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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三小節，主要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名

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2011）指出，罕見疾病係指患者人數 

鮮少、罹患率低的疾病。而此大多數是為遺傳性之疾病，只有少部份 

為非遺傳性或原因不明之疾病。國民健康局（2005）委託財團法人罕 

見疾病基金會發行之「罕見疾病 Q&A」中也提到，依據美國「孤兒藥

品法」針對罕見疾病之界定，係指美國境內之患病人數少於二十萬人；

在日本，「孤兒藥法」則界定罕見疾病為患病人數低於五萬人則屬之。

而台灣則依據「罕見疾病及藥物審議委員會」公告，是以疾病盛行率

萬分之一以下作為罕見疾病認定之標準。並以「罕見性」、「遺傳性」

以及「診療困難性」三項指標來綜合認定。 

  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實施至今，國民健康局 2011 年 9 月公告罕

見疾病種類共有 192 種；罕見疾病基金會服務之病類則為 211 種。而

國內罹患罕見疾病之人數，依照國民健康局的罕見疾病通報個案顯示

為 2,699 人。另外，若依據健保局重大傷病有效領證，罕見疾病人數

於 2011 年即有 3,845 人，成長率為 4.53%（國民中央健康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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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小腦萎縮症是罕見疾病中最大宗的一群，屬於顯性遺傳，若有發

病的父親或母親其中一人帶有致病基因，每一位子女有百分之五十的

機率得到疾病，機率相當高（吳瑞美，2007）。但是有關罕見疾病研究

主題之學術研究文獻相當缺乏，從早期的醫學臨床研究為主，漸而擴

展到探討照顧所帶來的社會議題、福利制度面上，如：照護經驗、壓

力因應等。至今研究漸漸開始深入探討罕見疾病家庭之照顧者心理、

生活品質，小腦萎縮症之照顧者的相關研究更是少之又少。Van Hooren, 

Widdershoven, van der Bruggen, van den Borne & Curfs(2005)曾以正向

觀點探討家庭激發出的優勢力量，訪問 23 位父母與「小胖威利病症」

兒童共同生活之意義，發現家人會團結一致，並接受及尊重病童，給

予自由之空間，與病童溝通和分享照護責任。另外，唐先梅與曾敏傑

（2008）針對罕見疾病家庭的壓力源進行探討，發現其中包含「因為

疾病照顧困難的壓力」以及「面對家庭資源困境的壓力」，可知在照顧

罕見疾病患者上是有壓力存在，且家庭資源若是缺乏亦會陷入困境。

陳怡汝（2009）針對罕見疾病主要照顧者反思學習性的重要性做探討，

發現照顧者若是知覺自己能勝任照顧工作，並對其他同質性團體成員

提供幫助時，使他們重新確立自我價值並獲得認同。而疾病所帶來的



 

3 
 

衝擊與壓力，會因為家中經濟安全與實質支持程度有所變動。這些研

究均顯示，若是照顧者受到家庭支持越多，對於自我的認同與肯定可

能也越高。 

  在過去，小腦萎縮症一直不被社會所重視，成為名符其實的弱勢

族群。但疾病卻會一直伴隨著他們，總有些許的遺憾。而疾病除了會

帶給患者痛苦之外，也常造成其家屬在精神上以及財務上的負擔，因

此產生了照顧者的負荷。Lai, Daniel & Thomson (2011)針對社會支持對

照顧老年人之照顧者負荷研究指出，照顧者在照顧患者時若是缺乏來

自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會感受到社會的壓力。蔡盈盈、張巍鐘、陸汝

斌與曹朝榮（2007）針對乳癌病患主要照顧者的研究也提到，照顧者

所獲得的家人親友支持部份，在社會支持來源中是最為重要的，照顧

者之整體生活品質感受，會受到來自家人親友的支持所影響，因此，

社會支持對於照顧負荷是有其重要性的。 

   綜合上述可知，對慢性疾病的研究已初步發現家庭支持的重要，

也發現主要照顧者之照顧負荷與社會支持有關聯。但是並未直接回應

家庭支持的程度，是否會讓照顧負荷產生變化？此外，目前國內的研

究多以慢性疾病患者之照顧者為主。本研究將進一步關心疾病程度及

衝擊均可能更大的罕見疾病家屬，從小腦萎縮症照顧者的角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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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照顧負荷的情形以及家庭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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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說明，本研究重點在了解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負荷的

情形，以及探討家庭支持對照顧負荷的影響，主要的研究目的與研究

問題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瞭解小腦萎縮症照顧者其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之狀況。 

二、探討不同背景因素對照顧負荷之影響。 

三、探討小腦萎縮症照顧者家庭支持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對照顧負荷

的影響。 

 

貳、研究問題 

一、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的狀況為何？ 

二、不同背景因素對照顧負荷之影響為何？ 

三、小腦萎縮症照顧者家庭支持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對照顧負荷的影

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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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為使研究範圍更加明確，並方便有關變項的分析與討論，茲將本

研究所涉及的名詞及操作型定義界定如下： 

壹、小腦萎縮症照顧者 

  在本研究中小腦萎縮症病患係指為滿 18 歲之成年人，經由醫師診

斷說明確實患有罕見疾病且已經發病。楊嘉玲與孫惠玲（2003）定義

照顧者係指與受照顧者有親屬關係的照顧者；而本研究則定義照顧者

係指有親屬關係的家庭照顧者。 

貳、照顧負荷 

  本研究參考許多相關研究後，將照顧負荷分為生理層面、心理層

面、社交層面及財務層面，主要為主要照顧者之主觀負荷感受。 

參、家庭支持  

  本研究將家庭支持功能分為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及實質性

支持三種，情緒性支持意指照顧者獲得關心、愛與肯定等；訊息性支

持意指照顧者獲得疾病相關資訊等；實質性支持則是指照顧者獲得生

活上具體的支援等。而本研究將測量家庭支持之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

支持來源則以家庭成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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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瞭解國內外相關研究，第一節為介紹小腦萎縮症照

顧者之照顧負荷、第二節為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第三節為

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照顧負荷與家庭支持，詳述如下： 

第一節 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照顧負荷 

本節說明照顧負荷之意涵，並分析不同背景者的照顧負荷，最後

再探討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照顧負荷。 

壹、照顧負荷之意涵 

  Hoening & Hamilton(1966)首次將照顧負荷明確視為一個概念，他

們認為主要照顧者所遭受的事件、活動、特殊狀況必須分類為情緒、

感受及態度（引自蔡仁貞，2010，頁 9）。Browning & Schwirian(1994)

對照顧者負荷定義為家庭成員在照顧功能受損的家人過程中所經歷到

生理、心理、情緒、社會、財物等問題。而也有研究者主張照顧負荷

主要是家庭照顧者主觀的負荷感受（黃卓禕、李世代、張宏哲、江玲

玲、李俊年，2008）。   

  在整理照顧負荷的文獻中發現，大多研究將之區分為兩類，一類

是從界定負荷程度的主體，將之分為「客觀及主觀負荷」；一類則依據

負荷的內容分為「生理負荷」、「心理負荷」、「社交負荷」、「財務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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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進一步說明。 

一、客觀及主觀照顧負荷 

  Montgomery 等人將照顧負荷分為主觀及客觀兩方面，他們認為

「負荷」的產生是因為照顧者在照顧另一個人或是承擔責任時，所付

出的努力、精神及金錢所致。所以當它發生在互動系統中，可分別以

客觀及主觀來看待。「客觀」指的是可被非當事者察覺到的反應與動作；

而「主觀」指的是當事者對於訊息之處理、感受與解讀（Montgomery, 

Stull, & Borgatta, 1985；引自楊嘉玲與孫惠玲，2003，頁 5）。內涵如

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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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客觀及主觀照顧負荷內涵 

客觀負荷 主觀負荷 

生理、身體上的 心理、精神（情緒）上的 

受「被照顧者」的狀態影響 受「照顧者」的狀態影響 

因病人疾病導致家庭生活的破壞 

和照顧工作上的費時費力。包括： 

1.照顧者活動的限制 2.花時間在協

助或照顧病人 3.經濟資源的消耗。 

照顧者經驗到對下列情況的「緊張 

感」，包括：情緒狀態、身體狀況、 

經濟狀況及自身工作。 

資料來源：楊嘉玲、孫惠玲（2003）。「照顧者負荷」概念分析。馬偕 

   學報，3，頁 19。 

 

二、「生理負荷」、「心理負荷」、「社交負荷」、「財務負荷」 

  另一類的研究是把照顧負荷內容作為不同種類的區分，例如高淑

芳、盧孳豔、葉淑惠與劉雪娥（1999）及陳美妙、陳品玲、陳靜敏與

徐亞瑛（2005）等人均將其分為「身體負荷」、「心理負荷」、「社交負

荷」。洪淑惠、張肇松、林淑媛與謝秀芳（2009）則是分為「身心負荷」、

「靈性負荷」、「生活負荷」、「經濟負荷」。而王亞妮（1999）；黃俐婷

（2004）；黃卓禕等人（2008），以及蔡仁貞（2010）等人則分為「生

理負荷」、「精神心理負荷」、「社會負荷」、「財務負荷」。（見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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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照顧負荷內涵 

             內涵 

研究 

生理 

負荷 

心理 

負荷 

社交 

負荷 

財務 

負荷 

靈性 

負荷 

高淑芳、盧孳豔、葉淑惠、劉雪娥 

（1999） 

Ｖ Ｖ Ｖ   

王亞妮（1999） Ｖ Ｖ Ｖ Ｖ  

黃俐婷（2004） Ｖ Ｖ Ｖ Ｖ  

馬先芝（2003） Ｖ Ｖ Ｖ Ｖ  

陳美妙、陳品玲、陳靜敏、徐亞瑛 

（2005） 

Ｖ Ｖ Ｖ   

邱啟潤、金繼春（2006） Ｖ Ｖ Ｖ Ｖ  

鍾玉珠、呂秋華（2007） Ｖ Ｖ Ｖ Ｖ  

黃卓禕、李世代、張宏哲、江玲玲、 

李俊年（2008） 

Ｖ Ｖ Ｖ Ｖ  

（續） 

 

 

 

 



 

11 
 

續表 2-1-2 

洪淑惠、張肇松、林淑媛、謝秀芳 

（2009） 

Ｖ Ｖ Ｖ Ｖ Ｖ 

Aggarwal, Liao, Christian, &  

Mosca(2009) 

Ｖ Ｖ Ｖ   

蔡仁貞（2010） Ｖ Ｖ Ｖ 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若從表 2-1-2 來看「生理負荷」、「心理負荷」、「社交負荷」、「財

務負荷」等四個層面，似乎為多數學者採用，且較能清楚界定各個照

顧負荷的層面。以下分別說明各層面之內涵： 

（一） 生理負荷 

  指的是照顧者皆呈現疲憊、睡眠不足、頭痛或腸胃不適、自覺健

康狀況變差等現象（馬先芝，2003）。包括體力、食慾、生活作息等改

變之程度（王亞妮，1999）。Aggarwal et al. (2009)也指出，心血管疾

病患者之主要照顧者可能因為擔任照顧者，加上照顧的工作讓身體活

動減少，飲食、肥胖等，較易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之發生率和致死率，

這些都是屬於生理負荷的部份。 

（二）心理負荷 

  就心理負荷而言，陳美妙等人（2005）指出，照顧者會經驗到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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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憂鬱、生氣、缺乏耐性、自覺罪惡感、甚至對受照顧者或其他家

人產生憤恨感。包括心情不好、壓力很大、過度依賴與要求、對其他

家人照顧減少、無法再長期照顧病人、為病情擔心等狀況（王亞妮，

1999），這些都是心理層面的負荷。 

（三）社交負荷 

  過去研究發現，照顧者會有社會角色或關係層面的改變，例如照

顧者自覺角色改變、角色衝突、社交活動減少、工作出現困境等（馬

先芝，2003）。其他研究也發現照顧者可能發生包括處理事情、親友交

往、參與社團、外出旅行、參與宗教活動、逛街購物、休閒活動、家

庭生活等改變（王亞妮，1999）。他們認為生活作息受限，而常有被綁

住的感覺（邱啟潤、金繼春，2006）。另外，家庭活動與計畫受到阻礙、

個人行動受到限制、出外旅遊及休閒活動受到影響也是社交負荷的一

部份（高淑芳等人，1999）。 

（四）財務負荷 

  財務負荷則是指照顧者會因照顧失能者，而對家庭及照顧者的財

物造成潛在威脅衝擊，包括收入的減少、經濟困難等狀況（Duakin, 

&Anderson-Hanley, 1988，引自黃卓禕等人，2008）。另有研究指出，

照顧者可能須請假或離職來照顧病患（鍾玉珠、呂秋華，2007），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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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減少，加上照顧病人的花費很大，進而造成家庭負擔改變（王

亞妮，1999），這些都是照顧者可能面臨到的財務負荷。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從「生理負荷」、「心理負荷」、「社交負荷」、

「財務負荷」四個層面來探討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照顧負荷。 

 

貳、不同背景者的照顧負荷 

  不同背景因素對照顧負荷的影響有很多，參考過去文獻，本研究 

分為患者健康狀況、照顧者工作狀況、健康狀況、年齡、照顧時間、

與患者關係品質及家庭同住人數等，以下詳述之： 

一、患者健康狀況 

 照顧者負荷亦會受到患者健康影響，李淑霞與吳淑瓊（1998）指出

失能老人的健康程度與功能越差，會增加照顧負荷。而患者的行為問

題越嚴重，其感受到的負荷也越趨沉重（宋麗玉，1999）。 

二、照顧者 

（一）工作狀況 

  李英芬（2006）指出，沒有工作之照顧者在照顧負荷上顯著高於

有工作之主要照顧者。或有些照顧者因照顧需要放棄原本工作，其感

受到的照顧回饋較少，以致於負荷較大（王春葉、林佑樺、李憶農、

陳靖博、林耀信，2002）。換句話說，沒有工作之照顧者其照顧負荷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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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二）健康狀況 

  當照顧者的健康狀態較差時，會有較高的照顧負荷產生（何怡儒，

2002）。而李淑霞與吳淑瓊（1998）針對家庭照顧者探討亦發現，自覺

健康狀況較差者，其負荷感受越大。照顧者若能有喘息機會，此身體

的負荷可以減緩（馬先芝，2003）。另外，王春葉等人（2002）研究發

現，照顧者的身心健康越好，其照顧負荷越低。換句話說，照顧者除

了身體健康之外，心理健康也是影響照顧負荷之因素。 

（三）年齡 

  Edwards & Scheetz（2002）指出，照顧者的年齡越大，其照顧負

荷越高。但蔡盈盈、張巍鐘、陸汝斌與曹朝榮（2007）卻指出，照顧

者年齡越大，其照顧的負荷與衝突相對減少。另外，Pinto, Holanda, 

Medeiros, Mota & Pereira（2007）指出，照顧者年齡與照顧負荷沒有直

接的相關，可見年齡與照顧負荷的關聯仍有待進一步檢驗。而本研究

假設照顧者因年齡較大，多半已退休，生活模式及生活壓力源較為減

少，在照顧上的負荷可能較年輕者佳。 

（四）照顧時間 

  照顧者每日花費的照顧時間與照顧負荷有顯著相關；亦即照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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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越久，所感受到的照顧負荷也越重（沈若儀，2004）。但 Goldstein et 

al.(2004)卻指出照顧負荷與照顧天數無關。而本研究假設照顧時間越

長，因為在照顧上的瑣事瓜分掉照顧者的時間運用，其照顧負荷也越

高。 

三、家庭背景 

（一）與患者關係品質 

  Pinto et al.（2007）指出，與患者的親屬關係中，以配偶為居多，

子女次之；另外在與患者關係程度部份，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與照

顧負荷有相關性，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越好，照顧者照顧負荷越低。 

（二）家庭同住人數 

  鍾玉珠與呂秋華（2007）針對血液透析病患之照顧者研究發現，

無他人協助分擔照顧工作者，其照顧負荷較大。另外，林秀純、徐亞

瑛、姚開屏與吳淑瓊（1999）指出，照顧者與其他家人同住，其照顧

負荷較低。也就是說，若家庭同住人數越多，其彼此互相幫忙協助照

顧病患，照顧負荷會較低。 

  綜合上述研究，照顧者的年齡、照顧時間對其負荷的影響有不一

致情況，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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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負荷 

  唐先梅與曾敏傑（2008）針對罕病家庭的研究指出，罕病患者因

疾病容易讓照顧者陷入絕境而無法自拔，幾乎每個罕病家庭的家人，

都會經歷身心疲憊殆盡的煎熬。另外，經濟的惡化在罕病家庭中亦是

常見的現象，這都是罕病家庭所會面臨到的問題。 

  整理過去文獻，發現小腦萎縮症照顧者照顧負荷的研究較為缺乏，

故參考其他傷殘或慢性疾病家庭照顧者在照顧負荷上的研究結果。

Makizako et al. (2009)調查 49 位傷殘病患之照顧者，發現主要照顧者

照顧負荷可能導致較低的自我效能，且會降低照顧者的幸福感。換言

之，照顧負荷會影響心理健康。Lai et al.(2011)針對 340 位照顧 65 歲

以上的主要照顧者做探討，發現在其照顧負荷上，照顧者感受到經濟

及生理健康狀況有較大的壓力與改變，亦即財務負荷及生理負荷感受

較為明顯。另外 Jones, Hadjistavropoulos, Janzen & Hadjistavropoulos 

(2011) 調查 116 位照顧老年人之照顧者，發現照顧者在情感（心理）

及身體（生理）方面的照顧負荷較為明顯。 

  就國內的研究來看，邱啟潤、許淑敏、吳淑如（2002）調查高雄

市八所居家護理機構，以家庭訪視會談方式採結構問卷收集資料，發

現主要照顧者目前最迫切的需求是財務負荷，其次是社交負荷。黃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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禕等人（2008）則調查台灣中部至北部居家呼吸照護治療個案及其主

要照顧者指出，主要照顧者負荷以財務負荷最明顯，其次是生理、社

會、心理之負荷。洪淑惠等人（2009）調查 100 位住院、罹患癌症第

四期，醫師建議接受安寧療護的病患主要家屬照顧者發現，以經濟負

荷最高，其次依序為靈性負荷、生活負荷及身心負荷。朱翠燕、李素

卿、王祖琪、謝瑞雲、李秋玉與林秀麗（2010）採質性訪談，以大同

區長期照護中心居家護理的個案為選案來源，訪談四位 60 歲（含）以

上全職女性主要照顧者，發現女性照顧者的資源系統運用不足和缺乏

支持系統、身體健康的改變、缺乏愛與被愛的衡定性。換句話說，她

們所知覺到的負荷涵蓋了生理負荷、心理負荷、社交負荷等層面。 

  綜合以上。研究者認為小腦萎縮症照顧者除了會有經濟壓力、身

心煎熬外，因患者需要被照顧，其照顧者的社交活動也會像其他需要

長期照護或慢性疾病的研究一樣產生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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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 

  本節說明社會支持與家庭支持，然後進一步探討小腦萎縮症照顧

者之家庭支持。 

壹、社會支持與家庭支持 

  個體長期處於壓力情境之下，對生理及心理皆會產生不利影響，

不論是靠正向思考轉念，或尋求外界支持與協助，皆為紓解壓力調適

之道，而社會支持的獲得即所謂透過他人或其他團體的互動得到支持

（蔡孟芬，2006）。李瑜弘與王瑞霞（2001）指出，社會支持的提供是

指對他人的援助與保護，援助可以是有形的經濟資助或無形的情緒上

協助；保護可說是當他人處於生活壓力的負面影響時，提供社會支持

的人能夠出現並減輕其壓力。另外，社會支持也可定義為一種照顧的

資源，可來自於家庭、朋友、同事或其他健康照顧的專業人員(Hilkka, 

& Marita, 2002)。 

  Brown(1974)指出提供社會支持的來源有二（引自吳寧遠，1997，

頁 65）： 

一、非正式的社會支持來源：包含初級團體裡的成員，如家人、親 

  戚、朋友、鄰居及社團朋友、工作夥伴。 

二、正式的社會支持來源：指提供服務性支持的學校、衛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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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或民間福利機構的工作者及為特殊目的而結合的互助團體。 

  一般來說，個人在遭遇困難時，大多會與自己配偶、父母或手足

商量，以尋求支持，所以個人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還是初級團體裡

的成員（吳寧遠，1997）。由於家庭是初級社會團體，相對於次級團體

更具親密性、全面性及獨特性（江奇霙，2003）。因此家庭支持可說是

人們最基本的非正式社會支持（黃俐婷，2004）。張正正與鍾重發（2002）

指出，家庭面臨壓力可能形成危機而造成家庭瓦解，因此如何因應家

庭危機更是罕見病患家庭必須處理的課題，而透過家庭支持可使個人

在危機中感受到支持、體會及希望，因此罕見疾病的家庭照顧者所需

要的家庭支持更為重要。而關於家庭支持的相關文獻較為缺乏，由於

家庭支持為社會支持的一種，因此本研究以社會支持的概念與相關研

究來陳述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功能有很多類型，House & Kahn(1985)將其分類歸納為

「實質性支持」、「情緒性支持」、「資訊性支持」。國內研究也都以 House 

and Kahn(1985)的分類綜合歸納（邱啟潤、許淑敏、吳淑如，2002；

邱啟潤、陳武宗、陳宜品，2005；黃俐婷，2004；劉欣宜，2000），其

內涵如下： 

一、實質性支持：又稱工具性支持，指給予生活上具體的服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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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經濟補助等，包含實際協助照顧或直接幫助。例如給予金錢 

  上的援助或協助家務。 

二、情緒性支持：指對人表達關心、鼓勵、同情、愛與信任，當一 

  個人面對壓力事件時，情緒性支持會讓人感到舒適、安心、被愛 

  且有歸屬感。 

三、訊息性支持：指給予任何幫助解決問題或壓力的資訊，及從中知 

  道如何尋找資源與協助。例如病患照護的訊息提供。 

  另外，王亞妮（1999）、陳曼微（2010）、雷琇惠（2010）、劉欣宜

（2000）於研究中探討家庭支持之需要程度、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

意即照顧者需要家庭支持之程度；照顧者獲得家庭支持協助的情形；

及照顧者認為獲得家庭支持之足夠程度。  

  綜合以上，本研究除了將從「實質性支持」、「情緒性支持」、「訊

息性支持」三個層面來探討外，更關心照顧者之家庭支持的協助情形

及足夠程度為何，因此本研究將焦點放於此二層面，來探討小腦萎縮

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 

 

貳、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 

  相關研究顯示，家屬的支持是改善照顧者身心層面的重要因素，

能增加其社會活動和提高生活品質(Mint, Carter, & Wade, 2000)。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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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cu et al. (2009)針對 51 位癌症病患的家庭主要照顧者的研究發現，

重要他人的支持顯著預測了主要照顧者的焦慮情緒，顯見研究肯定家

庭支持對照顧者的心理適應狀況有正向的協助。而 Sit, Wong, Clinton, 

Li & Fong(2004)指出，照顧者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以實質性支持及訊息

性支持較為缺乏，換句話說，照顧者在實質性支持及訊息性支持感受

較低。Chen & Wang(2007)針對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的社會支持研究指

出，其社會支持感受較高者為實質性支持與情緒性支持，而訊息性支

持感受較低。 

  就國內的研究來看，羅淑芬、黃秀梨、劉雪娥與姚開屏（2001）

針對燒傷病患主要照顧者之社會支持研究，結果指出他們所獲得的社

會支持依序為訊息支持、情緒支持及實質支持。而孫嘉玲、黃美瑜、

宋梅生、陳施妮、李綉彩與王秀春（2005）在探討中風病患主要照顧

者的社會支持時，則是將照顧者自覺受到的支持分為情緒情感支持、

實質支持、人力支持、訊息支持等，結果發現在人力支持層面排名第

一，其次為訊息支持、情緒支持及實質支持。邱啟潤、陳武宗與陳宜

品（2005）探討慢性病患家庭照顧者支持系統之研究中指出，照顧者

在所獲得的非正式支持中，以情緒性支持為最高，其次為實質性支持

及資訊性支持。而蘇貞瑛、黃惠滿與蕭美玉（2006）亦針對住院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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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主要照顧者研究發現，主要照顧者獲得的社會支持以工具性支持

得分最高，其次為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為最低。蔡孟芬（2009）

探討罹患罕見疾病幼童之家庭壓力與因應策略發現，目前罕見疾病家

庭所感知且獲得的最大社會支持為實質性支持，其次為讓罕見疾病家

庭感受到關懷與接納的情緒支持，再者為醫療方面的訊息性支持。另

外，罕見疾病家庭殷切盼望能獲得的協助以情緒性支持為首，希望獲

得政府及親朋好友關心與鼓勵。 

  另外，若以家庭支持需要程度、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層面來看，

呂如分（2001）及劉欣宜（2000）於研究中發現，主要照顧者的社會

支持以足夠程度得分最高，亦即照顧者認為獲得家庭支持足夠程度最

高；其次為需要程度，亦即照顧者需要家庭支持之程度；而得分最低

者為協助情形，亦即照顧者在照顧患者上獲得協助之情形為最低。 

  綜合上述，發現過去的研究結果在各層面社會支持的排序上有所

差異，其中照顧者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以實質性支持、情緒性支持、訊

息性支持排序居多。另外，蔡孟芬（2009）針對的是罕病兒童的家庭，

與本研究以小腦萎縮症成人患者之照顧者為研究對象，他們所獲得的

社會支持面向可能有所不同；此外，除了探討照顧者所獲得的支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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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外，他們所獲得的支持在協助情形及程度上是否足夠也是本研究

想要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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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 

與照顧負荷 

  本節先以壓力理論說明小腦萎縮症照顧者照顧負荷與壓力，再探

討社會支持與照顧負荷之相關研究，以此作為探討小腦萎縮症照顧者

的依據。 

壹、壓力理論與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負荷 

  蔡孟芬（2009）指出，罕見疾病家庭最大的壓力源來自於照顧病

患，尤其是主要照顧者，長期的壓力累積來自社交活動及工作機會受

到限制，同時在生理、心理、社會、經濟等層面的衝擊。所產生的家

庭壓力，對內不僅是對家人關係及其角色職責產生負面效應，對外也

是壓力重重。 

  根據 Hill(1958)家庭壓力 ABC-X 理論的說法，決定家庭危機的主

要因素有三，分別是 A（壓力事件）；B（家庭擁有的資源）；C（家庭

對壓力事件的界定）。對小腦萎縮症家庭而言，在得知家人罹患疾病的

那一刻起，壓力事件就產生。此為引發事件，足以引起個人或家庭的

改變或瓦解（周麗端等人，1999；張正正、鍾重發，2002）。主要照顧

者為了照顧病患，面臨疾病帶來的衝擊與職場困境的累積，隨時都會

引發危機，造成照顧負荷及家庭失衡（陳思穎、何淑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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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佳莉與邱啟潤（2010）發現主要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獲得正

面的肯定與鼓勵，其照顧負荷亦會減輕。本研究所關心的家庭支持，

特別是情緒層面的家庭支持，可能即可發揮這樣的效果。 

  蔡孟芬（2009）在研究罕病家庭壓力中提到因應家庭壓力的策略，

指出在「面對」階段（調適後的平衡，積極尋求支持的能量。）裡應

隨時保持家庭氣氛平衡及維持家庭例行聚會，間接說明了家庭支持的

重要性。此外，張正正與鍾重發（2002）也提到，家庭在面對壓力時

社會支持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透過社會支持可以使家庭在危機中感受

到支持、體會與希望。因此，家庭的支持力量對於主要照顧者是很重

要的。 

 

貳、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的關聯 

  家庭支持被視為影響個體健康的重要因素，對個人健康具有正面

影響，可強化個人適應能力並增進解決問題之技能，並促進個人身心

之健康（董智慧，1998）。家庭支持對個體健康具有主要效應及緩衝效

應兩方面的影響效果，前者意指若遭遇困難，家庭支持能有利於身心

健康狀況的調適；後者則是面臨壓力時，透過家庭支持能有效減緩對

身心健康狀況的負面影響（董智慧，1998）。 

  Hodapp & Fidler(1998)以訪談和問卷瞭解 36 個有史密斯-馬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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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症候群（Smith-Magenis syndrome：為一常造成特殊外觀、發展遲緩、

認知障礙及行為異常的疾病，並常發生輕至中度的智能障礙。）患童

之家庭壓力與因應，發現家庭若有來自父母的朋友支持和協助，可增

加家庭成員喘息機會以減少壓力（引自穆佩芬、楊寶圜，2009，頁 18）。

Martire, Stephens & Townsend(1998)則以身兼妻子、母親、及照顧者角

色的中年女性為對象，結果發現如果得到配偶及子女的支持越足夠，

則越少出現憂鬱、焦慮的心理症狀。 

  Edwards and Ung(2002)探討癌症病患之照顧負荷研究指出，照顧

者獲得的社會支持是影響照顧負荷的重要因素。蘇貞瑛、黃惠滿與蕭

美玉（2006）針對住院中風病患主要照顧者的研究中指出，社會支持

確實能發揮協助病患照顧者的功能，有效減輕主要照顧者負荷。Clipp 

& George(1990)針對主要照顧者需求及社會支持研究認為有強大的社

會支持，如經濟協助、分擔照顧的工作、社會及情緒支持等，能使照

顧者有正向的自我認同和信念，將可承受較大的照顧負荷。高淑芳等

人（1999）以殘病老人為對象指出照顧者在執行工作時，獲得的社會

支持程度越多，其身體、心理和社交方面的負荷越低。  

  另外，以需要程度、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層面來看，王亞妮（1999）

於居家護理主要照顧者之負荷研究發現，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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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低者，其照顧負荷亦大。王麗雪、何美瑤、呂桂雲與葉淑惠（2007）

探討照顧者社會支持、照顧評價和失能老人家庭照顧品質研究中發現，

照顧者社會支持足夠程度越高，照顧者照護評價越正向，換句話說，

表示照顧者社會支持越高，家庭照顧品質越好，其照顧負荷也越小。     

  綜合上述，顯見過去研究皆指出社會支持能改善並減緩照顧者所

感受到的照顧負荷。而小腦萎縮症家庭在醫療福利或資訊上較為缺乏，

所面臨的家庭負荷比慢性病患家庭更加沉重，照顧者所獲得的社會支

持以及這些支持是否能滿足他們的需求，則是照顧負荷沉重與否的關

鍵。不過，上述研究多以慢性病患或傷殘老人為照顧對象，且將焦點

放在社會支持，未深入探究「家庭」在其間扮演的角色。由於對小腦

萎縮症家庭而言，家庭支持是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因此本研究欲進

一步探討小腦萎縮症照顧者的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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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探討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依研究動

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並做統

計及質性內容分析。本章將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資料處理方法等五節，分節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探討小腦萎縮照顧者之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並探討背

景變項及家庭支持對照顧負荷的影響。依本研究目的，擬定之架構圖

如 3-1-1。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照顧負荷           

生理負荷 

心理負荷 

社交負荷 

財務負荷 

     背景因素           

患者：患者健康狀況 

照顧者：工作狀況、健康狀況、年齡、  

    照顧時間 

家庭背景：與患者關係品質、家庭同住人數 

   家庭支持      

協助情形 

足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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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前研究問題及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加以驗證： 

  假設一：不同背景者，在照顧負荷上有顯著差異。 

（一）患者 

1-1 患者健康狀況越差，其照顧者照顧負荷越大。 

（二）照顧者 

1-2 照顧者沒有工作，其照顧負荷越大。 

1-3 照顧者健康狀況較差，其照顧者負荷越大。 

1-4 照顧者年齡越小，其照顧負荷越大。 

1-5 照顧者照顧時間越長，其照顧負荷越大。 

（三）家庭背景 

1-6 與患者關係品質越差，其照顧負荷越大。 

1-7 家庭同住人數越少，其照顧負荷越大。  

  假設二： 小腦萎縮症照顧者背景變項與家庭支持對照顧負荷有解

釋力。 

2-1 不同背景變項者對照顧負荷有解釋力。 

2-2 家庭支持之協助情形、足夠程度對照顧負荷有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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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研究需要進行問卷調查，實施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

支持與照顧負荷研究問卷之施測，深入瞭解研究問題。目前全台罹患

小腦萎縮症患者約有 2,000 多人；而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之會員人數

共有 553 人，其中患者有 396 人，家屬有 157 人，本研究針對家屬共

發放問卷 102 份，佔協會全體家屬的 64.97%；回收 90 份，回收率為

88.24%。 

  研究者首先致電社團法人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社工，請其協

助發放問卷。研究對象為其病患家屬，並符合以下條件：一、照顧之

病患需為小腦萎縮症已發病患者。二、照顧之病患為已滿 18 歲之成年

患者。三、本人為病患之主要照顧者及家屬。發放問卷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份於機構辦理聯誼活動時，由研究者親自前往施測與說明，發

放問卷 37 份，回收問卷 28 份；第二部份則委託社團法人中華小腦萎

縮症病友協會協助發放，分別由台北、台中、高雄三處辦公室之社工

協助，藉由郵寄問卷的方式，研究者於 2012 年 6 月 28 日將問卷寄至

高雄辦公室，請社工幫忙發放，共計發放 10 份，回收 7 份。另外，透

過電訪邀請受訪者完成問卷的填答，或當照顧者至各辦公室參加聯誼

時，由社工發放問卷完成填答，第一波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發放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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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份，回收問卷 30 份；第二波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發放問卷 25 份，

回收問卷 25 份。總計發放問卷 102 份，共回收 90 份，剔除無效問卷

後，有效樣本為 80 份。詳細發放及回收數量見表 3-3-1。 

表 3-3-1 問卷發放及回收 

發放方式 日期 發放問卷數 

(102 份) 

回收問卷數 

(90 份) 

一、於協會活動中發放 

台北病友聯誼 2012.05.30（三）上午 10：00 20 份 13 份 

台北病友非洲鼓團練 2012.06.07（四）上午 10：00 10 份 8 份 

中區照顧者生活照護

技巧課程 

2012.07.01（六）上午 10：00 

 

4 份 4 份 

中壢病友聯誼 2012.07.17（二）下午 01：00 3 份 3 份 

二、由協會協助發放 

郵寄至高雄 2012.06.28（四） 10 份 7 份 

三處辦公室 2012.09.30（日） 30 份 30 份 

三處辦公室 2012.10.15（一） 25 份 2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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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2 顯示，照顧者方面：男性人數為 31 人，女性為 49 人。

婚姻狀況部份，已婚的有 59 人，佔 73.75%。而有宗教信仰的有 42 人，

佔 53.16%。有工作的人數為 42 人，佔 52.5%。照顧者自覺健康狀況

認為普通的有 34 位，佔 42.5%，整體健康狀況偏好的居多；自覺心理

健康狀況認為普通的則有 29 位，佔 36.25%，整體心理健康狀況偏好

的居多。照顧者與患者之關係以配偶最為最多共有 39 人，佔 49.37%。

自覺與患者目前關係品質認為普通的有 28 人，佔 35%，整體而言偏

好的居多。 

  表 3-3-3 顯示，照顧者年齡介於 18～81 歲，平均年齡為 51 歲。

照顧者月收入介於 13,000 元～200,000 元，平均月收入為 51,741 元。

照顧者每週照顧時間介於2～168小時，平均每週照顧時間為60小時。 

  以上顯示照顧者以已婚中年女性，約半數有宗教信仰及工作，其

中有工作之照顧者填答的有 27 位，佔有工作者之 33.75%，平均月收

入為 51,741 元，高於 100 年台灣家庭個人平均月收入 29,328 元（行政

院主計處，2011），不過本研究之照顧者有半數皆低於平均月收入，再

加上沒有工作之照顧者，整體而言大多數家庭的收入並不像平均月收

入來的高。另外，每週照顧時間平均有 60 小時都在照顧患者，自覺健

康狀況以及與患者關係品質尚佳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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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4 顯示，患者方面：男性人數為 38 人，女性為 42 人。年

齡分布最多的是 41-60 歲有 47 人，佔 58.8%。婚姻狀況部份，已婚的

有 53 人，佔 66.25%。生活可自理能力可進食的有 51 位，佔 18.6%。

健康狀況則是以殘障等級重度為主，有 37 人，佔 46.25%。另外，照

顧者與患者同住的有 69 人，佔 86.25%。家庭同住人數以 3-4 人有 50

人為居多，佔 63.29%。無親友協助照顧患者的佔 30%，有親友協助的

則是以外傭和兒子為主，分別佔 20%和 18.75%。家中需要另外長期照

顧之患者以沒有為主，有需要照顧的患者則以 1 位居多，佔 69.2%。

以上表示患者以中年已婚、重度殘障，且家庭背景為 4 人以下並與照

顧者同住之家庭，無親友照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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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照顧者背景資料之次數分配 

全體樣本(N=80) 
    

個人基本變項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個人基本變項 人數 有效百分比 

照顧者性別 
  

照顧者自覺健康狀況 
 

男 31 38.8 很差 3 3.75 

女 49 61.3 不好 12 15 

照顧者婚姻狀況 
 

普通 34 42.5 

未婚 13 16.25 好 21 26.25 

已婚 59 73.75 很好 10 12.5 

離婚 2 2.5 照顧者自覺心理健康狀況 

鰥寡 6 7.5 很差 3 3.75 

照顧者宗教信仰 
 

不好 10 12.5 

有 42 53.16  普通 29 36.25 

無 37 46.84  好 27 33.75 

遺漏值(拒答) 1 
 

很好 11 13.75 

照顧者工作 
  

照顧者自覺與病患目前關係品質 

有 42 52.5 很差 1 1.25 

無 38 47.5 不好 10 12.5 

照顧者與病患之關係 
 

普通 28 35 

父母 12 15.19  好 17 21.25 

配偶 39 49.37  很好 24 30 

兄弟姊妹 6 7.59    
  

子女 21 26.58    
  

其他(伯父) 1 1.27        

 

表 3-3-3 照顧者背景資料之描述統計 

全體樣本(N=80) 
     

變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照顧者年齡 77 50.81  13.60  18 81 

照顧者月收入 27 51740.74  49832.48  13000 200000 

照顧者照顧時間(每週) 76 59.99  47.43  2 168 

 

表 3-3- 4 患者背景資料之次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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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樣本(N=80) 
    

個人基本變項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個人基本變項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患者性別 
  

患者年齡 
  

男 38 47.5 40 歲以下 11 13.8 

女 42 52.5 41-60 歲 47 58.8 

照顧者與患者同住 
 

61 歲以上 22 27.5 

是 69 86.25 患者婚姻狀況 
  

否 11 13.75 未婚 13 16.25 

照顧者家庭同住人數 
 

已婚 53 66.25 

1-2 人 10 12.66  離婚 6 7.5 

3-4 人 50 63.29  分居 2 2.5 

5-7 人 19 24.05  鰥寡 6 7.5 

遺漏值(拒答) 1 
 

患者生活可自理能力(複選) 

是否有親友協助照顧患者 
 

可進食 51 18.6  

無 24 30 可穿衣 43 15.7  

配偶 4 5 可洗澡 34 12.4  

兒子 15 18.75 可如廁 42 15.3  

媳婦/女婿 1 1.25 可移位 35 12.8  

女兒 8 10 可行走 28 10.2  

兄弟姊妹 9 11.25 可上下樓梯 15 5.5  

父母 3 3.75 以上皆無法 26 9.5  

外傭、看護 16 20 另外需要長期照顧之患者 

患者健康狀況(殘障等級) 
 

無 67 83.75 

輕度 9 11.25 有 13 16.25 

中度 27 33.75 除了患者外有幾位需要照顧者 

重度 37 46.25 1 9 69.2 

極重度 7 8.75 2 3 23.1 

   
3 1 7.7 

      98 不適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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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的部份，因國內沒有針對罕見疾病的相關量表，照顧

負荷與家庭支持概念乃採用內涵相近的「照顧負荷量表」與「社會支

持量表」測量。 

  針對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問卷收集資料，問卷內容包

含：壹、個人基本資料；貳、照顧者照顧負荷量表；参、照顧者家庭

支持量表及肆、開放式問題等四個部份。量表以王亞妮（1999）之「照

顧負荷量表」及劉欣宜（2000）之「社會支持量表」，做為測量照顧負

荷及家庭支持之依據。 

壹、個人基本資料 

一、患者與照顧者特質 

  本資料表主要項目，包括患者健康狀況、照顧者工作狀況、健康

狀況、年齡、照顧時間、與患者關係品質及家庭同住人數等，用以瞭

解各項基本資料，以做為資料分析之用。 

 二、其他 

  包含患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確診時間、發病時間、目前生

活可自理能力；以及照顧者的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宗教信仰、

家裡有無其他需要長期照顧之患者、是否有親友協助照顧病患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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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描述之用。 

貳、照顧負荷量表 

一、量表內容 

  此量表為王亞妮（1999）所擬定（附錄三），參考一、邱啟潤等人

（1988）自擬之「居家中風病人主要照顧者」負荷量表，其係以

Lawton(1975)、Poulshock(1984)、Robinson(1983)等人的文獻修訂而成

之，包括身體、心理、社會三方面的負荷。二、楊珮琪（1990）應用

於「老年癡呆症患者主要照顧者」之壓力量表，其參考邱啟潤等人（1988）

之負荷量表加以增減，分生理、心理、社會壓力，共 24 題。三、邱惠

慈（1993）測量「社區失能老人非正式照顧者」之負荷量表，其內容

分為身體、情緒、社會功能、財務負荷，共 18 題。以前兩個量表為主，

再加入第三個量表之財務負荷項目，訂定而成。已取得作者同意使用

權（附錄六），包含照顧負荷之生理、心理、社會及財務等面向。 

二、計分方式 

  此問卷包含生理負荷 5 題、心理負荷 8 題、社會負荷 8 題、財務

負荷 3 題，共計 24 題 。  

1.生理負荷：第 1、2、3、4、5 題，共五題。 

2.心理負荷：第 6、7、8、9、10、11、12、13 題，共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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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負荷：第 14、15、16、17、18、19、20、21 題，共八題。 

4.財務負荷：第 22、23、24 題，共三題。 

三、信效度 

（一）信度   

  採五點評分法評定：0 分表示沒有影響，1 分表示輕微，2 分表示

普通，3 分表示嚴重，4 分表示極嚴重。分數由 0 分至 96 分，分數越

高表示負荷程度越大。本研究所使用的「照顧負荷量表」，於正式施測

時以 Cronbach’s α 係數來表示量表的內在一致性。照顧負荷之生理負

荷為 0.86、心理負荷為 0.80、社會負荷為 0.92、財務負荷為 0.85，表

示內在一致性良好。 

（二）效度 

  本研究採王亞妮（1999）所發展之測量，該測量曾透過專家評定

內容效度，邀請公共衛生、居家護理、醫學及實務界之專家，就問卷

內容設計之重要性、適切性、文字表達是否清晰等方面提供建議，採

五點評分來評定問卷題目，分為極適當（5 分）、適當（4 分）、尚可（3

分）、不適當（2 分）、極不適當（1 分），專家給分平均值在 4.33～4.86

之間，因此具有良好效度。 

  本研究所使用的「照顧負荷量表」以因素分析來表示量表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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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照顧負荷量表原始構念共分為生理負荷、心理負荷、社會負荷

及財務負荷四個部份，針對本量表進行主成份因素分析後，發現其 

KMO 值為 0.85。生理負荷題項為 1-5 題，解釋變異量為 42.65％；心

理負荷題項為 6-13 題，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2.38％；社會負荷題項為

14-21 題，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8.84％；財務負荷題項為 22-24 題，累

積解釋變異量為 64.93％，代表測量的構念及取樣適切性良好，其結果

如表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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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照顧負荷量表之因素分析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累積 

百分比 

因素一：生理負荷 
     

42.65 

1.因照顧病人而沒有足夠的睡眠或休息 0.76 
    

2.因照顧病人而感到身體疲憊 
 

0.70 
    

3.因照顧病人而感到胃口變差 
 

0.83 
    

4.因照顧病人而使健康情形變差或  

  原有的（疾病）症狀惡化  
0.88 

    

5.因照顧病人而使我的生活作息改變 0.38 
    

因素二：心理負荷 
     

52.38 

6.因照顧病人而感到心情不好 
  

0.51 
   

7.因照顧病人而感到壓力很大 
  

0.44 
   

8.跟病人在一起時，感到生氣 
  

0.80 
   

9.在照顧病人方面我有挫折感 
  

0.51 
   

10.感覺被人過度依賴與要求 
  

0.48 
   

11.擔心病人病情變壞 
  

0.97 
   

12.擔心無法再長期照顧病人 
  

0.93 
   

13.因照顧病人而使家人的關係或家 

   庭氣氛變不好   
0.79 

   

因素三：社會負荷 
     

58.84 

14.因照顧病人而無法處理好所有的事情 
 

0.39 
  

15.因照顧病人而減少與親友交往的時間 
 

0.71 
  

16.因照顧病人而較少參與社團（社區）活動 
 

0.76 
  

17.因照顧病人而較少外出旅行 
   

0.78 
  

18.因照顧病人而較少逛街購物時間 
   

0.97 
  

19.因照顧病人而較少參與宗教活動 
   

0.83 
  

20.因照顧病人而較少看電視、聊 

   天、散步等休閒活動    
0.72 

  

21.因照顧病人而使家庭生活、計畫受阻 
 

0.79 
  

因素四：財務負荷 
     

64.93 

22.因照顧病人不能外出工作，家庭收入減少 
  

0.71 
 

23.照顧病人的花費很大，讓我感到經濟困難 
  

0.83 
 

24.照顧病人的花費很大，我必須省吃儉用 
  

0.90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KMO=0.85，F=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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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家庭支持量表 

一、量表內容 

  此量表為劉欣宜（2000）所修訂（附錄四），採用湯麗玉（1992）

及 Thoits(1982)的社會支持概念為架構，並參考其他國內外文獻（Clipp, 

& George, 1990；House, & Kahn,1985；王亞妮，1999；羅淑芬，1998），

修訂而成適用於居家失能老人之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量表。已取得

作者同意使用權（附錄七），包含社會支持的需要程度、協助情形及足

夠程度。而本研究只探討社會支持的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因此刪除

需要程度的部份。 

二、計分方式 

  此問卷包含實質性支持 7 題、情緒性支持 4 題、訊息性支持 6 題，

共計 17 題。 

1.實質性支持：第 1、2、3、4、5、6、7 題，共七題。 

2.訊息性支持：第 8、9、10、11 題，共四題。 

3.情緒性支持：第 12、13、14、15、16、17 題，共六題。 

  每題均詢問其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採五點評分法評分： 

4.協助情形：0 分表示從來沒有，1 分表示很少如此，2 分表示偶爾， 

3 分表示經常如此，4 分表示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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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足夠程度：0 分表示非常不足，1 分表示不足，2 分表示普通，3 分 

 表示足夠，4 分表示非常足夠。分數由 0 分至 68 分，分數越高表 

 示照顧者社會支持的獲得協助及被滿足的程度越高。 

三、信效度 

（一）信度 

  本研究所使用的「家庭支持量表」，於正式施測時以 Cronbach’s α

係數來表示量表的內在一致性。家庭支持之協助情形為 0.93、足夠程

度為 0.93，表示內在一致性良好。 

（二）效度 

  本研究採劉欣宜（2000）所發展之測量，該測量曾透過專家評定

內容效度，邀請老人護理專家、資深居家護理師八位專家，就問卷內

容設計之相關性、正確性、合適性等方面提供建議，採五點評分來評

定問卷題目，分為非常適當（5 分）、適當（4 分）、尚可（3 分）、不

適當（2 分）、非常不適當（1 分），專家給分平均值在 4.53～4.88 之間，

專家一致性在 92%以上。 

  家庭支持量表原始構念共分為工具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及情緒性

支持三個部份，針對家庭支持協助情形量表進行主成份因素分析後，

發現其 KMO 值為 0.85。工具性支持題項為 1-7 題，解釋變異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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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9％；訊息性支持題項為 8-11 題，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0.55％；情

緒性支持題項為 12-17 題，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8.79％。另外，針對家

庭支持足夠程度量表進行主成份因素分析後，發現其 KMO 值為 0.88。

工具性支持題項為 1-7 題，解釋變異量為 49.37％；訊息性支持題項

為 8-11 題，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0.21％；情緒性支持題項為 12-17 題，

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8.23％，代表測量的構念及取樣適切性良好，其結

果如表 3-4-2 及表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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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家庭支持－協助情形量表之因素分析 

協助情形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

三 

累積百分

比 

因素一 
    

47.69 

1.家人親友協助跑腿、購物 
 

0.78 
   

2.家人親友協助清潔打掃 
 

0.72 
   

3.家人親友提供物質或經濟協助 
 

0.45 
   

4.家人親友協助照顧病人 
 

0.88 
   

5.家人親友可以陪伴我 
 

0.67 
   

6.家人親友協助三餐之準備 
 

0.83 
   

7.家人親友給予交通之協助 
 

0.73 
   

因素二 
    

60.55 

8.家人親友提供經濟、財務處理之建議 0.65 
  

9.家人親友可以告訴我照顧病人的 

  方法與諮詢   
0.74 

  

10.家人親友提供有關社會福利資源的資訊 0.80 
  

11.家人親友提供有關病人發生緊急 

   事故的處理法   
0.87 

  

因素三 
    

68.79 

12.家人親友瞭解我目前所經驗到的情境 
 

0.47 
 

13.遇到困難挫折時，家人親友可以傾訴 
 

0.81 
 

14.家人親友可以讓我隨時打電話求救 
  

0.95 
 

15.沮喪時，家人親友會鼓勵我振作起來 
 

0.78 
 

16.家人親友欣賞及肯定我做的事 
   

0.83 
 

17.家人親友關心我身體健康狀況       0.77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KMO=0.85，F=9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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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家庭支持－足夠程度量表之因素分析 

足夠程度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累積 

百分比 

因素一：工具性支持 
    

49.37 

1.家人親友協助跑腿、購物 
 

0.96 
   

2.家人親友協助清潔打掃 
 

0.83 
   

3.家人親友提供物質或經濟協助 0.57 
   

4.家人親友協助照顧病人 
 

0.66 
   

5.家人親友可以陪伴我 
 

0.48 
   

6.家人親友協助三餐之準備 
 

0.57 
   

7.家人親友給予交通之協助 
 

0.45 
   

因素二：訊息性支持 
    

60.21 

8.家人親友提供經濟、財務處理之建議 0.74 
  

9.家人親友可以告訴我照顧病 

  人的方法與諮詢   
0.91 

  

10.家人親友提供有關社會福利資源的資訊 0.94 
  

11.家人親友提供有關病人發 

   生緊急事故的處理法   
0.94 

  

因素三：情緒性支持 

12.家人親友瞭解我目前所經驗到的情境 

13.遇到困難挫折時，家人親友可以傾訴 

14.家人親友可以讓我隨時打電話求救 

  

 

0.54 

0.62 

0.82 

68.23 

 

15.沮喪時，家人親友會鼓勵我振作起來 
 

0.84 
 

16.家人親友欣賞及肯定我做的事 
  

0.93 
 

17.家人親友關心我身體健康狀況     0.98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KMO=0.88，F=9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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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開放式問題 

  本研究為能更深入了解照顧者照顧負荷之情形，採用問卷測量之

開放式問題讓照顧者認知感受能以較真實的面貌呈現，題目則參考蔡

孟芬（2006）研究罕病患者家庭壓力與因應策略之訪談大綱如下：(1)

患者發病過程中，您當時心情為何？產生哪些壓力；(2)您如何轉化或

調適；(3) 在照顧患者上，您得到過哪些支持或幫助？對您最重要的

支持或幫助是甚麼；(4) 照顧患者過程中，您的家庭氣氛產生哪些變

化？如何處理；(5) 照顧患者過程中，您的生活品質面臨哪些困境？

如何調適。另外經與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秘書長討論後加入：(6) 對

於其他小腦萎縮症家庭，您會給這些家庭甚麼建議；(7) 對於小腦萎

縮協會，您最期望提供哪些協助。以作為研究資料參考。 

 

陸、試作 

  研究者於 101 年 5 月 9 日，至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徵求五位照顧

者同意，預先發放問卷試作，並據此進行修改。主要修改處包括「在

參與者條件上刪除第一個條件：照顧之病患為小腦萎縮症已發病患者」、

「基本資料：患者與照顧者位置對調」、「基本資料：在患者基本資料

上增加提示語」、「增加題項：10.家裡有無除了您照顧的小腦萎縮症病

患外需要長期照顧之患者」、「家庭支持量表改回原始採用的量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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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孫嘉玲等人（2005）之「社會支持量表」，唯經本研究試作後填答

者反應題項語意較較為艱深。後採用劉欣宜（2000）之「社會支持量

表」，其照顧者反應該測量題項語意較簡單明瞭。針對照顧者之反應作

為正式施測之參考，表 3-4-4 呈現修改之處： 

表 3-4-4 問卷修改方向 

修改處 修改方向 處理說明 

參與者條件 刪除第一個條件：照顧之病患為小腦

萎縮症已發病患者 

因為實際發的對象都是已

發病患者的照顧者，因此刪

除第一個條件。 

基本資料 患者與照顧者位置對調 因為主要詢問及填答的是

照顧者。 

基本資料 在患者基本資料上增加提示語 若有兩位以上，請鎖定一位

患者填寫至問卷結束。 

題項修改與

選擇 

10.家裡有無除了您照顧的小腦萎縮 

症病患外需要長期照顧之患者 

以利了解家裡有無其他需

要照顧之患者。 

 家庭支持量表改回原始採用的量表 題項較簡單明瞭、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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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方法 

  問卷回收後，先剔除作答不完全之問卷。再將有效問卷資料輸入

電腦，使用 PASW Statistics 19.0 之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將以下列

方法分析問卷結果： 

壹、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百分比作樣本基本資料分析，並計算各變項的平均

數與標準差，以瞭解其集中與分散的情形，並擬以此統計法分析小腦

萎縮症照顧者照顧負荷之現況。 

貳、平均數差異考驗 

  依據小腦萎縮症照顧者有無工作及患者健康狀況變項，對照顧負

荷的差異情形，並擬以此檢定假設 1-1 及 1-2。 

参、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依據小腦萎縮症患者特性與小腦萎縮症主要照顧者特性，分析照

顧者年齡、照顧者健康狀況、照顧時間、與患者關係品質、家庭同住

人數等，對照顧負荷的差異情形，並擬以此檢定假設 1-3～1-7。 

肆、相關分析 

  以相關分析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各層面的相

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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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迴歸分析  

  以多元迴歸分析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對照顧負荷各層面

的預測情形，並擬以此檢定假設 2-1～2-2。 

陸、開放式問題 

  開放式問題以蔡孟芬（2006）研究罕病患者家庭壓力與因應策略

之訪談大綱為參考，並加入：對於其他小腦萎縮症家庭，您會給這些

家庭甚麼建議；對於小腦萎縮協會，您最期望提供哪些協助，以做為

研究參考。共為七題，採用主題式內容分析法分析，由研究者依據填

答者的答案自行分類找出其關鍵字，並歸納出合適之名詞，再尋找共

同主題與類型後，做為各類目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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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節呈現的研究結果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進行分析，分為

四節說明，第一節為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之狀況分析；第二節探討背

景因素對於照顧負荷之差異情形；第三節為探討家庭支持及照顧負荷

之關聯；第四節為開放式問題之內容分析。 

第一節 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之狀況分析 

  根據表 4-1-1 顯示，生理負荷介於 0～4 分，單題平均數為 1.43，

表示為輕微至普通；心理負荷介於 0.33～3.11 分，單題平均數為 1.6，

表示為輕微至普通；社交負荷介於 0～3.62 分，單題平均數為 1.47，

表示為輕微至普通；財務負荷介於 0～4 分，單題平均數為 1.73，表示

為輕微至普通，照顧負荷以財務負荷得分最高。 

  本研究之家庭支持以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來做測量之依據，因此

以下將以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來說明家庭支持。家庭支持協助情形之

實質性支持介於0～4分，單題平均數為1.83，表示為很少如此至偶爾；

家庭支持協助情形之訊息性支持介於 0～4 分，單題平均數為 1.54，表

示為很少如此至偶爾；家庭支持協助情形之情緒性支持介於 0～4 分，

單題平均數為 2.14，表示為偶爾至經常如此；家庭支持足夠程度之實

質性支持介於 0.43～3.86 分，單題平均數為 2.12，表示為偶爾至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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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家庭支持足夠程度之訊息性支持介於 0～4 分，單題平均數為

1.99，表示為很少如此至偶爾；家庭支持足夠程度之情緒性支持介於 0

～4 分，單題平均數為 2.33，表示為偶爾至經常如此。研究結果顯示，

家庭支持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皆以情緒性支持得分最高。 

表 4-1-1 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之描述統計 

全體樣本(N=80)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單題平均數 標準差 

照顧負荷 
     

生理負荷 
 

0 4 1.43  0.83  

心理負荷 
 

0.33  3.11  1.60  0.59  

社交負荷 
 

0 3.62 1.47  0.83  

財務負荷 
 

0 4 1.73  1.07  

家庭支持 
     

協助情形-實質性支持 
 

0 4 1.83  0.86  

協助情形-訊息性支持 
 

0 4 1.54  0.87  

協助情形-情緒性支持 
 

0 4 2.14  0.88  

足夠程度-實質性支持 
 

0.43  3.86  2.12  0.77  

足夠程度-訊息性支持 
 

0 4 1.99  0.86  

足夠程度-情緒性支持   0 4 2.33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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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因素對於照顧負荷之差異情形 

  本節以患者、照顧者及家庭背景等分析照顧負荷之差異情形。 

壹、患者健康狀況 

  本研究將患者的健康狀況分為輕、中度及重、極重度，根據表

4-2-1 顯示，患者殘障等級為輕、中度及重、極重度者之生理負荷單題

平均數各為 1.15 分與 1.66 分；心理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1.51 分與 1.68

分；社交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1.34 分與 1.58 分；財務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1.31 分與 2.08 分，表示其照顧負荷為輕微至普通，以財務負荷為最高

分。t 值與顯著性發現生理負荷及財務負荷之考驗達顯著水準（t＝-2.88、

-3.37，p＜0.01），患者殘障等級在生理負荷及財務負荷分量表得分上

有顯著差異，患者殘障等級在重、極重度者，其生理及財務負荷傾向

較輕、中度者高。此結果部份支持假設 1-1：患者健康狀況越差，其

生理及財務照顧負荷越大，但在心理及社交負荷上則無顯著差異。 

 

貳、照顧者 

  照顧者部份以工作狀況、健康狀況、年齡、每週照顧時間等進行

在照顧負荷上之差異分析。 

一、工作狀況 

  根據表 4-2-2 顯示，照顧者有無工作之生理負荷單題平均數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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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分與 1.67 分；心理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1.50 分與 1.72 分；社交負

荷單題平均各為 1.18 分與 1.79 分；財務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1.41 分與

2.09 分，表示其照顧負荷為輕微至普通，以財務負荷為最高分。t 值

與顯著性發現生理負荷、社交負荷及財務負荷之考驗達顯著水準（t

＝-2.5、-3.4、-2.96，p＜0.05、p＜0.01），照顧者有無工作在生理負荷、

社交負荷及財務負荷分量表總分上有顯著差異，照顧者無工作，其生

理負荷、社交負荷及財務負荷傾向較有工作者高。假設 1-2 部份獲得

支持，亦即沒有工作的照顧者，其生理、社交及財務負荷越大，但在

心理負荷上則與有工作者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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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患者健康狀況之差異分析 

全體樣本(N=80) 
              

    生理負荷     心理負荷     社交負荷     財務負荷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患者殘障等級 
              

輕、中度 1.15 0.64  t=-2.88** 
 

1.51  0.57  t=-1.26 
 

1.34  0.75  t=-1.29 
 

1.31  0.94  t=-3.37** 

重、極重度 1.66  0.90      1.68  0.61      1.58  0.89      2.08  1.0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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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照顧者工作狀況及健康狀況之差異分析 

全體樣本(N=80) 
              

  生理負荷   心理負荷   社交負荷   財務負荷 

  平均數 
標準

差 
t 值/F 值   平均數 

標準

差 
t 值/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平均

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照顧者工作狀況 
              

有 1.22  0.72  t=-2.50* 
 

1.50  0.60  t=-1.71 
 

1.18  0.63  t=-3.40** 
 

1.41  0.98  t=-2.96** 

無 1.67  0.89  
  

1.72  0.57  
  

1.79  0.92  
  

2.09  1.06  
 

                照顧者身體健康狀況 
             

不好 2.33  0.95  F=16.71*** 
 

1.98  0.56  F=4.12** 
 

1.82  0.99  F=1.65 
 

2.04  1.08  F=1.73 

普通 1.37  0.70  1>2,3 
 

1.56  0.59  1>3 
 

1.42  0.70  
  

1.83  1.17  
 

好 1.06  0.56  
  

1.47  0.56  
  

1.36  0.87  
  

1.47  0.92  
 

                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 
             

不好 2.25  1.00  F=15.56*** 
 

2.01  0.48  F=8.87*** 
 

1.84  1.06  F=3.98* 
 

2.03  1.09  F=5.14** 

普通 1.60 0.74  1,2>3 
 

1.75  0.53  1,2>3 
 

1.65  0.67  2>3 
 

2.10  1.00  2>3 

好 1.03  0.56      1.35  0.57      1.21  0.80      1.35  1.00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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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狀況 

  本研究將照顧者健康狀況分為身體與心理健康狀況。根據表 4-2-2

顯示，照顧者健康狀況為不好、普通、好者之生理負荷單題平均數各

為 2.33 分，1.37 分，1.06 分；心理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1.98 分，1.56

分，1.47 分；社交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1.82 分，1.42 分，1.36 分；財務

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2.04 分，1.83 分，1.47 分，表示健康狀況不好者負

荷為普通至嚴重之間。生理負荷及心理負荷之組間效果的考驗達顯著

水準（F=16.71、4.12，p< 0.01、p< 0.001），表示照顧者健康狀況不同

者在生理負荷及心理負荷上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 scheffe 檢驗的結果

指出照顧者健康狀況不好的生理負荷顯著比健康狀況普通與好的高，

但是健康狀況普通者與健康狀況好者在生理負荷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照顧者健康狀況不好的心理負荷顯著比健康狀況好的高。 

  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不好者之生理負荷單題平均數各為 2.25 分，

1.6 分，1.03 分；心理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2.01 分，1.75 分，1.35 分；

社交負荷單題平均各為 1.84 分，1.65 分，1.21 分；財務負荷單題平均

各為 2.01 分，2.1 分，1.35 分，表示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不好者負荷

為輕微至嚴重。組間效果的考驗達顯著水準（F=15.56、8.87、3.98、

5.14，p< 0.001、p< 0.001、p< 0.05、p< 0.01），表示照顧者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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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不同者在照顧負荷上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 scheffe 檢驗的結果指

出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不好或普通者顯著比心理健康狀況好的生理負

荷及心理負荷高，但是心理健康狀況不好者與健康狀況普通者在生理

及心理負荷上並沒有顯著差異；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普通者顯著比心

理健康狀況好的社交負荷及財務負荷高。此結果大致支持假設 1-3：

照顧者健康狀況越差，其照顧負荷越大。 

三、年齡 

  根據表 4-2-3 顯示，照顧者年齡與照顧負荷各分量表之相關分別

為 0.29(P<0.01)、0.1、0.01、0.06，其中照顧者年齡與生理負荷相關達

顯著水準，屬於正相關，表示照顧者年齡越大，生理負荷越高，而心

理、社交、財務負荷則無顯著差異。與假設 1-4 不一致。 

四、每週照顧時間 

  根據表 4-2-3 顯示，照顧者每週照顧時間與照顧負荷相關各為 0.11、

0、0.12、0.1。照顧者每週照顧時間與照顧負荷相關未達顯著水準，表

示照顧者每週照顧時間在照顧負荷上沒有顯著差異。假設 1-5 未獲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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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照顧者年齡及每週照顧時間與照顧負荷之相關分析 

全體樣本(N=80) 
           

全體 1   2   3   4   5   6   

背景變項 
            

1.照顧者年齡 1 
           

2.每週照顧時間 0.36 ** 1 
         

照顧負荷 
            

3.生理負荷 0.29 ** 0.11 
 

1 
       

4.心理負荷 0.10 
 

0 
 

0.65 *** 1 
     

5.社交負荷 0.01 
 

0.12 
 

0.61 *** 0.59 *** 1 
   

6.財務負荷 0.06   0.10   0.61 *** 0.62 *** 0.66 *** 1   

*P<0.05；**P<0.01；***P<0.001 
        

参、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以與患者關係品質、家庭同住人數等進行在照顧負荷上

之差異分析。 

一、與患者關係品質 

  根據表 4-2-4 顯示與患者關係品質在照顧負荷上之差異，照顧者

與患者目前關係品質不好、普通、好者之生理負荷單題平均數各為 1.82

分，1.26 分，1.44 分；心理負荷單題平均數各為 1.9 分，1.56 分，1.55

分；社交負荷單題平均數各為 2.00 分，1.45 分，1.33 分；財務負荷單

題平均數各為 2.14 分，1.67 分，1.66 分。社會負荷之組間效果的考驗

達顯著水準（F=3.16，p< 0.05），表示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在社交負

荷上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 scheffe 檢驗的結果指出照顧者與患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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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社會負荷，顯著比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好的高。此結果支持假設

1-6：與患者關係品質越差，其照顧負荷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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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之變異數分析 

全體樣本(N=80) 
              

  生理負荷   心理負荷   社交負荷   財務負荷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照顧者與病患目前關係品質 
             

不好 1.82  0.83  F=1.96 
 

1.90  0.73  F=1.76 
 

2.00 0.84  F=3.16* 
 

2.14  1.08  F=1.02 

普通 1.26  0.75  
  

1.56  0.54  
  

1.45  0.67  1>3 
 

1.67  1.09  
 

好 1.44 0.86      1.55 0.58      1.33  0.89      1.66  1.0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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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同住人數 

  根據表 4-2-5 顯示，家庭同住人數與照顧負荷的相關各為-0.04、

0.05、-0.02、0.04，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家庭同住人數多寡在照顧

負荷上沒有顯著差異。假設 1-7 未獲得支持。 

表 4-2-5 家庭同住人數與照顧負荷之相關分析 

全體樣本(N=80) 
        

全體 1   2   3   4   5 

背景變項 
         

1.家庭同住人數 1 
        

照顧負荷 
         

2.生理負荷 -0.04 
 

1 
      

3.心理負荷 0.05 
 

0.65 *** 1 
    

4.社交負荷 -0.02 
 

0.61 *** 0.59 *** 1 
  

5.財務負荷 0.04   0.61 *** 0.62 *** 0.66 *** 1 

*P<0.05；**P<0.01；***P<0.001 
     

 

捌、小結 

  綜合上述，本研究結果顯示，患者健康狀況越差，其照顧負荷越

大；照顧者沒有工作、照顧者健康狀況越差，其照顧負荷也越高；照

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越差，其照顧負荷越大。另外，照顧者年齡越大，

其照顧負荷越大，此與本研究假設相反，後續宜再做進一步討論。而

每週照顧時間及家庭同住人數則與照顧負荷無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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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庭支持及照顧負荷之關聯 

  本研究家庭支持分為兩個部份：協助情形以及足夠程度；照顧負

荷分為四個部份：生理負荷、心理負荷、社交負荷以及財務負荷，因

此以下描述將以本研究分類為主。 

壹、相關分析 

  根據表4-3-1顯示，生理負荷與家庭支持的協助情形的相關為-0.27

（p< 0. 05），達顯著水準，屬於負相關，顯示照顧者獲得協助情形越

高，其生理負荷之程度越低。 

  財務負荷與家庭支持的協助情形的相關為-0.25（p< 0.05），達顯

著水準，屬於負相關，顯示照顧者獲得家庭支持的協助情形越高，其

財務負荷之程度越低。財務負荷與家庭支持的足夠程度的相關為-0.34

（p< 0.05），達顯著水準，屬於負相關，顯示照顧者認為家庭支持的

足夠程度越高，其財務負荷之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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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相關分析 

全體樣本(N=80) 
          

全體 1   2   3   4   5   6 

家庭支持 
           

1.協助情形 1 
          

2.足夠程度 0.52 *** 1 
        

照顧負荷 
           

3.生理負荷 -0.27 * 0.19 
 

1 
      

4.心理負荷 -0.11 
 

0.20 
 

0.65 *** 1 
    

5.社交負荷 -0.08 
 

-0.07 
 

0.62 *** 0.59 *** 1 
  

6.財務負荷 -0.25 * -0.34 ** 0.61 *** 0.62 *** 0.66 *** 1 

*P<0.05；**P<0.01；***P<0.001 
       

 

貳、迴歸分析 

  由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照顧者獲得家庭支持的協助情形越高，其

生理負荷之程度越低；照顧者認為家庭支持的足夠程度越高，其財務

負荷之程度越低。因此進一步選取與照顧負荷有顯著相關之照顧者有

無工作、身體健康狀況、心理健康狀況、患者健康狀況、與患者關係

品質、家庭支持的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等變項，採用強制進入法進行

多元迴歸分析，以檢視解釋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力。 

一、生理負荷迴歸分析 

  根據表 4-3-2顯示，因為此迴歸模型的VIF皆<3，且條件係數（CI）

=12.94，所以共線性問題不大。由調整後之決定係數 R
2為 0.35 可以看

出，整個模型解釋生理負荷 35%的變異量，且達顯著水準（F=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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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01）。進一步檢視各變項的個別解釋力，發現家庭支持協助情形

及足夠程度（β=-0.1、0.01，p>0.05）未達解釋預測力，假設 2-2 未獲

支持。反而是在考量家庭支持的情況下，照顧者健康狀況仍對生理負

荷具有顯著解釋力（β=0.39，p<0.05），亦即照顧者健康狀況不好者，

生理負荷顯著比健康狀況好者高，支持假設 2-1。   

表 4-3-2 生理負荷迴歸分析 

全體樣本(N=80) 
        

變項   生理負荷   共線性   條件指標 

    b β t   允差 VIF     

照顧者有工作 -0.85  -0.10  -0.94    0.71  1.41  
 

1.84  

患者健康(輕、中) -1.23  -0.15  -1.42  
 

0.79  1.27  
 

2.39  

照顧健康(不好) 4.08  0.39  2.52  * 0.36  2.76  
 

2.60  

照顧健康(普通) 0.71  0.08  0.71  
 

0.60  1.66  
 

3.42  

照顧心理健康(不好) 2.15  0.19  1.26  
 

0.36  2.74  
 

4.09  

照顧心理健康(普通) 1.69  0.19  1.69  
 

0.64  1.56  
 

4.52  

與患者關係(不好) 1.65  0.14  1.33  
 

0.73  1.36  
 

5.06  

與患者關係(普通) 0.19  0.02  0.20  
 

0.64  1.57  
 

6.39  

家庭支持協助情形 -0.03  -0.10  -0.86  
 

0.66  1.52  
 

11.01  

家庭支持足夠程度 0.00  0.01  0.08    0.69  1.45    12.94  

R² 
  

0.43 
      

Adj. R² 
  

0.35 
      

F 
  

5.15 *** 
     

*P<0.05；***P<0.001                 

 

二、心理負荷迴歸分析 

  根據表 4-3-3顯示，因為此迴歸模型的VIF皆<3，且條件係數（CI）

=12.94，所以共線性問題不大。由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R
2為 0.22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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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整個模型解釋心理負荷 22%的變異量，且達顯著水準（F=3.2，

p< 0.01）。進一步檢視各變項的個別解釋力，發現家庭支持協助情形

及足夠程度（β=0.14、-0.18，p>0.05）未達解釋預測力，假設 2-2 未

獲支持。反而是在考量家庭支持的情況下，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及與

患者關係品質仍對心理負荷具有顯著解釋力（β=0.4、0.35、0.37，p<0.5、

p<0.01），亦即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不好及普通者，心理負荷顯著比心

理健康狀況好者高；照顧者與患者關係不好者，心理負荷顯著比心理

健康狀況好者高。支持假設 2-1。 

表 4-3-3 心理負荷迴歸分析 

全體樣本(N=80) 
        

變項   心理負荷   共線性   條件指標 

    b β t   允差 VIF     

照顧者有工作 -0.10  -0.01  -0.08    0.71  1.41    1.84  

患者健康(輕、中) -0.09  -0.01  -0.07  
 

0.79  1.27  
 

2.39  

照顧健康(不好) -0.23  -0.02  -0.10  
 

0.36  2.76  
 

2.60  

照顧健康(普通) -0.89  -0.08  -0.63  
 

0.60  1.66  
 

3.42  

照顧心理健康(不好) 5.71  0.40  2.39  * 0.36  2.74  
 

4.09  

照顧心理健康(普通) 3.94  0.35  2.82  ** 0.64  1.56  
 

4.52  

與患者關係(不好) 5.46  0.37  3.14  ** 0.73  1.36  
 

5.06  

與患者關係(普通) 2.11  0.20  1.57  
 

0.64  1.57  
 

6.39  

家庭支持協助情形 0.06  0.14  1.14  
 

0.66  1.52  
 

11.01  

家庭支持足夠程度 -0.08  -0.18  -1.47    0.69  1.45    12.94  

R² 
  

0.32 
      

Adj. R² 
  

0.22 
      

F 
  

3.20 **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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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交負荷迴歸分析 

  根據表 4-3-4顯示，因為此迴歸模型的VIF皆<3，且條件係數（CI）

=12.94，所以共線性問題不大。由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R
2為 0.09 可以看

出，整個模型解釋社交負荷 9%的變異量，未達顯著水準（F=1.8，p> 

0.05）。進一步檢視各變項的個別解釋力，發現家庭支持協助情形及足

夠程度（β=0.02、0.02，p>0.05）未達解釋預測力，假設 2-2 未獲支持。

反而是在考量家庭支持的情況下，照顧者有無工作對社交負荷具有顯

著解釋力（β=-0.34，p<0.05），亦即照顧者沒有工作，社交負荷顯著比

有工作者高，支持假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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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社交負荷迴歸分析 

全體樣本(N=80) 
        

變項   社交負荷   共線性   條件指標 

    b β t   允差 VIF     

照顧者有工作 -4.43  -0.34  -2.62  * 0.71  1.41    1.84  

患者健康(輕、中) 0.10  0.01  0.06  
 

0.79  1.27  
 

2.39  

照顧健康(不好) 0.38  0.02  0.12  
 

0.36  2.76  
 

2.60  

照顧健康(普通) -0.10  -0.01  -0.05  
 

0.60  1.66  
 

3.42  

照顧心理健康(不好) 3.01  0.17  0.95  
 

0.36  2.74  
 

4.09  

照顧心理健康(普通) 3.37  0.25  1.81  
 

0.64  1.56  
 

4.52  

與患者關係(不好) 2.60  0.14  1.13  
 

0.73  1.36  
 

5.06  

與患者關係(普通) -0.93  -0.07  -0.52  
 

0.64  1.57  
 

6.39  

家庭支持協助情形 0.01  0.02  0.14  
 

0.66  1.52  
 

11.01  

家庭支持足夠程度 0.01  0.02  0.17    0.69  1.45    12.94  

R² 
  

0.21 
      

Adj. R² 
  

0.09 
      

F 
  

1.80 
      

*P<0.05                   

 

四、財務負荷迴歸分析 

  根據表 4-3-5顯示，因為此迴歸模型的VIF皆<3，且條件係數（CI）

=12.94，所以共線性問題不大。由調整後之決定係數 R
2為 0.26 可以看

出，整個模型解釋社會負荷 26%的變異量，且達顯著水準（F=3.67，

p< 0.01）。進一步檢視各變項的個別解釋力，發現照顧者有無工作及

家庭支持足夠程度具有顯著解釋力（β=-0.23、-0.26，p< 0.05），表示

照顧者沒有工作，財務負荷顯著比有工作者高；家庭支持足夠程度越

高，則財務負荷越小。此結果大致支持假設 2-1 及 2-2：家庭支持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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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對財務負荷有解釋力。  

表 4-3-5 財務負荷迴歸分析 

全體樣本(N=80) 
        

變項   財務負荷   共線性   條件指標 

    b β t   允差 VIF     

照顧者有工作 -1.43  -0.23  -1.93  * 0.71  1.41    1.84  

患者健康(輕、中) -1.05  -0.16  -1.49  
 

0.79  1.27  
 

2.39  

照顧健康(不好) 0.09  0.01  0.07  
 

0.36  2.76  
 

2.60  

照顧健康(普通) 0.68  0.11  0.83  
 

0.60  1.66  
 

3.42  

照顧心理健康(不好) 0.79  0.09  0.57  
 

0.36  2.74  
 

4.09  

照顧心理健康(普通) 1.54  0.23  1.89  
 

0.64  1.56  
 

4.52  

與患者關係(不好) 1.16  0.13  1.15  
 

0.73  1.36  
 

5.06  

與患者關係(普通) -0.36  -0.06  -0.46  
 

0.64  1.57  
 

6.39  

家庭支持協助情形 -0.01  -0.03  -0.25  
 

0.66  1.52  
 

11.01  

家庭支持足夠程度 -0.07  -0.26  -2.19  * 0.69  1.45    12.94  

R² 
  

0.35 
      

Adj. R² 
  

0.26 
      

F 
  

3.67 ** 
     

*P<0.05；**P<0.01                 

 

参、小結 

  由相關分析顯示：照顧者獲得家庭支持協助情形越高，其生理負

荷之程度越低。照顧者認為家庭支持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越高，其財

務負荷之程度越低。 

  由迴歸分析顯示：照顧者健康狀況不好者，生理負荷顯著比健康

狀況好者高。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不好及普通者，心理負荷顯著比心

理健康狀況好者高；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不好者，心理負荷顯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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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品質好者高。照顧者沒有工作，社交及財務負荷顯著比有工作者

高；家庭支持足夠程度越高，則財務負荷越小，亦即家庭支持足夠程

度對財務負荷有解釋力，但協助情形無顯著解釋力，有待後續進一步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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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開放式問題之內容分析 

  開放式問題以訪談大綱的架構為參考，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由

研究者依據填答者的答案自行分類找出其關鍵字，並歸納出合適之名

詞，再尋找共同主題與類型後，做為各類目呈現之。另外，受試者填

寫內容的呈現方式以新細明體標示，括號內數字則是問卷填答的順序。

有效問卷總計 80 份。 

壹、照顧者心情及產生之壓力 

  研究者將照顧者的心情感受分為「焦慮、不知所措」共有 30 個、

「沮喪、沉重」共有 23 個；而產生壓力部份：「擔心未來照顧壓力」

共有 15 個、「經濟壓力」共有 6 個（詳見附錄六）。顯示在患者剛開始

發病時，照顧者感到焦慮、不知所措的為最多，其次則感到沮喪、心

情沉重，進而產生未來照顧及經濟上的壓力。此與本研究量化資料結

果相符，顯示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對心理負荷有影響，照顧者若是心

情無法轉變而產生壓力，久了就會變成心理負荷。 

  由開放題可看出照顧者患者發病感到非常擔憂且產生心理壓力，

典型的回答如： 

「擔心病情急速惡化，以致影響工作及生活。壓力：不知是否遺傳給

了下一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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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照顧者生活品質面臨之困境 

  這部分因填答者回答以壓力及限制為主，所以採用先前照顧負荷

量化研究的分類。生活品質負荷較大的以「社交負荷」為最多有 25

個，其次為「心理負荷」有 14 個、「財務負荷」有 14 個、「生理負荷」

有 8 個（詳見附錄七）。顯示在照顧患者過程中，以個人時間及自由受

限為主要困境，其次是因負面情緒而產生之心理壓力，以及經濟上的

壓力，導致照顧者睡眠受到影響產生的生理負荷。 

  以下可看出照顧者因要照顧患者而讓自己的活動受到限制，典型

回答如： 

「在照顧過程，有影響的是會隨時限制自己的時間、空間，總會想陪

在病人身邊，為偶爾自己的私人行程，會請其他家人、朋友照顧，或

將病人生活需要安頓好再離開。」(17) 

 

参、家庭氣氛產生之變化及處理 

  家庭氣氛的回答主要描述的是氣氛的好壞，根據填答者的不同意

見呈現，研究者將之分類為一方面是「氣氛低迷」有 20 個、「家人之

間磨擦變大」有 8 個、「不理會」有 4 個、「想逃離這個家」有 1 個；

另一方面則是「家人之間因相處時間變多而更親密」有 23 個（詳見附

錄八）。表示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若是家屬無法調適，則會呈現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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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磨擦變大、逃避的氣氛；不過令人意外的是，有不少填答者反映

若是家屬轉化自我心態，則家庭氣氛反而會因為照顧關係而呈現更親

密。或許這是一個脫困的方式，可再研究＂自我心態的轉化＂。 

  以下敘述可看出照顧者家庭氣氛有不同的面向，典型的回答如： 

「沒有歡笑，不再有願景規劃、沒有理想，隨緣、逆來順受。」(80) 

「感覺重新認識爸媽，就業後一直在外地無法好好跟他們相處，跟爸

媽距離更近。」(65) 

 

肆、照顧者之轉化或調適 

 整體來說，照顧者普遍會針對照顧狀況做一些調適，研究者將調整

的方法分類為「尋求外援（協會、親友、其他）」有 27 個、「接受事實」

有 24 個、「尋求醫療協助」有 9 個、「考慮未來規畫」則有 4 個（詳見

附錄九）。表示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除了沉溺在悲傷、負面的情緒之

外，照顧者用自己的方式調適得更好，像是尋求協會、親友、醫療上

的協助，藉由轉換心態、宗教信仰、接受事實，或是做好未來長期與

疾病抗戰的準備。 

  一些填答者呈現的並非固定的分類，可看出照顧者從尋求外援到

接受事實到未來的規畫漸漸的轉化，例如： 

「轉化：歷經上網查詢及醫生、病友間的諮詢比較後，得知不致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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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惡化後，將其病視為如心臟病的慢性病般，與之相伴一生，提早退

休開始養生計劃。」(16) 

 

伍、照顧者獲得之支持 

  這部份填答者回答以認為獲得的支持為主，所以採用先前照顧負

荷量化研究的分類。在照顧患者上，得到的支持以「實質性支持」最

多有 35 個，其次為「情緒性支持」有 21 個，以及「訊息性支持」有

11 個（詳見附錄十）。單以數字來看，實質性支持似乎多於情緒性支

持及訊息性支持。表示照顧者其實不是孤單的，還有很多親友提供了

實質上的幫助與支持，像是經濟協助或幫忙照顧患者，甚至是關心及

鼓勵等。 

  以下顯示照顧者獲得實質性支持，而降低了照顧負荷： 

「堂弟給予經濟上協助，病友協會不但給予情緒上的支持、物資及急

難救助金，讓我不覺得孤單。」(57) 

 

陸、照顧者對於小腦萎縮症家庭之建議 

  在對於其他小腦萎縮症家庭的建議中，研究者將之分類為為「應

正面思考」有 28 個、「妥善做好未來之規畫」（如：保險、照顧技巧）

有 12 個、以及「家人間的互相扶持」有 10 個（詳見附錄十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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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認為調整自我心態、正面思考最為重要，則家庭氣氛也會因為

照顧關係而更親密，勇敢面對疾病才能戰勝他。另外，家人的互相鼓

勵、扶持，對於患者或照顧者都是有所幫助，也能一起做好未來的準

備。 

  以下顯示照顧者藉由宗教的慰藉來讓自己有更正向的思考，典型

回答如： 

「無法改變的事實，就面對他、接受他、處理他、放下他。不要抱怨、

盡好本份，將此生所結之緣好好終了。」(80) 

 

柒、期望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提供之協助 

  對於期望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提供的協助中，研究者將之分類為

「成立人性化安養中心」有 41 個、「醫療與經濟協助」有 21 個、以及

「多辦理聯誼或活動」有 20 個（詳見附錄十二）。表示照顧者認為成

立人性化安養中心是很重要的，或許他們認為目前安養中心不夠＂人

性化＂，也擔心自己無法照顧到最後，若有個地方能夠照顧患者，家

屬也能安心。另外醫療及經濟上的協助部份，因為小腦萎縮症是罕病

之一，在醫療上本來就較為缺乏，若能提供協助，也能幫助到家屬及

患者。而協會辦理活動旨在讓家屬及患者能夠有一個媒介互相鼓勵、

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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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顯示照顧者認為人性化安養中心的重要性，典型回答如： 

「人性化安養很重要，不知自己還能照顧多久，孩子也不嚴重，不希

望入住被關起來的機構。」(38) 

 

捌、小結 

  由上可知，照顧者在患者發病過程中除了心情感到焦慮、不知所

措外，也會慢慢調適，轉而尋求其他協助，而不是一味地擔憂，表示

照顧者期許自己能夠化危機為轉機。或許因為如此，其家庭氣氛而有

不同的結果呈現，特別的是，部份照顧者反映若調適得當，則家庭氣

氛反而更加親密。在生活困境及壓力部份照顧者認為因為擔心患者的

疾病照顧，且須長時間陪伴在身邊，無法自由外出而感到社會負荷與

壓力。不過，在獲得支持方面以實質性支持最多，表示照顧者雖然獲

得親友許多協助，但協助照顧患者的情形仍感到不足而無法減低社交

負荷。 

  另外，對小腦萎縮症家庭以及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的建議中，大

多認為應該要有正面的思考，並妥善做好未來之規畫，才不致於到後

期生活越來越困苦。若是協會能盡早成立人性化安養中心，讓患者能

有完善的照顧，這樣照顧者也能減輕其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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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之關聯，

本章節依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具體建議，以期提供後續研究

者對家庭支持及照顧負荷議題的瞭解以及小腦萎縮症照顧者在照顧上

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壹、 照顧者感受到的照顧負荷以財務負荷為主；感受到的家

庭支持則以情緒性支持為主 

  本研究結果顯示，照顧者的財務負荷得分最高，介於輕微至普通

之間。此結果與邱啟潤、許淑敏、吳淑如（2002）之研究結果相符，

發現主要照顧者目前最迫切的需求是財務負荷，其次是社交負荷。本

研究發現，小腦萎縮症照顧者在身心方面較沒有迫切的需要，反而因

為必須照顧患者，讓照顧者的經濟負擔及自由受限。 

  在家庭支持的部份，本研究發現照顧者獲得的情緒性支持得分最

高，介於偶爾至經常如此之間。此與邱啟潤、陳武宗與陳宜品（2005）

探討慢性病患家庭照顧者支持系統之研究相符，指出照顧者獲得的社

會支持以情緒性支持最多，其次為實質性支持，訊息性支持為最低，

表示照顧者感受到情緒性支持較為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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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同背景者的照顧負荷 

一、患者健康狀況越差，則照顧負荷越大 

  本研究結果顯示，患者健康狀況越差，則照顧負荷越大，此與李

淑霞與吳淑瓊（1998）及宋麗玉（1999）之研究結果相符合，可見患

者之健康問題越嚴重者，照顧者在照顧患者上確實可能需要付出更多

心力，產生之照顧負荷也越趨沉重。 

二、照顧者 

（一）照顧者沒有工作，其照顧負荷越大 

  本研究結果顯示，照顧者沒有工作，其照顧負荷越大，此與李英

芬（2006）及王春葉等人（2002）之研究結果相符，其原因為照顧者

沒有工作，所感受到的回饋較少，且與患者相處時間增加，彼此磨擦

的機會亦增加，以致於感受到的照顧負荷較大。 

（二）照顧者健康狀況越差，其照顧負荷越大 

  本研究結果顯示，照顧者健康狀況越差，其照顧負荷越大，此與

何怡儒（2002）、李淑霞與吳淑瓊（1998）、王春葉等人（2002）之研

究結果相符。上述研究發現，照顧者的身心健康狀況越佳，其照顧負

荷越低。因照顧者身心處於良好穩定的狀態，在照顧上也能有良好的

體能及心理調適，其照顧負荷也能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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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顧者年齡與其照顧負荷為正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照顧者年齡與其照顧負荷為正相關，亦即照顧

者年齡越大，其照顧負荷越大。雖與蔡盈盈等人（2007）之研究結果

不一致，卻與 Edwards & Scheetz（2002）之研究結果相符，顯示照顧

者的年齡越大，其照顧負荷越高，本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為照顧者年

齡越大，雖在生活模式上壓力較少，但在照顧患者上體力有限，因此

仍會感受到照顧負荷。 

（四）照顧者每週照顧時間與照顧負荷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照顧者每週照顧時間與照顧負荷無顯著相關。

此結果與沈若儀（2004）之研究結果未獲一致，但與 Goldstein et 

al.(2004)之研究結果相符，表示照顧負荷與照顧天數無關。本研究認

為，照顧者雖然犧牲自己的時間來照顧患者，但是在質量上的負荷不

致於讓照顧者感到沉重，表示照顧時間並非影響照顧負荷之主要因素，

未來研究可再進一步探討。 

三、家庭背景 

（一）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越差，其照顧負荷越大 

  本研究結果顯示，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越差，其照顧負荷越大。

此結果與 Pinto et al.（2007）之研究結果相符，可能原因為照顧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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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生活相處上接觸頻繁，若彼此關係不佳，則照顧者在照顧上所

面臨的壓力更加沉重，感受到的照顧負荷也會逐漸增加。 

（二）家庭同住人數與其照顧負荷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家庭同住人數與其照顧負荷沒有顯著相關。此

結果與鍾玉珠與呂秋華（2007）及林秀純等人（1999）並未獲得一致，

可能的原因為，家庭同住人數多者，不一定會讓照顧者之照顧負荷降

低，可能會因為分身乏術、顧此失彼而更加沉重。 

 

参、家庭支持與照顧負荷之關聯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相關分析部份，照顧者獲得協助情形越高，

其生理負荷之程度越低。照顧者獲得協助情形越高，其財務負荷之程

度越低；照顧者認為足夠程度越高，其財務負荷之程度越低。此與 Clipp 

and George(1990)針對主要照顧者需求及社會支持之研究結果相符，認

為若照顧者獲得強大的支持：如經濟協助、分擔照顧的工作、社會及

情緒支持等，能使照顧者有正向的自我認同和信念，將能減低其照顧

負荷。換句話說，照顧者獲得的支持能減輕其生理及財務負荷。 

  不過，家庭支持對心理及社交負荷並沒有得到顯著相關，參考後

續質性資料的分析，其可能的原因為照顧者的心理負荷多以照顧者自

我擔憂、焦慮等為主要感受，且照顧患者時間長而有被束縛、無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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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安排生活，這些感受未必能在問卷測量中完全反映出來，因此就

算家庭支持感受再多，也無法減低心理及社交負荷的沉重壓力。 

  在多元迴歸分析部份，照顧者工作狀況、患者健康狀況、照顧者

健康狀況、與患者關係、家庭支持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對於生理負荷

解釋變異量為 35%，對於生理負荷來說，照顧者健康狀況這個變項是

影響生理負荷的重要因素，本研究認為照顧者若是健康狀況不佳，則

在照顧患者上會有所影響。Lai et al. (2011)亦曾提到，照顧者在照顧患

者的同時也會因體力無法承受而產生生理負荷。 

  由心理負荷負荷來看，照顧者工作狀況、患者健康狀況、照顧者

健康狀況、與患者關係、家庭支持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對於心理負荷

解釋變異量為 22%。對於心理負荷來說，照顧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及與

患者關係品質變項是影響心理負荷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發現照顧者若

心理健康狀況不佳，在照顧患者上亦有所影響。此與王春葉等人（2002）

針對血液透析病患主要照顧者研究結果相符，發現照顧者的身心健康

狀況越佳，其照顧負荷越低。因照顧者身心處於良好穩定的狀態，在

照顧上能有良好的心理調適，其心理負荷也能減緩。而與患者關係品

質方面，與患者關係品質不好者，其心理負荷顯著比關係品質好者高，

此與 Pinto et al.（2007）研究結果相符，發現與患者關係程度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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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與照顧負荷有相關性，照顧者與患者關係品質

越好，在照顧上也較為願意且愉悅，照顧者照顧負荷則越低。 

  由社交及財務負荷部份來看，照顧者工作狀況、患者健康狀況、

照顧者健康狀況、與患者關係、家庭支持協助情形及足夠程度對於社

交及財務負荷解釋變異量為 9%及 26%，對社交及財務負荷來說，照

顧者有無工作為影響社交及財務負荷的重要因素。此與李英芬（2006）

及王春葉等人（2002）之研究結果相符，其原因為照顧者沒有工作，

且與患者相處時間增加，加重彼此磨擦的機會，以致於感受到較強烈

的照顧負荷。 

  除照顧者有無工作外，家庭支持足夠程度對財務負荷也有顯著解

釋力，也可看出家庭支持足夠程度比協助情形來的重要，表示照顧者

認為足夠的家庭支持能夠減低財務上的負荷。此與王亞妮（1999）、

王麗雪等人（2007）研究相符，顯示照顧者認為社會支持足夠程度越

高，其照顧負荷越低。許多研究指出社會支持最先感受到的會是實質

性支持，包含生活上具體支援，如：協助照顧患者、經濟援助等（Chen, 

& Wang, 2007；蘇貞瑛、黃惠滿、蕭美玉，2006；蔡孟芬，2009）。Clipp 

& George(1990)也指出照顧者感受到足夠的社會支持，如經濟協助、

分擔照顧的工作、社會及情緒支持等，照顧者將可承受較大的照顧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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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其可能原因為照顧者感受到足夠的實質性支持居多，也較為強烈，

對於經濟支出也能立即解決，因此能減緩其財務負荷。 

 

肆、質性資料分析結果討論 

  本研究以量化調查方式進行小腦萎縮症照顧者對家庭支持以及照

顧負荷的情形。然研究者認為單從量化資料探討上述各面向來了解與

照顧負荷的關係仍顯不足，因此，以照顧者的質性開放式問題，藉此

了解照顧者在現實生活中對各面向與負荷之間的實際情形輔以說明本

研究之發現。透過開放式問題蒐集照顧者的照顧情形，從中可發現： 

一、照顧者情緒低落、沮喪、焦慮，產生心理壓力 

  照顧者在照顧患者時情緒低落、感到沉重、沮喪、焦慮等，和邱

啟潤與許淑敏（2003）、張秀如（2003）、劉玉潔、黃惠玲與梁蕙芳（2006）

等質性研究之結果相似，因照顧時間過程長而有被束縛、無法自由的

安排生活等壓力累積而產生負面效應，進而情緒受到影響，甚至產生

心理負荷，讓照顧者之照顧負荷更加沉重。 

二、照顧負荷依序為社交、心理、財務、生理負荷 

  照顧者照顧負荷以社交負荷為主要負荷，其次依序為心理負荷、

財務負荷、生理負荷。此與 White et al.（2007）之質性研究結果相似，

因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出現身體疲憊不適、呈現快要崩潰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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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交活動被迫減少。另外，朱翠燕等人（2010）的質性研究中也

提到照顧者知覺到社交負荷之層面，換句話說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感

受到社交負荷的沉重。 

三、家庭氣氛有不同說法 

  家庭氣氛變化有不同的說法，其中之一是因疾病讓家庭氣氛產生

低迷、家人磨擦變大，甚至逃避等，此結果與蔡孟芬（2006）之質性

研究結果相符，因罕病患者無法接受自己患病事實，出現負向情緒，

進而牽動家庭成員的情緒，造成家庭氣氛低迷、磨擦變大。另一個結

果則是家人間因相處變多而更加親密，蔡孟芬（2006）曾提到雖然家

有罕見疾病患者，儘管家庭努力營造和樂與安穩的氣氛，卻無力改變

事實，此與本研究結果不太一樣。本研究發現，照顧者在回答開放式

問題時也提到了家庭和樂氣氛的部份，或照顧者的家庭氣氛融洽是因

為他們心態調適得很好，帶動整個家庭成員樂觀正向的看待，這點頗

具啟發性，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 

四、照顧者尋求醫療協助及外援 

  照顧者在調適過程中，除了尋求醫療協助外，最多的是尋求外援，

與蔡孟芬（2009）提及的家庭調適歷程相符，照顧者改變心態並重新

調整步伐，透過參與協會活動、運動或宗教來增強自我、轉移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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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內心平靜。正向因應與樂觀面對對於調適有良好的幫助。 

五、照顧者獲得支持依序為實質性、情緒性及訊息性支持 

  照顧者獲得的支持依序為實質性支持、情緒性支持以及訊息性支

持，此與林束棉、楊星瑜與許淑敏（2007）之質性研究相似，透過親

戚的協助照顧，能讓照顧者有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另外，蔡孟芬（2009）

亦提到實質性支持、情緒性支持以及訊息性支持，本研究認為，因實

質性支持及情緒性支持較能立即獲得且能感受強烈，在給予支持方面

也以這兩種支持較為容易；而訊息性支持方面，對於給予支持的人來

說也較耗費時間及需要某種程度的敏銳度，因此照顧者也較少獲得訊

息性支持。 

 

伍、研究貢獻 

  閱覽過去研究發現有關於小腦萎縮症之研究相當缺乏，而本研究

之研究對象為小腦萎縮症之照顧者，樣本取得不易，此為貢獻之一。

其次，研究多以量化或質性資料結果呈現，而本研究融合量化及質性

資料一併研究，為貢獻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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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時間、地區限制而採立意取樣，發放於小腦萎縮症病友

協會之活動以及協會社工電訪代填，因此仍有許多患者及照顧者鮮少

參與協會活動，或是未電訪到的家庭照顧者，甚至是未加入協會的小

腦萎縮症家庭；另外，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照顧者，在患者及照顧

者部份並無分組或配對比較其之間的差異，僅能提供初步描述及探討，

未能做更深入的推論。 

 

貳、研究建議 

一、家庭照顧者之建議 

（一）照顧者及患者維持自我健康 

  本研究結果指出，小腦萎縮症照顧者及患者的健康狀況越好，其

生理負荷越低，因此若照顧者能夠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況，而患者能保

持在一定的狀態，對於照顧負荷是能減緩的。 

（二）正向思考、轉移注意力 

  本研究量化資料的分析結果顯示，照顧者心理健康狀況越好，其

心理負荷及社交負荷越低。而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顯示且正向思考能

有助於照顧者跳脫沉重的束縛，改變自我心態。因此，可藉由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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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轉移其注意力，例如：宗教、運動等，讓自己不會陷入痛苦的負面

情緒中，也能讓自己能更有能量面對一切。 

 

二、相關單位之建議 

（一）提供醫療訊息及人性化安養中心 

  因小腦萎縮症是為罕見疾病，在醫療上比一般疾病資訊較為薄弱，

若協會能主動提供相關醫療資訊，也能讓照顧者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另外，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可與政府配合或申請補助，讓患者能夠早

日得到更人性化的照顧，也能讓照顧者減緩其照顧負荷。 

（二）經濟協助、喘息服務 

  本研究量化資料顯示，小腦萎縮症照顧者在財務負荷上得分最高，

雖有工作之照顧者平均月收入為 51,741 元，但由於本研究對象約半數

沒有工作，且有工作者過半數皆低於月收入平均，而小腦萎縮症患者

家庭要固定負擔照顧的費用，所以雖然有些家庭收入較高  但大部分

的家庭低於月平均收入，還要額外負擔生活及醫療支出，因此需要政

府補助。且質性資料發現照顧者有經濟上的壓力，希望協會能夠提供

家屬在經濟上的補助；政府若能夠提供罕見疾病的補助津貼或是相關

的醫療補助，例如提供研究經費、研發治療藥物等，讓照顧者之家庭

負擔能夠減輕；另外，本研究量化資料也顯示照顧者的社交負荷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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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輕微至普通，但質性資料發現社交負荷較為沉重，因此政府若能提

供更簡便的居服員申請方式，有了人力協助照顧患者，照顧者也能有

喘息空間，這樣照顧者亦能減緩其照顧上的負荷。 

 

三、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增加樣本數   

  因本研究只收集了 80 份有效樣本，其代表性有限，期望未來研究

除了在活動上及請社工協助發放問卷外，也能藉由家庭訪問深入每一

個小腦萎縮症家庭，以增加研究的樣本數，獲取更多寶貴的資訊，也

能更具研究的代表性。 

（二）其他研究變項 

  照顧負荷影響因素有很多，本研究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顯示正向

思考能有助於照顧者跳脫沉重的束縛，改變自我心態，進而帶動整個

家庭成員樂觀正向的看待。因此未來研究若能加入「家庭凝聚力」、「家

庭韌性」等變項，深入探究家庭所造成的影響及變化，使研究更為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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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同意書 

符合以下條件者請於□內打Ｖ： 

□照顧之病患為已滿 18 歲之成年患者。 

□本人為病患之主要照顧者及家屬。     

親愛的家屬您好： 

  首先感謝您願意接受及協助填寫調查問卷，這是一份純學術的問卷，目的是想要

瞭解您在照顧病患的過程中，所經歷到的負荷、家庭支持及其他相關資料之問卷，希

望能藉此調查，提供小腦萎縮症病患及家屬更好的照護措施。因此，您所填答的內容，

對我們的研究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資料僅供學術之用，有關您提供的資料，絕不對外公開。

問卷內容分為四部份，共有 8 頁，每一部份都有說明。回答內容填寫是一種主觀判斷，

答案無所謂對、錯、好、壞之分，請根據您的真實感受及實際情況填答，期盼能得到

您寶貴的意見。衷心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在此深深地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       

  敬祝您    闔家平安，萬事如意！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劉葶萱 

                   指導教授 利翠珊  敬上 

同意書 

  茲同意接受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劉葶萱之問卷調查，

題目為「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及照顧負荷」。資料僅提供學術之用，

絕不對外公開。進行研究過程中，不會受到任何傷害，有權利不回答某些問

題或終止研究。 

 同意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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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基本資料 

  以下的問題主要是想了解您及您所照顧病患的一些基本資料，請在“□”

內打“Ｖ”或在“＿”中填入您或病患的資料。 

一、照顧者基本資料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   歲 

3.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同居    

       (5)□分居   (6)□鰥寡 

4.宗教信仰：(1)□有   (2)□無    

5.本身有無工作：(1)□有：月收入為何？：      元  (2)□無    

6.您是否與病患同住：(1)□是   (2)□否 

7.家庭同住人數：   人 

8.自覺健康狀況：(1)□很差    (2)□不好    (3)□普通    (4)□好   (5)□很好  

9.自覺心理健康狀況：(1)□很差    (2)□不好    3.□普通    4.□好    

           5.□很好   

11.投入照護病患時間（所有）： 

 (1)每週照護天數：    天    (2)平均每天照顧：     小時 

12.是否有親友協助照顧病患： 

 (1)□無       (2)□配偶       (3)□兒子     (4)□媳婦／女婿    

 (5)□女兒    (6)□兄弟姊妹   (7)□父母     (8)□其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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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患基本資料（若有兩位以上，請鎖定一位病患填寫至問卷結束）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    歲 

3.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同居   

      (5)□分居   (6)□鰥寡  

4.確診時間：民國    年    月 

5.發病時間：民國    年    月 

6.健康狀況（殘障等級）：(1)□輕度 (2)□中度  (3)□重度   (4)□極重度  

7.目前生活可自理能力（複選）： 

  (1)□進食   (2)□穿衣   (3)□洗澡  (4)□如廁  (5)□移位    

  (6)□行走   (7)□上下樓梯   (8)□以上皆無法 

8.您與病患之關係： 

(1)□父母         (2)□配偶     (3)□兄弟姊妹   (4)□子女  

  (5)□媳婦/女婿   (6)□孫子女   (7)□其他＿＿＿   

9.自覺與病患目前關係品質為何：(1)□很差  (2)□不好  (3)□普通   

               (4)□好   (5)□很好 

10.家裡有無除了您照顧的小腦萎縮症病患外需要長期照顧之病患： 

   (1)□無   

   (2)□有：  位；與病患關係（複選）： 

    (1)□父母       (2)□配偶     (3)□兄弟姊妹   (4)□子女  

    (5)□媳婦/女婿   (6)□孫子女   (7)□其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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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照顧負荷量表 

  請您就目前在照顧患者上的下列各種情況，請選擇一種最符合您情況

的答案，並在“□”內打“Ｖ”。 

 

 

1.因照顧病人而沒有足夠的睡眠或休息。………………□ □ □ □ □  

2.因照顧病人而感到身體疲憊。…………………………□ □ □ □ □ 

3.因照顧病人而感到胃口變差。…………………………□ □ □ □ □ 

4.因照顧病人而使健康情形變差或原有的（疾病）症狀惡化。…………… 

……………………………………………………………□ □ □ □ □ 

5.因照顧病人而使我的生活作息改變。………………… □ □ □ □ □ 

6.因照顧病人而感到心情不好。………………………… □ □ □ □ □ 

7.因照顧病人而感到壓力很大。…………………………□ □ □ □ □ 

8.跟病人在一起時，感到生氣。……………………………□ □ □ □ □ 

9.在照顧病人方面我有挫折感。…………………………□ □ □ □ □ 

10.感覺被人過度依賴與要求。……………………………□ □ □ □ □ 

11.擔心病人病情變壞。………………………………… □ □ □ □ □ 

12.擔心無法再長期照顧病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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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因照顧病人而使家人的關係或家庭氣氛變不好。……………………… 

 …………………………………………………………□ □ □ □ □  

14.因照顧病人而無法處理好所有的事情。………………□ □ □ □ □ 

15.因照顧病人而減少與親友交往的時間。………………□ □ □ □ □ 

16.因照顧病人而較少參與社團（社區）活動。………………………… 

……………………………………………………………□ □ □ □ □ 

17.因照顧病人而較少外出旅行。…………………………□ □ □ □ □ 

18.因照顧病人而較少逛街購物時間。……………………□ □ □ □ □ 

19.因照顧病人而較少參與宗教活動。……………………□ □ □ □ □ 

20.因照顧病人而較少看電視、聊天、散步等休閒活動。………………… 

 …………………………………………………………□ □ □ □ □ 

21.因照顧病人而使家庭生活、計畫受阻。………………………………… 

 …………………………………………………………□ □ □ □ □ 

22.因照顧病人不能外出工作，家庭收入減少。……………□ □ □ □ □ 

23.照顧病人的花費很大，讓我感到經濟困難。……………□ □ □ □ □ 

24.照顧病人的花費很大，我必須省吃儉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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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家庭支持量表 

  此部份是想瞭解您在照顧患者的過程中，是否有人協助您？這些協助

您覺得足夠嗎？請您依照實際情形，按程度的不同，回答下列問題。當協

助情形是“從來沒有”時，足夠程度部份可以不填。 

                       協助情形     足夠程度 

              

 

 

 

1.家人親友協助跑腿、購物。……………………□ □ □ □ □      □ □ □ □ □      

2.家人親友協助清潔打掃。………………………□ □ □ □ □      □ □ □ □ □      

3.家人親友提供物質或經濟協助。………………□ □ □ □ □      □ □ □ □ □      

4.家人親友協助照顧病人。………………………□ □ □ □ □      □ □ □ □ □      

5.家人親友可以陪伴我。…………………………□ □ □ □ □      □ □ □ □ □      

6.家人親友協助三餐之準備。……………………□ □ □ □ □      □ □ □ □ □      

7.家人親友給予交通之協助。……………………□ □ □ □ □      □ □ □ □ □      

8.家人親友提供經濟、財務處理之建議。………□ □ □ □ □      □ □ □ □ □ 

9.家人親友可以告訴我照顧病人的方法與諮詢。 □ □ □ □ □      □ □ □ □ □ 

10.家人親友提供有關社會福利資源的資訊。……□ □ □ □ □      □ □ □ □ □ 

11.家人親友提供有關病人發生緊急事故的處理法。………………………… 

……………………………………………………□ □ □ □ □      □ □ □ □ □ 

                                 續下頁 

總
是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偶
爾 

很
少
如
此 

從
來
沒
有 

非
常
足
夠 

足
夠 

普
通 

不
足 

非
常
不
足 



 

105 
 

協助情形     足夠程度 

 

      

 

 

12.家人親友瞭解我目前所經驗到的情境。……□ □ □ □ □      □ □ □ □ □ 

13.遇到困難挫折時，家人親友可以傾訴。……□ □ □ □ □      □ □ □ □ □      

14.家人親友可以讓我隨時打電話求救。………□ □ □ □ □      □ □ □ □ □    

15.沮喪時，家人親友會鼓勵我振作起來。……□ □ □ □ □      □ □ □ □ □    

16.家人親友欣賞及肯定我做的事。……………□ □ □ □ □      □ □ □ □ □     

17.家人親友關心我身體健康狀況。……………□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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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開放式問題 

1.患者發病過程中，您當時心情為何？產生哪些壓力： 

                                    

                                    

2.您如何轉化或調適： 

                                    

                                    

3.在照顧患者上，您得到過哪些支持或幫助？對您最重要的支持或幫助是甚麼： 

                                    

                                    

4.照顧患者過程中，您的家庭氣氛產生哪些變化？如何處理： 

                                    

                                    

5. 照顧患者過程中，您的生活品質面臨哪些困境？如何調適： 

                                    

                                    

6. 對於其他小腦萎縮症家庭，您會給這些家庭甚麼建議： 

                                                                       

                                     

7. 對於小腦萎縮協會，您最期望提供哪些協助： 

                                                                       

                                     

 

【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是否有漏答之題項，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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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照顧者心情與壓力 

內容 心情 感受 

1.心情相當沉重，該來的總算來了，調節自己心理的

狀態與多方面尋找資料，學習去適應。 

沉重  

 

 

 

 

 

 

 

 

 

 

 

 

沮喪、 

沉重 

 

 

 

 

 

 

 

 

 

 

 

 

44.沉重，一家多殘，壓力很大。 沉重 

45.較多限制，被綁住。 沉重 

63.心情沉重，經濟壓力讓人不知如何處理。 沉重 

78.心情很沉重，有看書跟影片，知道這個病的末期狀

況，很難過。 

沉重 

3.無法接受，隨時失去親人的壓力。 沮喪 

6.難過。不解他的痛。 沮喪 

14.十分沮喪。 沮喪 

15.沮喪，盡快尋求醫治。 沮喪 

31.沮喪、害怕面對、焦慮。 沮喪 

38.照顧方式不瞭解，家人不支持一同照顧，有怨懟。 沮喪 

41.沮喪、心情煩躁，對照顧、社福一無所知。 沮喪 

48.很難過，也很疑惑。因不了解疾病，且病人情緒 

 不好，會產生壓力。 

沮喪 

50.很辛苦，勞累、難過。 沮喪 

52.有點難過，無法接受。擔心病情惡化。 沮喪 

53.心情不好，照顧壓力。 沮喪 

56.覺得沮喪，無望感。不知如何照顧與支持。 沮喪 

67.當時媽媽不由我照顧，感覺沒那麼深，是媽媽到 

  家中看到身體退化的程度而感到不捨。 

沮喪 

71.滿難過的，當時壓力很大。 沮喪 

75.心情不好，心裡想怎麼會是我。 沮喪 

80.沮喪無助，沒有明天。 沮喪 

24.心情很憂鬱。 憂鬱 

26.心情很糟，又求助無門，而看病患這樣又無藥可醫。 憂鬱 

42.很無奈，擔心自己年紀大，身體老化後，沒辦法照

顧。 

無奈  

焦慮、 

不知所措 

 

 

 

30.相當緊急、害怕、無助。 無助 

13.徬徨、恐懼。 焦慮 

11.也許沒那麼嚴重，應該可以克服。偶爾會失去耐

心，抱怨，焦慮。 

焦慮 



 

108 
 

2.傷心難過無法接受事實，每天以淚洗面，經過朋友

開導心情好些了。他的心情起伏不定。 

擔心  

 

 

 

 

 

 

 

 

焦慮、 

不知所措 

 

 

 

 

 

 

 

 

 

 

 

 

 

 

 

 

 

 

 

 

 

 

 

 

 

8.心情擔憂。經濟有壓力。 擔心 

10.慌亂、害怕。 擔心 

16.擔心病情急速惡化，以致影響工作及生活。壓力： 

 不知是否遺傳給了下一代 

擔心 

17.剛發病時還只是小學生，且當時醫學資訊不發 

 達，只知道病人走路不穩，不會感受到擔心，但會 

 有我必須要陪在身邊的想法，所以會不自覺推掉朋 

 友邀約。 

擔心 

21.幾乎不想接受，且孩子很小就發病，心理一片茫 

  然。 

擔心 

27.緊張、慌亂。 擔心 

35.首先擔心孩子遺傳，先生情緒、脾氣越來越差，常

與孩子起衝突，夾在中間感到很大壓力。 

擔心 

37.看著弟妹一個個發病，心中充滿無奈、慌張。 擔心 

39.當時常出車禍，擔心安危，所以接來住。 擔心 

43.因對疾病的不瞭解，所以不知道如何協助。 擔心 

58.因小腦萎縮症目前無藥可醫，我們又屬於家族遺

傳，一家好多病人，尤其是女兒年紀輕輕就發病。 

擔心 

59.擔心兒子會不會發病。 擔心 

65.媽媽生病後，因爸爸身體也不適，便離開工作回鄉

照顧，當時的確不甘心。 

擔心 

66.兒子與媳婦離婚的早，當時幫忙顧孫，看到兒子也

跟先生一樣，很擔心其身體，也擔心未來孫子的

照顧。 

擔心 

69.無助害怕，因不曉得是甚麼疾病。 擔心 

79.不知此病狀況與症狀。 擔心 

12.不知所措，到處求神，醫生又查不多症狀，醫院一

間一間跑。到了參加協會就沒壓力，有什麼訊息

協會會通知。 

不知所措 

32.不知如何照顧。 不知所措 

34.不知如何照顧。 不知所措 

56.覺得沮喪，無望感。不知如何照顧與支持。 不知所措 

61.無力，不知如何照顧。 不知所措 

62.不知如何處理。 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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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有點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 焦慮、 

不知所措 

 

74.有點無法接受，不知道如何照顧女兒。 不知所措 

76.不知所措、四處求醫，不知發生甚麼事。 不知所措 

9.擔憂未來長期照護問題。 擔心  

 

 

 

 

 

 

 

 

 

 

擔心未來

照顧壓力 

 

 

 

 

 

 

 

 

 

 

 

 

 

 

 

19.壓力是有，但因這是慢性退化，所以有心理上的 

 準備從一開始的認識這病因到漸漸對這種病因的 

 預防發作到看到嚴重程度，我們照顧者必須要有的 

 心理準備。 

擔心 

22.不佳，憂心有兒子的照顧壓力。 擔心 

23.擔心患者病情加重，要兼顧工作與照顧病患有困 

 難，為考量未來完善醫療品質之費用，工作需更加 

 積極，故兩者難以平衡。 

擔心 

33.看到與其他家人相同狀況發生，擔心孩子健康也 

 必須照顧。 

擔心 

36.太太為遺傳型，首先看到其他病人發病才是太 

 太，心裡雖有準備，總有不捨，自己又要上班，擔 

 心未來照顧。 

擔心 

42.很無奈，擔心自己年紀大，身體老化後，沒辦法 

 照顧。 

擔心 

43.因對疾病的不瞭解，所以不知道如何協助。 擔心 

47.有一天可能會輪到我自己。擔心、憂慮，無法照 

 顧家人。 

擔心 

49.照顧壓力。 擔心 

51.照顧上壓力，不知該如何照顧。 擔心 

53.心情不好，照顧壓力。 擔心 

57.不能接受得了小腦萎縮病，要放下工作求醫及照 

  顧的壓力。 

擔心 

66.兒子與媳婦離婚的早，當時幫忙顧孫，看到兒子 

  也跟先生一樣，很擔心其身體，也擔心未來孫子 

的照顧。 

擔心 

70.為什麼是我，擔心照顧問題。 擔心 

8.心情擔憂。經濟有壓力 經濟壓力  

經濟壓力 

 

 

 

23.擔心患者病情加重，要兼顧工作與照顧病患有困 

  難，為考量未來完善醫療品質之費用，工作需更 

  加積極，故兩者難以平衡。 

經濟壓力 

28.要承受家裡所有經濟支出。 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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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照顧和經濟上的壓力。 經濟壓力 經濟壓力 

 46.既然生病就接受，家庭經濟壓力，無法工作。 經濟壓力 

63.心情沉重，經濟壓力讓人不知如何處理。 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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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照顧者生活品質面臨之困境 

內容 困境 照顧 

負荷 

60.影響日常生活。 影響生活  

 

 

 

 

 

 

 

 

 

 

社交 

負荷 

 

 

 

 

 

 

 

 

 

 

 

 

 

 

 

 

 

 

 

67.改為以媽媽為生活重心。 影響生活 

7.生活品質變差，只能利用輪椅活動，交通、活動不方

便。 

行動受限 

11.因為行動的不便，慢慢減少外出，和親友的來往也漸

稀。待在家也很自在。 

行動受限 

59.很多地方不能去了。 行動受限 

43.時常要擔心，生活比較不自由。 自由受限 

1.沒有個人自由活動(運動、休閒旅遊等)，改變個人的 

生活習慣。 

自由受限 

4.時間被綁住。 自由受限 

5.如有遇與同學相約外出，就得考慮到患者三餐的問 

 題，再另外溝通找辦法解決。 

自由受限 

6.隨時掛念，較無法有個人空間。 自由受限 

44.比較沒有自己的時間。 自由受限 

45.無法擁有個人生活。 自由受限 

58.每天面對無藥醫治的病人逐漸惡化，照顧者根本無休

閒可言，長久下來經濟也成問題。 

自由受限 

9.可支配的休閒時間受限。 時間受限 

17.在照顧過程，有影響的是會隨時限制自己的時間、 

 空間，總會想陪在病人身邊，為偶爾自己的私人行 

 程，會請其他家人、朋友照顧，或將病人生活需要安 

 頓好再離開。 

時間受限 

23.會犧牲參加社團活動的機會與時間。 時間受限 

28.沒有自己的時間，時時都要以病人為主。 時間受限 

32.私人時間減少。 時間受限 

35.中午必須送餐，所以一午休就要趕緊跑回家，家中 

 總是需一人照顧先生，只好輪流外出。 

時間受限 

36.必須隨時顧好病友。 時間受限 

38.必須隨時在身邊，走不開。都整理準備好再離開。 時間受限 

39.買東西常需顧慮時間。少少購物，快快回。 時間受限 

40.必須陪伴，不太敢外出，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簡 時間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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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點、單純一點。  

社交 

負荷 

41.品質很差，主要是 24 小時照顧、睡不好，靠跟朋友 

 聊天、跳舞、運動。 

時間受限 

78.時間被先生綁死。 時間受限 

1. 有時感覺他過份依賴我，使我感到無法無力，我好

像已經盡力，但無法令對方滿意，如何調適？我已

盡力，已經不是我的錯，這是對方病史之一。 

過份依賴  

 

 

 

 

 

 

 

心理 

負荷 

46.只能忍耐。 忍耐 

2.一切生活壓力無話可說，我是得癌症，希望為了小孩

能身體健康照顧他，任何的困境都會調適。 

心理壓力 

10.精神面、經濟面、心理壓力層面。面對他、放下他、 

 平常心。 

心理壓力 

29.父母之間代溝越來越深，以時間、兒女親情陪伴她。 代溝壓力 

15.常受到病人情緒影響，心情也跟著低落，只能忍耐 

 無法跟病人計較。 

情緒影響 

24.主要是外勞照顧，但我難免會影響到（情緒心境）， 

 有時只能用大叫來發洩。 

情緒影響 

64.病人要求很多，影響其他人。 情緒影響 

56.承受患者給予的負面情緒，找人訴苦，和患者溝通。 負面情緒 

63.擔心跌倒、睡眠品質差。 擔心患者 

79.擔心疾病退化。 擔心患者 

27.生活環境會較髒亂，心情雖較沮喪，會自己慢慢調整

心情，不陷低潮。 

情緒低落 

74.有時有點難過。 情緒低落 

80.子女情緒低落、無法溝通。同理孩子的感受。 情緒低落 

48.睡眠不足，腰痠背痛。 影響睡眠  

 

 

生理 

負荷 

63.擔心跌倒、睡眠品質差。 影響睡眠 

68.有時睡眠會有一些影響。 影響睡眠 

66.年紀大了還要照顧，很累。 體力不足 

51.照顧上的壓力。 照顧壓力 

62.學業、上班、照顧的壓力。 照顧壓力 

69.家庭照顧、工作皆需要負擔。 照顧壓力 

75.照顧上壓力。 照顧壓力 

13.無法跟生病前的生活品質比。忘了吧。 生活品質差 財務 

負荷 

 

19.為了不讓病患病情能不惡化，所以在生活上較會有 

 所喜好的限制，例如以前在經濟上的使用方面，現在 

經濟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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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以後的需要，就要比以前節約一點。  

 

 

 

 

 

 

財務 

負荷 

22.有部分收入移到醫療費用、要省一點。 經濟節約 

33.家中大大小小物品都會讓病人跌倒，物品擺飾等也 

 需花費做些改變。 

開銷問題 

37.一切的花費都以病人優先。 開銷問題 

14.工作壓力變大，生活壓力變大。 經濟壓力 

21.經濟及各方面不便。 經濟壓力 

42.有經濟和照顧壓力。 經濟壓力 

57.病患需花費很多金錢，所以經濟產生很大壓力，只 

 好縮衣節食，很難調適。 

經濟壓力 

58.每天面對無藥醫治的病人逐漸惡化，照顧者根本無 

 休閒可言，長久下來經濟也成問題。 

經濟壓力 

61.經濟收入、支出不成比例。 經濟壓力 

65.經濟是最主要問題。 經濟壓力 

70.經濟與疾病症狀退化。 經濟壓力 

76.經濟上的壓力，適應並且改變。 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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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家庭氣氛變化及處理 

內容 家庭氣氛 變化 

23.患者情緒容易不穩定，家屬須承受患者一時的情緒

變化，導致偶爾疏離的情況。 

疏離  

 

 

 

 

 

 

 

 

 

 

氣氛低迷 

9.對患者病況發展的不確定性而感到壓力沉重。 壓力沉重 

21.孩子不太能接受事實。所以只能和大兒子商量，卻

給他很多壓力。 

壓力沉重 

14.一片憂傷。 憂傷 

56.大家情緒較緊繃，透過多與患者互動，瞭解狀況（身

體、心理）會使大家緩和些。 

情緒緊繃 

63.身體變化，心情變差。 情緒不好 

15.病患情緒差，影響家庭氣氛，無法處理。 情緒不好 

22.低沉，少了一個母親的感覺。 氣氛低沉 

24.一言難盡，理性及現況的反差多大只有神明知道。 氣氛低迷 

27.小孩較乖巧體諒。小孩情緒會較低落，但孩子乖巧 

 會自行懂事。 

氣氛低迷 

28.兒女都遠離她，我只有全部接受。 氣氛低迷 

35.較少講話。 氣氛低迷 

48.氣氛會比較低迷。 氣氛低迷 

49.多少有改變，因爸爸疾病狀況感覺較喊不動。 氣氛低迷 

57.原本家庭和樂，太太生病後一切都變了，送安養院。 氣氛低迷 

58.病人病痛難忍，照顧者疲累不堪，氣氛不佳。 氣氛低迷 

69.父親生病，無法照顧小孩。 氣氛低迷 

75.多少有改變，家人要照顧一位病人。 氣氛低迷 

78.照顧先生有時真的很生氣，但沒法改變疾病，自己 

 試著做些變化。 

氣氛低迷 

80.沒有歡笑，不再有願景規劃、沒有理想，隨緣、逆 

 來順受。 

氣氛低迷 

2.他的心情起伏大。每天常發脾氣，悶悶不樂，不說 

 話。一切順從。 

情緒不穩  

 

 

家人間 

磨擦大 

 

 

50.有時會有點情緒。 情緒不穩 

35.中途有些緊繃、調整自己及孩子對先生的心態，讓 

  衝突減少。 

情緒緊繃 

4.摩擦變大。將主要照護者與被照護者分開一陣子。 摩擦大 

39.衝突多，不習慣彼此生活方式。 衝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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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偶爾有口角。 衝突多 家人間 

磨擦大 64.常吵架。 衝突多 

74.偶爾和女兒有口角。 衝突多 

6.就只在基本生活上的照顧。疏忽其他家人。 疏忽家人  

不理會 13.隨病患的心情起伏，不理會。 不理會 

18.有點變化、避免處理。 避免處理 

59.疾病的部份多避開不談。 避開不談 

62.大家都想逃開。 逃離 想逃離 

1. 他們也許不諒解，我就要成為潤滑劑，告訴他們這 

 是病患的特性之一，我們都要改變這心態。 

心態改變  

 

 

 

 

 

 

 

家人之間

因相處時

間變多而

更親密 

3.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時時喜樂。 心態改變 

7.初期照顧時有失望，悲觀的情緒，後來轉換正面的 

 想法，勇敢面對活著的每一天。 

心態改變 

20.體讓、理解，跟包容。 心態改變 

30.與家人溝通、意見不同，瞭解彼此想法。 心態改變 

16.孩子會主動觀察，提醒患者（父親）進食方式的改 

 進及體重管理。 

心態改變 

38.煩躁、家人不願協助，看新聞報導，瞭解後較開放。 心態改變 

17.由於相處時間多，我的家庭比起其他人更親密。 更親密 

29.感情越來越好。 更親密 

31.生活習慣慢慢調適。 更親密  

32.彼此更緊密。 更親密 

36.與病人更加親密。 更親密 

37.沒有變化，大家還是很親密。 更親密 

41.關係反而緊密，之前各過各的努力賺錢。 更親密 

55.倒吃甘蔗，現今成為一個祝福，大家有共同的時間 

 一起面對。 

更親密 

65.感覺重新認識爸媽，就業後一直在外地無法好好跟 

 他們相處，跟爸媽距離更近。 

更親密  

67.家人感情更緊密。 更親密 

47.目前家中氣氛良好。 氣氛良好 

54.家庭氣氛良好。 氣氛良好 

68.氣氛良好。 氣氛良好 

71.家庭狀況良好，但擔心兒子未來無法接受。 氣氛良好 

72.家庭氣氛良好。 氣氛良好 

73.氣氛良好。 氣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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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照顧者轉化或調適 

內容 轉變 調適 

1. 面對的事實必須克服，經過協會社工的解說已

安慰生活有些調適。 

尋求社工協

助 

 

 

 

 

 

 

 

 

 

 

 

 

 

 

 

尋求外援

（協會、親

友、其他） 

 

 

 

 

 

 

 

 

 

 

 

 

 

 

 

5.轉移注意力。 其他注意力 

7.知道得了小腦萎縮症的「被照顧者」鼓勵我(照 

 顧者)，參加國立空中大學修學分，每次讀一、 

 二科，分散照顧病人的痛苦，另外參加志工與巡 

 守隊志工等。 

其他注意力 

22.心靈的力量。 其他注意力 

41.運動、停止思考、跳舞。 其他注意力 

38.信仰宗教。 信仰宗教 

47.尋求宗教力量。 信仰宗教 

55.禱告。 信仰宗教 

80.透過佛法，轉念。 信仰宗教 

9.與親朋好友交換經驗。 親友協助 

20.閱讀，與朋友分享心情。 親友協助 

30.到處問人如何照顧、調適自身心情。 親友協助 

34.其他姊弟一起幫忙。 親友協助 

37.其他家人一同支持，不管是經濟或照顧。 親友協助 

48.想法很正向，家人彼此鼓勵。兄弟姊妹的互相 

支持。 

親友協助 

52.女兒和家人的互相鼓勵和支持。 親友協助 

56.找親友聊聊，宗教慰藉。 親友協助 

12.台南、高雄有關於她的病狀的協會，福利會都 

 參加，可到處玩，還順便跟病友切磨，切磨大家 

 狀況，互相關心，出去走走心情也比較好。 

參與協會 

16.轉化：歷經上網查詢及醫生、病友間的諮詢比 

 較後，得知不致於快速惡化後，將其病視為如心 

 臟病的慢性病般，與之相伴一生，提早退休開始 

 養生計劃。 

協會病友協

助 

23.聘請外籍看護分攤照顧病患時間。 看護協助 

36.瞭解社福資訊，申請居服照顧及陪伴。 居服員協助 

42.與二女兒會討論照顧問題，並尋找居服員。 居服員協助 

32.看網路，加入協會。 參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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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帶孩子陪爸爸參加協會活動，減少對爸爸的怨 

 懟。 

參與協會  

尋求外援

（協會、親

友、其他） 

44.常參加協會活動來調適心情。 參與協會 

72.協助母親加入協會。 參與協會 

74.透過外界朋友和協會的支持。 參與協會 

11.抱怨也無濟於事，生活步調放慢可以改變焦躁 

 的心境。 

生活步調慢  

39.生活改變，改成為照顧者。 生活改變  

49.面對病友狀況而改變。 生活改變  

1. 多為對方想想，這也許都是，對方病的心理、

困擾她自己也不知道，我們彼此都須學習，原

諒對方，並改變放棄心態。 

心情轉變  

 

 

 

 

 

 

 

 

 

 

接受事實 

18.心情往好的方向。 心情轉變 

19.常聽病患老公講，到醫院看就會覺得我們不是 

 最差的一個，又不是在突然間就會失去了所有。 

心情轉變 

24.想正面思考，但有一定難度。 心情轉變 

46.看開一點，心態看開。 心情轉變 

53.調適自己，適應病友。 心情轉變 

59.先注意先生病情。 心情轉變 

3.接受事實，參與宗教信仰活動。 接受事實 

4.認識病程，瞭解整個發病過程，預作心理準備。 接受事實 

6.看待成慢性病，沒有即時的危險。 接受事實 

13.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接受事實 

15.很無奈，用時間慢慢淡化沮喪的心情。 接受事實 

17.雖然推掉朋友邀約，偶爾覺得可惜，但很珍惜 

 與病人相處。 

接受事實 

21.只能接受它，並尋求各方協助，及積極尋找孩 

 子未來就學管道。 

接受事實 

27.慢慢適應。 接受事實 

28.誠心接受。 接受事實 

29.一起接受、面對、處理。 接受事實 

57.慢慢接受、面對問題。 接受事實 

65.回家看到爸媽需要自己照顧，身為長子是必須 

 承擔的。 

接受事實 

76.面對疾病，並且瞭解狀況適應之。 接受事實 

78.從網路看如何照顧，遇到了就必須認命。 接受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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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尋求醫療資源與諮詢。平常心。 醫療諮詢  

 

 

尋求醫療

協助 

16.轉化：歷經上網查詢及醫生、病友間的諮詢比 

 較後，得知不致於快速惡化後，將其病視為如心 

 臟病的慢性病般，與之相伴一生，提早退休開始 

 養生計劃。 

醫療諮詢 

31.吃藥控制。 醫療協助 

51.詢問其他家屬、醫生，適應他。 醫療諮詢 

68.多詢問協會、醫生和親人。 醫療諮詢 

69.四處問人、求醫。 醫療協助 

71.到各處尋找醫師協助。 醫療協助 

75.接受、四處求醫。 醫療協助 

79.接納、就醫復健治療。 醫療協助 

2.先解決生活問題。 解決問題  

考慮未來

規畫 

63.計算開銷，量入為出。 財務管理 

66.住進兒子家幫忙。 協助兒子 

67.媽媽一切需要的輔具、氣墊床等都購買好。 購買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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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照顧者獲得之支持 

內容 協助 獲得支持 

14.經濟協助。 經濟協助  

 

 

 

 

 

 

 

 

 

 

 

 

 

實質性 

支持 

 

 

 

 

 

 

 

 

 

 

 

 

 

 

 

 

 

50.政府補助，和社福團體支持。 政府補助 

3.教友們與病友們的支持與幫助。 朋友幫助 

15.醫護人員的幫助，罕病協會的病友互相支持。 朋友幫助 

1.小腦萎縮協會的資訊及實際的幫助。 協會幫助 

2.安慰自己小孩必須克服，自己才是最大的支持與幫 

 助。協會的幫助也是最多的支持與溫暖。 

協會幫助 

4.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罕病基金會，協力家庭照護。 協會幫助 

7.得到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人員的支持與幫助。幫 

 助我們小腦萎縮症的家庭推輪椅環台灣島的旅行。 

協會幫助 

10.協會志工、病友家屬的支持與幫助。無私的大愛、信 

 念。 

協會幫助 

20.協會給的支持與幫助很大，因為我要上班，協會會安

排活動讓母親可以參加，跟病友交流。 

協會幫助 

21.最重要的支持：自己的信念及社會資源（包括協會） 協會幫助 

38.朋友及協會協助。 協會幫助 

41.協會、罕病基金會，物質、行動支持。 協會幫助 

43.有居服員和協會的協助。 協會幫助 

44.協會的支持，解決家裡的經濟狀況。 協會幫助 

51.協會的幫助、親友等很多。 協會幫助 

68.協會的協助和支持。 協會幫助 

74.協會的支持，協助女兒就業。 協會幫助 

78.女兒，還有協會社工。 協會幫助 

80.協會、病友聯誼，協會活動。 協會幫助 

13.子女幫助。 家屬幫助 

17.其他家人也會花時間陪伴，由於病人身體狀況不差， 

 不需太多協助，但家人總是會在身邊。 

家屬幫助 

23.家人幫助看顧病患以致能暫時放心，專心於自己的事 

 情。 

家屬幫助 

29.兄弟的固定的經濟協助。 家屬幫助 

32.家人協助。 家屬幫助 

37.還是家人協助。 家屬幫助 

46.大多數自己負擔，偶爾家人提供照顧。 家屬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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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兒女的關心與經濟支持。 家屬幫助  

 

 

實質性 

支持 

 

57.堂弟給予經濟上協助，病友協會不但給與情緒上的支 

 持、物資及急難救助金，讓我不覺得孤單。 

家屬幫助 

62.阿姨的協助、爺奶的協助。 家屬幫助 

66.因家裡很多病人，大家都多少了解，其他兒女也會一 

 起幫忙。 

家屬幫助 

67.姊姊與弟弟都十分關心也做協助。 家屬幫助 

69.家人、朋友協助。 家屬幫助 

70.親友、家人的協助。 家屬幫助 

79.親友協助、就醫醫生支持。 家屬幫助 

2.安慰自己小孩必須克服，自己才是最大的支持與幫 

 助。協會的幫助也是最多的支持與溫暖。 

協會支持  

 

 

 

 

 

 

 

 

情緒性 

支持 

 

 

 

 

 

 

 

 

 

 

 

 

 

 

36.協會十年不斷陪伴，還有老朋友支持。 協會支持 

3.教友們與病友們的支持與幫助。 朋友支持 

6.朋友(一樣病友的家屬)，同理心。 朋友支持 

10.協會志工、病友家屬的支持與幫助。無私的大愛、信 

 念。 

朋友支持 

11.病友及照顧者互相的交換經驗，在心理上或實質上有 

 很大的助益。 

朋友支持 

15.醫護人員的幫助，罕病協會的病友互相支持。 朋友支持 

35.其他病友都會打電話關心。 朋友支持 

40.病家其他家人聊天。 朋友支持 

65.基督教的書籍給了很大力量，還有社工支持。 朋友支持 

5.對我來說有親人讓我傾吐壓力及心事就夠了。 家屬支持 

12.親戚朋友很多支持關心，協會、視障協會幫助。很謝 

 謝各協會幫忙與鼓勵。 

家屬支持 

16.病友協會的關心及服務病友的機會使患者再次正視 

 自己的價值，以服務精神再出發，展現人生活力。 

協會支持 

27.家人支持，協會幫助。精神上的支持鼓勵。 家屬支持 

31.兒女親友的關心。 家屬支持 

34.配偶支持。 家屬支持 

52.家人的支持。 家屬支持 

55.家人的陪同與安慰。 家屬支持 

59.先生兄姊也是病友，大家互相鼓勵。 家屬支持 

73.家人的支持。 家屬支持 

75.家人支持與關心。 家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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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親朋好友互相告知訊息，雖有時為誤，但仍感謝這 

 份心意。 

家屬資訊  

11.病友及照顧者互相的交換經驗，在心理上或實質上 

 有很大的助益。 

朋友資訊  

48.得到其他病友的支持和資訊。 朋友資訊  

63.其他病友家屬的分享。 朋友資訊  

1.小腦萎縮協會的資訊及實際的幫助。 協會資訊  

訊息性 

支持 

9.提供照顧經驗。 協會資訊 

19.小腦萎縮協會給予的訊息及照顧者聚會經驗的分 

 享，及病人給予的支持及肯定，以上都是照顧者最重 

 要的幫助。 

協會資訊 

22.協會及團體的力量，例如團體活動、專業講習。 協會資訊 

41.有協會、病友經驗，提供資訊、鼓勵。 協會資訊 

58.病友協會常做電訪或家訪，提供照護技巧。 協會資訊 

72.協會提供的復健資訊。 協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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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照顧者對小腦萎縮症家庭之建議 

內容 想法 建議 

2.克服、認命吧，才會快樂。八年來才來踏出門一步， 

這次舉辦郊遊活動，看到她心情開朗和快樂，走出

一步曬曬太陽。 

克服  

 

 

 

 

 

 

 

 

 

 

 

 

 

 

 

 

正面思考 

 

 

 

 

 

 

 

 

 

 

 

 

 

 

 

3.對於病患要有包容心，盡量帶病患參與各種活動(協 

 會活動、宗教活動)，讓病友們多相聚，讓病患喜樂 

 歡笑是最好的良藥。 

包容 

28.不要有自己的觀感，要以病人為優先，不要再給其

心理壓力、或自卑，盡量陪他們度過餘生。 

包容 

27.心情放輕鬆。 平常心 

6.要更平常心看待小腦萎縮症。 平常心 

18.自然對待。 平常心 

38.平常心、順其自然，做一天算一天。 平常心 

1. 面對未知的未來，且戰且走，生命自會找尋他的出 

路，保持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想 

7.正面的思想，學習新事物，學語文；如俄文、法文， 

 出去旅行(帶一片風景走)。徒步旅行(散步延助法) 

 分散照顧的痛苦。 

正面思想 

14.要有信仰，相信未來一定有解決的方法，相信奇蹟。 正面思想 

19.永遠不要放棄，因為在社會的角落裡，我們不是最 

  糟糕的。 

正面思想 

10.多給病友讚賞，鼓勵加油打氣，多出門與人互動。 互相鼓勵 

12.多出來跟病友互動，心情會好些，大家互相鼓勵。 互相鼓勵 

15.照顧者要找到情緒的出口（如：聚會互相鼓勵）， 

 才不影響自己的身心健康。 

互相鼓勵 

29.多互動，關懷。 互相鼓勵 

57.希望小腦萎縮症家庭大家一起加油。 互相鼓勵 

63.一起加油。 互相鼓勵 

9.接受事實，樂觀面對。 樂觀面對 

56.多接納、瞭解，但仍別失去自我。 樂觀面對 

8.勇於面對，早日面臨死亡。 勇敢面對 

13.無法改變的事就面對它。 勇敢面對 

74.想開點，放開心胸。 勇敢面對 

31.努力面對。 勇敢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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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走出家中、醫院，面對其他患者。 勇敢面對  

正面思考 

 

59.面對疾病，不要灰心，多加油。 勇敢面對 

71.勇於面對、接受。 勇敢面對 

73.勇敢面對。 勇敢面對 

80.無法改變的事實，就面對他、接受他、處理他、放 

 下他。不要抱怨、盡好本份，將此生所結之緣終了。 

勇敢面對 

1. 多利用小腦萎縮協會的資訊及愛心關懷幫助，接受 

並感恩回報。 

利用資源  

 

 

 

 

 

妥善做好

未來規畫 

21.尋求社會資源很重要，自我心理調適更重要。 利用資源 

48.建議可以做日托服務。 利用資源 

43.多去認識這個疾病，並提升照顧技巧。 提升技巧 

47.多瞭解如何照顧病患的方法。 提升技巧 

16.早日面對疾病，做好下一代的優生計劃。 優生計劃 

78.婚前做身體健檢。 婚前檢查 

33.先做好改變，才不會措手不及。 計劃準備 

36.年輕時多存些積蓄，未來照顧生活才有更好品質。 累積財富 

37.保險先準備好，長期壽險。 購買保險 

41.照顧者體力加強，先準備照顧基金，才能面對。 累積財富 

76.照顧者身體健康保持好，想開一點，病友即是無法 

 才尋求協助。 

保持健康 

11.家人的扶持很重要，有機會時也要多多外出，和朋 

 友的互動會讓人的心境愉快。 

互相陪伴  

 

 

 

 

家人間相

互扶持 

17.應多互相陪伴或分享彼此的感覺，家庭每位成員皆 

 重要，任何一位心情的好壞，都會影響家中每個人。 

互相陪伴 

32.讓其他家人一同接觸，而非只有照顧者。 互相陪伴 

65.多多陪伴病人。 互相陪伴 

79.多給予病友鼓勵與陪伴及笑容。 互相陪伴 

22.多參加聚會，團體力量大過個人；給患者更多耐心 

 與陪伴。 

參與聚會 

23.平均分配家屬照顧患者時間，共同分擔中間壓力。 分配時間 

35.不要認為孩子小就不讓其接觸，適時瞭解才更能同 

 理病人。 

互相了解 

52.與家人的溝通，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家人溝通 

67.給予病人她所想要的。 包容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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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期望小腦萎縮協會提供之協助 

內容 想法 期望之

協助 

5.喘息服務。 喘息服務  

 

 

 

 

 

 

 

 

 

 

 

 

 

 

 

 

 

成立人

性化安

養中心 

 

 

 

 

 

 

 

 

 

 

 

13.希望到後期協會能有個地方可以讓這些病友有地方 

 住，謝謝。 

喘息服務 

18.似日托中心的服務，對還能外出的病友有活動的空間。 日托中心 

19.大家聚會、人性安養。 人性安養 

30.希望能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32.社福、藥品新知。希望成立人性化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33.對嚴重的病況該如何照顧。人性化安養：現在病人狀況 

 逐漸惡化，有考慮是否住安養，但對擔心品質及費用負 

 擔問題，若有專屬的當然很好。 

人性安養 

34.人性化安養：很重要，以後嚴重不知道如何照顧。 人性安養 

35.希望人性化安養：因為兒子願意照顧爸爸，加上先生不 

 願離家，安養似乎用不到，不過對於資源支持相對少的 

 病人就很需要。 

人性安養 

38.人性化安養中心：很重要，不知自己還能照顧多久，孩 

 子也不嚴重，不希望入住被關起來的機構。 

人性安養 

40.人性化安養：到真正嚴重時確實需要，因看其他機構環 

 境很不好，身體嚴重後就會想要住人性化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41.人性化安養：很重要，但覺得很少人去，病有需要陪伴、 

 照顧，若人性化能提供足夠支持才會進入。 

人性安養 

42.希望能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43.希望安養中心成立。 人性安養 

44.提供活動和經濟上的協助。希望安養中心成立。 人性安養 

45.希望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47.提供各期程的病況服務。希望能早點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48.希望早點成立安養中心。會旅多辦幾次。 人性安養 

49.希望早點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50.希望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51.希望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52.提供醫療的資訊，希望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53.希望可以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54.希望可以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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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小腦萎縮協會趕快設立人性化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成立人

性化安

養中心 

 

 

 

58.能成立人性化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61.希望能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64.協助照顧，期待人性化安養中心成立。 人性安養 

66.新藥的發展。期待及需要人性化安養中心，自己走後， 

 兒子只能去機構，希望能得到好的照顧。 

人性安養 

68.感謝協會協助。希望早日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69.希望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70.希望可以有醫療上的幫助。希望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71.提供解藥，希望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72.提供更多醫療資訊。希望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73.希望可以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74.提供就業辦法，希望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75.醫療研究，希望成立人性化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76.希望能成立人性化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78.有活動讓彼此休息。希望成立安養中心：由於自己年紀 

 大，身體又逐漸走下坡，擔心自己會比先生早走，希望 

 有地方能好好照顧他。 

人性安養 

79.提供醫療資訊，希望早點成立安養中心。 人性安養 

80.安養中心及早成立以分擔家屬壓力。 人性安養 

4.提供醫療與護理協助(醫療開發、研究、護理之技能知 

 識)。 

醫療 

護理協助 

 

 

 

 

 

 

 

 

醫療與 

經濟 

協助 

 

 

 

 

 

9.醫療及經濟。 醫療 

經濟協助 

23.一、法令的建立。二、公部門的文書往來能提升效率（例

如監護權宣告已三個月沒下文）。三、法律諮詢。四、

醫療突破。 

法律 

醫療協助 

37.經濟上或精神上支持。 經濟 

精神協助 

8.希望協會對失業又無工作的病友家庭提供經濟幫助，或 

 輔導他們就業。 

經濟協助 

15.金錢上補助。 經濟協助 

17.目前尚不需要，卻希望協會對其他病友提供經濟協助及

生活實質幫助。 

經濟協助 

20.除了對病患照顧者的資訊，也希望多提供政府方面補助

的資料，如保險、勞保、失能補助申請等。 

經濟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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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給經濟協助。 經濟協助  

 

 

 

 

醫療與 

經濟 

協助 

74.提供就業辦法。 經濟協助 

10.提供最新治療，照顧資訊。 醫療資訊 

32.社福、藥品新知。 醫療協助 

47.提供各期程的病況服務。 醫療資訊 

52.提供醫療的資訊。 醫療資訊 

66.新藥的發展。 醫療資訊 

70.希望可以有醫療上的幫助。 醫療資訊 

71.供解藥。 醫療資訊 

72.提供更多醫療資訊。 醫療資訊 

75.醫療研究。 醫療資訊 

79.提供醫療資訊。 醫療資訊 

41.社福、照顧資訊。 社福資訊 

1. 心情相當沉重，該來的總算來了，調節自己心理的狀

態與多方面尋找資料，學習去適應。自己感覺協會已

經很好，但若能讓我們知道他們別的弱勢團體的互動

與聯絡。 

調適心態、 

參與活動 

 

 

 

 

 

 

 

 

 

 

 

辦理 

聯誼或 

活動、 

互相 

支持 

 

 

 

 

 

 

 

6.讓患者更快樂更有信心就夠了。 調適心態 

28.盡量給他們安慰，不要讓其閉門造車，能夠常關心他們。 關心患者 

55.更多的義、志工能關心、談心，不要有太多宗教涉入。 關心患者 

56.情緒支持。 關心患者 

80.拜訪居家關懷多一些。 關心患者 

2. 希望外面的資訊能得知，志工是我們最大的幫助，而

開導他能活的快樂，在此感謝協會的幫助使他能出來

曬曬太陽，和病友交流。 

參與活動 

7.常辦活動提供病友家屬參與，以期彼此心情得以紓解。 參與活動 

11.多多曝光於新聞媒體，讓大眾更了解"企鵝家族"關懷罕 

 病的病友，普羅大眾會更願意支持與接受、關心、體諒 

 每位病友與家屬。 

參與活動 

12.多辦病友的聯誼會，提供專業的心理諮詢。 參與活動 

14.病友聯誼，家訪。 參與活動 

22.把自我調適過程分享給大家。 參與活動 

24.提供共同看護之場所、人員，方便集中掌握病患狀況， 

 亦增加了病友交際之機會與活動。 

參與活動 

25.真的很感謝及感恩，假如經費許可，多一點課外活動。 參與活動 

27.多辦此照顧者課程，多辦病友聯誼。 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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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多辦一些活動。 參與活動 辦理聯

誼或 

活動、 

互相 

支持 

31.互相交流。 參與活動 

39.安慰，帶病友去活動。 參與活動 

59.多些互動課程。 參與活動 

67.活動可辦來我家，方便媽媽參加。 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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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照顧負荷量表工具使用同意書 

 

本人同意 劉葶萱使用「居家護理主要照顧者之負荷」研究論文中

的「照顧負荷量表」，作為「小腦萎縮症照顧者之家庭支持及照顧負荷」

之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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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家庭支持量表工具使用同意書 

 

本人同意 劉葶萱使用「居家失能老人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及相

關因素之探討」研究論文中的「社會支持量表」，作為「小腦萎縮症照

顧者之家庭支持及照顧負荷」之研究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