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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含「未成年家暴相對人」及「未成
年性侵害行為人」的成因，以及這些未成年兒少的服務需求與處遇服務之限制
和因應。為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焦點團體訪談法針對 4 位兒少保護性社
工及督導進行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研究發現，兒少會成為保護事件行為人
的原因實與家庭因素和發展議題息息相關，這類兒少的服務需求至少包括：情
緒創傷修復、協助學習親子衝突因應以及理解兒少對性的好奇與需求。基於這
些服務需求，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應該要考量將家長或照顧者一起
納入服務、善用團體工作、以兒少需求為核心、實務工作者專業知能提升及相
關兒少服務資源整合等要素。本研究最後依研究結果提出幾點建議，以供相關
政策規劃與實務工作之參考。

關鍵字：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兒少保護、處遇服務、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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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children become the juvenile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offender, as well as discover these children’s service
needs and the limitation and responses of intervention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s, by
adopting qualitative approach, 4 child and youth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opin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a focus group.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sons why juveniles become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offend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or family function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issues. These juveniles’ needs for the social services thus
should include: healing emotional trauma, helping the juveniles and their parents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conflicts, and understanding the juvenile s’ sex curiosity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needs. Based on these service needs, it is necessary to involve
the parents or juveniles’ family caregivers in the service, make good use of group
work, focus on the juveniles’ needs,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practical
workers and integrate the relative service resources when planning the intervention
services for the juvenile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offender. Based on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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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of related
policies and practical works.

Keywords: Juvenile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Offender, Child and Youth
Protection, Intervention,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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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雖然兒童少年（以下簡稱「兒少」
）身心尚未成熟，不具備勞動能力，以至
被劃歸為「依賴人口」，但現代文明社會中，「兒少」不僅被喻為國家未來的
主人翁，而且身心健全發展的「兒少」更被視為未來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棟
梁，因此政府需要規劃相關政策方案來維護兒少的權益與福祉，讓每一個孩子
都能平安、健康、快樂的成長。在臺灣，為展現國家對兒少福利的重視，
「兒童
福利法」於 1973 年制定，此為我國第一個針對特定人口群所制定的福利法案，
繼而在 1989 年制定「少年福利法」
。臺灣自 1979 年即開始參照聯合國「國際兒
童年」的作法，同樣宣布「臺灣兒童年」，並於 1995 年向國際宣示會遵守「兒
童權利公約」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的精神，且為進
一步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及規範，在 2003 年將「兒童福利法」及「少
年福利法」合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雖然憲法有明定政府應保障與實施兒少福利政策，且相關福利法案也陸續
頒施，不過有學者指出（曾華源、郭靜晃，2003；李孟蓉、劉燕萍，2020）
，無
論是「兒童福利法」
、
「少年福利法」
、或是「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這些福利法
案的立法原則及條文內容仍以殘補式為主，也就是當兒少的家庭落入失功能或
高風險時，國家才會介入提供服務，關於積極性及預防性的兒少福利權益保障
措施則相當缺乏。陳毓文（2002）亦提到在社會福利服務面向常是因為兒少在
非自願狀況下、或是問題行為發生後才開始介入。李孟蓉、劉燕萍（2020）進
一步指出，當國家或是福利制度是以問題行為來界定兒少的服務條件與方案措
施時，兒少的權益、優勢、甚或是日常生活處境中的需求就不易被看見。
上述兒少福利與權益不受重視的問題在 21 世紀後期有了明顯轉變，首先，
「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
，我國立法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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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11 日完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
法」）的三讀，並於同月 30 日由總統正式公告施行。此法的通過與實施代表著
臺灣對於未滿 18 歲之兒少福利觀的轉變，兒少不再是「保護照顧的依賴者」，
而是「權益保障的需求者」
，兒少權益須受到全面性的保障與維護。以兒少人身
安全議題來說，臺灣需要建置責任通報機制以落實兒少保護工作，並需整合社
政、衛政、教政、警政、司法、學校、社區等資源網絡，同步展開服務，盡力
保護兒少免於暴力侵害，使受到暴力及性侵害對待的兒少能獲得各項保護服務，
此外亦針對發生兒少虐待的家庭提供家庭處遇服務計畫，以維護兒少之人身安
全與權益福祉（吳書昀、王翊涵，2019）
。
雖然臺灣已逐漸重視兒少的福利與權益，不過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當兒
少變成是家庭暴力相對人或是性侵害的行為人時，1相關服務和支持卻相當匱
乏。研究者在保護性社會工作已工作十多年時間，接觸無數的兒少保護案件、
家暴案件及性侵害案件等，也處理為數不少的保護性案件，期間也擔任兒童及
少年保護篩派案的工作。在工作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保護性案件的被害人有
社工在協助，甚至連家暴相對人也開始有服務資源的佈建，有相對人處遇方案
來提供服務，但是，
「未成年家庭暴力相對人」與「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等兩
類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卻經常沒有資源來提供他們服務。2此應與相關法案並未
清楚規範出這群未成年相對人或加害人有關，以「家庭暴力防治法」為例，此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稱性侵害加害人係指觸犯「刑法」相關條文，經
判決有罪確定之人，所謂嫌疑人即是疑似觸犯但尚未被判有罪確定之人。然「刑法」第
227 條有針對年齡做明確規範，意即任何人對 16 歲以下之人進行性行為或猥褻，均須
負法律責任，對 14 歲以下為之者則會加重處罰，但是若行為人本身是 18 歲以下者則
可能減輕或免除其刑，這就是一般所稱的「兩小無猜條款」
，即合意性行為。因此本研
究所聚焦的主題之一「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與法律所指之「性侵害加害人或嫌疑人」
的定義不完全相同，意即其雖有「性侵害」他人之行為，但不一定會被判刑有罪，所以
本研究以「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來稱呼。
2
為利撰寫，本研究以「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來指稱「未成年家庭暴力相對人」與「未
成年性侵害行為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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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第 2 條界定加害人處遇計畫為「指對於加害人實施之認知教育輔導、親職
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療。」由此可知既
有的相對人處遇計畫是以成年人為主，這些處遇內容並不適合保護事件兒少行
為人。
研究者更注意到，在兒少保護的實務工作中，涉及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
案件常在調查階段時，即以非保護性案件而予以結案，或是以不符合「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規定而不開案，並且兒少保護社工常以不服務
保護事件行為人、或是兒少未遭受虐待為由，而不對這些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
及其家長提供服務。但是這些兒少真的不需要服務嗎？為什麼兒少會成為家暴
事件的相對人或是性侵害行為人呢？這些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需求是什麼
呢？我們又可以如何從家庭、學校、社區、政策等等面向來思考和規劃哪些服
務方案呢？這是研究者所好奇的，也希望透過研究來找出合理的答案。從衛生
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統計資料顯示，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是存在的，以家庭暴
力事件來說，0 歲至 18 歲的未成年相對人的人數是逐年增加的，且自 2019 開
始，這些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占所有家暴事件相對人的比例超過兩成以上。再
看性侵害案件，雖然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人數並未逐年增加，但其占所有性
侵害嫌疑人的比例，平均約為 2%，且有增加的趨勢(衛生福利部，2020a、2020b)。
雖然在家庭暴力案件相對人及性侵害案件加害人／嫌疑人的統計數據中，
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非最多，但是由於兒少仍處在身心發展階段，心智尚不成
熟，當其成為施暴者時，即需要適當的協助、支持，甚或是輔導等處遇服務，
以期幫助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發展正向人格、走回適當的人生道路，且兒少可
塑性高，及早介入服務才能避免其繼續步入歧途。然根據徐筱茜（2016）指出，
臺灣現有的家暴防治網絡對於青少年家暴相對人的服務資源是相當有限的，因
此既有服務無法有效因應此類相對人，再加上青少年家暴相對人的身分有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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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在直系血親的關係脈絡以及青少年發展階段議題之下，當這些關係的複
雜度與親職教養以及親子衝突等問題牽扯在一起時，實是無法僅以司法及警政
介入的方式來回應青少年家暴相對人的暴力問題。此研究發現與研究者的實務
觀察是一致的。意即要能有效回應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議題，找出其需求並
規劃適切的服務是重要的，並且不能只靠司法及警政的矯正，亦需要社會工作、
學校輔導、諮商服務、社區資源等等相關專業一起介入處遇。
如前所述，涉及「未成年家庭暴力相對人」與「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之
兩類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案件容易被排除在保護性服務之外，即使想介入服
務，既有的服務方案也不多。在從事多年的兒少保護性工作過程，研究者一直
對此議題保持關心，適逢研究者的指導教授接受某地方政府委託，承辦兒少輔
導處遇整合方案，服務「未成年之家庭暴力行為人」
、
「未成年性侵害嫌疑人」
、
「遭受性剝削之兒少」以及「有高度遭受性侵害或性剝削風險之虞的兒少」
，為
能對這些兒少的特質、特徵、需求、家庭背景、環境系統等等有更多的認識與
理解，以規劃出更貼近其需求的處遇與協助方案，特辦理一場焦點團體訪談，
邀集相關專家學者與保護性實務工作者（含督導與社工）參與，透過其所提供
的資訊，探究上述四類對象的服務需求與處遇方案的現況、限制及因應（以下
簡稱此研究案為「兒少整合處遇研究案」）。本研究即是以當中涉及「未成年之
家庭暴力行為人」及「未成年性侵害嫌疑人」之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研究資
料來撰擬而成。
當前臺灣已愈來愈重視兒少的相關權益與福利提供，特別是當兒少成為暴
力侵犯、家暴對待以及性侵害等事件的被害者時，相關的資源即會積極投入，
透過支持性、補充性、保護性及替代性等服務，並整合社政、衛政、警政、教
政、司法、學校、社區等等資源網絡，以能盡力保護兒少免於再被暴力傷害。
不過當相關資源聚焦於兒少受害者時，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較不被所看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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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未成年之家庭暴力行為人」及「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常被排除在保護性
服務系統之外，無法接受到相關服務與支持。目前既有相關研究主要探討青少
年偏差行為以及兒少保護性案件被害人服務，未成年保護事件行為人的服務與
研究較少被探討，因此研究者想探討未成年兒少為何會變成家庭暴力或性侵害
等保護事件的行為人？其又有何服務需求？
由於當前學術領域尚未關注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此議題，本研究擬從初探
性的意圖來瞭解這些兒少行為人的感受、想法及其服務需求，因此兒少保護社
工與督導即成為本研究資料收集的主要對象。本研究以兒少保護社工與督導為
研究主體的考量有二：首先，如前所述，當前以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為服務對
象的方案並不多見，要收集這些方案之實務工作者的意見相對不易。再來，從
兒少保護的觀點來看，其是指國家透過法律規範來對兒少進行保護，例如我國
兒少權法第 43 條明訂兒少不得有吸煙、喝酒、吸毒等等危害身心健康的行為，
並課予父母、監護人或照顧者及相關商品提供者相對應的義務，第 49 條亦明列
任何人不得對兒少有虐待、強迫、拐騙等等傷害行為。整體來說，兒少保護的
概念就是在防止兒少身心免於外來的危害（許育典、陳碧玉，2014）
，其亦法定
強制任何人若違反兒少權法的規定，即需接受相關兒少保護社工人員的服務，
兒保社工同時具有「控制」及「照顧」雙重角色（蔡佳螢，2017）
。易言之，保
護事件兒少行為人亦屬於兒保社工的服務範疇，研究者亦是在兒少保護實務經
驗中關注到此議題，因此透過實際提供兒少保護性工作的保護性社工與督導之
意見來了解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感受與想法，應可在當前缺乏實證研究與實
務經驗的脈絡中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期能以此初探性的研究成果來提醒學術
與實務領域需開始關注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需求，以能規劃與制定相關的政
策措施與處遇方案，維護保障這些兒少的權益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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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四：
一、 瞭解未成年兒少為何變成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等保護事件的行為人的
原因。
二、 探討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需求。
三、 探究適合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方案
的內涵。
四、 研究結果可為相關政策制定者及實務工作者的參考，以能維護保護事
件兒少行為人的權益與福祉。

貳、文獻檢視
當前以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為研究主題並不多，在既有文獻限制下，本節
次整理未成年家暴相對人與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的相關論述，及介紹有關保護
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輔導或處遇服務機制。

一、兒少暴力行為與其家庭問題的相關性

論及未成年家暴相對人與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均為兒少的暴力行為，諸
多研究指出這些議題跟家庭因素是息息相關的。研究父母的教養方式和子女行
為之間的關係，Baumrind（1971）發現權威型的親職模式（authoritative parental
behavior）較易教養出自我依賴、自我控制、因應壓力、合作、高目標取向、高
成就導向等特質行為的子女；而權威專制型父母（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
則易教養出害怕、擔憂、情緒不穩、憂鬱、易怒、消極、敵意、壞脾氣等行為
的子女。類似的研究結果也見於國內文獻，例如朱瑞玲（1986）研究父母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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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子女行為的關聯性，發現子女的負面適應問題，像是：缺乏同理心、缺
乏自主性、缺少創造性和好奇心等，是與父母以控制和要求為主要管教方式高
關連，然而過度溺愛的教養方式亦會造成子女的自尊低落與自我控制不佳，且
子女也不易培養出自主獨立和社會責任感。以「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中
之國中生樣本進行分析，陳婉琪、徐崇倫（2011）再次印證既有研究之結論，
即關愛支持的父母可以對子女的心理健康帶來正面影響，意即子女比較不會出
現憂鬱、焦慮等負面情緒，而嚴厲教養的父母則會衍生子女負面的行為與情緒。
鄭瑞隆（2006）亦指出如果青少年在成長過程常被施以負面經驗，例如過於嚴
苛的管教、性虐待、暴力對待、偏差行為的學習等，則很難學習適當的社會技
巧與人際互動，再加上心裡的寂寞感、挫折感及憤怒感，則不僅利社會行為無
法出現，甚至會以暴力行為來因應環境當中的挫折。此反應出未成年家暴相對
人或是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的行為成因，不僅與家庭教養方式相關，亦與兒少
在成長過程中遭受家暴對待有高度的關連性
郭俊巖（2006）指出，就美國新右派的角度，當今許多家庭因為經濟問題
或是關係衝突、情緒不穩等問題，經常引發諸如未成年少女懷孕、兒童性虐待、
兒少暴力、及對婦女施暴等等社會問題。家庭內的不利因素易引發兒少諸多問
題，當中最引人注目的又莫過於兒少的暴力行為，換句話說，家庭功能不彰會
對兒少造成不良影響，包括可能引起兒少的情緒困擾和行為問題（例如：自尊
低落、自信不足、自我效能感低落、焦慮、沮喪、 生理不適、與人際疏離、有
較多的偏見、不服管教、違反紀律、與同儕肢體衝突等等）
，學校課業的學習表
現和成就表現也會受到影響。蔡德輝、楊士隆（2002）亦認為家庭氣氛的緊張
和不睦，易使青少年感覺關懷的缺乏，也不易產生安全感，在冷漠的氛圍下，
容易衍生青少年犯罪行為，此外若父母染有惡習（如：藥癮、酒癮等）或犯罪
行為（如：吸毒、偷竊等）
，那麼處於發展成長階段的青少年極易受到影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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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內化家庭的偏差思想或行為態度，合理化自己的偏差與犯罪行為，認為
如此無關緊要。

二、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與其家庭環境的相關性

未成年的兒少會有偏差行為、甚或是成為家庭暴力或是性侵害等保護事件
的行為人，成因除了與家庭教養方式、親職模式、家庭內的風險因子（經濟、
衝突、情緒）以及父母染有惡習或犯罪行為等因素相關之外，諸多研究已發現，
家庭暴力行為會因家暴循環模式或家暴代間傳遞，造成子女的偏差行為，並極
易使子女成為施暴者
（Smith and Thornberry, 1995；Adamson and Thompson, 1998；
Abbassi and Aslinia, 2010；鄭瑞隆，2001；李文傑、吳齊殷，2004；孟玉麗，2005；
孫頌賢、李宜玫，2009；盧俊安、蕭雁霖、陳宥均，2010）。
綜合整理婚姻暴力對兒少影響的相關研究，Barnett, Miller-Perrin and Perrin
（1997）指出影響可以分成三大方面，包括：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如：退
縮、焦慮、低自尊等）
、外向性行為問題（如：攻擊、酒精與藥物濫用等）
、學
校問題和社會能力（如：低度問題解決能力）
。黃翠紋（2013）認為，家庭成員
間的衝突和紛爭與未成年人犯罪行為風險之間有著高度相關，此外，相較於家
庭中較無嚴重衝突的兒少，成長於家庭成員間常有衝突的兒少將有更高比例產
生偏差行為問題的可能性，特別是進入成年初期的青少年，其正面臨個體化發
展、社會角色轉變與生命階段轉換的階段，此時家長或是照顧者對青少年的教
養方式與期待也會隨之改變，這使得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也會有變化，稍有不
慎，親子之間的衝突就容易發生。
陳正元、陳怡君（2001）在其研究中指出，既有文獻中最常引用來解釋家
庭暴力施暴者觀點就是暴力「代間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施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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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常是家庭暴力的目睹者或是受害者，在其成年之後，若遇到生活中的壓力情
境或是關係互動中的不順遂，即會以暴力方式來回應。沈慶鴻、郭豐榮（2003）
的研究亦指出多數親密關係暴力加害者認為自己的暴力行為是「必要之惡」
，其
常認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是被迫發生，包括被害人不斷的言語激怒、被害人言行
太過份，需要施予暴力的教訓才會使之清醒等情境，因此自己不得不以暴力來
回應無理的被害人，但是如果伴侶可以多點溫柔體貼，那麼紛爭就得以化解。
此外這個研究亦發現，雖然多數相對人可以認同並瞭解暴力有代間傳遞的可能
性，也同意暴力行為會影響小孩的身心發展，但是在衝突當下，很難理智思考。
承上所述，應可發現兒少為何會成為保護事件的行為人，其成因係與其成
長於不利的家庭環境密切攸關，青少年在追求獨立自主的過程中，跟家庭的互
動、教育及依附方式皆影響了青少年與家庭外成員之互動方式，若家庭缺乏溫
暖和功能不彰，無法回應青少年需求導致家庭系統失衡，無法提供青少年穩定
的親子教育，青少年因而產生偏差觀念和暴力行為，然而青少年與家中成員若
形成對立，甚而涉及言語及肢體衝突時，就可能涵蓋於家庭暴力範疇內，此時
青少年就成為了未成年家暴相對人（徐筱茜，2016）
。
有關少年成為性侵害加害者之成因的探討，Craig, Browne and Beech（2008）
指出負面的親職養育或在家庭內受到身體及性的虐待等不利事件，會使處於成
長中的個體顯現出受扭曲的內化關係模式，發展出不良的情緒因應方式、問題
解決方法和社會人際互動，個體易感脆弱和被傷害，此會導致其日後缺乏社會
和自我調節的技巧，進而成為性侵害的加害者。探究兒少觸犯妨害性自主罪與
其被虐待經驗的關聯，林坤隆（2016）共調查了 812 位少年的自陳資料，透過
變異數統計分析，發現性侵害少年犯罪者在其成長過程中確實較易承受來自父
親的身體虐待以及父母的總體虐待，此外父親性虐待、母親性虐待及偏差行為
對性侵害少年的犯罪行為具有強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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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成年性侵害加害者（含兩小無猜之合意性行為）的成因

採用整合理論（integrated theory）
，Marshall and Barbaree（引自林坤隆，2016）
提出性犯罪是多方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犯罪者的成長經驗、生物特質的影響
（例如青春期男性荷爾蒙）
、社會文化的規範、相關性和性別角色的態度，以及
個體在上述因素下所可能產生的心理脆弱性，若在特殊時間的會合、特定的情
境脈絡下，則性犯罪就會發生。
國內亦有學者研究發現，少年的偏差行為和犯罪行為與其心理特質、緊張、
壓力事件有關聯性存在，其中「朋友」和「生活事件」則是少年偏差及犯罪行
為最重要的預測因子，若是在學校裡，少年能與學校中的重要他人（包括師長、
同學）建立正向關係，則可以有效防止少年再犯；此外心理特質中的自我克制
能力、情緒疏導能力亦對少年偏差及犯罪行為有著重要影響（林秀怡、馬傳鎮、
陳玉書，2003；陳美燕、鍾宗霖、初亞南、吳宗穎，2005）
。
黃富源、周文勇、張錦麗、黃家珍、陸振芳（2008）研究 7 名性侵害少年
犯罪者的經驗，發現這些少年性犯罪者會從事較多的偏差行為、暴力犯罪行為，
且也會參與較多的遊樂型休閒活動、從事較多的毒品犯罪行為。顯見性侵害少
年犯罪者的犯罪動機亦與其從事偏差行為活動有高度相關，然而黃富源等
（2008）也指出，這些少年的偏差行為實與其不佳的原生家庭結構、不好的親
子互動、不良的父母管教與不彰的監督功能等因素息息相關，家庭暴力及疏忽
是這些少年成長過程的常態。因此雖然用來解釋性侵害少年犯罪者的因素是多
樣的，但也可以看見家庭因素仍是舉足輕重。
未成年合意性行為即是「刑法」中關於兩小無猜條款所指涉之族群，以美
國的案例來看，黃冠豪（2013）的研究顯示，使用大麻或酒精等問題行為可以
顯著預測未成年兒少發生合意性行為，也就是說會發生未成年合意性行為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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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或青少女們都同時併有不當用藥或飲酒的問題行為。因此未成年合意性行
為有可能只是青少年眾多問題行為中的一環而已（Little and Rankin，2001）
。亦
有研究指出（Flewelling and Bauman，1990）
，成長於雙親家庭的小孩相較於成
長於單親家庭的兒少，比較不會有過早的性行為出現；Giddens（1998、2009）
也指出，成長於單親女戶長家庭的子女，因缺乏父親及父系資源的奧援，又母
親忙於家計無暇管教子女，子女較易發生家庭關係衝突、輟學、過早性行為及
貧窮等；Devine, Long and Forehand（1993）則發現，若青少女在其生命早期就
面臨父母離婚，其就會較早和男性有性行為，且發生次數會頗頻繁，不過同樣
的情況則較少發生於男性。此外父母對子女缺乏管教、或是模仿學習單親父母
與伴侶的約會行為，這些因素亦可以用來解釋未成年之青少年和青少女發生合
意性行為的現象（Miller and Moore，1990）
。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未成年合意性行為亦與青少年的原生家庭型態和父母
教養息息相關。此也提醒研究者，在了解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動機與服務需
求時，不可忽略家庭的影響，而在規劃相關服務方案時，也必須將家庭成員一
起納入服務之中。

四、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之處遇服務現況

由於目前尚未有相關法案或措施明確規定各地方政府需要辦理保護事件兒
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再加上此議題尚未受到關注與正視，因此文獻資料頗有
限。雖然學術研究在此議題上是缺乏的，不過實務上已有部份縣市開始運用相
關經費，透過委託民間團體或學術單位來辦理未成年家暴相對人或是未成年性
侵害加害人的輔導或處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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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屏東縣政府為能關懷未成年之性侵害行為人及其家庭的需求，委託民
間單位辦理「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服務計畫」
，服務對象包含設籍或居住於屏東
縣轄內發生相關性侵害事件之 16-18 歲間之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及其家庭成
員。在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部份，提供相關支持、輔導、諮詢、資源連結等服
務，並且協助提升認知功能，增強自我控制能力；在家庭部份，則是協助與陪
伴案主的家庭能有效面對事件壓力、緩解衝突，並促進提升家庭有效正向因子，
以提升家庭功能。3再以彰化縣為例，彰化縣政府自 2018 年開始即委託學術單
位辦理「彰化縣多元議題兒童及少年輔導處遇整合服務方案」
，「未成年家庭暴
力行為人與性侵害嫌疑人（含兩小無猜）」為此方案的主要服務對象之一，4在
個案管理的服務方式下，透過危機及創傷評估處遇、家庭處遇、自立能力培養、
增強法治觀念、陪同服務（陪同個案接受司法詢訊問、就醫服務等）
、就學及就
業服務（協助個案穩定就學就業、生涯發展及資源連結）
、心理諮商服務、拓展
支持網絡與轉銜資源等等方式，達到兩個服務目的：
（一）以兒少保護觀點出發，
本於兒少最佳利益，針對未成年家庭暴力行為人提供專業輔導服務，降低暴力
發生；
（二）增強兒少知能與正向生活經驗，預防兒少再度遭受性剝削或性侵害，
穩定其生活，使其對未來生活能夠有所選擇，達到保護之目的（郭俊巖，2018）。
從上述關於未成年家暴相對人與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的相關論述與研究，
可以發現家庭環境、父母教養、家庭功能等等因素與兒少成為保護事件行為人
的原因息息相關，再透過目前不多的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之處遇服務現況，見
到兒少保護觀點是重要的服務主軸。也因此，本研究以兒少保護社工與督導的
觀點來探討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與服務內涵，透過實務工作者的主
體經驗表述，以能對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需求、服務現況、限制及因應，有
更完整的了解及提出可行的建議。
3
4

請參閱 http://www.ttaa.tw/plan.html?aID=9。
另一個服務對象則是「遭受性剝削之兒少及高度受性侵害或性剝削之虞兒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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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前已提及，本研究資料是從「兒少整合處遇研究案」而來，擷取當中與「未
成年之家庭暴力行為人」及「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的資料，以回應本研究的
研究目的。因此本文在研究方法部份即以「兒少整合處遇研究案」的說明為主，
以下陳述。

一、質性研究取向

「兒少整合處遇研究案」旨在探討「未成年之家庭暴力行為人」、「未成年
性侵害嫌疑人（含兩小無猜)」、
「遭受性剝削之兒少」（主為「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以及「有高度遭受性侵害或性剝削風險之
虞的兒少」之特質、特徵、需求、家庭背景等等有更多的認識，並能針對輔導
處遇現況與困境進行質性資料的蒐集，因此適合以質性研究來進行。依據鈕文
英（2020）
，質性研究注重在自然情境中進行研究，研究參與者和研究者之間的
關係是互動的，由於每位參與者都是獨特的，其想法均有自己的情境脈絡和特
殊性，研究者透過敏銳的察覺，即能從研究參與者的觀點去理清事情的多面向；
陳向明（2015）亦認為透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質性研究助益對事
物進行深入且細膩的探討，並能對事物的內涵得到一個比較全面的解釋性理解，
因此適合透過微觀面來對個別事物進行細緻的描述與分析。為能探討「未成年
家庭暴力相對人」與「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的服務需求與對當前處遇服務提
出建議，需善用質性研究的優勢，從對此議題有所瞭解及有經驗的兒少保護社
工與督導的觀點，深入蒐集其對於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與相關處遇方案的想法
與意見。

126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二、資料蒐集方法

「兒少整合處遇研究案」採取焦點團體訪談蒐集資料。焦點團體訪談法
（focus group）
，在主持人有力的引導下，透過小組互動方式，讓背景相似的參
與者針對同一議題或類似社會現象表達不同看法和各自為己見互相討論及對
話，如此，還可藉由焦點聯繫來豐富參與者彼此的對話與爭辯，其結果將可得
出個別訪談方式所難以呈現的資訊質量（Glesne，2011；胡幼慧，2008）
。據此，
「兒少整合處遇研究案」在焦點團體訪談時，由計劃負責人擔任主持人，其在
焦點團體開始時即注重營造安全與輕鬆的氛圍，並清楚說明團體訪談進行時的
規則。過程中亦適時鼓勵每位參與者發言，且為了蒐集四類服務對象的服務需
求，
「兒少整合處遇研究案」以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為基礎擬定半結構訪談大綱，
透過焦點團體訪談，針對參與者進行訪談及蒐集資料。訪談大綱包括：
（一）依
您所見，未成年兒少為何會成為家庭暴力或是性侵害的行為人？（二）您認為
這些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為何？需要哪些服務與協助？（三）請您
談談對於「未成年性侵害嫌疑人」的看法，包括兩小無猜議題？（四）依您所
見，當前對於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之相關服務或輔導的現況為何？有何困境？
本研究所引用的為涉及「未成年之家庭暴力行為人」及「未成年性侵害嫌疑人」
之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訪談資料。

三、研究參與者

「兒少整合處遇研究案」為能蒐集到適當的資料以達到研究目的，採立意
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
，在保護性社工的招募條件部份包括兩點：
（一）具
有兒少保護實務服務經驗至少 2 年（含）以上；
（二）當前或曾經參與保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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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行為人之相關服務或輔導，或是雖未曾參與，然對此類服務對象及方案熟
悉者。在上述條件下，
「兒少整合處遇研究案」共邀請 4 位保護性社工與督導參
與焦點團體訪談。基於研究的嚴謹度，研究者遵照研究倫理規約（含知情同意、
保密匿名、自願參與及免受傷害）處理研究事項。為了顧及研究倫理，本研究
將 4 位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背景資料匿名處理見表 1。
表 1：焦點團體之兒少保護性社工參與者背景資料表
代號

性別

年齡範圍

教育程度

工作職稱及年資

A
B
C
D

女
女
女
女

25-30 歲
30-35 歲
30-35 歲
25-30 歲

大學畢
碩士畢
大學畢
大學畢

公職社工師 3 年
保護性社工 7 年
保護性社工督導 2 年
保護性社工 2 年

是否參與保護事件兒
少行為人之相關服務
否，然熟悉
否，然熟悉
是，參與 2 年
是，參與 2 年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節次依據經驗資料的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以能回應研究目的。第一部
份整理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動機，透用訪談資料來分析未成年兒少為何會成
為家庭暴力相對人或性侵害行為人（含兩小無猜議題）的原因，第二部分彙整
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第三部分則是討論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
遇服務應包含的要素。

一、未成年兒少為何成為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保護事件行為人的原因

論及兒少成為家庭暴力相對人或是性侵害行為人（含兩小無猜議題）的原
因，綜合整理研究參與者的意見，可以歸納出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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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長自家暴家庭的創傷反應
如同相關文獻所指，問及研究參與者兒少為何會成為家庭暴力或是性侵害
的行為人時，其認為此與其原生家庭已存在家暴問題息息相關，而兒少本身正
受到或是曾經受到家庭成員的暴力對待或是目睹：
我們會發現其實兒少的最根本原因可能她過往的父母爭執衝突，甚至現在
還在進行中，那那個爭執是大的，所以其實還是過往的那個目睹議題是嚴
重的，只是因為這次的通報的事件，他因為跟他媽媽或爸爸衝突他被通報
了，轉進了由我們服務。（C）
就可能是夫妻之間的家暴或者可能家長本身長期就是毆打孩子，就是可能
他本身就有兒少保的議題，那其實孩子在這樣的家暴循環中她其實有目睹
的創傷，但有一些進到我們這邊的行為人他可能那個創傷是還沒有被發現
的，然後變成說他在和媽媽或者是主要照顧者有一些衝突的時候，他會就
是承襲著他之前所受暴的經驗去模仿，那他就是會有一些就是暴力的行為
這樣子。（D）
（二）親子關係不佳
除了承受來自家庭的暴力或是目睹暴力的創傷反應，兒少會成為家庭暴力
或是性侵害的行為人亦與親子關係不良有關，因為親子關係不睦，兒少即以暴
力回應，甚或是離家，也因此易生未成年的性議題保護事件。
其實你已經知道他們親子衝突已經……嚴重了，因為家長對於孩子可能他
會覺得孩子開始走偏了，交了壞朋友，……孩子其實對於家長的管教，他
其實可能也開始不耐煩，想要逃，逃家之類的。（B）
（三）對性的好奇與親密關係的人際需求未被照顧
論及兒少可能成為性侵害行為人的原因，研究參與者提到兒少對性的好奇
以及親密關係的人際交往需求，特別是到青春期時，青少年對性的好奇與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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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渴望難以被滿足，或是在人際議題上遇到困難，而其家庭又無法對這些
需求有效回應，因此兒少即自行利用網路交友，就容易陷入性議題的保護案件
中。
就可能他們有人際的需求，或是在現實中的社交的一些障礙，就可能他們
比較常透過網路去交朋友，然後可能還有家庭，媽媽忙於工作，或者是主
要照顧者是生了很多孩子，那沒有能力去照顧這一位個案，就是他們的確
是有一些問題，需要社工去協助。……就是未成年的性侵害嫌疑人，其實
我覺得兒少他們在對於性這方面的好奇是高的，那他們在性探索，或者是
當有性需求的時候，他們怎麼去解決跟怎麼去因應，其實跟家庭的教育還
有親職功能有關。（D）
對此，如 Giddens(1998) 曾提及，單家母親家庭為了生計及子女管教兩頭
燒，往往無法依照原來的生活節奏營造親子關係和發揮家庭教養功能，加上青
春期子女缺少父親的管教及善導，常產生家庭關係衝突、缺課逃學、街頭鬧事
及提早發生性行為等，因而呼籲各界應該重視兒少保護議題。
（四）生理因素或情緒障礙的影響
除了原生家庭的暴力問題引發兒少成為保護事件的行為人，兒少本身的生
理與情緒議題亦不容忽視，有研究參與者就提及有些兒少會成為施暴者，就是
因為生理出了狀況，或是有情緒障礙的問題，而家庭照顧者無法對此有適切的
回應，因而造成家暴。
我們這類的孩子是有情緒障礙或者像是過動症，那在家長面對這一類型的
就是孩子，他們其實也沒有太多的方法去和這樣的孩子做溝通，我覺得這
是主要……孩子會成為家暴者的原因。（D）
綜合來說，未成年的兒少會成為家暴或性侵害行為人的原因，共可歸納為
四點，第一是兒少本身遭受到家庭成員的暴力對待或是目睹家暴發生，而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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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未被妥善照顧，兒少即可能成為家庭的施暴者；再來是不佳的親子關係亦
是觸發兒少對照顧者施暴或是觸犯未成年性議題保護事件的原因，此外兒少因
為發展階段對性的好奇或是情感上的需求，當其未能被週遭系統接住的情況下，
即易發生未成年的性行為，兒少就可能變成性侵害行為人。最後則是兒少本身
有生理或情緒上的障礙，未能被照顧與理解，施暴成為一種出口。綜看這些原
因，可以發現家庭確實對於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成因有著重要影響。

二、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

基於上述兒少成為保護事件行為人的原因，依此來思考保護事件兒少行為
人的服務需求，本研究依經驗資料歸納出三項服務需求，說明如下。
（一）需要情緒創傷修復
兒少會成為家暴或性侵害事件的行為人，主要原因與其在家庭中經驗創傷
密切相關，再加上若兒少有情緒障礙議題又無法被妥善疏導照顧，施暴成為一
種出口，因此要能回應這些需求，處遇服務即需要先關注這些兒少的情緒議題，
而諮商是主要的服務形式，透過諮商來撫慰兒少的創傷，並有機會協助其掌控
情緒。
修復他們的創傷的部分，其實這部分佔的是多的，……也就是孩子的情緒
控制能力上面，的確是會有明確的可能我們覺得他必須要有更多的服務介
入的原因，……諮商的使用是比較高的。就是透過諮商的轉介，我們會希
望孩子透過諮商可以去學習一些情緒部分的處理。（C）
（二）需要協助親子學習衝突因應
家庭是引發兒少成為保護事件行為人的重要導因，特別是在家暴議題上，
往往因為照顧者與兒少無法處理關係上的衝突，因而衍生出暴力問題，或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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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親子關係衝突不斷，兒少流連街頭，在交友上就會容易衍生未成年性議題的
保護事件。因此在思考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時，即需要協助兒少可
以與其原生家庭的成員（主要是照顧者）一起學習以適當的方式來因應衝突，
並要能修復衝突的親子關係。諮商亦是被提及的策略，無論是個人諮商或是親
子諮商，重點是能修復未成年之家庭暴力行為人的情緒創傷，並協助親子學習
衝突因應之道。
親子的諮商，我們也是希望投入比較多的，……親子衝突的能力處理比較
差，所以最後才會通報。……案子一進來的那個嚴重程度，或是雙方的溝
通壓力其實都到很大了，……我們就會有一些策略，我們先跟兒少去討
論，……我們會先把父母轉去做諮商，就變成這一塊我們花的心力是要比
較雙管齊下的部份去操作。（C）
（三）需要理解兒少對性的好奇與服務需求
如上文所述，論及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含兩小無猜議題）的服務需求時，
有研究參與者提出相關的處遇服務或服務提供者需要先理解兒少對性的好奇與
服務需求。
性教育或者一些比較性知識的部分，可以透過團體跟孩子說，……我會覺
得我單獨一對一的跟那個孩子進行一些衛教，或者跟他討論說他要怎麼避
免，……我會有一些，希望提前提醒她的避免她非預期懷孕的這個狀況，
可是……她就是聽聽聽，……我陸陸續續反覆跟她談了一陣子之後，她才
問我一些，我覺得不可思議的問題，譬如她覺得說她自己使用避孕的方式
是完全覺得是覺得是鄉野奇譚那種，可是如果她今天跟她談這一些的人，
還有在一起的是一個團體，是同年齡層的人，或許她會更容易把她的疑問
或者是她不懂得還是，去把它做一個釐清，我覺得那反而是一件好事。
（A）
跟性議題相關的兒少，他們需要的可能是類似像團體或者是就是像那種家

132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暴婦女支持團體那種，可是我覺得在現行的實務中，好像比較少針對兒少
去做團體的一些方案或是課程，……但是其實我覺得在兒少心理或者是生
理上的支持是也是被需要看見的，……在服務上的困難就是我覺得需要有
更多元的方法去服務他們。而不是就只透過會談，……和他們討論身體界
線，或者是用一些桌遊 的方式去讓他們了解他 們對於愛情的觀念或
者……，在兩性交往的時候要注意的事項，或者是一些比較更深入，如果
是對國高中以上的我可能就會和他們討論衛教方面要怎麼去避免懷孕阿、
或者是避免染性病這類的，對，可是就是就是變成說會，那個服務成效是
有限的啦！（D）
兒少對於性的需求與性探索無法受到理解的狀況也反映在臺灣當前對未成
年性侵害行為人的服務處遇是有侷限性的，目前僅以會談為主，缺乏多元之且
支持性的服務方案，也因此參與此次焦點團體訪談的兒少保護性社工已開始在
實務上開展多元的處遇服務策略，包括運用團體工作和桌遊，而且可以直接和
青少年談性，包括怎麼從事安全性行為。研究參與者認為，當在服務過程中理
解兒少對性的好奇與需求時，服務才會顯現成效，始有機會預防兒少觸犯未成
年性議題的保護事件。

三、適合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

本研究整理出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至少包括情緒創傷修復、協
助親子學習衝突因應、以及需要理解兒少對性的好奇與需求，那麼在規劃相關
處遇服務時，究竟應包含哪些要素，始有機會將上述的服務需求併入考量？綜
合整理經驗資料，可以發現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處遇服務的要素至少應包含以
下六點，以下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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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顧者一起參與服務並成為助力
前已提及，家庭在兒少成為保護事件行為人的成因上舉足輕重，特別是兒
少的照顧者，因此當思索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處遇服務應包含哪些要素時，將
家庭一併納入服務即是首要重點。研究參與者亦提及，若能讓這些照顧者成為
處遇服務的重要助力或支持者，則對此類兒少的輔導協助將達事半功倍。
其實有一些案子就像剛才說的，其實孩子本身大概就是幫她加強人際，然
後家裡的狀況其實告訴父母的那個觀念轉換說，這樣子的孩子其實是需要
更多的關心跟保護的，在現在目前就是這樣子社經地位的家長其實都還滿
能接受的，而且那個配合跟轉換的能力都非常的好。（C）
家長會認為說是自己的孩子犯錯，就是覺得丟臉，但我主要做的部分是，
在於去釐清就是其實他們的孩子才是被害的。……就是可能孩子受創傷的
部分，……那我會做比較多是在和家長討論這一部份，那在於他們親子管
教上，我也會去著重在於說，讓家長了解孩子現在網路上在使用什麼，那
要怎麼去預防孩子在使用交友軟體的時候，怎麼去拿捏和網友之間的界
線，對，就等於說是拉近他們和孩子之間的距離。（D）
從上述訪談資料可知，將家庭成員（主要是家長或照顧者）納入服務的可
行方法，除了之前已提及的親子諮商服務之外，兒少服務提供者亦需適時與兒
少的家長或照顧者聯繫溝通，成為兒少與家庭之間的情感連結橋樑，也讓家長
或照顧者清楚兒少在其發展階段的人生議題與行為特徵，如此作法即有機會將
家長或照顧者拉進服務之中，成為協助的助力。
（二）善用團體工作
除了把家庭照顧者（家長）納入服務之中，在討論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時，
研究參與者特別提到若能善用團體工作的特性，則處遇輔導的效果也許更能發
揮功效，特別是若兒少觸及不當行為的原由是因人際的困擾與自我效能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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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團體工作即是可行的服務策略。對此，邱惟真（2017）也指出，當前監獄
內對於性侵害受刑人的處遇模式相當多元，但團體工作是主要實施方式。
團體他有很多跟他可能年齡層很相仿的，或者他們其實窸窸窣窣講一講，
其時他們也會更有勇氣把他們心中的疑問問出來，或者是更能夠去我覺得
那個效用那個發揮功能可能會比我一個社工就像一個老古板他覺得我完
全不能懂他，或者是我能懂他也只能到一個程度的這種狀況下，他願意跟
我談的揭露的那個深度，跟他到底有沒有把他心中的疑問問出來，我覺得
或許團體會有那樣的一個動力。（A）
團體是因為這一群孩子的特色是他們實際生活人際關係差，所以他們在網
路上太無聊了，他們只好透過這個來交友，所以我們會希望他們做團體的
原因是因為把他們拉出來做活動，……尤其是青少年的團體的處遇上面其
實他非常的困難，……我們評估比較可以的個案，我們去參加別人的活動
試試看，我們發現他們的人際跟自信度上面的確是會有比較好的影響。
（C）
顯示可藉由團體動力的催化，營造健康自在的氛圍，促使兒少討論性的議
題，進而去解答兒少對性的疑問，意即團體工作可以是一個使兒少獲得性知識
的有效管道。5
（三）接住需要被接住的兒少
在討論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應包含哪些要素時，部份研究參與
者提到一個重要且基本的議題，就是應該要先思考如何「接住需要被接住的孩
子」
，會有此主題的討論是因為當前對於兒少服務是被切割且分散在不同的單位
中，例如未滿 18 歲的兒少遭受暴力對待時，其會因為是性侵害或是暴力對待而

團體工作取向，可透過團體動力的營造，個案在團體中可以討論家庭、能夠感受到自
我經驗並非獨特、獲得較深的自我瞭解、有人際互動的學習以及希望感的灌注（陳若璋，
2007）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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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不同保護服務系統提供服務，若是兒少性侵害案件，由性侵害社工評估並
決定開案服務，若是兒少遭受暴力對待，則由兒少保護社工來評估與決定開案
服務，在如此細分的服務中，有需求的兒少很可能被服務體系漏接。因此如何
規劃出具有整合的處遇服務方案，以能將有需求的兒少含納進來，即是重要的
思考方向。這個研究討論對於當前仍缺乏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處遇服務的現況
來說，實是有重要提醒作用。
你進到兒保，兒保也不成案，你進到性侵，性侵不成案，就是很模糊的一
個案件，……他 16 歲了，你沒有辦法說他合意性行為你把他列為性侵，……
家長又覺得過度擔心這個案件，……他就覺得這個孩子被帶壞了，這個孩
子有很多性議題，……沒辦法列到每一個保護案件，我覺得他們這個，這
個方案會變得比較多元，比較複雜，是因為就是我們考量到有一些案件確
實是在現在的社政在分保護類型的時候，會被忽視掉的。那這樣子的案件
我們希望有一個方案來接手（社工定期關心輔導）。（B）
（四）服務規劃應以「兒少需求」出發
為能「接住需要被接住的孩子」
，並對兒少及其家庭提供服務，因此開案標
準即成為需要被討論的議題，
「兒少需求」即成為一個重要的評估點。有研究參
與者認為，當前既有的服務方案未能將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納入，那麼在建置
方案之前，相關的保護服務系統應該要去發現兒少的潛在需求，社工在開案評
估上應以「兒少需求」為主，然這也是實務服務上充滿挑戰的部份。
在服務上的困難就是說，我們會變成說不是因為他有了什麼問題而去協助
他，而是因為我們要在服務過程中，去找他們有什麼需要。找到了之後，
才去服務。……因為每一個孩子他的狀況跟他的需求都不一樣。所以就很
難去有一個統整或是脈絡去進行服務上的那個處遇目標的訂定。（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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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務工作者需提升相關專業能力
論及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服務提供者是重要的服務輸送資源，
為使此服務可以順利且有效輸送至有需求的兒少和其家庭，則主要執行的實務
工作者需要提升相關專業知能，包括對兒少發展階段的掌握、對兒少性議題的
了解、與兒少建立關係的方法、以及如何和家長工作。
他在處遇上面，社工所處理的方向跟社工要訓練，就是遭受訓練的那種技
巧部分，其實是跟其他類群是有一定的落差在的，他必需要會跟兒少工作，
知道怎麼跟兒少建立關係，再來他處理家長的技巧上面，在這樣子的，現
況來講，他處理家長的能量也是比較高的。（C）
（六）需要相關資源的整合與協力
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要素亦需包含服務資源的整合，研究參與
者 A、B、D 在焦點團體訪談中均提到，以臺灣當前的社會工作服務的輸送上而
言，因為朝向專精化發展所以有工作劃分過細的問題，以兒少來說，若涉及保
護性案件，就會有目睹社工、或兒保社工、或家暴社工（家庭處遇社工）
、或是
性侵害社工的介入，而學校也會啟動第二級或第三級的輔導機制，在此情況下，
常會導致一個家庭或兒少案主接受過多、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服務，主責社工也
因此需要花費許多精神與時間來做網絡溝通與協調，甚至是不做協調、或無法
協調，也因此難以顯現服務成效。請見以下訪談對話：
D：因為現在的社工體制就是分割得很清楚，但我會覺得為什麼一個家庭
要有那麼多社工進去，而不是一個社工，只處理 2-3 個家庭，就是我
會覺得就是我們明明是在處理家庭問題，……然後處理同一件事，但
為什麼孩子被打，然後我們卻要有，目睹社工、兒保社工、家暴社工，
然後現在又要因為現在孩子打回去，然後又要有未成年家暴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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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為什麼
D：那我就會覺得，那我是不是就花很多時間在聯絡網絡，但你和網絡之
間如果沒有一個默契，或者一個共識的話，在處理同一件問題的時候，
大家會有不同的想法，然後在服務方法上也不同，就會有爭執。或者
是對那個家庭或者個案本身，其實是沒有成效的，他會說這個社工其
實說這樣，那為什麼你說這樣？那為什麼這邊可以提供諮商，那為什
麼你們這邊不行？就是我覺得，我覺得我們當社工就是有點無力的地
方。可是這個我覺得，是現階段我也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B：我們其實他們現在有很多案子是會並行的，就是學校有在輔導，那可
是我們覺得，或許我不知道是我們○○縣跟○○市，就是我覺得學校的
輔導有些真的是要看，有些真的沒有辦法做得很，就是他只是做孩子，
然後就是只是做，有就學來，然後他跟孩子談談，可是他並沒有辦法
去就是再介入其他更其他層面了。
A：就是三級輔導，他們還是會把自己，不管是哪一個師，三師裡面他們
都還是會把自己的定位，就是放在，我就是跟個案，跟孩子本人做工
作，他們比較少會願意把觸角擴去做整個家庭。……或許你們的擔心
是說，如果我只有三級在做的時候，他就是只會對孩子，可是這個問
題，他可能，家長很多的擔心，那這個親子間，或者是這個家庭發生
什麼狀況，讓孩子衍生這樣，讓家長可能擔心的情境，可能他是需要
整個家庭來做的，所以三級或許無法加進來
上述對話呈現出不同的專業系統的輔導介入是不同的取向與策略，像是學
校是以兒少為主，不太涉入家庭議題，但是兒少保護社工會希望學校在提供三
級輔導過程中可以多與家庭聯繫，但不同專業之間要如何協力，以能有較一致
的服務，以目前情況來看，社會工作服務彼此之間、社會工作與其它專業網絡
（學校輔導）之間仍尚待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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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待整合的議題，與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更直接相關的是有關家庭
處遇的服務，有執行過此類方案的研究參與者提到，針對未成年的家暴相對人，
其實相當需要兒少保護個案家庭處遇服務（以下簡稱「家庭處遇」
）的進入。所
謂家庭處遇服務意指針對需要保護的兒少及其家庭提兒少年家庭處遇計畫，透
過家庭訪視與資源連結來提供具體的協助，包括：食物、醫療照顧、情緒支持、
諮商輔導、親職教育、資訊提供等，以滿足家庭的需求、增加家庭因應壓力的
能力、提升家庭功能，若家庭在此服務中可以提升功能，則可以進一步避免不
必要的家外安置，以能維繫家庭的完整，保障兒少在家庭生活的安全與福祉，
此項服務係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4 條而來，服務對象為經
調查成案之兒少保護個案，兒少未進行家外安置，或經緊急安置、委託安置結
束返家之兒少及其家庭。此項服務具有以下特色（兒童聯盟，2020）
：1.以家庭
生態系統和優勢觀點看待家庭，並藉由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模式，評估家庭的
需求，繼而增強家庭的權能。2.社工員需密集與家庭建立關係。3.盡量運用到宅
的服務，例如：提供到宅的家務指導、到宅的育兒指導、陪同就醫，以減少家
庭因為不利因素而難以使用資源。4.提供親職教育或資訊，協助家長或照顧者
提升親職知能，促進親子互動，減少因為子女管教而衍生的衝突事件。5.從系統
觀點介入來降低家庭壓力，或提升家庭抗壓的能力，這包括運用家庭會談與家
庭評估技巧。6.提供個別諮商或家族諮商，協助個人或家庭發展因應問題的能
力，並有機會修復不良的親子關係與互動。
雖然家庭處遇服務是以受到家暴對待的兒少和家庭為主，然本研究及實務
上會發現，兒少成為家暴相對人是與其家庭功能不彰息息相關，因此有研究參
與者建議，當規劃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處遇服務時，應將家庭處遇納入服務方
案中，以能滿足家庭的需求、增加家庭因應壓力的能力、提升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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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未來是不是可以在後送到，可以提供家處資源，因為現在家處的部
分，只有縣府能用，可是變成我們弄不了，可是其實性議題這邊的孩子，
目前來講，我們方案是還好。還可以 hold 的住。可是比如說像未成年家暴
的相對人這一塊，我覺得好多的家長其實需要家處的資源，可是礙於當初
方案的設計，我們是沒有家處的。（C）

伍、結論與建議
臺灣為了接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列世界各國應落實對兒童的照顧
與保護，而致力於保障與提升兒少權益與福祉，然而在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
服務需求掌握及處遇方案規劃上尚待建構，本研究因此透過 4 位兒少保護社工
與督導的焦點團體訪談資料，初探性的彙整未成年家庭暴力相對人或未成年性
侵害行為人的服務需求，以及當前處遇方案的執行經驗，期能得出建設性的研
究成果及建議，繼而能作為相關政策制定與實務工作之參考。

一、研究結論

（一）兒少成為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保護事件行為人的原因
論及兒少成為家庭暴力相對人或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含兩小無猜）的原
因，本研究彙整四點導因，當中可看出家庭因素對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成因
有著重要影響：
1. 源自家暴家庭的創傷反應：兒少會成為保護事件行為人，實與其經驗原
生家庭的家暴問題息息相關，此包括兒少本身正受到或是曾經受到家庭成員的
暴力對待或是目睹家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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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親子關係不良：因為原生家庭中的親子關係不睦，兒少即以暴力來回應
衝突的親子關係，甚或是離家，未成年的性議題保護事件也因此產生。
3. 對性的好奇與親密關係的人際需求未被關照：由於處於青春期的發展階
段，兒少自然對性產生好奇，並有親密關係的人際交往期待，當這些需求難以
被滿足，家庭無法對兒少的人際互動困境有效善導，因此兒少即自行利用網路
交友，就容易陷入性議題的保護案件中，成為性侵害的行為人。
4. 生理因素或情緒障礙的影響：除了原生家庭的不利條件引發兒少成為保
護事件行為人，兒少本身患有過動或是有情緒障礙問題，因而導致其成為家庭
暴力的相對人。
（二）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
基於兒少成為保護事件行為人的原因與家庭因素及發展階段的議題息息相
關，因此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至少包含三項：
1. 需要情緒創傷修復：意即兒少受到原生家庭家暴問題所衍生的情緒創傷
需要受到撫慰，諮商是被提及的策略，以能修復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情緒創
傷。
2. 需要協助親子學習衝突因應：由於原生家庭的親子關係不佳甚或是有衝
突議題，因此需要協助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與原生家庭的成員（主要是家長或
照顧者）學習採用適當的方式來回應衝突。實務上的作法是可連結親子諮商資
源，透過諮商來協助親子學習適當之衝突因應之道。
3. 需要理解兒少對性的好奇與需求：論及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含兩小無
猜議題）的服務需求，本研究發現兒少對性的好奇與需求需被理解，始有機會
談論後續的處遇輔導，當此需求無法被正視時，就難以展出多元且支持性的服
務方案來回應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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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要素
由於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至少包括情緒創傷修復、協助親子學
習衝突因應、以及需要理解兒少對性的好奇與需求，那麼在規劃相關處遇服務
時，至少應包含六項要素，始有機會將上述的服務需求併入考量：
1. 照顧者需要一起參與服務並使之成為協助助力：針對保護事件兒少行為
人的處遇服務，首要考量的要素就是不能忽略家庭的重要性，服務方案需把家
庭成員（家長或照顧者）納入，並促使家長或照顧者成為助力或支持者，對於
此類兒少的處遇輔導將會事半功倍。
2. 善用團體工作：針對如何設計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若能善
用團體工作的特性，對此類兒少的處遇輔導之效果或許能充份發揮，尤其是若
兒少觸及性侵害此不當行為是因人際的困擾與對性好奇者，團體工作將是可行
的服務策略，透過團體動力的催化，營造健康自在的氛圍，促使兒少探討性的
議題，進而去解答兒少對性的疑問，意即社會團體工作可以是一個使兒少獲得
性知識的有效管道。
3. 接住需要被接住的兒少：由於當前對於兒少的保護性服務是被切割且分
散在不同的服務中，像是兒少保社工、目睹社工、性侵害社工、家庭處遇社工
等等，在如此細分的服務中，有需求的兒少很可能被服務體系漏接。因此當討
論如何規劃出具有整合性的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處遇服務時，接住需要被接住
的兒少即是重要的思考方向。
4. 服務規劃應以「兒少需求」為出發：為能「接住需要被接住的孩子」
，並
對他們及其家庭提供服務，因此服務的開案標準即需被關注，本研究發現，為
回應當前重視兒少權益與福祉的精神與原則，
「兒少需求」應成為重要的評估核
心。意即實務服務應針對「兒少需求」來做為開案服務的主要考量，而非以兒
少是否符合開案指標為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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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務工作者需提升相關專業能力：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提
供，最主要的服務輸送資源是服務提供者，為使此項服務能夠順利且有效的輸
送至有需求的兒少和其家庭，則主責的實務工作者就需要提升相關專業學能，
包括對兒少發展階段的掌握、對兒少性議題的了解、與兒少建立關係的方法、
以及如何跟家長工作。
6. 需要相關資源的整合與協力：臺灣目前在兒少或家庭的社會工作服務輸
送上劃分過細，再加上還有其它專業網絡的服務（如學校輔導）
，常導致兒少及
其家庭接受過多、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服務，社工也因此需要花費許多精神與時
間來進行網絡溝通與協調，甚至是不做協調、或無法協調，也因此難以顯現服
務成效。因此在討論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處遇服務時，就需要關注社會工作
服務彼此之間、社會工作與其它專業網絡（學校輔導）之間仍尚待整合的問題。

二、研究建議

（一）相關政策與實務建議
本研究以未成年家庭暴力相對人與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為研究主題，寄盼
能了解此類兒少的服務需求與處遇服務內涵。為此，本研究依研究結論提出幾
點研究建議，以供相關政策制定與實務工作的參考。
1. 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處遇服務應與既有服務方案整合，並以家庭為核心來提
供服務
本研究發現，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確有服務需求，然此類兒少的需求常被
忽略的原因，實與當前兒少保護服務的分工過細有關，因此在回應保護事件兒
少行為人的服務需求上，另外再增加一個方案來提供服務是否適當？有鑑於臺
灣已建置家暴相對人與性侵害加害人的處遇服務，但是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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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需求又有特殊性，本研究因此建議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處遇服務應可適時
與既有服務整合，不過需透過相關機制來提升既有服務對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
的專業知能，並需以家庭為核心的前提下整合既有服務資源。例如保護事件兒
少行為人的成因實與原生家庭功能不彰有關，那麼是否就由相關兒少保護性社
工來主責提供服務，然後在以家庭為核心的前提下，連結整合家庭處遇服務、
學校輔導、諮商介入、性侵害加害者處遇、脆弱家庭服務等等資源。又或是可
將之整併至家暴相對人或性侵害加害者的處遇服務中，不過需要提升處遇服務
者的專業能力，重新規劃服務內涵，不應將既有強調醫療、診治、認知改變的
病理化及醫療化的服務模式套用至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身上。
2. 需開發多元且具有支持性之兒少性議題服務方案
本研究發現，兒少會涉入性侵害保護案件中，原因之一實與其對性的好奇
與對親密關係需求密切攸關，然而當前對於兒少性議題的處遇輔導策略相當侷
限，多以會談為主，處遇效果因而有限。本研究因此建議相關單位應盡力開發
多元且具有支持性之兒少性議題服務方案，像是團體工作形式，或是影片賞析、
繪本討論等方式都可參考，且也可採用桌遊、牌卡等等表達性媒材來對兒少性
議題進行研發。
3. 提升相關實務工作者的專業知能
本研究發現，要提供符合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需求的服務，服務提供者需
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能，包含情緒創傷的處理、親子溝通協助、對兒少性議題持
有反思與多元理解、對服務之兒少協助發掘潛在需求、能與兒少之家長工作等
等。本研究因此建議可透過在職訓練、或外聘督導機制，培訓相關的實務工作
者具有上述的專業能力，此外本研究或可為相關社工系所課程規劃的參考，在
兒少社會工作的課程中納入這些議題，以對兒少實務工作者的專業培力超前佈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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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機制以整合相關服務資源
本研究發現臺灣已存在相關兒少保護的服務資源，不過卻是各自工作，不
利兒少福祉的維護。本研究因此建議應建立相關機制，例如通暢的轉介、或是
連結轉銜、或是透過相關會議，以利服務資源的整合，包含社政、學校、教育、
衛政、諮商、警政、少輔會等等，提供兒少及其家庭需要的服務，並能避免矛
盾的服務目標出現。
（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 4 位直接參與或間接熟悉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之兒少保護社工與
督導的焦點團體訪談資料，探討未成年家庭暴力相對人或性侵害行為人的服務
需求與處遇服務內涵，雖然可對此議題有初探的瞭解，但需要更多研究量能的
投入，以更完整呈現此類兒少的需求與服務樣貌。本研究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
以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為研究對象，從兒少的主體觀點來述說自己的心聲；此
外未來研究可針對部份已開始實施保護事件兒少行為人之服務方案的縣市來進
行探討，蒐集其實際執行的經驗與困境，應能助益規劃出更符合這群兒少需求
的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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