狀

況，且教育需求並非單一障別的教育方式做調整所能夠滿足的。由於障

礙組合不同，其需求並非且兩種以上障礙相加如此單純，因此需要長期

與多元的服務措施，才能符合其身心發展的需求。  

    但就障礙內容與程度來說，多重障礙者並非都為重度障礙，但重度

或極重度障礙者極多數為多重障礙，或有多項功能存在限制。美國在

1973 年所公佈的「復健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簡稱 93-112）

的定義，「多重度障礙者」係指： 

1. 因具有一項重度生理或心理障礙，而嚴重性地限制其個人在就

業方面單一或多重功能性能力（例如：行動、溝通、自我照顧、

自我導、人際關係、工作容忍、或工作容忍、或工作技能）的

障礙者。 

2. 其職業復健可預期地需要一段相當長時間且多重職業復健服務

的障礙者。 

3. 因截肢、關節炎、自閉症、盲、燙傷、癌症、腦性麻痺、纖維

性囊腫、聾、腦傷、血友病、呼吸及肺官能異常，智能障礙、

心理疾病、多發性硬化症、肌肉萎縮症、肌肉和骨骼傷殘、神

經異常（包含中風和癲癇）、兩下肢麻痺、四肢麻痺、和其他脊

髓病症、鐮狀細胞性貧血、特殊的學習障礙、末期的腎臟病、

或其他傷殘、或具有多重傷殘等，所導致具有一項或多項生理

或心理障礙，並且根據復健潛能的評鑑會造成比較性實質功能

限制障礙者（林宏熾編著，2002）。 

 

    近年來多重障礙的定義已漸漸從生理的基礎轉為環境的支援來決

定多重障礙的定義。美國重度障礙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Handicaps, TASH）對重度障礙的定義如下：「重度障礙者是指需

要廣泛的繼續支援（extensive ongoing support）的人，以促進其人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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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能力和享受生活品質。這些生活上要用到活動的支援，包括移

動、溝通、自我、照顧、學習等，以作為應付獨立生活、就業和發揮自

我效能的需求」（林宏熾編著，2002）。 

  至今各家學者對於多重障礙的定義不同，而美國重度障礙協會更

是以生態環境提供的支持來定義，與我國特殊教育法的醫療觀點不相

同，但肯定的是多重障礙影響個人多方面的能力，需要廣泛且持續的支

援。 

 

貳、  多重障礙學生身心特質與各方面的需求 

多重障礙學生的障礙情形與程度複雜不一，每一位學生的狀況有其

獨特性，故身心的特質和需求不易做一致性的描述。參考我國「多重障

礙學生輔導手冊」（林宏熾編著，2002）將本段分為「多重障礙學生身

心特質」與「多重障礙學生需求」，內容分述如下。 

 

一、多重障礙學生身心特質 

（一）生理發展 

有些多重障礙的學生由於腦部或脊髓受損，經常有不自主性的反射

動作與姿勢異常；在新陳代謝或荷爾蒙分泌異常，有些有發展遲緩、持

續性惡化或老化的現象；因障礙或損傷伴隨有癲癇、呼吸問題、耳朵感

染、皮膚潰爛、氣喘、過敏等現象。有些則有視覺、聽覺或兩者以上的

感官障礙或損傷等等。 

 

（二）感覺動作發展 

大部分多重障礙學生的肢體會因天生畸形或因未適當物理治療而

惡化，行動因此受限，有的無法行走、有的無法坐或站立，因此大都依

賴輔具（助行器、拐杖或輪椅等），在移動與日常動作方面也表現相當

緩慢。另外有些學生在知覺感官上有感覺不足，或是過度敏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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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於高頻率的聲音而有抗拒的行為，有些則對各類聲音沒有任何反

應。  

 

（三）健康狀況 

和大多數正常學生相較，可能顯示出嚴重的心臟、呼吸、飲食、消

化、及其他症候群等健康上的問題；長期服藥而受藥物副作用影響，造

成頭髮脫落、牙齦發炎等；在醫療上的需要而長期住院，而影響身體發

展與接受教育的機會，飲食的方式與食物種類，導致營養均衡與體重方

面的問題。因行動上的問題，長時間坐輪椅或躺在床上，導致肌肉萎縮

或褥瘡，以及心臟或肺部方面的疾病，另外因自我照顧與獨立生活技能

的缺乏，而有較多衛生方面的問題。 

 

（四）自理能力 

大部分多重障礙學生缺乏自我照顧能力，無法獨自處理日常生活各

種需要，簡單日常生活的功能多數有顯著的困難。如有些極重度腦性麻

痺兒會有咀嚼、吞嚥的困難，進食、飲水常需依賴別人餵食；有些多重

障礙學生大小便無法自理，需他人協助更換尿布及相關清潔。 

 

（五）智力 

大多數的多重障礙學生在智力方面有嚴重障礙。而傳統的智力測驗

方式不適合該族群使用，多數的施測者缺乏針對該族群施測的訓練與經

驗，使得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的智力不易被測量，甚至會有被低估的可

能。 

 

（六）社會情緒特徵 

多數多障學生的社會互動呈現過與不及的現象，有些對旁人非常退

縮、或對身邊事物顯得冷漠不關心，有些則表現相當熱情，會擁抱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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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與不熟識的人打招呼；時常會出現不適當行為，常見的刻板行為例

如：一直在眼前揮手或前後搖晃或旋轉身體、咬牙、出怪聲、推人等。

自傷行為像是不斷地打自己的臉、拉頭髮、咬自己的手或以自己的頭去

撞牆、撞桌子。其他行為的行為例如：出現很滑稽的表情或很幼稚的行

為。 

 

（七）溝通技能 

大多數多障或重障兒生在接受、理解、表達等溝通能力相當低弱，

甚或沒有口語能力，無法表達自己的需求或較理解他人的意思，因而影

響情緒與產生不適當的行為。 

 

（八）社交互動能力 

較缺乏與他人的互動，也不會主動尋求周遭的各種訊息。時常呈現

出反社會性行為或非社會性行為，往往不易被一般人所接納。 

 

二、多重障礙學生需求 

    由於多重障礙學生的身心特質的差異性，使他們在生理、教育、社

會、情緒等需求各有不同。作者參考我國「多重障礙學生輔導手冊」及

「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林宏熾編著，2002；林寶貴，2012），將多重

障礙學生的需求分為：生理及醫療上的需求、教育方面的需求、社會上

的及情緒上的需求。 

 

（一）生理及醫療上的需求 

1. 動作的限制：最常見的腦性麻痺兒生因動作、姿勢異常而致無

法行走或改變姿勢，故訓練多障兒發展適當的動作、姿勢擺位

是相當重要的復健訓練。 

2. 骨骼畸形（異常）：多重障礙兒通常出生即伴有骨骼異常，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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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腦傷導致次發性的障礙，包括：脊柱及其他背部異常、永

久性的肌肉及肌腱縮短、部份性或全部性髖骨異位。腳部踝部

異常骨骼、關節、肌肉、肌腱、韌帶之異常，不僅造成身體不

適、動作受干擾，嚴重時可能會威脅生命。 

3. 感官異常：較常見為視、聽障礙。 

4. 癲癇發作：約 1/3 的重度障礙者有癲癇發作經驗，大都可藉由

藥物加以控制。雖已有藥物可控制癲癇發作，但因抗癲癇藥物

易造成生理或行為上很大的副作用，故有些醫生只調整減少發

作次數，並不能完全控制。 

5. 肺及呼吸控制：主要因肌肉及骨骼異常，容易產生呼吸及肺部

問題，有些學生未發育完全的呼吸系統，需仰賴呼吸系統維生。

這些問題多在用餐時候發生，因咀嚼、吞嚥或累積過多的黏液

或分泌物在呼吸道或肺部，造成呼吸困難。 

6. 其他醫療上的問題：一般說來多重障礙兒健康情況不良，容易

患有膀胱感染、皮膚潰爛、便秘等，通常要服用數種藥物。因

此適度的體能活動、飲食控制、良好姿勢等可減少不適，改善

受教效果與生活品質。 

 

（二）教育方面的需求  

    為因應多重障礙學生的身心特質並促進其適應社會的能力，在學校

的教育的重點如下： 

1. 動作能力：動作分為粗大動作、精細動作、輔具使用三大部分。

粗大動作強調身體移動與控制能力，如頭部移動、移位功能、

平衡感等；精細動作則強調手部基本動作及操作物品的精確性

及穩定性因身體或感官的限制；輔具使用則是指助行器、拐杖、

輪椅等輔具的使用。 

2. 姿勢擺位： 多障兒的所有活動都要注意適當的姿勢，可以減少

 



 

26 
 

肢體異常的惡化與減輕不適感，並促使多障學生能專注於課堂

的教學活動。 

3. 溝通能力：多數的多重障礙學生在認知與口腔精細動作上有顯

著障礙，無法做有效的口語溝通，應選擇適合的溝通方式，藉

助手語、溝通輔具等來增加其表達的意願。 

4. 自理能力： 自理能力包括飲食、穿著、如廁、清潔與衛生四個

部分，多障生如能在生活自理上獨立，便能增加其融入社會的

機會。 

5. 功能性學業能力： 功能性學科係指學校所學習的各項能力如： 

讀、寫、算，必須與日常生活環境相關，有助於解決實際生活

發生的問題，例如：分辨男女廁、讀懂交通號誌等。 

6. 教導適當的選擇方式：多障學生因言語、動作缺損無法自己做

選擇，多由成人代其決定與選擇。訓練多障兒做適當的選擇，

可以減少其依賴性，增加控制環境的能力。 

7. 其他教育上的需求：以上所述之醫療及生理上的特徵會造成其

在教育受到限制。 

 

（三）社會上的及情緒上的需求： 

    因大多數的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在認知、語言溝通方面的能力較為

低弱，無法適當的表達其需求與情緒。而教育現場面對的學生多有退縮

被動或不適當的問題行為，使得教師的班級經營與教學受到很大的挑

戰，惟有耐心的去理解多障兒的行為意義（如：獲得關注、表達不安等），

方能協助他們以適當方式建立人際關係 （林宏熾編著，2002；林寶貴，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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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定義 

          與評量工具 
 

    生活品質的定義是主觀且抽象的名詞，不同領域對生活品質的看法

也不盡相同。本節針對各學者所提出的生活品質定義作整理，分為生活

品質的定義、生活品質的評量工具，內容分述如下。 

 

壹、 生活品質的定義 

    生活品質是抽象但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概念，它會因文化、宗教、社

會價值觀等因素而有差異，不同年代對於生活品質的標準也有所不同。

最早談論到生活品質的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他主張人的生活目

的就是要實現幸福，充滿幸福感的人在生活中較易感到事事順心（姚開

屏，2002）。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947 年宣布：「健康是生理與心

理及福祉的完全狀態，並不是疾病的免除」。生活品質一詞也出現很多

相似的用語，例如生活素質、滿意度、幸福感等等；僅管如此，生活品

質仍是相當抽象的詞彙，缺乏一致的面向與測量方式 （姚開屏，2002） 。 

    Devinsky, Westbrook, Cramer and Glassman（1999）表示生活品質是

個人在身體、心理及社會方面自我感覺安適之程度（Devinsky, Westbrook, 

Cramer ＆ Glassman,1999；引自趙善如，2006）。趙善如（2006）整理

其他學者對生活品質的定義，將生活品質的測量分為七個面向：（1）居

住環境、（2）健康、（3）家庭關係、（4）社交/人際關係、（5）子女教

育、（6）工作、（7）休閒；並指出生活品質能夠反映個人、家庭對其現

階段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以及期望。Schmidt 與 Petersen （2002）認為

生活品質是以個人為主體所進行的一種健康評估，是個人處在一種生

理、心理、認知情感、社會、及身體功能均健康安適狀態（Schmidt ＆ 

Petersen, 2002；引自江季蓁、駱麗華，2002）。 

     姚開屏（2002）指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8 
 

WHO）對生活品質的定義、包含的範疇及層面，定義為「生活品質是

指個人在所生活的文化價值體系中，對於自己的目標、期望、標準、關

心等方面的感受程度，其中包括一個人在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程

度、社會關係、個人信念以及環境等六大方面」。這個定義強調了個人

在所處環境中的主觀感受的重要性，而且是多層面的概念（姚開屏，

2002，頁 185）。 

    由以上可知，生活品質是一個相當多面向的概念，它不僅僅包含人

的生理、心理、社會環境層面，並且是個人主觀的想法且隨著時間的推

移而有所變化；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更指出每個人會因所處環境不同對

生活品質有不同感受，可看出已有文化、種族等因素的考量，使得生活

品質的定義更加全面，故本研究將「生活品質」定義為個人依其所處文

化及價值，判斷其當前的生活環境與達到其生活目標、期望、標準、及

關心等感受。範圍包括：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社交/休閒、獨立程度、

個人信念、環境互動等範疇。 

 

貳、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評量工具 

關於生活品質的測量，許多學者認為應訂定明確的測量向度，以客

觀量化的方式來描述生活品質的全貌（Schalock, Keith, Hoffman, & 

Karen, 1989; Stark & Goldsbury, 1990）；另一派的學者則認為生活品質的

內涵本是相當個人及主觀的概念，若以量化的數據呈現無法深入探究，

也無法看出個體間的差異性（Edgerton, 1990; Turnbull & Brunk, 1990）。

考量僅有量化或質性研究的優缺點，有些學者則認為合併兩種研究方式

才能作有效的描繪（Conroy & Feinstein, 1990; Dennis, Williams, 

Giangreco & Cloninger, 1993）。 

國內學者在探討特定族群的生活品質時，除了使用故有的量化測驗

外，也會輔以質性研究的訪談資料，為的就是真實呈現該族群的實際生

活。林宏熾（2000）針對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品質的研究，亦採取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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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深度訪談法，藉由分析歸納將生活品質整理為：社區生活、家庭支

持、行動獨立、金錢使用、休閒娛樂、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以及生涯

規劃與期待七大範疇。從質性的探討能更了解與傾聽身障者切身的生活

體驗，也能讓社會大眾與提供服務的相關單位能更了解身障者青年的處

境，並提出更具體適宜的服務內容。 

本篇由過去國內的研究工具中，提出幾種實用且被廣為使用之生活

品質量表。包括（一）、SF-36 台灣版（SF-36），（二）、生活指標量表（QLI），

（三）、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WHOQQL： BREF-Taiwan 

Version）。於以下說明： 

 

（一）SF-36 台灣版 (36-ItemShort–Form Health Survey，SF-36） 

SF-36 為一般性的測量工具，主要在測量受測者的身心健康相關的

生活品質。而 SF-36 臺灣版是由著作人直接授權翻譯，委由長庚大學盧

瑞芬教授等多名學者完成題目翻譯。測驗總共 36 題，適用於 14 歲以

上之受測者，測量受測者身心健康狀態的八個面向，分別為：身體生理

功能、生理健康對社會角色的限制、心理健康對社會角色的限制、社會

功能、身體疼痛、活力狀況、心理健康、一般自覺健康狀況等八個面向。 

 

（二） 生活指標量表(Quality of life Index，QLI） 

生活指標量表用來測量不同疾病個案生活品質，由劉雪娥（1993）

將此量表修譯為中文版。共 74 題，包括心理社會因素、健康因素、環

境因素、親密因素、及家庭因素共五大概念，並以正在照顧 60 歲以上

的老人之家屬為測試對象，測得此量表整體 Cronbach’s α 值為 0.95，各

量表之 α 值為 0.80~0.95（劉雪娥，1993）。 

 

（三） 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WHOQQL： BREF-Taiwan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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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版生活品質問卷又分為「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

及「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以下針對兩種問卷說明。 

1. 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WHOQOL-100）的發展沿革 

    臺灣版研究小組於一九九七年取得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

（WHOQOL-100）的發展權，與香港版的研究小組共同進行生活品質

各層面的定義與題目翻譯工作。參與人員來自許多不同的背景，包括：

專科醫師、心理計量學家、流行病學家、公共衛生學者等專家，經過反

覆的討論與檢視翻譯的適當性後，最後確定臺灣版的世界衛生組織生活

品質問卷 （姚開屏，2005）。 

    問卷的預試於全臺之十七所區域級以上醫院進行隨機抽樣，針對不

同疾病、程度的門診中住院病人及健康民眾（家屬、義工）做一對一的

資料收集，一共收集到 1,068 份有效問卷（姚開屏，2005）。 

    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沿用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

卷，將原本六大範疇：生理範疇、心理範疇、獨立程度、社會關係、環

境以及心靈/宗教/個人信念，精簡為四大範疇：生理範疇（生理、獨立

程度）、心理範疇（心理、心靈/宗教/個人信念）、社會關係範疇以及環

境範疇，之後的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便是採用這四大範疇

分析資料 （姚開屏，2005）。 

    原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包含四大類型的量尺，分別為：能力

（capacity）類型、頻率（frequency）類型、強度（intensity）類型、評

估（evaluation）類型，每個類型量尺都採李克氏五點量表形式，臺灣版

的量尺標示語詞經過瑞士總部的同意後，研究出適合臺灣本土文化的量

尺標示語詞；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採用基本描述統計外、

還有信度分析（內部一致性、再測信度）、效度分析（內容效度、區辨

效度、同時效度、預測效度、收斂效度、建構效度），及對各範疇自覺

重要性的排序，以上分析結果都呈現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

擁有很好的信度與效度，是與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水準相當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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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姚開屏，2005）。 

    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預試問卷中除原有100題的核心

題目外，還加入符合本國文化特性的本土性題目。依照總部的建議方

法，研究團隊對病人、病人家屬、專家進行多次的焦點團體討論，篩選

出 12 題本土性題目，並增加了兩個新加入的層面，即「被尊重及接受

（面子與關係層面）」以及「飲食」層面 （姚開屏，2005）。 

    與先前測驗有所不同的，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為多個地區、

背景的人所共同研發的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問卷。以往將「健康」定義在

死亡率或罹病率的多寡，近年健康照護工作開始重視對於「人」的照顧，

而非僅在疾病本身，亦即是重視全人的照顧。所以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

質問卷重視「人」各生活層面的測量，也不再限於某一特定文化，而是

能做跨文化比較研究的測量工具 （姚開屏，2005）。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內含100題測量一般性健康相關生活品

質的題目，這些題目為各文化共通性的題目，亦即各文化對於健康相關

的生活品質有較一致、相同的看法，可以被用來做跨文化的比較，故稱

為「一般性題目」；除了一般性題目外，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同

意各國在題目翻譯為本國文字後，能加入本土化的題目，這些題目是個

文化所特有的，也可補足一般性題目所缺漏的部分，臺灣亦在建議下加

入 12 題本土化的題目（姚開屏，2005）。 

2. 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WHOQQL：BREF-Taiwan 

Version）的發展 

    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題目雖相當嚴謹，但礙於問卷題

目過長，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研究團隊致力進行簡明版本

的研究工作。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一共由 26 個題目組成，

其中的兩題是測量整體生活品質及一般健康的題目。其餘 24 題被分為

四個主要範疇：生理範疇、心理範疇、社會關係範疇、環境範疇 （姚

開屏，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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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形式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

卷總部的規定，前 26 題採用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相同的題目，

方便做跨文化的比較。由於總部之建議加入本土性的題目，便從臺灣版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研究出的 12 題本土性題目，其中包含新增

的兩個層面，因此由層面中各選出一題，完成一共 28 題的臺灣簡明版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姚開屏，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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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了了解多重障礙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現況，並進一步探討與生

活品質相關因素之關係，以提供特殊教育服務提供者參考之用，本研究

以問卷調查法作為收集資料的方式，研究對象為北部地區特殊學校的多

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本章共分五節，分別就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程序及資料處理做介紹。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研究者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本

研究的研究架構，各變項的關係如下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 

個人背景因素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宗教 

自覺健康狀況 

自覺快樂狀況 

 

家庭背景因素 

婚姻狀況 

個人平均月收入 

家庭平均月收入 

1.生理範疇 

2.心理範疇 

3.環境範疇 

4.社會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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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究者因時間、經費以及母群體資料取得不易等因素之考量，本研

究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針對研究者服務之北部地區

特殊學校家長為研究母群體；與學校教師知會研究目的與對象後，懇請

教師協助調查有意願參與研究的家長，並以多重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

為填寫問卷的對象。問卷一共發出 100 份，其中 20 份因受訪者拒絕填

寫的題數超過 3 題以上，視為無效問卷。有效問卷一共為 80 份，問卷

回收率達 80％。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為了回應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本研究使用「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

組織生活品質問卷」（WHOQQL： BREF-Taiwan Version）。以下針對臺

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介紹、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

卷信效度、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內容做討論。 

 

一、 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WHOQQL：BREF-Taiwan  

  Version）介紹 

    問卷由 26 個題目組成，其中的兩題是測量整體生活品質及一般健

康的題目。其餘 24 題被分為四個主要範疇：生理範疇、心理範疇、社

會關係範疇、環境範疇 （姚開屏，2005）。問卷雖為外國編制，但因應

地區的文化不同而增加本土性題目，並研究出符合臺灣文化的量尺標準

語詞，是適合臺灣民眾使用的問卷。第一部分由 28 題組成，分成四個

範疇，採李克特氏五點計分法（Liker’s scale），得分最少一分，最多五

分，分數越高代表生活品質越好。問卷中第 3、4、26 題為反向題，計

分前必須經過轉換，其餘為正向題。計分方式是由同一範疇內得分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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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後乘以四，成為範疇分數，使得各範疇分數能做比較，每個範疇分

數的範圍介於 4 分到 20 分之間，而第 1、2 題屬於整體評估，並未歸類

於上述四個範疇中（姚開屏，2005）。第二部份共一題，屬於綜合性自

我評估生活品質滿意程度。第三部分為基本資料。 

 

二、 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WHOQQL：BREF-Taiwan  

  Version）信效度 

  在信度部分，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WHOQQL： 

BREF-Taiwan Version）的內部一致性乃採用 Cronbach’sα得到四個範疇

以及問卷整體的內部一致性。四範疇中的「社會關係」範疇以及「環境」

範疇有兩個值被呈現，分別是加入本土性題目之前與後的內部一致性

值。整體問卷內部一致性值達到 0.91，顯示與全球性與香港版問卷相當

的結果；再測信度方面，問卷編制小組不使用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

品質問卷再測信度的資料，而是從臺灣北、中、南、東四家教學醫院收

集 142 份受訪資料，結果在 28 題中有 22 題的再測信度超過 0.60，這些

再測信度的範圍在 0.41 到 0.79 間；此外，各範疇的再測信度也高達 0.75

以上，結果相當不錯（姚開屏，2005）。 

    效度部分，問卷的內容效度採皮爾森相關法，各題目、層面與所屬

的範疇間相關係數介於 0.53~0.78（p＜.01），各範疇間的相關係數範圍

在 0.51~0.63 之間，由此高相關的結果看來，問卷的內容效度相當好。

效標關連效度方面，各題目與前兩題測綜合對 QOL（G1）與一般健康

狀態（G4）的題目間相關較低，落在 0.19~0.52，與一般層面（Facet G）

相關高，約 0.32~0.78 間，這些數值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另外，

各範疇與其他效標（如 G1、G4、自覺健康）之間的相關不錯，由此可

知問卷有好的效標關連效度；區辨效度方面，從健康與不健康兩組人的

題目選項及範疇分數使用 t 檢定進行差異分析，結果可見區辨效度尚

佳；在建構效度方面，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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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因素分析方面，就不含 G1、G4 之 26 題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或主

因子分析法作因素分析，之後進行斜交轉軸，這兩種分析結果皆能找到

相同的四個因素（即心理/社會、生理、物理環境、資源環境），也呼應

了問卷的四個範疇；驗證性因素分析方面，以不含 G1、G4、本土性兩

題之 24 題，分別將它們放在其所屬的四個範疇來分析，亦及第一個範

疇的七個題目所形成的模式作一個驗證性因素分析，又對第二範疇的六

個題目所形成的模式進行一個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此類推。再來將本土

性兩題加入至第三範疇（社會範疇）、第四範疇（環境範疇），將四個範

疇分別作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反應問卷所設的結構。另外，再由四個

因素的結構方程式，進行第二層級因素分析，顯示四個因素的結構方程

式呼應問卷所設計的結構（姚開屏，2005）。 

     以上對於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信效度的分析結果，

我們可知此問卷的信效度相當好，為近年來研究生活品質的熱門工具。 

 

三、 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WHOQQL：BREF-Taiwan  

Version）內容 

    臺灣簡明版問卷為 28 題，分為四大範疇、26 層面，範疇與層面架

構的分類請參考表 2-1（姚開屏，2005，頁 92）。 
 
表 2-1 範疇與層面分類架構表 
範疇一    生理範疇 

層面 1.    疼痛與不適 
層面 2.    活力及疲倦 
層面 3.    睡眠及休息 
層面 9.    活動能力 
層面 10.   日常生活活動 
層面 11.   對藥物及醫療的照顧 
層面 12.   工作能力 

範疇二 心理範疇 

層面 4.    正向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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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5.    思考、學習、記憶及集中注意 
層面 6.    自尊 
層面 7.    身體意象及外表 
層面 8.    負面感覺 
層面 24.   靈性/宗教/個人信念 

範疇三 社會關係範疇 

層面 13.   個人關係 
層面 14.   實際的社會支持 
層面 15.   性生活 
層面 25.   被尊重及接受（面子與關係） 

範疇四 環境範疇 

層面 16.   身體安全與保障 
層面 17.   家居環境 
層面 18.   財務資源 
層面 19.   健康及社會照護；可取得及品質 
層面 20.   取得新資訊及技能的機會 
層面 21.   參與娛樂及休閒活動的機會 
層面 22.   物理環境 
層面 23.   交通 
層面 26.   飲食 

資料來源：姚開屏（2005）。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之發展及使用 
手冊第二版（頁 92）。臺北：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臺灣版問卷發 
展小組。 
 

    WHOQOL 各範疇與層面的定義及說明，採用姚開屏生活品質問卷

開發小組所編製的使用手冊（姚開屏，2005，頁 136-142），對四大範疇

與 26 層面做說明： 

 

（一）整體生活品質與健康 

此層面乃綜合探討一個人如何評價自己的整體生活品質、健康及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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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理範疇 

1. 疼痛與不適：探討個人在生理方面所經歷不舒服的感覺，這些

感覺對於生活帶來的苦惱和干擾的程度。本層面的問題包括個

人對疼痛的控制及紓解的能力，假設越能紓解疼痛者，其生活

品質受到疼痛影響較小。所以一般人對疼痛的反應並不同，對

於疼痛的忍耐力或接受度會影響疼痛對於生活品質的衝擊。 

2. 活力及疲倦：探討一個人從事日常生活所需的工作與其它活

動，例如： 休閒活動時的活力、熱忱與耐力。此層面範圍可以

從無力、疲倦、到充滿活力，甚至到精力充沛。疲倦的原因雖

超出此層面的探索的範圍，但仍隱藏在日常生活活動或人際關

係層面的問題裡。 

3. 睡眠及休息：此層面探討睡眠與休息如何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品

質，睡眠的問題包括難以入睡、夜間睡醒、清晨醒來而無法再

度入眠，以及睡醒時缺少振作感。本層面重點在於睡眠是否受

到任何原因的干擾，包括個人或環境的因素；但本層面不討論

睡眠的細節狀況，如： 睡前服用安眠藥。 

4. 移動能力：此層面探討個人對於本身移動能力的看法，包括從

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在家中四處移動、或是往返交通運輸

處。本層面的重點在一個人在無他人的協助下，用任何方法到

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一個人若有身體上的傷殘未必會影響其移

動能力。此層面不含運輸工具，它們在交通運輸的層面做探討。 

5. 日常生活活動：此層面探討一個人執行日常生活活動的能力，

包括自我照顧、適當處理個人財務。人們日常生活需依賴他人

的程度，也可能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 

6. 對藥物及醫療的依賴：此層面探討一個人為維持其身心健康而

對藥物或另類醫療的依賴（如：針灸和草藥）。依賴藥物對於有

些人的生活品質會有負面的影響（如：化學治療的副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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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會提升個人的生活品質（如：癌症病人使用止痛藥）。本層

面也包括非藥物的醫療介入，如：心律調節器、義肢等。 

7. 工作能力：此層面探討個人因工作而使用活力的狀況，工作定

義為個人從事的任何主要活動，包括有薪資的工作、無給職（無

薪資的工作）、志願性的社會區工作、全天候就學、照顧小孩及

料理家事。本層面著重於個人執行工作的能力，而不論工作型

態為何。 

（三） 心理範疇 

1. 正面感覺：此層面探討一個人經驗多少的滿足、平衡、平和、

幸福、希望、喜樂即享受生命中美好事物的正向感受。一個人

對於未來的看法和感覺，被視為這一層面的重要部分。對很多

的受訪者而言，這層面可視為生活品質。 

2. 思考，學習，記憶及集中注意力：此層面探討一個人對本身的

思考、學習、記憶，集中注意力及決策能力的看法，其中包括

思考速度及想法清晰程度。一般人認為認知困難者無法洞察本

身的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個人的主觀評估外，尚需加

入代理人的評估資料。另一類似的問題是有些受訪者可能不願

意承認自己在這方面有問題。 

3. 自尊：此層面探討人們對自己的感覺，這種感覺範圍可從正向

到極負向。同時探討自己身為人的價值感。另外，個人對自我

效能、自我滿意度和自我控制的看法也在這個層面。自尊層面

包含的內容有：與別人相處的能力、教育程度、對於改變或完

成特定工作或行為的能力評估、與家人的關係，以及對自尊及

自我接受的感覺。 

4. 身體意象及外表：此層面探討個人對於自己身體的看法，對身

體的正向或負向看法都包含在此層面中。重點在於個人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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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滿意度及對自我概念的影響。這包括所感受的或實際的

生理缺陷能被矯正的程度（如：義肢、化妝等）。別人對一個人

外表的反應可能會對個人的身體意象有很大的影響。 

5. 負面感覺：此層面是關於一個人經驗多少的負面感覺，包括：

消沉、內疚、傷心、哭泣、絕望、焦慮以及缺乏生活樂趣。此

層面考慮到任何負面感覺所造成的苦惱及對日常生活運作的影

響。問題設計能涵蓋任何重度心理障礙的人，如重度憂鬱症、 躁

鬱及恐慌症者。 

6. 靈性/宗教/個人信念：此層面探討個人信念及其如何影響生活品

質。這可藉以幫助他人調適生活中的困境、建構不同的生活經

驗、為精神與個人賦予意義、以及更廣泛的給予個人幸福感。

此層面包括不同的宗教取向或個人的靈性信仰。問題內容亦會

考慮宗教對生活的負面影響。 

 

（四）社會關係範疇 

1. 個人關係：此層面探討人們在生活的親密關係中所感受到的希

望友誼、愛和支持的程度。也論及照顧和供給他人的承諾與現

在經驗。本層面包括去愛、被愛、以及與他人在情感和身體上

親密的能力和機會。同時包括人們覺得可以和所愛的人分享快

樂和苦惱時刻之程度，以及愛人和被愛的感覺，肉體的親密也

包含在內。本層面論及所有愛的關係，如：親密友誼、婚姻、

同性和異性的同伴關係。 

2. 實際的社會支持：此層面探討一個人從家庭和朋友中感受到多 

少承諾、認同及實際支持的獲取。本層面的問題也探討家人和

朋友在分擔責任及共同努力解決個人與家庭問題的程度。重點 

在於此人感受家人與朋友的支持程度，尤其是在危難時可依靠

這個支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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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生活：此層面是關於人對於性的渴求和慾望，以及此人能夠

合宜的表達和享受性慾的程度。此層面只問有關性的驅力、表

達與滿足，至於其他身體親密關係則涵蓋在別處。此層面不包

括性的價值判斷，只詢問性生活和個人生活品質的關聯，因此

個人對於性取向和性行為本身不被認為是重點，從性而來的欲

望、表達、尋求機會和滿足才是本層面的重點。一般認為，性

是很難詢問的，在某些文化裡，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能更加保

留。有些受訪者可能很少或毫無性慾，而並不會對他們的生活

品質有不良的影響。 

4. 被尊重及接受（面子與關係）：此層面探討個人感受到別人的尊

重、接受或給面子的程度。 

 

（四） 環境範疇 

1. 身體安全與保障：此層面探討個人免於身體傷害之安全感及保

障感。對安全或保障的威脅可來自任何方面，例如：他人或政

治壓迫。因本層面可能直接與個人的自由感受有關，所以問題

的設計允許生活沒有限制的個人，到居住在壓迫且覺得國家或

鄰近地區不安全的個人。本層面也包括個人覺得可以或可能保

護其安全感及保障感的資源有多少，但問題並不探討那些有嚴

重心理疾病且自覺本身安全受威脅者。 

2. 家居環境：此層面探討個人的主要居住地點，及其如何影響個

人的生活。家居的品質將以舒適與提供個人安全住處為基礎來

評估。除了指居家環境外，居家鄰近區域的品質也包含在內。

問題措辭也有涵蓋沒有與家人住在一起的人，例如：難民、住

在機構者。 

3. 財務資源：此層面探討財務資源如何符合健康舒適的生活型態

所需要程度之個人看法，其重點在於個人的負擔能力對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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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影響。本層面的問題包括對於以其個人收入所能獲得的

東西是否感到滿足，也包括個人的財務資源所提供的獨立感與

知足感。 

4. 健康及社會照護/可取得及品質：此層面探討個人對鄰近地區在

健康與社會照護方面的看法。本層面問題包括：個人如何看待

健康與社會服務的方便性，以及他們需要這些照護服務時，所

得到或期望得到的照護品質及完整性。同時問題也包含個人或

帶親友前往當地健康與社會服務設施的難易度。 

5. 取得新資訊及技能的機會：此層面探討一個人學習新技能，獲

取新知識，掌握週遭事物的機會和渴望；包括對週遭事物的接

觸與訊息。本層面也代表一個人是否有機會滿足對資訊和知識

的需要，不論是教育上的知識或是個人生活品質相關本地、本

國或國際消息。 

6. 參與娛樂及休閒活動的機會：此層面探討個人參與休閒、消遣、

和放鬆的能力、機會及傾向。本層面問題包括所有形式的休閒

活動。其範圍可以從朋友、運動、閱讀、看電視、與家人相處、

到完全不做事。 

7. 物理環境：此層面探討個人對環境的看法，包括噪音、汙染、

氣候、環境的整體情況，及環境對生活品質的改善或不良影響。

在某些文化裡，環境的某些方面可能與生活品質有特別的相

關，例如：水的可用性或空氣汙染。這層面不包括居家環境或

交通服務，這些已涵蓋在其他層面。 

8. 交通：此層面探討個人因為了四處行動而尋找及使用交通服務

之方便程度的看法。本層面的問題包括可供個人使用之任何形

式的交通工具（腳踏車、汽車、公車）。重點在於可使用的交通

工具如何讓個人從事必要的日常生活工作以及從事選擇性活動

的自由程度。問題並不包括交通工具的種類，也不包括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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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行動的方法。此外個人的活動能力以涵蓋在活動能力此層

面。 

9. 飲食：此層面探討個人對於所期望吃的食物，是否吃到及能享

受所吃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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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根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將研究分為五個研究階段：文獻探討、

選定研究工具、正式研究、資料分析、完成論文，內容分述如下。  

 

一、 文獻探討 

與指導教授討論分享幾年來對於復健諮商與特殊教育工作的想

法，當研究者決定研究主題，即開始搜尋國內外相關文獻與研究，以各

類別特殊需求學生照顧者研究為研讀重點，同時著手撰寫論文計畫。 

除了了解相關研究的研究目的與結果，同時尋找適合的研究方法與測量

工具。參考多篇論文及研究問卷的內容後，選定在信效度方面備受肯定

的「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確定研究問卷後致信給編撰

人姚開屏教授，說明研究目的與內容，親自請姚教授簽署使用同意書後

獲得問卷的使用權。 

為尋找研究對象，研究者央請北部特殊學校教師協助，與有意願協

助研究教師說明研究的目的與方式，並請教師協助調查有意願參與研究

的家長人數與性別，在研究階段協助收發同意書、研究問卷、發放感謝

禮品等事宜。 

 

二、 選定研究工具 

經過多方涉略並與指導教授討論，本研究者最後選定臺灣「簡明版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問卷」，先致信與姚開屏教授並簽署使用同意書，獲

得問卷電子檔的使用權。 

在閱讀問卷的發展沿革與使用方式時，發現某些題目可能使受測者

作答出現猶豫、困難等狀況，而臺灣版問卷發展小組也提到某些問題讓

人困擾，如第 21 題問到：「您滿意自己的性生活嗎」，對於一般人而言

為較難啟齒，可能導致較低的填答意願；根據臺灣版「簡明版世界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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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生活問卷」指導手冊的建議，於不影響題目的情況下，研究者於第

21 旁加上黃色便條紙作為視覺提示，說明此題僅需靠直覺回應，不用預

設任何立場，希望利用視覺說明來降低受測者對於此題的疑惑。 

 

三、 正式研究 

正式研究內容包括：進行研究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工作。研究者計算

每位特教教師回報家長之人數，先發放受試同意書，根據回收的同意書

來發放問卷，過程由各班教師協助發送與回收，填寫狀況也由教師協助

檢視，確定問卷填寫無誤後發送小禮物一份。問卷發出 100 份，填寫與

回收時間為 2 個月，全數回收後進行問卷檢視並淘汰無效問卷，有效問

卷為 80 份，之後進行資料分析與整理。 

 

四、 資料分析 

根據研究問卷的資料處理，採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來進行描述

性、相關性的統計。針對待答問題 1 採用描述性統計方式，使用次數分

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來解釋資料；待答問題 2 至 4 則使用 ANOVA

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複迴歸分析來解釋個人因素、家庭因素與生活

品質四大範疇的相關性。 

 

五、 完成論文 

將問卷的結果進行統計分析，製作相關表格與解釋資料，撰寫時參

照先前文獻探討的結果，將資料做深入的比較與討論，並提出具體建議

以供教育、社會相關單位參考。依照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實際研究過程、

結果討論發展本研究的限制，提供未來研究者進行生活品質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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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本研究待確認問卷資料無誤後，使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方法分為： 描述性統計、

ANOVA 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複迴歸分析，分述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使用描述性統計回應待答問題 1。並透過次數分配、百分比說明主

要照顧者的性別、教育程度、婚姻情況、宗教信仰、年收入、職業、自

覺健康程度等變項的現況。另外以平均數、標準差描述主要照顧者年

齡、自覺健康等變項。 

 

二、 ANOVA 變異數分析 

ANOVA 變異數分析部分，可用來檢測三組或三組以上獨立之母群

體平均數差異所用的檢定方式。也就是說，用來比較三組以上母群體，

對於某一個依變數的平均數，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三、 卡方檢定 

    卡方檢定是在依變項為類別變項（nominal scale）時通常採用卡

方檢定，它用來檢定某一個依變數之間是否有其差異。 

 

四、 複迴歸分析 

    複迴歸分析用於了解兩個或多個變數間是否相關、相關方向與強

度，並建立數學模型以便觀察特定變數，以用來預測研究者感興趣的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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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個人背景因素與家庭背景因素之描述性

統計，第二節為生活品質問卷題項、範疇及層面之描述性統計，第三節

為生活品質相關因素、題項與各範疇之相關性，第四節為生活品質範疇

影響因素彼此間的差異分析，第五節為生活品質範疇對整體生活品質評

價與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 

 

第一節 個人背景因素與家庭背景因素之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發現，影響生活品質的相關因素主要分為「個人背景因素」

與「家庭背景因素」。「個人背景因素」部分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自覺健康狀況與自覺快樂程度六項，而「家庭背景因素」部

分包含婚姻狀況、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入三項，並於以下分

述之。 

 

壹、   個人背景因素 

    首先說明「個人背景因素」中的「性別」項目，從表 4-1「個人背

景因素」描述性統計顯示，性別為男性共 21 人，佔總樣本百分比 26.3%，

女性為 59 人，佔總樣本百分比 73.8%，主要照顧者以女性分布居高。 

    而「年齡」分布中，30~40 歲有 4 人，百分比 5%、40~50 歲最多，

為 49 人，佔總樣本百分比 61.3%。50~60 歲為 21 人，百分比 26.3%，

60~70 歲 3 人，70 歲以上 3 人，兩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各為 3.8%。 

    另外在「教育程度」分布中，國小以下為 4 人，百分比 5%。國中

6 人，百分比 7.5%，高中職為 27 人，百分比 33.8%。大專最高，共 38

人，佔總樣本百分比 47.5%，研究所以上 5 人，百分比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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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在「宗教信仰」的分布，沒有宗教信仰為 16 人，百分比 2%。

信奉佛教最多，共 30 人，佔總樣本百分比 37.5%。道教 14 人，百分比

17.5%，基督教 8 人，百分比 1%。信有神但沒有特定宗教為 12 人，百

分比 15%。 

    另外在「自覺健康狀況」部分，自覺健康狀況很差為 2 人，百分比

2.5%，差為 10 人，百分比 12.5%。不好不壞最高，共 34 人，佔總樣本

百分比 42.5%。自覺健康狀況好有 29 人，百分比 36.3%。很好則有 5

人，百分比 6.3%。 

    而「自覺快樂程度」部分，自覺不快樂為 14 人，百分比 17.5%。

還算快樂最高，共 42 人，佔總樣本百分比 52.5%。自覺快樂 23 人，百

分比 28.75%，自覺很快樂則僅有 1 人，百分比 1.3%。 

 
表 4-1「個人背景因素」描述性統計 

人口變項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 
分比 

    
性別 

男性 21 26.3 26.3 
女性 59 73.8 100.0 
總和 80 100.0   

年齡 

30~40 歲 4 5.0 5.0 
40~50 歲 49 61.3 66.3 
50~60 歲 21 26.3 92.5 
60~70 歲 3 3.8 96.3 
70 歲以上 3 3.8 100.0 
總和 80 100.0   

教育程度 

國小 4 5.0 5.0 
國中 6 7.5 12.5 
高中職 27 33.8 46.3 
大專 38 47.5 93.8 
研究所以上 5 6.3 100.0 
總和 80 100.0   

     宗教信仰 無 16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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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30 37.5 57.5 
道教 14 17.5 75.0 
基督教 8 10.0 85.0 
信有神但沒有特定宗教 12 15.0 100.0 
總和 80 100.0   

自覺健康狀況 

很差 2 2.5 2.5 
差 10 12.5 15.0 
不好不壞 34 42.5 57.5 
好 29 36.3 93.8 
很好 5 6.3 100.0 
總和 80 100.0   

自覺快樂程度 

不快樂 14 17.5 17.5 
還算快樂 42 52.5 70.0 
快樂 23 28.8 98.8 
很快樂 1 1.3 100.0 
總和 80 100.0   

 

貳、  家庭背景因素  

    除了「個人背景因素」外，影響生活品質的另一項因素為「家庭背

景因素」，其中包含婚姻狀況、個人平均月收入與家庭平均月收入三項。

首先說明「婚姻狀況」項目，表 4-2「家庭背景因素」描述性統計中，

婚姻狀況分布為：未婚 1 人，百分比 1.3%，已婚人數為 59 人最高，占

總樣本百分比 73.8%。離婚 14 人，百分比 17.5%，喪偶 6 人，百分比

7.5%。至於「個人平均月收入」的分布中，收入在 2 萬以下最多，為

28 人，佔總樣本百分比 35.0%。2~4 萬為 15 人，百分比 18.8%。4~6 萬

17 人，百分比 21.3%。6 萬以上為 20 人，百分比 25%。 

    另外在「家庭平均月收入」部分，全家平均月收入在 5 萬以下為 22

人，百分比 27.5%。5~10 萬最高，有 27 人，占總樣本百分比 33.8%，

10~15 萬有 14 人，百分比 17.5%。15 萬以上有 17 人，百分比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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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家庭背景因素」描述性統計 
人口變項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婚姻狀況 

未婚 1 1.3 1.3 
已婚 59 73.8 75.0 
離婚 14 17.5 92.5 
喪偶 6 7.5 100.0 
總和 80 100.0   

個人平均月收入 

2 萬以下 28 35.0 35.0 
2~4 萬 15 18.8 53.8 
4~6 萬 17 21.3 75.0 
6 萬以上 20 25.0 100.0 
 總和 80 100.0   

家庭平均月收入 

5 萬以下 22 27.5 27.5 
5~10 萬 27 33.8 61.3 
10~15 萬 14 17.5 78.8 
15 萬以上 17 21.3 100.0 
總和 80 100.0   

   

  綜合而言，「個人背景因素」中的性別以女性為主，年齡分布主要在

40~50 歲之間，教育程度部分多集中在高中職與大專，宗教信仰主要為

佛教，自覺健康狀況與快樂程度則較集中在不好不壞與還算快樂。從研

究結果可知，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仍以女性為大宗，顯示現今社會

對於母職的期待，女性通常是扮演照顧孩子的主要角色。自覺快樂程度

集中在不好不壞與還算快樂，代表大部分的主要照顧者對於自我快樂的

評價處於普通到感覺些許快樂，反應不差。 

    此外在「家庭背景因素」發現，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婚姻狀

況為已婚最多，個人平均月收入部分產生兩個主要集中區域，即次數最

高的 2 萬元以下以及次高的 6 萬元以上，家庭平均月收入則主要分布在

5 到 10 萬。上述討論顯示，在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婚姻狀況方面，

已婚比例超過半數以上，而個人收入的集中區呈現兩個極端，分別是 2

萬以下及 6 萬以上。2 萬以下的個人月收入可解釋為收入較少甚至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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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此結果反映主要照顧者因照顧孩子放棄工作，所以呈現較低的個人

月收入。然而，個人月收入在 6 萬以上顯示，高收入的主要照顧者也有

一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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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活品質問卷題項、範疇及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本節探討生活品質問卷題項、範疇及層面之描述性統計，以下分為

三個部分作討論：生活品質問卷題項之描述性統計、各範疇及加總值之

描述性統計、各範疇下的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壹、生活品質問卷題項之描述性統計 

    以下呈現之描述性統計，乃依據生活品質問卷量表各題項所得分

數，經計算後得到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依據生活品質問卷的計量方法，

受測者得分最低為 1 分、最高為 5 分，採用 5 點量表的計算下，平均數

在 1~5 之間，而每個尺度計分差距為 1 分，故標準差若大於 1，則顯示

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在該題項中，顯示較高的不一致性，反之，

則代表該題項的一致性較高。本研究除了呈現生活品質量表中每一個題

項、範疇、層面的反應分數外，還會分析受測者對每個問卷題項、範疇

及層面的看法是否具一致性。 

    在生活品質問卷題項部分，表 4-3 顯示生活品質問卷題項之描述性

統計，發現所有題項之平均數介於 2.69~4.01 之間，標準差則在 0.64~1.15

之間。其中，平均數最低的題項為「您享受生活嗎」，其反映介於「有

一點享受」到「中等程度享受」之間，此題項之層面乃屬於「正面感覺」，

表示多重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對於生活品質態度，並不具有強烈的正

面感覺。標準差為 0.98，顯示受測者在此題項的反應具一致性，代表受

測者皆在生活品質態度方面不具有強烈的正向感覺。 

    而平均數最高的問卷題項為「您需要靠醫療的幫助應付日常生活

嗎」，在生活品質層面屬於「醫療的依賴」，其反映介於「有一點需要」

到「完全沒有需要」之間，此現象顯示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雖然

大多認為不需要靠醫療的幫助應付日常生活，但其標準差為 1.15，為所

有量表題項中的最高值，代表不一致性是存在的。推論其不一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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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應是每個人感受之健康狀況有所差異，造成此題項不一致較高。 

    在所有問卷題項中，標準差最低值的題項為「您對醫療保健服務的

方便程度滿意嗎」，在生活品質層面屬於「社會照護」，且其反應介於

「中等程度滿意」與「滿意」之間，標準差為所有題項的最小值，顯示

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在此部分看法的一致性，代表主要照顧者皆

對醫療保健服務的方便程度感到尚可。 

 
表 4-3 生活品質問卷題項之描述性統計 
量表題項 生活品質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1.整體來說您如何評價您的生活品質 綜合生活品質 3.24  0.78  
2.整體來說您滿意自己的健康嗎 綜合健康 3.23  0.86  
3.您覺得身體疼痛會妨礙您處理需要

做的事情嗎 
疼痛不適 3.41  1.08  

4.您需要靠醫療的幫助應付日常生活

嗎 
醫療的依賴 4.01  1.15  

5.您享受生活嗎 正面感覺 2.69  0.98  
6.您覺得自己的生命有意義嗎 靈性/個人信念 3.49  1.03  
7.您集中精神的能力有多好 思考學習記憶 3.16  0.95  
8.在日常生活中您感到安全嗎 身體安全保障 3.20  0.93  
9.您所處的環境健康嗎 物理環境 3.03  0.87  
10.您每天的生活有足夠的精力嗎 活力 2.91  0.96  
11.您能接受自己的外表嗎 身體意象 3.59  0.90  
12.您有足夠的金錢應付所需嗎 財務資源 2.80  1.01  
13.您能方便得到每日生活所需的資

訊嗎 
資訊技能 3.49  0.94  

14.您有機會從事休閒活動嗎 娛樂休閒 2.74  0.92  
15.您四處行動的能力好嗎 活動能力 3.73  1.02  
16.您滿意自己的睡眠狀況嗎 睡眠 3.15  0.93  
17.您對自己從事日常活動的能力滿

意嗎 
日常活動 3.46  0.83  

18.您滿意自己的工作能力嗎 工作能力 3.44  0.79  
19.您對自己滿意嗎 自尊 3.51  0.75  
20.您滿意自己的人際關係嗎 個人關係 3.45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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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您滿意自己的性生活嗎 性生活 3.30  0.85  
22.您滿意朋友給您的支持嗎 社會支持 3.69  0.76  
23.您滿意自己住所的狀況嗎 家居環境 3.35  0.78  
24.您對醫療保健服務的方便程度滿

意嗎 
社會照護 3.64  0.64  

25.您滿意所使用的交通運輸方式嗎 交通 3.73  0.66  
26.您常有負面的感受嗎 負面感覺 3.24  0.80  
27.您覺得自己有面子或被尊重嗎 被尊重 3.19  0.81  
28.您想吃的食物通常都能吃到嗎 飲食 3.76  0.78  

 

貳、各範疇及加總值之描述性統計 

    有關生活品質各範疇部分，表 4-4 顯示生活品質範疇分數之描述性

統計，其範疇分數為轉換後分數，其中生理範疇轉換分數平均數為

13.83，標準差為 2.68。心理範疇轉換平均分數為 13.11，標準差為 2.69。

社會範疇轉換分數為 13.90，標準差為 2.38。本土社會範疇分數平均數

為 13.63，標準差為 2.42；環境範疇轉換分數為 13.25，標準差為 2.31。

本土環境範疇分數平均數為 13.23，標準差為 2.26。 

 
表 4-4 生活品質範疇轉換分數之描述性統計 
生活品質範疇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理範疇 13.83 2.68  6 19 
心理範疇 13.11 2.69  7 19 
社會範疇 13.90 2.38  8 20 
本土社會範疇 13.63 2.42  8 20 
環境範疇 13.25 2.31  9 18 
本土環境範疇 13.23 2.26  9 18 
 

     除了表 4-4 呈現之生理、心理、社會、環境四範疇的描述性統計外，

研究者也特別列出本土社會範疇及本土環境範疇的描述性統計。就數據

解釋而言，因社會範疇與本性社會範土疇的概念相似，環境範疇與本土

性環境範疇也有類似的概念，其差別在於本土社會範疇、本土環境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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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社會範疇與環境範疇增加了臺灣本土性的題項。 

    根據生活品質問卷臺灣版研究小組表示，本土社會範疇、本土環境

範疇特別強調研究地區「本土」性，亦即強調每個受測地區的地域性及

獨特性，參考價值勝過社會範疇與環境範疇。有鑑於本研究的受測對象

為臺灣本土的對象，研究者便以「本土」為主體，引用本土社會範疇及

本土環境範疇來解釋本研究的結果（姚開屏，2005）。 

    在經過轉換後，生活品質量表範疇分數的數值介於 4~20 之間，若

採用本土社會範疇及本土環境範疇的情況下，將範疇由高至低排序分別

為生理範疇、本土社會範疇、本土環境範疇、心理範疇。生理範疇的平

均分數最高，為 13.83，表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範疇

中，以生理範疇的生活品質最好，其次分別為本土社會範疇、本土環境

範疇，生活品質感受最不好屬心理範疇，平均分數為 13.11，此結果與

國內針對特殊需求學生主要照顧者及接受早療服務的家長2篇有相同的

排序。而本研究與國內 3 篇研究皆發現主要照顧者在心理範疇呈現相對

低弱的狀況，可見不同障礙類別的主要照顧者的感受中，心理範疇都是

較需要支持的部分（吳佩珊，2009；胡蓉、林金定，2009；王思淳，2012）。 

    針對研究的待答問題 1，研究者從量表中的各個題目及每個範疇之

平均數中，發現受測者整體生活品質結果皆為中等程度滿意以上，這表

示多重障礙主要照顧者，在總生活品質的結果為中等程度滿意以上，此

結果與國內現有研究相似（楊宇寧，2008；吳佩珊，2009）。 

 

參、各範疇下的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除了上述討論的範疇外，研究者也針對範疇下的層面進行排序比

較，並做解釋分析。在生理範疇所屬的層面中，分數最高者為對藥物及

醫療的照顧（4.01），其次是活動能力（3.73）、日常活動（3.46）、工作

能力（3.44）、疼痛不適（3.41）、睡眠（3.15）、活力（2.91），顯示多重

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身體狀況並不太需要倚賴藥物支持，而活力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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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分數為 2.91，算是中等偏低的狀態，可看出家有多重障礙學生的

主要照顧者常感覺缺乏活力，可能原因為照顧多重障礙孩子相較一般孩

子需要較多時間與精力，所以主要照顧者常會感到缺乏活力。其餘的層

面之平均數有 3 分以上，屬於中等狀態。 

    在本土社會範疇所屬層面中，最高分者為社會支持（3.69），再來是

個人關係（3.45）、性生活（3.30）、被尊重（3.19），由以上結果可知多

重障礙主要照顧者自覺得到的社會支持、個人關係、性生活、自覺受尊

重有中等以上的感受。 

    而本土環境範疇所屬層面中，分數最高者為飲食（3.76），其次分別

為：交通（3.73）、社會照顧（3.64）、資訊技能（3.49）、居家環境（3.35）、

身體安全保障（3.20）、物理環境（3.03）、財務資源（2.80）、娛樂休閒

（2.74）。以上數據結果發現，在財務資源以及娛樂休閒部分分數屬中等

偏低，顯示主要照顧者在財務資源與休閒娛樂部分自覺較不足。 

    至於心理範疇所屬層面中，得分最高者為身體意象（3.59），其次分

別為：自尊（3.51）、靈性/個人信念（3.49）、負面感覺（3.24）、思考學

習記憶（3.16）、正面感覺（2.69），正向感覺的分數為中等偏低的情形，

代表主要照顧者自覺正向感覺較差。 

    從各範疇的層面分數可看出生活品質細部的資訊，多重障礙學生主

要照顧者在生理範疇各層面皆有中等以上的感受，但是最缺乏活力，因

不分日夜的照料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因此感到疲乏無力。本土社會部分

的各個層面皆有平均以上的分數，代表主要照顧者在本土社會範疇的各

層面皆有中等以上的感受，未出現低於 3分的層面。至於本土環境範疇

部分，因主要照顧者需要較多時間照顧多重障礙孩子，相對也無閒暇時

間從事娛樂休閒活動，所以在本土環境範疇的娛樂休閒層面感受較差，

另外財務資源也是他們所在意的問題，有些主要照顧者為了孩子放棄工

作，家裡的經濟狀況也因此有所改變，而多重障礙學生從小到大的就

醫、教育花費，還有成年後的就學就養與信託問題，確實也讓主要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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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財務傷透腦筋。在心理感受方面，雖然負面的感覺的程度與一般民

眾無太大差異，但正面感覺的心理感受卻相對低落，可能在生活大部分

的時間都被孩子所占滿的情況下，主要照顧者的喜憂皆與孩子有關，若

無其他的生活重心調劑，正向感覺就會比一般民眾少了許多。 

    綜合以上討論，在生活品質問卷題項中，平均數最高的題項為「您

需要靠醫療的幫助應付日常生活嗎」，但其標準差也為所有題項中的最

高值，代表受測者在此題項作答的差異性較大，也顯示受測者對於此題

的反應有較大的不同，使得此題的不一致性高。另外最低分的題項為「您

享受生活嗎」，此項目得最低分顯示，受測者對自己生活的評價普遍低

落。而標準差最低的題項為「您對醫療保健服務的方便程度滿意嗎」，

代表受測者對醫療保健服務的方便度有較高一致性，感受程度為尚可。 

    至於在各個範疇描述性統計部分，轉換分數最高者為生理範疇，其

次依序為：本土社會範疇、本土環境範疇、心理範疇，而且以上範疇的

平均數皆為 13 分以上，代表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在每一個範疇的

感受都不差。 

     另外針對各範疇下的層面討論，在生理範疇中的「活力」層面感受

度最差，而本土社會範疇的各層面皆有不錯的表現。至於本土環境範疇

中，「財務資源」與「娛樂休閒」兩個層面有較低的感受，而心理範疇

中的「正向感覺」層面的感受最差，由此可知，受測者在活力、財務資

源、娛樂休閒、正向感覺是最需要加強的層面。 

     特別重要的是，研究者從量表的各個題目平均數、生活品質範疇的

平均數，發現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之總生活品質為中等程度滿意以

上，顯示其生活品質有中等以上的評價，與國內的幾篇研究有同樣的結

果（楊宇寧，2008；吳佩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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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活品質相關因素、問卷題項與各範疇之相關性 

     本節針對兩部分進行討論：生活品質相關因素與各範疇之相關性及

生活品質問卷題項與各範疇之相關性做討論。  

     

壹、 生活品質相關因素與各範疇之相關性 

    在生活品質相關因素與各範疇之相關性中，影響生活品質的相關因

素可分為個人背景因素與家庭背景因素兩項，本研究者將個人背景因素

與各範疇進行相關性分析：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自覺健康狀況、自

覺快樂程度；另外也將家庭背景因素與各範疇進行相關性分析：個人平

均月收入、家人平均月收入。   

    本研究結果發現與生活品質有關之因素包含下列：教育程度、自覺

健康狀況、自覺快樂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入五項。 

    在影響生活品質的相關因素中，個人背景因素所屬中的「性別」與

社會範疇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相關程度為弱相關（r＝0.251, p＜.05）。

「年齡」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均不具有相關顯著性。而「教育程度」與

環境範疇（r＝5.31, p＜.05）、本土環境範疇（r＝0.547, p＜.05）呈現中

度的顯著正相關。另外「自覺健康狀況」則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均具有

顯著正相關（0.456~0.570），其中與自覺健康狀況相關程度最高為生理

範疇（r＝.570 , p＜.05），相關程度最低為本土社會範疇（r＝.456, p

＜.05）。至於「自覺快樂程度」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均具有顯著正相關

（0.521~0.631），其中與自覺快樂程度相關程度最高為本土社會範疇（r

＝.631, p＜.05），相關程度最低為生理範疇（r＝.521 , p＜.05）。 

另外在家庭背景因素部分，個人平均月收入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均

具有顯著正相關（0.235~0.430），其中與個人平均月收入相關程度最高

為環境範疇（r＝.430, p＜.05），相關程度最低為社會範疇（r＝.235, p

＜.05）。而家庭平均月收入與生理範疇（r＝.262, p＜.05）、社會範疇（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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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p＜.05）、環境範疇（r＝.405, p＜.05）、本土環境範疇（r＝.393, 

p＜.05）存在顯著正相關。 

    以上數據顯示，個人背景因素中的性別與年齡兩項因素與生理、心

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四個範疇均不具有相關顯著性，即代表性別與

年齡在本研究中，並非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主要因

素。而教育程度與本土環境範疇呈現中度正相關，即教育程度越高則本

土環境範疇的分數越高；自覺健康狀況則與生理、心理、本土社會、本

土環境四範疇均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相關程度最高為生理範疇，相關

程度最低為本土社會範疇；自覺快樂程度與生理、心理、本土社會、本

土環境均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相關程度最高為本土社會範疇，相關程

度最低為生理範疇。另外家庭背景因素中的個人平均月收入與生理、心

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範疇均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相關程度最高為

本土環境範疇，相關程度最低為本土社會範疇；家庭平均月收入與生理

範疇、本土環境範疇存在顯著正相關，代表家庭平均月收入越高，生理

及本土環境範疇的分數也越高。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性別與年齡並非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

生活品質的因素，而教育程度越高則本土環境範疇分數越高，其原因可

由本土環境範疇的層面來檢視，其層面包括身體安全與保障、家居環

境、財務資源、健康及社會照護；可取得及品質、取得新資訊及技能的

機會、參與娛樂及休閒活動的機會、物理環境、交通、飲食，由此推測

個人的教育程度多少影響到收入與財務資源狀況。在心理方面，豐厚財

務資源會讓人感受到較多的安全感與保障，物質方面則在居住物理環境

有較好的品質，另外教育程度較高者在獲得新資訊與技能來解決問題方

面，也較教育程度低者具有優勢，以上討論可解釋教育程度與本土環境

範疇的高相關性。 

    在自覺健康狀況方面，雖與生理、心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四個

範疇有高度相關，但與生理範疇相關度最高，其原因可能是一般人對於

 



 

60 
 

健康狀況一詞，會直覺聯想到身體的病痛、睡眠品質、精神活力、移動

能力、對藥物或醫療的依賴等議題，而以上的議題皆包含在生理範疇的

層面中，故自覺健康狀況與生理範疇會呈現高相關性。 

    自覺快樂程度與生理、心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範疇也都有高相

關，尤其與本土社會範疇有最高的相關度，而本土社會範疇的層面包

含：個人關係、實際的社會支持、性生活、被尊重及接受，可見主要照

顧者的快樂感受多取決於個人與家人、朋友的親密關係，還有實際從親

友端得到的認同與支持，以及是否感受到被人尊重、接受，這些都與主

要照顧者自覺快樂的分數有很高的相關。 

個人的平均月收入越高，生活品質的四個範疇也越高，其中又以本

土環境範疇與個人平均月收入有最高相關性。從本土環境範疇的層面來

看，其包含身體安全與保障、家居環境、財務資源、健康及社會照護；

可取得及品質、取得新資訊及技能的機會、參與娛樂及休閒活動的機

會、物理環境、交通、飲食，由以上的層面可知本土環境範疇與財務資

源、物質環境有關，若有較高的個人月收入，相信在本土環境範疇有較

好的感受。此外，個人平均月收入高不僅能在物質方面獲得滿足，也能

提升個人的自尊與正向感覺，容易感受到被他人尊重與接受，在生理方

面相對也感受到較多的活力與良好的健康狀態。  

另外，家庭月收入生理範疇、本土環境範疇有顯著相關，由於本土

環境範疇包含物質生活及財務狀況等議題，可知家庭月收入的多寡確實

會影響本土環境範疇，而生理範疇部分，家庭月收入越高則個人感受到

的生理範疇也越好，國內也有研究顯示家中的經濟與生理範疇分數有相

當顯著的關係，與本研究結果雷同（楊宇寧，2008）。除了本土環境範

疇與生理範疇外，心理範疇與本土社會範疇與家庭月收入無顯著相關，

原因可能為主要照顧者通常非家中的經濟支柱，在傳統家庭分工中也以

女性居多，由於在家中與多重障礙孩子的接觸時間較長，感受到的生活

變化性與成就感較其他外出工作的家人來得少，故造成心理範疇分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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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原因。而本土社會範疇包括個人關係、實際的社會支持、性生活、

被尊重及接受，這部分可能牽涉到傳統對於母職角色的期待與責任，認

為孩子的狀況與教養問題為母親的職責，因而母親對於教養孩子所產生

的壓力也較大。國內探討裘馨型肌肉失養症學生雙親及自閉症者雙親的

生活品質狀況，發現母親的心理健康狀況較父親來得差，而父親也較母

親感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而瑞典智能障礙學生的母親較父親有較低的

生活品質，恰好都能佐證本研究的討論（高寶蓮，1998；吳佳賢，2002；

Olsson & Hwang，2008） 。 

 

貳、生活品質問卷題項與各範疇之相關性 

針對生活品質問卷題項與各範疇之相關性部分，將生活品質問卷題

項中的主要照顧者自評的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與生活

品質各範疇進行相關性分析。 

在生活品質問卷的題項中，主要照顧者自評的整體生活品質評價與

生活品質各範疇均具有顯著正相關性（0.485~0.618），代表受測者生活

品質評價越高，則生理、心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四範疇的感受度越

佳，其中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相關程度最高為生理範疇（r＝.618, p

＜.05），相關程度最低為環境範疇（r＝.485, p＜.05）。 

自評的整體健康滿意度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均具有顯著正相關

（0.384~0.564），代表自評整體健康滿意度越高，則生理、心理、本土

社會、本土環境四範疇的感受度越佳，其中與整體健康滿意度相關程度

最高為生理範疇（r＝.564, p＜.05），相關程度最低為本土社會範疇（r

＝.384, p＜.05）。 

綜合以上討論，在主要照顧者的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及整體健康滿意

度，都與生理範疇有最高的相關性，其可能原因在於一般大眾對於生活

品質與健康等詞彙，會直覺思考關於身體病痛、活力與疲倦、睡眠品質、

對藥物或醫療的依賴程度等內涵，而這些內涵與生理範疇的層面也都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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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此與生理範疇部分有最高的相關性。 

 
表 4-5 生活品質相關因素、問卷題項與各範疇之相關性 

變數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自覺健

康狀況 
自覺快

樂程度 
個人 

收入 
全家 

收入 

整體來

說您如

何評價

您的生

活品質 

整體來

說您滿

意自己

的健康

嗎 

生理

範疇 -.082 -.032 .150 .570** .521** .346** .262** .618** .564** 

          心理

範疇 -.060 -.021 .197 .545** .572** .346** .194 .498** .473** 

          
社會

範疇 .251** -.151 .160 .464** .603** .235** .223** .488** .390** 

          
本土

社會

範疇 
.215 -.176 .194 .456** .631** .246** .203 .509** .384** 

環境

範疇 .090 -.061 .364** .531** .560** .430** .405** .485** .439** 

          
本土

環境

範疇 
.149 -.113 .366** .547** .584** .412** .393** .507** .445**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根據以上的討論，可知與生活品質有關之因素包含下列：教育程

度、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快樂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入

五項。教育程度與本土環境範疇有最高相關，可看出教育背景對於個人

財務資源、居家環境滿意度的影響。而自覺健康狀況與生理範疇有高相

關，原因可能是自覺健康狀況一詞，很容易讓人聯想的與生理相關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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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故與生理範疇有最高的相關。至於自覺快樂程度部分，本土社會範

疇與之有最高相關，顯示受測者與家人朋友的親密關係、被尊重支持與

接納的感覺，是讓他們感到快樂的重要來源。另外個人平均月收入、家

庭平均月收入，皆與本土環境範疇有最高的相關，顯示高收入對於個人

與家庭而言，在財務資源及居家環境品質部分都有較好的評價。而家庭

平均月收入也與生理範疇有高相關，可見其對於生理方面的控制度及滿

意度也較高（楊宇寧，2008）。 

    此外，在主要照顧者的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及整體健康滿意度，都與

生理範疇有最高的相關性，其原因可能為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

滿意度一詞，容易讓人聯想到生理相關的狀態，故與生理範疇有最高的

相關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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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活品質範疇影響因素彼此間的差異分析 

    本節分為九個部分做討論：（1）性別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

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2）年齡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

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3）教育程度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

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4）宗教信仰對生活品質範

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5）婚姻狀況對生活

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6）個人平均

月收入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7）家庭平均月收入對生

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8）自覺健

康狀況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 

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9）自覺快樂程度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

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於下列分述之。 

 

（1）性別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 

     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 性別在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

體健康滿意度是沒有影響的。由表 4-6 可知，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

者的性別因素，與生活品質的四個範疇及主要照顧者自評整體生活品

質評價與整體健康滿意度，皆不具有顯著差異。由以上討論可知，性

別因素對於生活品質中的生理、心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範疇與整

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的評估是不具影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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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性別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 

檢定變數 性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自由

度 

顯著

性 
（雙

尾） 

差異的 95% 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整體來說您

如何評價您

的生活品質 

男

性 3.19 .750 
-.318 78 .751 -.462 .335 

   女

性 3.25 .801 

整體來說您

滿意自己的

健康嗎 

女

性 3.29 .845 
.376 78 .708 -.353 .518 

女

性 3.20 .867 

生理範疇 

男

性 14.19 2.228 
.727 78 .470 -.862 1.853 

女

性 13.69 2.824 

心理範疇 

男

性 13.38 2.418 
.531 78 .597 -1.001 1.729 

女

性 13.02 2.788 

本土社會 

男

性 12.76 2.256 
-1.940 78 .056 -2.371 .031 

女

性 13.93 2.413 

本土環境範

疇 

男

性 12.67 2.033 
-1.327 78 .188 -1.893 .379 

女

性 13.42 2.313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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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 
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年齡在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

體健康滿意度是沒有影響的。在表 4-7 顯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

者不同的年齡層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以及與主要照顧者整體生活品

質評價與整體健康滿意度評價的反應，皆不具有顯著差異。此現象表

示出不同的年齡層在評價生活品質各個範疇與整體生活品質、整體健

康滿意度皆不具影響性。 

 

表 4-7 年齡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 

檢定

變數 

30~40 
歲 

40~50 
歲 

50~60 
歲 

60~70 
歲 

70 歲 

以上 F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整體

來說

您如

何評

價您

的生

活品

質 

3.75 3.22 3.19 3.00 3.33 

.517 79 .723 
（.957） （.771） （.814） （1.000） （.577） 

整體

來說

您滿

意自

己的

健康

嗎 

3.00 3.22 3.29 3.00 3.33 

.152 79 .961 
（1.155） （.896） （.784） （1.000） （.577） 

生理 

範疇 
14.50 13.78 13.86 14.00 13.33 

.093 79 .984 
（3.697） （2.874） （2.220） （3.000） （2.082） 

心理 

範疇 

14.75 13.00 12.86 14.67 13.00 
.682 79 .607 

（2.630） （2.716） （2.175） （4.933） （4.000） 

本土 15.00 13.80 13.14 13.67 12.33 .801 79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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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範疇 （3.916） （2.327） （2.128） （2.517） （4.041） 

本土

環境

範疇 

12.75 13.49 12.86 13.33 12.00 
.563 79 .690 

（3.862） （1.980） （2.535） （2.309） （3.000） 

註：年齡分組變數欄中，未括號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表示在顯

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3）教育程度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 

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的不同，在

本土社會範疇（F＝3.487, p＜.05）與本土環境範疇（F＝3.603, p＜.05）

具有顯著影響。由以上討論可知，在本土社會範疇方面，教育程度為

研究所以上者，其本土社會範疇顯著高於其它教育程度者，其中又以

國小教育程度的本土社會範疇為最低。由以上討論可知，學歷越高則

對於本土社會範疇的生活品質感受越好，亦即學歷越高者，其本身自

覺與他人的關係越好，自覺家人與朋友提供支持的程度越高，對於性

生活滿意度也越高，同樣也從他人感受到較多的尊重與接受度。 

     另外在本土環境範疇方面，以教育程度在研究所以上的主要照顧

者感受本土環境生活品質最高，其次分別為大專、高中職、國中及國

小。以上討論可知學歷的高低在本土環境生活品質的影響，亦即學歷

愈高，則本土環境範疇的生活品質愈高。這顯示學歷越高者，其取得

新資訊與學習新技能的能力越好，所以在財務資源方面的所得，相較

其他學歷者來得高。相對的，學歷越高者居住的硬體設備與周邊環境

也越好，飲食、交通、社會資源的取得也越容易，同樣在評價自己本

身的安全感與獲得的保障也越有信心。 

     由先前的文獻可發現，教育程度對於個人的整體生活品質、環境

範疇有很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個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其整體生活

品質、環境範疇也越好，與本研究的結果吻合（趙安娜，2002；蔡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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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2003；陳靜茹，2014）。 

 
表 4-8 教育程度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 

檢定 

變數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研究 

所以 

上 

F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整體

來說

您如

何評

價您

的生

活品

質 

2.75 3.50 3.30 3.16 3.60 

.957 79 .436 
（.500） （.548） （.823） （.823） （.548） 

整體來

說您滿

意自己

的健康

嗎 

3.00 3.67 3.26 3.11 3.60 

.899 79 .469 
（.000） （.816） （1.023） （.764） （.894） 

生理 

範疇 

12.50 13.83 13.67 13.84 15.60 
.812 79 .522 

（1.732） （2.858） （3.113） （2.388） （2.702） 

         
心理 

範疇 

11.25 12.83 13.11 13.03 15.60 
1.629 79 .176 

（1.708） （2.927） （3.017） （2.466） （1.673） 

本土社

會範疇 

11.25 13.00 14.19 13.24 16.20 
3.487** 79 .011 

（2.217） （2.608） （2.450） （2.211） （.837） 

本土環

境範疇 

11.00 12.00 13.04 13.45 15.80 
3.603** 79 .010 

（1.414） （1.414） （2.261） （2.190） （1.643） 

註：教育程度分組變數欄中，未括號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表示

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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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教信仰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 

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 宗教信仰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

價、整體健康滿意度是不具影響性的。由表 4-9 數據可知，多重障礙

學生主要照顧者的宗教信仰，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及受測者自評生活

品質與健康的反應方面，皆不具有顯著差異。此結果表示宗教信仰在

生活品質四個範疇與整體生活品質、整體健康滿意度評價上是不具有

影響性的。 

 

表 4-9 宗教信仰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 

檢定 

變數 
無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信有神但 

沒有特定 

宗教 

F 
值 

自

由 

度 

顯著 

性 

         整體來

說您如

何評價

您的生

活品質 

3.19 3.27 3.21 3.38 3.17 

.111 79 .978 
（.911） （.740） （.893） （.744） （.718） 

整體來

說您滿

意自己

的健康

嗎 

3.38 3.17 3.36 3.25 3.00 

.437 79 .782 
（.806） （.874） （.842） （1.035） （.853） 

生理 

範疇 

13.94 13.10 14.57 14.63 14.08 
1.039 79 .393 

（3.043） （2.952） （2.243） （2.504） （1.782） 

心理 

範疇 

13.56 12.33 13.14 13.88 13.92 
1.185 79 .324 

（3.224） （2.905） （1.834） （2.997） （1.621） 

本土社

會範疇 

14.38 13.17 13.64 14.13 13.42 
.755 79 .558 

（2.918） （2.291） （2.678） （2.167） （1.832） 

本土環 13.75 12.80 13.21 14.25 12.92 .950 79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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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範疇 （2.295） （2.441） （1.968） （1.753） （2.314） 

         註：宗教信仰分組變數欄中，未括號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表示

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5）婚姻狀況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 

      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 婚姻狀況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

價、整體健康滿意度是不具影響性的。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婚姻

狀況的不同，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及受測者自評整體生活品質評價、

整體健康滿意度方面，皆不具有顯著差異，此結果表示不同的婚姻狀

況在生活品質四個範疇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的評價

上是不具有影響性的。 

 

表 4-10 婚姻狀況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 

檢定變數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F 值 自由

度 顯著性 

        整體來說

您如何評

價您的生

活品質 

3.00 3.22 3.29 3.33 

.085 79 .968   
 （.811） （.825） （.516） 

整體來說

您滿意自

己的健康

嗎 

2.00 3.24 3.21 3.33 

.711 79 .549 
  （.837） （.975） （.816） 

生理 

範疇 
14.00 14.00 13.50 12.83 

.420 79 .739 
 （2.710） （2.739） （2.563） 

心理 

範疇 
14.00 13.24 12.71 12.67 

.230 79 .876 
 （2.514） （2.998） （4.033） 

本土社會

範疇 
15.00 13.83 13.14 12.50 

.866 79 .463 
 （2.394） （2.413） （2.739） 

本土環境 15.00 13.53 12.43 11.83 1.968 79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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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2.144） （2.533） （2.137） 

註：婚姻狀況分組變數欄中，未括號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表示

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6）個人平均月收入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   

康滿意度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個人平均月收入的不

同，對於生活品質中的生理範疇（F＝4.007, p＜.05）、心理範疇（F＝

3.062, p＜.05）、本土環境範疇（F＝5.220, p＜.05）具顯著影響。 

     由表 4-11 可知，在生理範疇方面，平均月收入在 6 萬以上之照顧

者的生理範疇顯著高於 6 萬以下平均月收入之照顧者。由此可知，個

人平均月收入在 6 萬以上的照顧者，在評比自己的對於疼痛與不適的

忍受度較高，在從事工作或日常生活活動方面能獨立完成，同樣也較

有活力，睡眠品質狀況也相較良好，較少需要醫療或藥物的介入。 

     而心理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方面，收入在 4~6 萬及 6 萬以上的照

顧者，其心理、本土環境範疇顯著高於 2~4 萬及 2 萬以下的照顧者。

換而言之，平均月收入在 4 萬以上的照顧者，其心理範疇與本土社會

範疇生活品質顯著高於 4 萬以下平均月收入的照顧者。此結果顯示，

個人平均月收入在 4 萬以上者，容易有較多的正向感覺，自尊也較高，

對於自己的身體外表及自我的信念部分有較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他

們在取得新資訊及學習新技能較容易，所以在財務資源方面感受較充

裕，且對於自身所處的居家環境、硬體設備、交通方便性、飲食滿意

度及社會資源獲得方便性，都有較高的評價。 

     對照先前的文獻可知，收入對於個人的生活品質有顯著的影響。

即收入越高者，其感受的照顧壓力越小、心理健康狀況越好、環境範

疇的生活品質也越佳。也就是說，收入越高者較不容易擔憂家庭開銷，

感受到的心理壓力變少，而高收入連帶物質生活部份也不虞缺乏，與

本研究有相似的結果（吳佳賢，2002；陳貞吟，2007；陳琦棻，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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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麗淑，2009；潘雨辰，2011）。 

 

表 4-11 個人平均月收入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

響 
檢定 

變數 
2 萬以下 2~4 萬 4~6 萬 6 萬以上 F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整體來

說您如

何評價

您的生

活品質 

3.04 3.20 3.29 3.50 

1.432 79 .240 
（.838） （.676） （.772） （.761） 

整體來

說您滿

意自己

的健康

嗎 

3.00 3.27 3.24 3.50 

1.363 79 .261 
（.943） （.884） （.831） （.688） 

生理 

範疇 
12.96 13.33 13.76 15.45 

4.007** 79 .011 
（2.937） （2.610） （2.278） （2.012） 

心理 

範疇 

12.29 12.53 13.41 14.45 
3.062** 79 .033 

（2.462） （2.748） （2.694） （2.544） 

本土社

會範疇 

13.36 13.20 14.12 13.90 
.583 79 .628 

（2.147） （2.145） （2.342） （3.024） 

本土環

境範疇 

12.43 12.27 14.06 14.35 
5.220** 79 .002 

（1.620） （2.374） （2.249） （2.323） 

註：個人平均月收入分組變數欄中，未括號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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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庭平均月收入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 

     滿意度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家庭平均月收入的不

同，對生活品質中的生理範疇（F＝3.126, p＜.05）、本土環境範疇（F

＝6.050, p＜.05）具有顯著影響。由表 4-12 可知，家庭平均月收入在 5

萬以上的照顧者，其生理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生活品質顯著高於 5 萬

以下平均月收入的照顧者。亦即家庭平均月收入在 5 萬以上者，其自

覺在工作與日常生活活動較具自主性與活力，而睡眠方面有較好的品

質，對於疼痛與不適的忍受力與紓解力也較高，對於藥物與醫療的依

賴相對較少。另外，家庭月收入在 5 萬以上者，其獲得新資訊與學習

新技能的能力較佳，所以在財務資源方面較不虞匱乏，連帶居家硬體

設備、環境、交通、飲食、社會資源取得、休閒生活方面，都具有較

高的評價，而感受到的安全感與保障也較高。 

    對照其它的研究可知，家庭月收入對個人的生活品質是有顯著影響

的，即家庭月收入越高，其身體方面的健康也越好，環境範疇分數也

越佳。換句話說，家庭月收入越高，個人在身體方面的健康較容易維

持，也有較高的滿意度，而居家物質生活也有較高的滿意度。與本研

究顯示家庭月收入在生理範疇、本土環境範疇有顯著差異，呈現類似

的結果（吳佳賢，2002；翁麗淑，2009；Petersen, Swinburn, Mavoa, Fotu, 

Tupoulahi-Fusimalohi, Faeamani & Moodi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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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家庭平均月收入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

響 
檢定 

變數 

5 萬 

以下 
5~10 

萬 
10~15 

萬 
15 萬 

以上 F 自由度 顯著

性 
        整體來

說您如

何評價

您的生

活品質 

2.91 3.44 3.21 3.35 

2.132 79 .103 
（.750） （.751） （.802） （.786） 

整體來

說您滿

意自己

的健康

嗎 

2.86 3.26 3.29 3.59 

2.497 79 .066 
（1.037） （.712） （.825） （.712） 

生理 

範疇 

12.41 14.30 14.21 14.59 
3.126** 79 .031 

（2.594） （2.554） （2.547） （2.599） 

心理 

範疇 
12.27 13.44 12.79 13.94 

1.490 79 .224 
（2.334） （2.207） （3.239） （3.172） 

本土社

會範疇 
12.50 14.26 13.71 14.00 

2.488 79 .067 
（1.535） （2.669） （2.128） （2.806） 

本土環

境範疇 
11.73 13.37 14.29 14.06 

6.050** 79 .001 
（1.486） （2.290） （2.091） （2.304） 

註：家庭平均月收入分組變數欄中，未括號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8）自覺健康狀況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 

     意度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自覺健康狀況對生活

品質四個範疇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皆具影響。針對

生理範疇（F＝9.867, p＜.05）、心理範疇（F＝8.606, p＜.05）、本土社

會範疇（F＝6.128, p＜.05）與本土環境範疇（F＝8.316, p＜.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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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健康狀況越好，則對生活品質的四個範疇會越好。亦即自覺健康

狀況越好者，其自身在生理方面的疼痛忍耐力、工作及日常生活活力、

睡眠品質有較好的評價。而心理方面有高自尊及正向感覺，對自己的

自我意象評價較高。在本土社會部分則是獲得較多家人與朋友的支

持，容易感受到他人的接受與認同。另外在本土環境方面，擁有較充

足的財務資源及學習新技術的能力，在居家環境的硬體方面較富足無

缺。 

     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F＝9.822, p＜.05）部分，自覺健康狀況不

好不壞、好及很好的照顧者，其整體生活品質評價顯著優於自覺健康

狀況很差與差的照顧者。這也表示自覺健康狀況越好者，其整體生活

評價也越好，依據本研究結果，自覺健康狀況與生理、心理、本土社

會、本土環境範疇皆具顯著相關，而整體生活品質評價一詞對受測者

而言，剛好包含了生理、心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範疇，所以自覺

健康狀況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具有正向的相關性。 

     另一方面，在整體健康（F＝21.974, p＜.05）滿意方面，自覺健康

狀況不好不壞、好及很好的照顧者，其整體健康滿意度優於自覺健康

滿意度很差與差的照顧者。這也表示自覺健康狀況越好者，其整體健

康滿意度越好，依據本研究結果，自覺健康狀況與生理、心理、本土

社會、本土環境範疇皆具顯著相關，而整體健康滿意度一詞對受測者

而言，與身體健康、疼痛、睡眠等議題有關，剛好為生理範疇的概念，

所以自覺健康狀況與整體健康滿意度具有正向的相關性。 

     對照國內外的文獻，可知自覺健康狀況對於生活品質有顯著的影

響。即自覺健康狀況對於生理、生理、環境、社會範疇都呈現顯著相

關，這代表自覺健康狀況越好，則個人之生理、生理、環境、社會範

疇的分數也越好，自然整體生活品質評價也越佳。這與本研究呈現的

結果相符合（Lin, Hu, Yen, Hsu, Lin, Loh, Chen, Wu &Wu, 2009；Yahaya, 

Momtaz, Yadollah & Hami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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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自覺健康狀況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 

檢定 

變數 很差 差 不好 

不壞 好 很好 F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整體

來說

您如

何評

價您

的生

活品

質 

2.00 2.50 3.18 3.55 3.80 

6.922** 79 .000 
（1.414） （.527） （.673） （.686） （.837） 

整體

來說

您滿

意自

己的

健康

嗎 

1.50 2.10 3.12 3.66 4.40 

21.974** 79 .000 
（.707） （.316） （.729） （.484） （.548） 

生理 

範疇 

8.00 11.40 13.56 14.97 16.20 

9.867** 79 .000 
（2.828） （1.430） （2.191） （2.383） （2.588） 

心理 

範疇 

11.00 10.60 12.41 14.48 15.80 
8.606** 79 .000 

（1.414） （2.171） （2.244） （2.246） （3.114） 

本土

社會

範疇 

13.00 11.70 13.12 14.38 16.80 
6.128** 79 .000 

（1.414） （2.111） （2.143） （2.077） （2.864） 

本土

環境

範疇 

10.50 11.00 12.82 14.31 15.20 
8.316** 79 .000 

（.707） （1.333） （1.946） （2.020） （2.387） 

         註：自覺健康狀況分組變數欄中，未括號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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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覺快樂程度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 

     意度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自覺快樂程度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

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具顯著影響性。在生活品質範疇方面，生理範

疇（F＝10.837, p＜.05）、心理範疇（F＝13.168, p＜.05）、本土社會範

疇（F＝18.047, p＜.05）與本土環境範疇（F＝15.325, p＜.05）方面，

自覺快樂程度愈高，則對生活品質四範疇的評價會愈好。亦即自覺快

樂程度越高者，其自身在生理方面的疼痛忍耐力、工作及日常生活活

力、睡眠品質有較好的評價。而心理方面有高自尊及正向感覺，對自

己的自我意象評價較高。在本土社會部分則是獲得較多家人與朋友的

支持，容易感受到他人的接受與認同。另外在本土環境方面，擁有較

充足的財務資源及學習新技術的能力，在居家環境的硬體方面較富足

無缺。 

     另外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F＝10.856, p＜.05）部分，自覺快樂程

度較高者，其整體生活品質評價也越高。這表示自覺快樂程度高者，

其整體生活評價也越好，依據本研究結果，自覺快樂程度與生理、心

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範疇皆具顯著相關，而整體生活品質評價一

詞對受測者而言，剛好包含了生理、心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範疇，

所以自覺健康狀況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具有正向的相關性。 

     而整體健康（F＝5.037, p＜.05）滿意度方面，自覺快樂程度越高，

則整體健康狀況滿意度會越高。依據本研究結果，自覺快樂程度與生

理、心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範疇皆具顯著相關，而整體健康滿意

度一詞對受測者而言，與身體健康、疼痛、睡眠等議題有關，剛好是

生理範疇的概念，所以自覺快樂程度與整體健康滿意度具有正向的相

關性。 

     對照以往針對自覺快樂程度與生活品相關之研究，發現自覺快樂

程度越高，個人感受的生理健康與社會支持度也越佳，整體的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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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也越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符合（施佳君，2007；吳佳芳、林玲伊，

2014；Burgess & Gutstein, 2007；Renty & Roeyers, 2006）。 

 

表 4-14 自覺快樂程度對生活品質範疇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之影響 

檢定變數 不快樂 還算快樂 快樂 很快樂 F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整體來說您

如何評價您

的生活品質 

2.79 3.02 3.87 4.00 

10.856** 79 .000 
（.699） （.715） （.548）  

整體來說您

滿意自己的

健康嗎 

2.98 3.07 3.74 4.00 
5.037** 79 .003 

（.917） （.841） （.619）  

生理範疇 
12.21 13.17 15.78 19.00 

10.837** 79 .000 
（2.225） （2.439） （1.999）  

心理範疇 
11.07 12.57 15.09 19.00 

13.168** 79 .000 
（3.050） （2.166） （1.676）  

本土社會 

範疇 

11.50 13.17 15.48 20.00 
18.047** 79 .000 

（2.139） （1.999） （1.442）  

本土環境 

範疇 
11.71 12.57 15.17 17.00 

15.325** 79 .000 
（1.637） （1.940） （1.669）  

        註：自覺快樂程度況分組變數欄中，未括號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由上述討論可知，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與宗教信仰四個因素對

於生活品質四個範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及整體健康滿意度並不具有

顯著影響。而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入、自覺健

康狀況與自覺快樂程度五個因素對生活品質四個範疇、整體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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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及整體健康滿意度皆具有顯著影響。 

      在教育程度部分，研究發現學歷在研究所以上者，其本土社會範

疇與本土環境範疇顯著高於其他學歷者，換而言之，學歷越高則本土

社會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生活品質也越好，而學歷越低者其本土社會

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也相較差。探究可能的原因，由本土社會範疇的

層面發現其包含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實際的得到的社會支持、被尊重

與接受的感覺，顯示高學歷者容易較其他學歷者感覺被接受或受尊

重，也較能運用資源獲得社會的支持。至於本土環境範疇部分，其層

面包含身體安全與保障、家居環境、財務資源、健康及社會照護；可

取得及品質、取得新資訊及技能的機會、物理環境、交通、飲食。學

歷較高者容易獲得較高薪資的工作，財務資源方面也較富足，相較也

能獲得較良好的物質生活，心理方面也有更多的安全感。此外，在利

用工具獲得新資訊與技能部分，高學歷者也較其他學歷者較為優勢，

由此可知，學歷確實會在本土環境範疇造成顯著差異。 

針對個人平均月收入部分，平均月收入 6 萬以上的照顧者，其生

理範疇生活品質顯著高於 6 萬以下者，而平均月收入 4 萬以上的主要

照顧者，其心理範疇與本土社會範疇顯著大於 4 萬以下的主要照顧者。

而本研究也進一步發現，個人平均月收入以 6 萬為分水嶺，其感受到

的生理範疇明顯較好，從國內針對發展遲緩兒家長的研究也發現，生

理範疇常為主要照顧者感受最好的範疇，而個人月收入 6 萬元便是讓

照顧者明顯感到差異的關鍵切截點（王思淳，2012）。至於造成差異的

原因，依據生活品質量表對於生理範疇的定義，個人的疼痛不適、活

力與疲倦、睡眠休息、移動能力、日常生活活動、對藥物及醫療的依

賴皆是生理範疇的考量範圍，由此結果可知個人月收 6 萬以上者，對

於自身生理自我控制程度較有信心，自覺身體狀態時也容易給予較高

的評價。另一方面，個人平均月收入 4 萬元則為心理範疇與本土社會

範疇的分水嶺，亦即個人月收入 4 萬元以上者，其感受到的心理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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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社會範疇較 4 萬以下者來得好。依據生活品質量表對於心理範疇與

本土社會範疇的定義，個人心理範疇包含正負向感覺、自尊、身體意

象外表、個人信念、學習注意力等等，而本土社會範疇則是指個人與

他人的關係、實際的得到的社會支持、被尊重與接受的感覺，此部分

可解釋為個人因工作所得提升自我正向的感覺與自尊，擁有工作與高

收入也使個人感受到自己被他人尊重與接受，因生活重心除了多重障

礙的孩子外，還有工作的領域能讓個人發揮所長，所以在心理與本土

社會範疇部分感受較好。 

     而家庭平均月收入方面，平均月收入在 5 萬以上者，其生理範疇

與本土環境範疇顯著高於 5 萬以上者。由此可知，家庭平均月收入是

以 5 萬為分水嶺，使照顧者感受的生理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有明顯的

差異。根據生活品質問卷的定義，生理範疇包含：疼痛與不適、活力

與疲倦、睡眠與休息、移動能力、日常生活活動、對藥物及醫療的依

賴，而本土環境範疇包含身體安全與保障、家居環境、財務資源、健

康及社會照護；可取得及品質、取得新資訊及技能的機會、物理環境、

交通、飲食。推測多重障礙孩子的家庭需花較多時間、精力處理孩子

生活學習的狀況，雙親須有一方放棄自己的工作來全時照顧，因此家

庭整體收入方面無法與雙薪家庭相比。在目前社會環境下，僅靠一方

的收入容易面臨經濟拮据的情形，所以家庭平均月收入的多寡會造成

生理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方面有明顯的差距。而 5 萬元的家庭月收入

較能確保基本的生活開銷，維持較好的生理與本土環境範疇的品質。

針對家庭月收入與生活品質的關聯，研究者對照國外兩篇討論收入與

生活品質關係的文獻，能看出家庭月收入多寡對於家庭生活品質的影

響，即經濟越充裕的情況下，生活品質也較好，與本篇的結論雷同。

（Olsson & Hwang, 2008；Lee, Lopata, Volker, Thomeer, Nida, Toomey, 

Chow & Smerbeck, 2009）。 

     另外在自覺健康狀況方面，自覺健康狀況越好，則對生活品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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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會愈好；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部分，自覺健

康狀況不好不壞、好及很好的照顧者，其整體生活品質評價顯著優於

自覺健康狀況很差與差的照顧者。至於整體健康滿意方面，自覺健康

狀況不好不壞、好及很好的照顧者，其整體健康滿意度優於自覺健康

滿意度很差與差的照顧者。由此可知，自覺健康狀況此自評題項，對

於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及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的評估，

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性。 

     自覺快樂程度愈高，則對生活品質四範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與

健康狀況滿意度會愈好。此外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與整體健康滿意度

方面，自覺快樂程度越高，整體生活品質評價與健康狀況滿意度會越

高且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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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生活品質各範疇對於整體生活品質評價與整體健康滿 
意度之預測力 

 

    本節分為兩個部分進行探討：生活品質範疇對整體生活品質評價之

預測力及生活品質範疇對整體健康滿意度之預測力。 

 

壹、  生活品質各範疇對整體生活品質評價之預測力 

此部份探討生活品質範疇對於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是否具有預測

力，從表 4-15 生活品質範疇對整體生活品質評價之影響中，將整體生

活品質評價作為依變數，其迴歸模型配適達顯著性（F＝12.979, 

 p＜.05），而調整 R2值為 0.378，表示四個生活品質範疇可解釋整體生

活品質評價變異的百分比為 37.8%。再進一步觀察模型估計係數值，其

中對整體生活品質評估影響最大的解釋變數為生理範疇（t＝3.467,  

p＜.05），估計值為 0.142，由估計值的正數值顯示，生理範疇對於整體

生活品質有正向的預測力。換而言之，生理範疇的生活品質越高，整體

生活品質評價也會越好。推測可能的原因，在於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

者，對於生活品質一詞會直接聯想到身體健康、疾病與疼痛、睡眠品質、

醫療與藥物的依賴性等議題，而這些議題包含在生理範疇中，所以生理

範疇對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具預測力。 

此外，生活品質的其他範疇：心理範疇（t＝0.334, p＞.05）、本土

社會範疇（t＝1.363, p＞.05）、本土環境範疇（t＝-0.203, p＞.05），皆無

達到顯著水準，代表心理範疇、本土社會範疇、本土環境範疇對於預測

整體生活品質評價並無任何影響。換而言之，此三項生活品質範疇對整

體生活品質的評價無預測力。 

    先前的研究指出，老年人生活品質的預測因子中，除了自覺健康狀

況、經濟收入還有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而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部分，根據

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問卷的定義，是被歸類在生理範疇的範圍，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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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生理範疇對於整體生活品質的預測力是有影響力的（趙安娜，

2004）。 

 
表 4-15 生活品質範疇對整體生活品質評價之預測力 

預測變數 
B 估計值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

性 R2 調整 R2 F 
顯著

性 

生理範疇 .142 
（.485） 3.467** .001 

.409 .378 12.979** .000 

心理範疇 .014 
（.047） .334 .740 

    
本土社會

範疇 
.065 

（.201） 1.363 .177 

本土環境

範疇 
-.011 

（-.033） -.203 .840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貳、 生活品質範疇對整體健康滿意度之預測力 

    透過複迴歸統計法，分析對於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

影響較高的生活品質範疇，而影響力較高的生活品質範疇，代表它對於

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有很好的預測力。 

此部份探討生活品質範疇對於整體健康滿意度是否具預測力，表 4-16

以複迴歸統計法來進行檢測，將整體健康滿意度作為依變數，其迴歸模

型配適達顯著性（F＝9.349, p＜.05），而調整 R2值為 0.297，表示四個

生活品質範疇可解釋整體健康滿意度評估變異的百分比為 29.7%。 

    再進一步觀察模型估計係數值，其中對整體健康滿意度評估影響最

大的解釋變數為生理範疇（t＝3.022, p＜.05），其估計值為 0.144，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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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正數值顯示，生理範疇對於整體健康滿意度的評估具正向的預測

力。換而言之，生理範疇的生活品質越高則整體健康滿意度也會越好。

推測可能的原因，在於整體健康滿意度一詞，容易讓人聯想到關於身體

健康、疾病疼痛、睡眠品質、醫療藥物的依賴度等議題，而這些議題又

包含在生理範疇之內，所以生理範疇對整體健康滿意度具預測力。 

    在生活品質其他範疇：心理範疇（t＝1.139, p＞.05）、本土社會範

疇（t＝-0.202, p＞.05）、本土環境範疇（t＝0.141, p＞.05），三項範疇對

整體健康滿意度評估無呈現顯著性。換而言之，心理範疇、本土社會範

疇、本土環境範疇對於整體健康滿意度無預測力。 

由於整體健康滿意度一詞，對於一般民眾而言與疾病、身體疼痛、

睡眠品質、日常生活活動較相關，剛好包含在生理範疇的層面當中。先

前的文獻中，雖無針對生理範疇與整體健康滿意度進行預測分析，但由

此研究可知生理範疇分數越高時，受測者自評的整體健康滿意度也越

高。 

 
表 4-16 生活品質範疇對整體健康滿意度之預測力 

預測變數 
B 估計值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

性 R2 調整 R2 F 
顯著

性 

        
生理範疇 .144 

（.449） 3.022** .003     

    
.333 .297 9.349** .000 心理範疇 .054 

（.170） 1.139 .258 

    
    

本土社會

範疇 
-.011 

（-.032） -.202 .840 

本土環境

範疇 
.009 

（.024） .141 .888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5 下達到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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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知，生活品質範疇中的生理範疇，為影響多重障

礙學生主要照顧者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的主要因素，且

生理範疇對於整體生活品質評價與整體健康滿意度有正向的預測力，換

句話說，當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理範疇生活品質越好，則在整

體生活品質、整體健康滿意度的預測水準也會愈高。此結論與國內針對

老年人生活品質的研究有相似的結果，其發現日常生活活動的狀況對於

老人的生活品質有極高的預測力，而本研究所定義的生理範疇內涵包

括：個人的病痛、活力與疲倦、睡眠與休息、活動能力、日常生活活動

及對藥物依賴等，可發現日常生活活動與生理範疇有同樣的概念，由此

可證實生理範疇對於整體的生活品質是有正向的預測力（趙安娜，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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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綜合以上的討論結果，針對研究結果回應研究目的與待答問

題，完成研究結論及研究建議，以下分為兩部分進行討論：研究結論與

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綜合第四章的研究結果，針對提出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進行

解釋與闡述，以下分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現況為中等

以上、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相關因素為多重、生活

品質範疇影響因素彼此間具有差異、生活品質範疇對其整體生活品質評

價與整體健康滿意度具有高度預測力進行說明。 

 

壹、 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現況為中等以上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除了生活品質問卷中的四個範疇外，本

土社會範疇及本土環境範疇的數據有相當重要的研究意義。生活品質量

表臺灣研究小組表示，為了適用於不同的地區及文化，特此在生活品質

量表中加入本土性題目，而統計出來的本土社會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的

數據更能看出地區的獨特性。依據此原則，本研究皆採用本土社會範疇

及本土環境範疇來進行相關數據的解釋分析。 

本研究發現，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整體生活品質介於「中等程

度好」與「好」之間，顯示家有多重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其生活品

質並不會因此處於非常低落的狀態，意指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在中等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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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顯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理範疇、本土社會範

疇、本土環境範疇、心理範疇轉換後的平均分數皆在 13 分以上，代表

多重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在這四項範疇都有中等以上的反應。而生活

品質的四項範疇依轉換後的平均分數進行排序，分數最高為生理範疇，

表示在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範疇中，以生理範疇的生活

品質最好，其次分別為本土社會範疇、本土環境範疇、心理範疇。值得

一提的是，對照國內針對老年身心障礙者與早療兒童的主要照顧者的研

究，心理範疇皆為四個範疇中最低落的範疇，這與本研究有相似的結

果。由此可知，心理範疇在許多身心障礙主要照顧者的研究中，都是最

需要被支持與介入的部分。 

    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將生活品質範疇的各層面進行分析解釋。生理

範疇下的活力層面為最低分（2.91），分數在平均數以下，顯示主要照顧

者自覺在活力方面較為缺乏。本土社會範疇無較低分的層面，故在此不

提出討論。本土環境範疇下的財務資源（2.80）以及娛樂休閒（2.74）

層面，分數也在平均數以下，顯示主要照顧者認為在財務與休閒方面較

為不足。而心理範疇下的正向感覺層面（2.69）在平均數以下，說明主

要照顧者自覺正向感覺不高。綜合以上的數據可知，多重障礙學生主要

照顧者面對照顧所造成的精力衰退、自覺財務經濟匱乏、無法空出時間

進行休閒娛樂，以及對於未來的不安與徬徨以至正向感覺低落，都是他

們真實面對的現狀與心理議題。 

 

貳、  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相關因素為多重 

    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之相關因素為：教育程度、

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快樂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入、整

體生活品質評價、整體健康滿意度。 

    本研究探討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的相關因

素，結果顯示性別、年齡與生活品質的生理、本土社會、本土環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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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範疇均不具有相關顯著性，代表性別、年齡對生活品質的四個範疇無

影響。而與生活品質有顯著相關的因素為：教育程度、自覺健康狀況、

自覺快樂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入、整體生活品質評價、

整體健康滿意度七項。 

在影響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質的因素中，教育程度與本

土環境範疇呈現中度正相關。而自覺健康狀況則與生活品質範疇均具有

顯著正相關，其中相關程度最高為生理範疇，相關程度最低為本土社會

範疇。自覺快樂程度部分，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均具有顯著正相關，其

中相關程度最高為本土社會範疇，相關程度最低為生理範疇。至於個人

平均月收入方面，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均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相關程

度最高為本土環境範疇，相關程度最低為本土社會範疇。而家庭平均月

收入與生理範疇、本土環境範疇存在顯著正相關。 

除此之外，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則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均具有顯著正

相關，其中相關程度最高為生理範疇，相關程度最低為心理範疇；整體

健康滿意度與生活品質四個範疇均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相關程度最高

為生理範疇，相關程度最低為本土社會範疇。 

    綜合上述的討論，影響因素中的教育程度，與本土環境範疇有中度

正相關，這也顯示教育程度會影響主要照顧者在自身財務、資訊技術，

以及對居住環境的感受度。所以教育程度越高者，對自身的資訊的收

集、財務資源狀況、居家環境等，都有較高的評價。 

    而自覺健康狀況方面，與四個範疇都有顯著正相關，特別是生理範

疇，這顯示受測者對於自覺健康狀況一詞的認知，比較偏向生理範疇的

層面，例如： 身體健康狀況、睡眠品質、對藥物醫療的依賴程度等，

使得自覺健康狀況與生理範疇有較高度的相關性。 

    另外，自覺快樂程度方面與四個範疇皆有顯著相關，但在本土社會

範疇有最高的相關性，這顯示受測者針對自覺快樂程度一詞，主要來自

於與家人朋友的關係、得到社會支持的程度，以及是否被他人接受與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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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這些議題剛好為本土社會範疇的內涵，故自覺快樂程度與本土社會

範疇有較高的相關性。 

    本研究發現個人平均月收入與家庭平均月收入確實會影響生活品

質。個人平均月收入高，其整體不論是生理、心理、社會、環境四個方

面都有良好的自我評價，在國外的文獻也表示經濟能力越好的家庭，生

活品質也會跟著提升，而經濟富足能提升物質方面的滿足，故個人月收

入與家庭月收入與本土環境範疇有最高的相關性。 

    有趣的是，家庭月收入與心理範疇與本土社會範疇無顯著相關，推

測是大部分主要照顧者非主要收入來源，在雙親中也以母親居多，以現

金社會對於母職的期待下，孩子的教養問題會讓母親在心理方面感受到

很大壓力，相較於另一半而言，自覺得到的社會支持也來得少，所以家

庭收入的多寡與主要照顧者的心理與本土社會範疇無顯著相關。 

    除此之外，整體生活品質評價與四個範疇都有正向相關性，其中與

生理範疇有較高的相關；在整體健康滿意度部分，也與四個範疇有正向

相關，尤其是生理範疇相關性最高。可見受測者對於生活品質、健康等

詞彙，會直覺思考關於身體的健康、病痛、藥物使用等議題，這些都與

生理範疇的層面有關，所以整體生活品質評價與整體健康滿意度，皆與

生理範疇有最高的相關。 

 

參、 生活品質影響因素彼此間具有差異 

 在此部分可知，生活品質影響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 

入、家庭平均月收入、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快樂程度，會因彼此間的差

異，在生活品質範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及整體健康滿意度有不同的影

響。 

    本研究顯示，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與宗教信仰四個因素對於生活

品質範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及整體健康滿意度並不具有顯著影響；而

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入、自覺健康狀況與自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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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程度五個因素對生活品質範疇、整體生活品質評價及整體健康滿意度

具有顯著影響。 

    在教育程度部份，學歷在研究所以上者，其本土社會範疇與本土環

境範疇的生活品質與國小學歷者有著明顯的差異，由此可知，學歷越高

則本土社會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生活品質也越好，而學歷越低者其本土

社會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也相較差。其原因可能在於本土社會、本土環

境範疇與物質生活的資源、個人與他人的關係連結有關，學歷越好可能

在這部分擁有較大的優勢。 

至於個人平均月收入方面，平均月收入 6 萬以上的照顧者，其生理

範疇生活品質顯著高於 6 萬以下者，由此結果可知個人月收 6 萬以上

者，對於自身生理自我控制程度較有信心，自覺身體狀態時也容易給予

較高的評價。而平均月收入 4 萬以上的主要照顧者，其心理範疇與本土

社會範疇顯著大於 4 萬以下的主要照顧者，此部分可解釋為個人因工作

所得提升自我正向的感覺與自尊，使得個人感受到自己被他人尊重與接

受，所以在心理與本土社會範疇部分感受度較好。 

    另外，家庭平均月收入則以 5 萬為分水嶺，使主要照顧者感受的生

理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有明顯的差異。此結果顯示，5 萬元以上的家庭

月收入能使主要照顧者在生理健康與物質生活有較好的評價。本研究不

僅證明家庭月收入的多寡對於生活品質的影響性，也發現對於多重障礙

學生主要照顧者而言，5 萬元的家庭平均月收入較能保障家庭生活品

質，也能讓家庭感到不虞匱乏。 

    而自覺健康狀況方面，自覺健康狀況越好，則對生活品質四範疇與

整體生活品質評價會愈好；在整體生活品質評價部分，自覺健康狀況不

好不壞、好及很好的照顧者，其整體生活品質評價顯著優於自覺健康狀

況很差與差的照顧者。另外自覺快樂程度愈高，則對生活品質四範疇、

生活品質評價與健康狀況滿意度會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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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生活品質範疇對其整體生活品質評價與整體健康滿意度具有高 

   度預測力 

    依據研究可知，生理範疇為預測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整體生活

品質、整體健康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簡而言之，生理範疇能對整體生活

品質與整體健康狀況有較好的預測力，即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生

理範疇生活品質越好時，能預測到越高的整體生活品質及整體健康狀

況。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此章節依據一至四章的內容，將本研究整體探究分析，整理出本研

究的限制與建議，內容分述如下。 

 

壹、  研究限制 

    本研究針對北部地區特殊學校的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之生活

品質意見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依樣本結構性別中顯示出顯著男

性低於女性的情況，此一現象表示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以女性為

主，雖研究中並未立論證明台灣地區「多重障礙學生照顧者」有性別上

的比例差異，但經實證顯示比例差異確實存在，女性之於男性有較大的

比例擔任照顧者的角色。雖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並非影響多重障礙學生

照顧者的生活品質的因素之一，若後續研究想針對「多重障礙學生照顧

者」之「性別」對於生活品質影響，或許可經由樣本抽取的比例來調整。 

    本研究的取樣來自北部某特殊學校所提供的樣本，因樣本是以身心

障礙手冊為多重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此身分的學生數量較少，且問

卷題目中有些問題涉及個人隱私，使得受訪者填答意願不高，導致回收

的問卷較少，最後的研究結果無法推及全國。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在經

費、人力、時間的許可下，未來的取樣可延伸至一般學校、公私立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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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等單位，相信增加問卷發放的母群體，對於生活品質的研究較為周

延。 

 

貳、 研究建議 

 研究建議乃依第四章的實證分析的結果，並結合研究動機所提出的 

議題，綜合討論下提出相關的建議，分述如下。 

 

一、 鼓勵家長參與支持團體並針對孩子就業就養議題深入研討 

心理範疇在本研究與其他障礙者的研究中，都是受測者感受較差的

範疇。在深入心理範疇的各層面可發現，主要照顧者對於自身的正向感

覺感受較差，代表個人對未來的看法和感覺偏向較悲觀的狀態。原因在

於照顧多重障礙孩子為一輩子的甜蜜負荷。對於照顧者而言，與孩子經

歷不同的教育階段，都像是一趟未知的旅程，從孩子學校的適應及同儕

相處，到面對高職畢業後續就業、就養安置問題，常常有徬徨無助的感

覺。針對主要照顧者的心理支持方面，建議主要照顧者參與同樣障礙的

家長支持團體，有團體支持的主要照顧者容易在相似的同儕中，透過經

驗分享及互相討論，一同解決育兒教養的問題，也能經由支持團體能跟

孩子一同結識友伴，擴充生活經驗與拓展個人視野。 

針對未來就業就養安置的議題，家長們可以一同深入研討並尋求相

關資源，藉由倡議的方式使多重障礙孩子未來的就業就養有更多的選

擇。舉例來說，近幾年社政單位開設社區化的小型作業所，提供身心障

礙孩子一處能拉長職前訓練的場所。這對於有就業潛能但需較長時間培

訓的中重度障礙孩子而言，無疑是相當好的政策，若對於政策較不敏感

的家長，容易錯失申請的時機，也錯過訓練孩子的好機會，所以參加家

長支持團體能保持對於政策的敏感度。此外，家長們能更進一步結合、

動員團體的力量，呼籲社會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給身心障礙孩子，甚至

是主動出擊尋求更多的工作機會，或向政府申請增設社區化小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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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化被動為主動，為孩子爭取畢業後的就業出路與延長教育訓練的機

會。 

 

二、 提供特教研習相關資訊並提供家長最新資訊與教養技能 

    本研究發現，教育程度為影響生活品質的主要因素之一。再者，學

歷在研究所以上者，其本土社會、本土環境範疇顯著高於其他學歷者。

亦即學歷在研究所以上者，其獲得新資訊與學習新技能的能力也較好，

在財務資源與居家生活的硬體、環境等都有較好的感受；在與人的關係

方面，教育程度較高者自覺家人與朋友的支持度高，自覺被接納的程度

也較高。由此可知，高學歷對於照顧者而言，在社會關係與環境方面具

有很大的優勢。但從描述統計的數據發現，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

學歷的照顧者超過一半以上，研究也顯示國小學歷者的本土社會、本土

環境範疇最低。  

    為了彌補照顧者因學歷所帶來的差異，研究者建議可從提供特教最

新資訊與教養技能著手。對於家有身心障礙孩子的家庭而言，孩子的狀

況並非在原本的預期內，所以當知悉孩子的特殊狀況後，如何尋找特教

資源與正確的教養資訊，是相當重要的過程。現今有很多社福團體或基

金會，皆有提供相關的增能課程與研習，讓照顧者能獲得最正確的資訊

與技能。 

    在學校方面，建議輔導室方面也能針對多重障礙學生家長開辦研

習，凡舉輔具的運用、肢體的擺位與照護，或是問題行為的因應等課程，

增進照顧者的知能，也有助於建立學校與家庭的教育共識，以一致的目

標與態度教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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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加安置機構與日托照護中心並提供主要照顧者喘息的機會 

本研究發現，多重障礙主要照顧者在活力方面較缺乏，也幾乎無時

間進行休閒娛樂活動，其原因來自於長期照護所帶來的身心疲憊。對於

普通學生的父母而言，教養孩子為人生的階段性任務，待孩子成年有了

自我照顧、維生能力後，父母也能放下照顧與教育的工作。但對於多重

障礙孩子的主要照顧者而言，照顧孩子是一輩子的責任，尤其在孩子從

高職畢業後，所承受的是二十四小時無間斷的照顧與教育工作，這無疑

加重他們身心方面的負擔，當父母年紀越長，體力狀況不如從前時，照

顧多重障礙孩子的工作也越顯艱鉅。 

針對成年的多重障礙學生的安置議題，目前國內的相關機構分為全

天候的住宿與日托的照護中心，但因機構數量少且名額有限，當屆的高

三畢業生只能後缺等待機會。建議政府能重視長期照護這部分的需求，

以建立社區化的住宿機構與日托照護中心為原則，結合社區資源與人

力，拓展多重障礙孩子成年的教育與就養服務，讓他們能走出社區、延

續學習，也提供主要照顧者喘息的機會，擁有一些休閒、放鬆的空間，

增加身體心靈的活力。 

除此之外，研究者詢問其中一位受測者，為何在「正向感覺」所屬

題項有較低的分數，受測者表示自己對於孩子未來的安置相當困擾，最

近在探訪畢業的安置機構，考慮有些私立住宿機構僅讓孩子在過年過節

時回家，使得家長不得已放棄未來安置的可能性。相信先前也有家長因

此類規定放棄安置，研究者也判斷此類規定不符合正常管理規定與程

序，但卻無法以個人力量提出質疑與建議。由此可知，維持優良的機構

管理品質也是很重要的，為確保多重障礙孩子在機構中能獲得合宜的照

顧，政府應加強對於公私立全天候住宿機構的評鑑與審查，並定期針對

私立的安置機構進行評鑑，對不合宜的規定進行輔導改進，相信對於安

置機構的管理與整體品質能有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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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工與特殊心理輔導介入並提供家庭與家長直接服務 

    多重障礙的學生在畢業後的狀況要由誰接手？這目前是一個無解

的問題。雖然在我國教育法規中並未明定，但基於身為教師的志業與責

任的影響，教師仍會不定時致電或到家中表達關心之意，研究者在北部

地區特殊教育學校工作，校內規定在畢業生的後三年需進行追蹤輔導，

也就是致電或到家中了解畢業學生的近況，但三年後面對手上正在管理

的個案與教育現場多種狀況，無法再提供畢業生同等的關心與協助。 

    對於多重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而言，在孩子脫離制度內的教育階

段後，不再能從學校得到教育與心理輔導等相關協助，所以當孩子有特

殊的行為問題或心理狀況時，只能孤軍奮鬥並獨自承擔，對他們而言，

面對生計壓力與孩子的問題行為兩頭燒的情況，常有心力交瘁的疲乏

感。近期發生因教養多重障礙孩子引起的人倫悲劇，父親無法承受多重

障礙孩子在畢業後情緒、行為的轉變，心灰意冷之際做出讓人遺憾的決

定，相信這位父親與其家人面對的身心理壓力並不是個案，而是很多家

有身心障礙孩子的家庭所會面對的狀況。 

    我國的社福單位目前針對高風險或是家中有特殊狀況的家庭會派

社工協助，在教育階段時常是由校方主動發現，並為家庭提出申請，但

在學生畢業後沒有校方介入，且家庭常會以「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羞

於提出申請，這使家庭更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為了避免這樣的憾事再

度發生，應訂定明確的責任劃分，畢業後的多重障礙孩子的家庭由社會

局等單位接手處理。於高三的轉銜會議時，導師對負責社工直接提出家

庭的需求，讓社工從孩子轉銜會議後，立即依需求提供相對應的社會支

持。另外在孩子回歸家庭後，由社會局派社會定期進行訪查與關心，透

過社工的專業來評估家庭的狀況，在財務方面的補助或社會資源的提供

能進行統整規劃，使家庭減輕生計方面的壓力。再來，鼓勵社區落實守

望相助的精神，利用里長與社區警察提供第一線的通報，當發現家庭有

所困難時便緊急轉介社會局，請社工到家評估家庭的問題與提供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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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另外，針對畢業後多重障礙孩子家長的特教諮詢，建議社會局能成

立身心障礙者輔導小組，將特殊教育的專業納入社會局進修的重點項

目，讓社工都能有特教的專業，或是未來能增設特殊教育的諮詢老師，

將多重障礙孩子家長作為直接服務的對象，以專業的特教角度提供家長

特教相關諮詢，相信對於孩子的教育與相關情緒行為的處理都有很大的

幫助。 

    更重要的是，多重障礙孩子家長的心理輔導也是很重要的，有鑒於

長期照護孩子與維持生計的雙重壓力下，家長的心理方面是很需要支持

的。建議能提供心理諮商等直接服務，為家長們提供正常紓解心理壓力

的管道，相信在畢業後的身心障礙者家庭服務完善建立下，這類憾事能

慢慢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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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調整相關補助標準的訂定以紓解財務資源的困境 

財務資源對多重障礙學生的家庭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議題。不可否

認的是，家庭收入的多寡會影響家庭的生活品質，而收入多少才夠用會

因生活的地區與個人價值觀有所不同，由於本研究的樣本來自北部大都

會城市的多重障礙者的主要照顧者，其相較其他較小縣市而言，其生活

需要的花費也高得許多。 

本研究發現以研究地區而言，家庭月收入 5萬為分水嶺，5萬以上

收入的家庭所感受的生活品質較好，而 5萬以下收入的家庭生活品質感

受較差，且研究顯示家庭收入與主要照顧者的生理範疇與本土環境範疇

也有所影響，此數據可從現實面提供社政單位參考，雖然金錢並非萬萬

不能，但 5萬元以上的家庭月收入對於多重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生活品

質的感受會有明顯的提升。若需從經濟方面協助多重障礙孩子的家庭，

在此建議相關補助的申請與評估，能以家庭月收入 5萬作為核發標準的

參考，期在補助方面提升多重障礙學生與其家庭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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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國立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碩士生，同時也是台北啟智學校高職部教師黃馨

萱。現在正進行「多重障礙學童家長之生活品質研究」的碩士論文，誠懇邀請您填寫

研究問卷。問卷大約十分鐘內能填完，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家長們在照料多重障礙的孩

子的過程中，對於自己的生活品質的評價如何。問卷填完後，我會準備一份小禮物致

贈表達謝意。 

 

    為保障受訪者的權益與隱私，茲訂此協議供雙方遵行，有關受訪者同意書的內容

如下: 

 

一、為確保您的權益與隱私，您可選擇是否要填寫此問卷，在確認您的意 

    願後，才會另外夾發問卷給您。 

二、問卷內容僅提供論文使用與學術研究使用，在未經您同意下，研究者 

    絕不會洩漏您在問卷中提供的資料。並在研究完成後，問卷一律全數 

    銷毀。 

三、在論文的整理與分析過程中，您的姓名與可辨識出身份的資料，皆不 

    會從論文之資料得知。 

四、您所提供的資料僅用於學術研究的統計分析，不會有個別資料的呈 

    現。 

五、論文完成後會公開放至在台師大圖書館或國家圖書館，若您後續想了 

    解研究內容，作者會提供論文電子檔乙份。 

 

□我已讀完上述受訪者同意書之內容，並同意參與此研究。 

 

 

受訪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指導老師: 張千惠 博士 

                                   研究生: 黃馨萱   敬上 

                                   聯絡電話: 0939286760 

                                   聯絡信箱: lisa10316@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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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填答日期：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  
（台灣簡明版） 

 第一部份   生活品質問卷 
問卷說明：  

這份問卷詢問您對於自己的生活品質、健康、以及其他生活領域的感覺。請您回答所有  
的問題。如果您對某一問題的回答不確定，請選出五個答案中最適合的一個，通常會是您最  
早想的那個答案。  

我們的問題所關心的是您最近兩星期內 的生活情形，請您用自己的標準、希望、愉快、 
以及關注點來回答問題。請參考下面的例題： 
 
 
例題：整體來說，您滿意自己的健康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請選出最適合您在最近兩星期內對自己健康的滿意程度，如果您極滿意自己的健康，就  

在「極滿意」前的□內打「√」。請仔細閱讀每個題目，並評估您自己的感覺，然後就每一個  
題目選出最適合您的答案。謝謝您的協助！ 

1. 整體來說，您如何評價您的生活品質？   

 □極不好 □不好 □中等程度好 □好 □極好 

2. 整體來說，您滿意自己的健康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3. 您覺得身體疼痛會妨礙您處理需要做的事情嗎？   

 □完全沒有妨礙 □有一點妨礙 □中等程度妨礙 □很妨礙 □極妨礙 

4. 您需要靠醫療的幫助應付日常生活嗎？   

 □完全沒有需要 □有一點需要 □中等程度需要 □很需要 □極需要 

5. 您享受生活嗎？     

 □完全沒有享受 □有一點享受 □中等程度享受 □很享受 □極享受 

6. 您覺得自己的生命有意義嗎？    

 □完全沒有 □有一點有 □中等程度有 □很有 □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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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集中精神的能力有多好？    

 □完全不好 □有一點好 □中等程度好 □很好 □極好 

8. 在日常生活中，您感到安全嗎？    

 □完全不安全 □有一點安全 □中等程度安全 □很安全 □極安全 

9. 您所處的環境健康嗎？ (如污染、噪音、氣候、景觀)   

 □完全不健康 □有一點健康 □中等程度健康 □很健康 □極健康 

10. 您每天的生活有足夠的精力嗎？    

 □完全不足夠 □少許足夠 □中等程度足夠 □很足夠 □完全足夠 

11. 您能接受自己的外表嗎？    

 □完全不能夠 □少許能夠 □中等程度能夠 □很能夠 □完全能夠 

12. 您有足夠的金錢應付所需嗎？    

 □完全不足夠 □少許足夠 □中等程度足夠 □很足夠 □完全足夠 

13. 您能方便得到每日生活所需的資訊嗎？   

 □完全不方便 □少許方便 □中等程度方便 □很方便 □完全方便 

14. 您有機會從事休閒活動嗎？    

 □完全沒有機會 □少許機會 □中等程度機會 □很有機會 □完全有機會 

15. 您四處行動的能力好嗎？    

 □完全不好 □有一點好 □中等程度好 □很好 □極好 

16. 您滿意自己的睡眠狀況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17. 您對自己從事日常活動的能力滿意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18. 您滿意自己的工作能力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19. 您對自己滿意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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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您滿意自己的人際關係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1. 您滿意自己的性生活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2. 您滿意朋友給您的支持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3. 您滿意自己住所的狀況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4. 您對醫療保健服務的方便程度滿意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5. 您滿意所使用的交通運輸方式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6. 您常有負面的感受嗎？（如傷心、緊張、焦慮、憂鬱等）   

 □從來沒有 □不常有 □一半有一半沒有 □很常有 □一直都有 

27. 您覺得自己有面子或被尊重嗎？    
 □完全沒有 □有一點有 □中等程度有 □很有 □極有 

28. 您想吃的食物通常都能吃到嗎？    

 □從來沒有 □不常有 □一半有一半沒有 □很常有 □一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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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份   綜合自我評估 
請依您最近兩個星期的情況，回答下列題目；「0」端代表生活品質最差 的狀態，「100」 

端代表生活品質最佳的狀態，根據此觀點，請在下列的長條圖中，以箭頭及數字

 

的方式， 
標出您的情況，謝謝。 

 
例題： 整體而言，我對自己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的滿意程度。   
最差       65   最佳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 綜合而言，我對自己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的滿意程度。  

最差                   最佳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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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1□ 16~20 歲   2□ 20~30 歲   3□ 30~40 歲   4□ 40~50 歲   5□ 50~60 歲    

 
6□ 60~70 歲   7□70 歲以上 

﹝3﹞教育程度：1□不識字 2□國小/小學 3□國中/初中  4□高中/高職 

 5□大專/大學 6□研究所及以上  7□其他__________  

﹝4﹞請問您目前從事什麼行業？      

1□農林漁牧業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製造業 

4□水電燃氣業    5□營造業 6□批發及零售業 

7□住宿及餐飲業    8□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9□金融及保險業 
 

10□不動產及租賃業 11□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教育服務業 

13□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14□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15□其他服務業 

16□公共行政業    17□家庭主婦  18□無工作 

19□其他       
        

﹝5﹞請問您的職業？       

1□現役軍人    2□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 

3□專業人員    4□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事務工作人員    6□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7□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8□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9□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0□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11□家庭主婦    12□無工作   

13□其他       
      

﹝6﹞宗教信仰：1□無 2□佛教  3□道教  4□基督教 5□天主教 6□無神論 

 7□回教  8□信有神但沒有特定宗教 9□一貫道  10□其他________ 
 
﹝7﹞婚姻狀況：1□未婚/單身 2□已婚/同居 3□離婚/分居 4□喪偶 5□其他________ 
 
﹝8﹞請問您目前患有哪些疾病？ 
 

1□無 
 

2□若有，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依嚴重性列出前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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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覺個人健康狀況：1□很差  2□差  3□不好不壞  4□好  5□很好 
 
﹝10﹞整體來說，您覺得目前生活過得快樂嗎？ 
 

1□很不快樂 2□不太快樂 3□還算快樂 4□快樂 5□很快樂 

﹝11﹞您過去一年的個人平均月收入多少元？   

1□無收入 2□1 萬元以下 3□1-2 萬元 4□2-3 萬元 5□3-4 萬元 

6□4-5 萬元 7□5-6 萬元 8□6-7 萬元 9□7-8 萬元 10□8-9 萬元 

11□9-10 萬元 12□10-11 萬元 13□11-12 萬元 14□12-13 萬元 15□13-14 萬元 

16□14-15 萬元 17□15-16 萬元 18□16-17 萬元 19□17-18 萬元 20□18-19 萬元 

21□19-20 萬元 22□20 萬元以上     
﹝12﹞您過去一年的全家平均月收入多少元？      

1□無收入 2□1 萬元以下 3□1-2 萬元 4□2-3 萬元  5□3-4 萬元 

6□4-5 萬元 7□5-6 萬元 8□6-7 萬元 9□7-8 萬元 10□8-9 萬元 

11□9-10 萬元  12□10-11 萬元 13□11-12 萬元  14□12-13 萬元  15□13-14 萬元 

16□14-15 萬元  17□15-16 萬元 18□16-17 萬元  19□17-18 萬元  20□18-19 萬元 

21□19-20 萬元  22□20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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