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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深度訪談四位過動兒主要照顧者，一

位宮廟住持。從訪談結果顯現，過動兒童主要照顧者承受的壓力，包括

孩子不聽話的表現、管教無效、因家有過動兒而變調的生活、和老師的

衝突、求助無門和對未來的擔憂，以上主要照顧者承受的壓力與國內外

對特殊兒童照顧者壓力研究文獻一致，特別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其親師



衝突帶給照顧者的內心衝擊和痛苦，值得身在教育職場的筆者深思。 壓

力的因應上，發現問題取向以解決孩子引起的各項困擾，照顧者會請家

人協助、要求孩子、自己做個配合的家長、就醫與治療、增進親職教育

的能力和技巧、溝通或求助於相關人士，在態度上是積極，管道也多元

化。相較於為調節照顧者自身情緒，所採取的情緒取向的壓力紓解方式

來說，可以顯見主要照顧者對自身壓力的察覺和因應壓力需求上的忽略

和逃避。 在宗教病因上，本研究個案呈現有善惡果報的道德觀念、命運

天定、靈魂受驚、鬼神作祟、身心功能失調、祖先遊蕩等解釋。宗教醫

療則依宗教病因予與對治，分為巫術療法、數術療法、信念療法。內容

多樣豐富，如收驚、乩示與感應、符咒與符水、聖職祝福與奉獻家宅、

誦經、化金紙、改名字、安神牌位、算命、誨罪、修行、渡化、和解、

求神護持等。由於過動症狀持續、影響的多面向，以及無法根除的特

性，宗教的靈性照顧對照顧者有相當程度的支持作用，可以提供個案認

知和情緒支持、滿足個案在宗教體驗與靈性成長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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