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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背景

 長期照顧是基本人權，照顧他人與被家人

照顧也是基本人權。長期照顧是個人或家

庭無法單獨承受的共同風險。

 擔憂目前婦女在長照政策中的邊緣處境，

在性別聲音長年被忽略下，被強化傳統的

照顧角色，讓婦女獨自承擔社會之共同需

求。



議題背景
相對於將家庭照顧視為一種倫理責任，應該
把照顧視為基本人權，無論是照顧家人與被
家人照顧，對照顧者或被照顧者而言，應該
是一種選擇，而不是義務。希臘文中「doulia

」（照顧互助）是指當接受別人的照顧而得
以生存與發展時，同時需要支持照顧者讓他
們也得以生存與發展。對於照顧者，社會有
使他們不因照顧責任淪於匱乏的倫理責任。
照顧者有免於匱乏的權利，稱為「照顧者權
利」（doulia rights）。



議題背景

所謂的「照顧責任公共化」原則，就是要
國家與社會共同分擔家庭照顧負荷，提供
照顧者與受照顧者的多元選擇，建構普及
式照顧服務體系，避免家庭成為市場化（
受仲介剝削）、女性化（無酬）勞動的職
場，又缺乏照顧勞動的法制化保障，迫使
照顧者難以休息，成為人權下的犧牲者。



理解家庭照顧者

 長期照顧領域逐漸覺察到為了能讓失能/失智
老人留在社區中，家庭成員扮演相當關鍵的
角色。

 現在普遍認知到家庭照顧工作有著相當大的
壓力，就是所謂的「隱形病人」，因此家庭
照顧者本身也應該成為服務單位評估的對象。

 近年來對於失智症的認知與盛行率提高，也
使得相關專業單位致力於了解家庭照顧的投
入與對家庭之影響。



理解家庭照顧者
 在實務操作領域，家庭照顧者評估可決定照顧者支

持性服務的使用資格，也可作為支持與強化家庭照

顧者照顧計畫服務之重要基礎。

 評估有助於深入瞭解家庭照顧者所處的情境，有助

於實務工作者確認其需求與危險，提供訊息來設計

處遇服務以降低潛在負面的結果(如老人受虐問題)。

 評估的過程對家庭照顧者也有治療的效果，因為能

提供他們表達自我的機會，能被傾聽、被理解，以

及證明其用心、努力與投入程度。



理解家庭照顧者

現有評估工具的潛在問題

 附屬在服務個案評估量表之內

(無獨立評估的機制)

 評估量表不具備心理計量特性

(如照顧負荷的測量)

 服務供給與評估結果並無關連

(如喘息服務的使用)



理解家庭照顧者

 家庭照顧者所提供除了個人照顧外的實際

任務

 家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價值與偏好

 家庭照顧者多重角色壓力

 提供照顧所需要的技能

 照顧過程的正面意義

 家庭關係與衝突

 照顧者自我效能與資源



理解家庭照顧者

不知道如何照顧的「無助感」

受到老人挑剔的「無奈感」

其他家人不給予支持或體諒的「委屈感」

眼看著老人逐漸邁向死亡的「無力感」

就業和照顧責任的「衝突感」



照顧者關懷理念

 長期照顧領域逐漸覺察到為了能讓失能老人
留在社區中，家庭成員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現在普遍認知到家庭照顧工作有著相當大的
壓力，就是所謂的「隱形病人」，因此家庭
照顧者本身也應該成為長期照顧服務的對象。

 近年來對於老人失智症的認知與盛行率提高，
也使得相關專業單位致力於了解家庭照顧的
投入與對家庭之影響。



照顧者關懷理念

 現代多元家庭的照顧功能早已弱化，但目前

長照的公共服務資源不足、或品質參差不齊，

致使許多家庭背負沈重的照顧負擔。

 在長照服務體系中，家庭照顧者往往被客體

化為服務對象，需要以照顧事實來證明自己

的需求。家庭照顧者運動的核心就在於從權

益的觀點重新理解家庭照顧者，而不再以

「家庭照顧是義務」的觀點看待家庭照顧者。



照顧者關懷理念

 現有長照服務體系尚未納入家庭照顧者的觀

點，尤其在服務類型上，必須增列「家庭照

顧者支持服務」為第四類長照服務類型。

 在目前長期照顧十年計畫中，「喘息服務」

被窄化為一種服務類型，但是「喘息服務」

的重點不在於服務類型，其關鍵在於它是否

是站在家庭照顧者的立場出發。



照顧者關懷理念

對於喘息服務的評論
 由受有訓練之照顧服務員到家協助家庭照顧

者照顧失能者—

所以並非照顧家庭照顧者本人

 補助標準以失能者之失能程度為主—

客觀照顧事實為主而非主觀自我認定為準

 每年最高補助14天至21天—

周休一日還不到



五階段家庭照顧者因應對策

預備照顧者（即將成為照顧者）

定義：雖然長輩尚未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但年事
已高、體力逐漸衰弱，或身體狀況不佳，已有頻
繁進出醫院徵兆。

對策：及早認識長照資源與規劃，學習家庭內溝
通對話，提升「長照戰備力」，以免手忙腳亂，
匆促做出離職或不當照顧安排的決定。

建議：1.上網搜尋長照資訊、2.多多閱讀，累積
知識、3.開始思考家庭照顧協議、4.企業也可以
幫員工多做準備、5.財務規劃、6.儲蓄人脈資本



五階段家庭照顧者因應對策
新手照顧者（照顧資歷0-6個月）

定義：根據研究，大多數家庭都是在家人倒下後
才開始尋找資源，新手照顧者在前六個月最慌亂
，也是離職的高危險期。

對策：面臨照顧技巧不足產生壓力，或無法面對
長輩突然倒下的事實，需要過來人指引、陪伴與
情緒支持。此階段最主要工作是「盡快找到照顧
資源」。

建議：1.了解居家周圍長照資源、2. 洽詢各縣市
長照管理中心、3.專人諮詢、4.照顧技巧指導諮
詢、5.尋求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五階段家庭照顧者因應對策

在職照顧者（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家人）

定義：在職照顧者白天工作、晚上照顧家人，長
期體力、心理、經濟負荷重，面臨辭職或繼續工
作的兩難。

對策：善用長照資源，盡可能保住工作，設法在
照顧與工作、生活間，找到自己的平衡點。

建議：1. 6個月內做好穩定平衡工作與照顧的安
排，強烈建議不要離職、2.企業創造照顧者友善
環境、3.在職照顧者彈性喘息



五階段家庭照顧者因應對策

資深照顧者（3年以上）

定義：資深照顧者長期負擔照顧責任，身體狀況
亮紅燈；且少與外界接觸，沒有社交生活，有可
能出現憂鬱傾向；若因全職照顧，無固定收入來
源，長期下來可能淪為貧窮人口。

對策：接受自己不是超人的事實，要求家人輪流
照顧或善用政府喘息服務，適度休息。

建議：1.找人談話，讓情緒有宣洩出口、2.紓壓
活動、3.支持團體、4.一對一心理協談、5. 喘息
咖啡



五階段家庭照顧者因應對策

畢業照顧者（結束照顧工作）

定義：畢業照顧者照顧完家人後，自己可能也步
入中老年，很難再找到工作；或許在照顧過程中
花光大半存款，經濟風險高。也有畢業照顧者，
走不出失去長輩的悲傷，或因照顧太久而孤立，
或缺乏重返職場的信心。

對策：走出悲傷，學習放下；學習重返社會，重
新接觸人群。

建議：1.卸下重擔，重返職場、2.長照產業或許
是個具優勢的選擇



關於家庭照顧者的迷思與澄清

迷思一：照顧就應該要自我犧牲

X 常見的想法：我要用生命中的每一分、
每一秒來照顧他，直到他痊癒為止，其他
的事情都可以放下，等到以後再說。
O 合理的想法：唯有適當地讓自己喘息，
才能有更好的照護品質！有足夠休息，才
能照顧好患者，因此在條件許可下，可以
維持原有的社交活動。



關於家庭照顧者的迷思與澄清

迷思二：100分的照顧才是好的照顧

X 常見的想法：只要家人好就好，我沒差
；我不該抱怨、生氣，也沒有時間沮喪！
O 合理的想法：唯有我快樂，才會有健康
家人。照顧者的情緒會嚴重影響到被照顧
者的情緒。



關於家庭照顧者的迷思與澄清

迷思三：只有我最了解他，我來照顧才是
最好的

X 常見的想法：除了我，沒有人可以好好
照顧他！我一個人承擔就好！我還撐得下
去！
O 合理的想法：照顧者要大方接受協助。
支援越多，越能事半功倍。



關於家庭照顧者的迷思與澄清

迷思四：照顧工作是沒有價值的

X 常見的想法：照顧家人是天經地義的，
沒有甚麼好鼓勵的。我每天照顧一個家人
，對社會沒有貢獻，是一個沒用的人。
O 合理的想法：照顧家人對整個家庭和社
會都有重要的意義和貢獻。我做的事情很
重要，值得被鼓勵與肯定。



關於家庭照顧者的迷思與澄清

迷思五：照顧是家裡的事情

X 常見的想法：照顧家人已經夠讓人操煩
了，我只要盡力就好，不用跟別人說，說
也沒有用。
O 合理的想法：我應該多多和有相同或類
似經驗的人交流，可以學習到更多的寶貴
經驗。



十大冏句 照顧者的心聲（OS）

怎麼變成這樣？你是怎麼顧的？ 你那麼會顧，你來顧！

你會不會照顧阿！不會照顧又捨不
得花錢請人照顧

你願意出錢嗎？

每次回來就聽你念，那就把他送機
構阿！又沒人逼你（顧）

我就是捨不得啊！那我很累，就
不能抱怨兩句嗎？

每個月給你錢，還照顧成這樣，錢
都花去哪了

照顧真的很花錢！尿布、營養品
一個月就超過五千元，還有看病、
交通往返…

一個大男人怎麼老是窩在家裡不出
去工作

我出去工作，他/她怎麼辦？



十大冏句 照顧者的心聲（OS）

你在家為什麼不把家裡打掃一下，這
麼亂……

我顧他都快累死了！怎麼還有時
間、力氣打掃！

你照顧的很好阿，他/她也比較習慣你
照顧，況且我有小孩要顧、工作那麼
忙……，抽不出時間輪啦！

那我咧？都沒有自己的時間？

記得要做這個……，做那個……！ 那麼會指揮，你來做

財產都分給你，那你就應該要照顧阿
／你照顧得再好，別肖想他會把財產
留給你。。。／(竊竊私語)XX是為了
財產才照顧的吧！

我真的不是為了錢才照顧，不然
換你來照顧！錢給你

家裡有病人，你還要去哪裡啊！ 大姑小姑都回娘家了，我什麼時
候也可以回去？／過年大家都可
以放假，我呢？



結 語

 最基本的議題就是政府主管機關與長期照顧服
務如何看待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與地位，以及認
知與支持其所付出之辛勞與努力。

 長期照顧改革是必要的。這種改革應肯定家庭
照顧的投入與奉獻，並提供支持性服務以維繫
其持續性與照顧能量。

 社會照顧模式明確肯定照顧弱勢族群不是家庭
責任，而是公共責任，公共服務必須提供給
「有需要」的人，成為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安
全的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