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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置兒少多元複雜的情緒與行為，以及兒少安置機構相對採取的管理規則間產

生的落差與衝突，一直以來都是兒少安置服務的重要議題；近年來，隨著兒少權益

保障觀念的提升，國內的兒少安置服務亦漸漸關注到安置園生的表意權益，台北市

私立心棧家園於 2017 年開始規劃園生共同參與家園違規事件的審議，期待藉此制度

賦權園生並建立客觀的表意機制，但在實際操作後發現此制度亦同時為園生帶來個

人隱私曝光、人際虛假及權力關係不平等操作風險。因此，本研究首先針對自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共計 18 場次的審議會議執行紀錄單進行檢視，以瞭解目前的執行

狀況；再以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的方式來蒐集不同角色參與者之參與經驗（15 名在

園生、3 名離園生、8 名工作人員），並蒐集其對於制度的建議，藉此作為未來制度

轉型修正的研議參考並將這樣兒少權益提升的操作過程提供予未來實務及政策參

考，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家園現行審議制度執行狀況：審議制度執行後帶來許多正面的影響，如：處置

觀念轉變成以正向協助取代負向懲處、合併式懲處的減少、注重園生自發的正

向改變計畫等；但也同時帶來許多負向影響，如：冗長的會議參與影響討論成

效、園生相當擔憂個人隱私曝光、園生仍反覆出現違規行為。 

二、對於家園現行審議制度的看法：在參與審議制度後，園生及工作人員都表達出

許多不同的經驗或看法。園生表示可以感受到自己有表意的管道，也相當認同

這樣對話的機制，更可以有個為自己爭取權益的機會，但也會擔心隱私曝光，

或受到人際關係的威脅壓力；工作人員雖然也相當認同這個溝通的機制，但卻

也表達出制度較缺乏效率、園生缺乏理解並缺乏訓練等負向觀點。 

三、對家園現行審議制度修正之建議：參與過該制度的園生及工作人員提出在制度

規劃上、制度操作上、參與人員上、實務發展上都提出了許多建議，如：進行

事先的教育訓練、保密及個別化的處理、陪審園生參與志願制等建議。 

關鍵字：兒少安置機構、表意權、審議制度 

 



 

Abstract 

The gaps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mplicated emotions and behaviors of 

youths living in residential home and the regulations set by the residential home have 

always been the central issues of the youth placement institutions. In the recent years, with 

the public attention to child and youth rights protection, youth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are increasingly much concerned about. In 2017, Shin Jan Residential 

Home began the plan of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for the violations of regulations with the 

expectation to empower the youths and to establish a system for the youth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However, after practi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system would also bring the risks 

of identity and privacy exposure, phon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ower inequality; 

therefore, with the aim to have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system, 

this research firstly reviews 18 copies of conference minutes between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7. Secondly,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were conducted to gather 

experiences from different participants (which includes 15 youths who still live in Shin 

Jan, 3 youths who have left from Shin Jan, and 8 Shin Jan staffs) and also to collect their 

suggestions o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itself.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ystem’s fu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re shown below: 

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in Shi Jan Residential Home:The 

deliberative system has brought positive influences such as using positive supports 

instead of negative punishments when managing problems; decreasing numbers of 

multiple punishments on one violation; emphasizing on the positive self-changing 

plans of youths. Nevertheless, it has caused negative influences as well. For example, 

the lengthy meeting would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the privacy 

exposure is the major concern of the youths; violating the regulations still happens 

 



 

repeatedly. 

2. Opinions about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in Shi Jan Residential Home：The youths and 

the staff have expressed diverse experiences and opinions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The youths found that they had an appropriate and official way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Besides, they recognize the system as a great way of 

communication. Moreover, they consider the system as an opportunity to strive for 

their rights. In the meantime, they regard the system as a concern of identity and 

privacy exposure and they feel the threat and peer pressure. Although the staffs agree 

to the system, they responded that the system is inefficient and the youths need more 

understanding and training to the system at the moment. 

3. Suggestions to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in Shi Jan Residential Home:The participants 

who have attended the system made suggestions on system planning, system 

execution, participants selecting and practical improvement. For example, the 

educa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system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dvance; 

confidentiality and individuality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managed; the willingness 

of the participants should be valued. 

 

Key word: Youth residential home, Youth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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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反正處罰永遠都是你們工作人員說的算，就算不合理我們園生是又能怎

樣！我們說的也沒有人要聽，說出來也只是被罰的更重而以，不是嗎？」… 

（摘自家園裡的少年的心聲） 

一、聽見憤怒背後的習得無助 

在彭淑華（2006）針對青少年安置機構工作人員所做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到安

置兒少由於個人身心狀況特殊、原生家庭生活不穩且支持系統不彰等因素的影響

下，較容易產生多元的情緒與行為議題，而當這些議題發生時，機構中的工作人員

通常會在生活權益、個人物品、服裝、放假、通訊及零用金管理等方面設定許多管

理規則或限制，期待透過這樣的約束來讓這些行為議題盡快得到穩定；但也往往因

這樣的管理規則而衍生出許多違反規定後的懲處方式，如：禁假、禁外出、獨居隔

離、扣發零用金及進行勞動服務等。 

然而，這打著協助園生穩定名號卻實為進行壓迫的權控作為，也著實讓這群敏

感的安置兒少們出現更激烈的情緒反彈及困擾，研究者身為青少年安置機構的管理

者，在某次與園生會談的過程中，園生甚至直接表達對於安置兒少權益受損的狀況

感到不滿，雖然在會談中可以直接感受到強烈的負向情緒與憤怒，但研究者亦發現

在這憤怒背後所隱含的習得無助感，也因此激發了研究者對於安置機構中兒少權益

維護的關注與好奇，除了努力去回應並安撫安置兒少受傷的情緒，更期待能透過結

構化的調整來改善這樣的狀況發生。 

 

二、看見永無止盡的惡性循環 

青少年正處於身心發展與改變最劇烈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的主要發展任務為

自我探索與認同，同時也是最容易受到家庭、同儕、學校、社區與社會文化所影響

的階段。而青少年保護個案由於原生或親屬家庭的照顧、保護及支持功能不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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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遭受疏忽、遺棄甚至是家庭暴力的對待，嚴重威脅到其人身安全及未來的身心發

展。因此，最後不得不由國家系統進行介入，並進行安置保護及家庭重整。由於年

齡及發展需求的差異，使得這些受到傷害的青少年們通常都較不容易媒合並進入到

家庭式的寄養安置，即使有些青少年們年幼時是安置在寄養家庭中，但隨著年齡的

增加，處遇目標漸漸從照顧轉變成自立，故仍有可能在青少年期轉換安置進入到兒

少安置機構中；由此可知，絕大部分的青少年保護個案，往往都是生活在群聚式的

少年安置機構中。 

而這群受安置的青少年們，因為在成長的程中受到了最信任及親近的家人們施

予虐待傷害而必須要離開原生家庭，所以更容易面臨到創傷、失落、缺乏依附等狀

況，也因此較容易產生許多心理、情緒及行為議題，而在如此緊密的團體生活中，

若產生的較嚴重的心理、情緒或行為議題，也更加容易去影響到彼此的生活，甚至

是因此發生衝突。在張麗惠（2013）對於安置少年生活適應經驗的研究中整理出，

安置機構的青少年們常常因為會生活摩擦、關係變動、個人議題、機構、學校及偶

發性危機事件等六大危機因素的影響，而在生理、認知、心理情緒、人際、行為及

學業成就上出現明顯的適應困難甚至是情緒行為議題，如：作息失調、霸凌、偷竊、

攻擊、自傷等等。特別是身心、情緒或認知上有障礙困難的青少年們，往往更容易

出現挑戰機構規範、攻擊其他園生或陷入自身負向情緒等狀況。面對到這樣特殊的

個人行為及議題時，安置機構往往也會需要發展個別化的處遇計畫及資源介入。 

在彭淑華（2007）針對兒少安置機構中工作人員與安置兒少之間的權力及互動

關係的研究中指出，群聚生活式的兒少安置機構由於安置照顧人力有限、照顧者專

業知能不足、安置機構的管理型態或教養文化等因素，往往是採取團體管理，甚至

是規範約定式方法來維持機構運作的一致與穩定性；由於受限的空間與時間，以致

於某些情緒或行為議題更難去爭取到彈性來發展個別化的輔導與處遇計畫，也因此

造成青少年們更大的負向情緒或衝突產生。陳毓文（2008）針對接受機構安置青少

年的研究中也顯示，青少年的在安置機構中所呈現的憂鬱及負向情緒，大部分多是

來自於對機構規範的感受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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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中皆可發現，這群受保護安置的青少年們從園生家庭帶來的傷痛

或負向情緒常常造成他們的負向行為議題，而負向行為議題又會導致機構規範與限

制，而機構規範與限制又會造成強度更大的憂鬱負向情緒並日復一日的惡性循環下

去。研究者在實務經驗中看見這樣的循環除了導致機構照顧的辛苦，也造成園生的

痛苦！因此，兒少安置機構能否發展出良好的管理方案或方式是相當關鍵的因素，

雖然在實務操作上仍有所限制與困難，但這些關鍵因素，仍應該是機構照顧人員當

好好思考並發展的處遇方向。 

 

三、抱怨似乎也是種表意發聲 

在 2011 年修訂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將「權益」字樣明列於法

律名稱之內，並詳列多項權益於條文內，如表意權、身分權、教育權、文化休閒、

兒少安全、勞動就業、社會參與、閱聽權、福利保護等，使兒少權益的保障取得法

令支持的基礎（莊文芳，2013）。對於進入安置體系的少年而言，有許多權益是否能

受到保障的關鍵在於「參與」與「表意」，特別是在機構管理及特殊行為議題的處理

上，園生的角色若無法在決策的過程中充分參與或展現，他們的相關權益也會因此

遭受到戕害。Hart（1992）也提出，青少年參與有不同的層度與階段展現，其中操控、

表面作用、象徵意義式的參與都無法讓青少年們的權益受到保障；惟有知情、可獲

得諮詢、參與決策，甚至是由青少年們自行發起並執行的方式才能真正的把參與及

表意權回歸於安置機構中的青少年們。在莊文芳（2009）針對充權觀點應用少年安

置機構中的研究中亦提出，安置服務需要有提供案主參與服務並服務相關決策的機

會，以及提供案主針對安置服務制度發聲的機會。由此顯見，近幾年在青少年安置

服務的發展中，已漸漸正視到兒少的聲音與表意。因此，如何正向解讀園生所表達

的情緒及壓力，如何將這樣的「抱怨」視為一個「表意發聲」的過程，如何在保護

安置實務中去建立正式且客觀的賦權及表意機制，如何在這樣的機制運作中去提供

安置少年一個成熟的互動、教育甚至是訓練機制，是安置實務工作者應該去努力的

思考的部分，也是維護兒少最佳利益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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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規事件審議制度的設計、執行與風險 

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心棧家園（以下簡稱心棧家園），成立

於 2009 年，主要服務對象為 12-18 歲因家庭發生變故而無力照顧或遭受虐待傷害、

性侵害之青少年們，為中長期青少年保護安置機構，成立迄今已服務 57 名青少年；

家園自 2017 年 1 月開始關注兒少權益與表意的重要性，因而發展出園生違規行為的

審議制度（以下簡稱審議制度），透過違規園生、非利害相關園生代表 2 名、家園工

作人員 2 名（含主任、社工及生輔員）形成審議小組，共同召開並參與審議會議，

在會議中讓違規園生及園生代表充分去表達對違規行為的處理原則及方法，並透過

審議制度的平台，讓工作人員與園生能有更客觀且平權的交流互動，也期待在這樣

的審議機制運作中，能讓家園真正達到去負向處罰，讓安置園生練習表述並維護自

我權益，也讓工作人員有示範和教育的機會等目的。 

然而，施行一段時間後，曾有園生向研究者表達，自己其實不太希望他人知道

自己所發生的違規行為，也會擔心參與審議的園生不會客觀公平的為自己發聲，甚

至會因個人恩怨來對自己報復等狀況。研究者身為家園的主任且為此制度的推動

者，更需要慎重檢視並反思此制度的實質意義與操作過程，如：在缺乏民主素養及

專業知能訓練下，此機制是否真的能讓園生具備客觀說理的能力？在無法營造完美

的民主審議機制下貿然進行這樣的共審機制，是否更容易造成不正義、具標籤歧視、

關係壓迫的審議結果？是否會對參與此機制的園生造成不同的傷害？因此，本研究

期待透過更全面的文獻資料蒐集及執行經驗整理，針對已執行的審議結果進行修

正，設計更加完善的審議制度，除了直接的回饋機構的需要，更可以藉此落實兒少

權益保障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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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除探討心棧家園審議制度自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之執行狀況及服務成

效；亦透過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來蒐集不同參與者（在園生、離園生、工作人員）

對於審議制度的觀點及建議，藉此作為未來制度轉型修正的研議參考，主要發展出

的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 

一、針對心棧家園現行審議制度執行狀況進行檢視。 

二、瞭解不同參與者對於心棧家園現行審議制度的看法。 

三、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心棧家園現行審議制度修正之規劃。 

四、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心棧家園未來實施審議制度之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期待透過本研究，可以回答下列的研究問題： 

一、從過去心棧家園所執行審議會議之文件紀錄中，瞭解制度執行的狀況為何？ 

二、從過去心棧家園所執行審議會議之文件紀錄中，瞭解制度造成的改變為何？ 

三、過去參與過審議制度之園生、離園生及工作人員之參與經驗為何？ 

四、瞭解心棧家園在園生、離園生及工作人員對於審議制度修正的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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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園生違規行為 

本研究針對「園生違規行為」之定義，係指在心棧家園中出現違反家園生活公約

規範的責任、義務及相關行為議題，主要分為以下三大類，（一）人際衝突及霸凌事

件；（二）輕微違規／犯罪事件，如：破壞公物、挪用公費、未遵守生活作息行為；

（三）重大違規／犯罪事件，如：攜帶使用違禁品、逃家逃學、鬥毆、竊盜、勒索、

多次勸導無效且反覆出現之違規行為。其中重大違規／犯罪事件，必須進入審議會

議中進行後續處置作為的討論。 

 

二、審議制度 

本研究針對「審議制度」之定義，係指若園生發生違反家園生活公約中的重大

違規／犯罪事件時，設計類似於「陪審團」或「平民參審」的共審制度，此審議制

度由 3 名家園工作人員（主任、社工員、生活輔導員）以及隨機抽選出 2 名園生代

表一同參與，針對違規／犯罪事件進行了解、評估及審議，由園生代表站在園生的

立場去檢視並提供建議，以決定出符合兒少最佳利益的處置或協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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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少年保護與機構安置服務 

一、少年安置機構的樣貌 

當兒少面臨嚴重的虐待傷害，國家隨即啟動三級預防與保護的機制來避免不幸

事件的發生，如「家庭維繫服務」、「家庭重整服務」，其中「家庭重整服務」為一暫

時性的保護作為，是兒少保護工作中的最後一道防線，當兒少被移出原生家庭後，

國家隨即視兒少年齡、身心狀況、服務需求等因素來規劃後續的保護計畫及住所，

如，親屬照顧、寄養家庭、安置機構等等照顧服務（張緡鏐，2012）。 

目前台灣在少年安置之法源依據，主要是依「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少年事件處理法」等等；而安置機構收案類型多

為以下四類：（一）未受適當照顧、養育或遭受身心虐待、遺棄、買賣、質押或強迫

從事不正當行為或工作者；（二）因為輕微觸法情節而接受保護管束之處分要求安置

機構進行教養輔導者；（三）針對遭受兒少性剝削而從事非法行為者；（四）未成年

懷孕少女待產者（林蕙平，2016）。雖然法源依據不同，但立意皆為保護並避免兒童

少年受到不當的對待與傷害，而相關法源皆明文規定，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有安置保

護需求的少年一個穩定的生活照顧場所，如：兒少安置機構或是寄養家庭（陳毓文，

2008）。並透過受過資格認證或訓練的照顧者來提供兒少專業化的生活照顧。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明定，安置機構應設置主管

人員一人，綜合辦理機構相關業務，並依照安置人數配比進行以下各類專業人力設

置（一）保育人員、助理保育人員、托育人員、生活輔導人員或助理生活輔導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三）心理輔導人員（四）醫師或護理人員（五）行政人員或

其他工作人員；其中（一）、（二）人力應為專任，（三）、（四）人員得以特約方式辦

理，（五）人員得由相關人員兼任。 

在陳慶家（2013）的研究中，將家外型的少年安置照顧服務（institute care）分

類為以下多元的安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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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寄養家庭（foster homes） 

提供核心家庭式的照顧，讓需要受到安置的少年由審查合格的寄養父母代理原

生家庭（original home）父母的角色。 

（二）團體家屋或庇護所（group homes or shelter） 

主要是設置於社區中的安置機構，採取非禁閉式但結構化的生活型態，是ㄧ種

「團體式」和「大家庭式」的群居生活。 

（三）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s） 

也是屬於社區式的居住型態，少年一樣可以出入社區進行一般性的活動，但其

行為受到較嚴格的管教，這類的機構通常是安置有較嚴重偏差行為，但仍不至於進

入到監禁機構內的少年們。 

（四）田園方案（rural programs） 

雖然仍採取矯治的觀念，但卻將少年們的生活隔離於一般的社區之外，帶著少

年們至遠離都市的鄉間從事勞務性的活動，來取代因違法偏差行為所應承受的懲罰。 

 

上述這些不同形式的照顧方式，大多是透過公辦民營或民間非營利組織自行開

辦設置機構，以家庭或團體生活的方式來照顧兒童少年（李品蓉，2016）。而在華人

文化較重視血緣關係的脈絡下，寄養家庭的招募、培訓與發展也因此顯得更不容易，

故當兒少遭受原生或親屬家庭虐待傷害急需保護及安置照顧時，目前仍多以兒少安

置機構為主要選項。 

在李品蓉（2016）的研究中，將臺灣兒少安置機構發展歷史脈絡整理分成以下

七個階段：（一）以慈幼精神為開端孕育醞釀期；（二）受到西方思潮帶動的倡導發

展期；（三）育幼院為救濟中樞的新興期；（四）安置形式與對象拓展的成長期；（五）

兒少保護與安置服務結合的制度建置期；（六）兒少安置機構角色整合的蛻變期；（七）

安置兒少權益的保障期；從這樣的轉變光譜中可以發現，臺灣的安置服務發展脈絡

已從最初的著重安置設備、環境、形式、資源等向度的討論，慢慢轉而聚焦在安置

服務的完整性、服務對象的感受、經驗甚至是權益維護方面，提供的服務也更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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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多元及保障。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要探究的兒少安置服務內涵，則鎖定在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及權益保障法，而進入安置並採取團體家屋或庇護所（group homes or shelter）的少

年們。 

 

二、安置少年的行為議題因應 

有研究顯示，若曾有過兒童受虐的經歷與感受（即身體虐待、性虐待、心理虐

待或忽視），則將會對兒童產生持久且有害的負面影響；甚至也會延續影響到青少年

期的學業成就、社交能力、看待自我和與他人的關係的看法以及複雜的心理/行為/

情緒的健康狀況（Appleyard, Egeland, van Dulmen, & Sroufe, 2005）。 

在家庭充滿風險因素下成長的兒少，在成長的過程中亦會面臨更多的壓力，也

會展現出更多負向風險，也因此會有更多的機會需要接受保護安置體系的協助。在

李品蓉（2016）對於難置兒的安置經驗研究中可以發現，困難適應機構生活的兒少

大多為（一）身體疾病或發展障礙（二）嚴重情緒及人際問題（三）具反社會性行

為的兒少。這類型的兒少也往往因特殊的生心理、情緒或行為因素，如缺乏安全感、

難以建立關係、情緒反應明顯且強烈、低自我價值、低學習動機等特質；讓安置機

構照顧者在服務上花費需要去運用更多的服務技巧，甚至是連結資源；也增加了服

務的複雜性與難度。 

而張麗惠（2013）針對安置少年生活適應的研究中發現，安置少年在安置前、

安置中、安置結束階段都會產生許多複雜的心理壓力及行為議題，雖然他們自身會

發展出因應策略，但此部分仍需要機構中的專業人員提供協助： 

（一）安置前階段 

安置少年此階段要面臨的困境為「與原生家庭或原安置單位分離的議題」、「心

理的創傷」、「對機構刻板印象所產生的抗拒」及「缺乏合適的安置處所」等四項。 

（二）安置初期與適應階段 

少年在進入安置機構後常常會帶著不安、害怕、膽怯，甚至是防衛的前提進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Appleyard%2C+Karen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Egeland%2C+Byron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Dulmen%2C+Manfred+H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Dulmen%2C+Manfred+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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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機構不同的生活步調、管理方式及團體生活，往往會讓少年有許多不自在或不自

由的感受；他們往往也會擔心自己的安置，或家庭背景會帶來許多的標籤烙印；而

同儕間的霸凌，或攻擊行為也會嚴重的影響少年的適應及心理狀態。 

（三）安置結束階段 

因此階段的少年因安置年齡屆滿而須結束安置，將面臨未來去向的不安、個人

議題或需求尚未被滿足等，容易產生焦慮不安的情緒及心理壓力。 

 

由此顯見，受保護安置的兒少在進入安置歷程中，除了須面臨原生家庭或成長

經驗中所帶來的傷痛，如：不當對待的創傷或遺棄經驗，對人際互動與關係經營的

常常會以較為極端的方式展現，也因此產生了許多的情緒及行為議題。雖然少年也

會發展出自己的修復及因應方式。但機構中的專業工作人員是否能夠提高自身敏感

度及專業度，去理解察覺受安置兒少們的心理狀態，甚至是去學習保護安置中每個

階段的心理與適應壓力，適時透過相關儀式或機制的運作，及早提供安置兒少心理

安撫及準備並提供其賦權（empowerment），此部分仍為協助安置兒少能否改善適應

困境的重要關鍵；但也因為這樣的角色壓力及管理責任，也容易造成工作人員的流

動率偏高，而不穩定的職務或不明確的職責也都會去影響工作人員提供兒少保護的

能力及品質，並造成危機（Moore, McArthur, Death, Tilbury, & Roche, 2018）。 

 

三、少年安置機構的經營與管理 

在蔡舒涵（2016）針青少年由寄養家庭轉換至安置機構的研究中，也清楚的說

明機構式的照顧模式相較於家庭式的照顧模式有明顯的差異與特點，也因這樣的特

點，造成少年安置機構在管理上的困難及風險，以下簡單說明寄養家庭與安置機構

的差異性： 

（一）物理環境方面 

在空間的管理規劃與設計上，安置機構可能會考量年齡或性別進行分家，已保

持各家之間的自主生活領域；但對於個人隱私維護或受尊重的感受，與家庭式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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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仍會有明顯差異。 

（二）處遇服務方面 

在處於服務中，安置機構原則上仍會將機構環境營造成一個具控制性的生活，

甚至會將機構設計成治療性的環境，如諮商室、團體室、舒壓室，甚至是隔離房等。 

（三）照顧人員方面 

不同於寄養家庭，機構中的照顧服務採取團隊模式，但機構中的工作人力的輪

班與輪調對於青少年來說，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也可能因為不同照顧者的教養差

異，讓青少年較無所適從，甚至也不易與工作團隊建立信任關係。 

（四）生活規章方面 

在安置機構中，往往會制定許多一制性的規範或規章，雖有助於控制他們的衝

動，並建立良好的作息習慣。但在這樣一制性且較缺乏彈性的管理與照顧模式中，

往往也會造成青少年更多受拘束的感受，甚至因此產生明顯的情緒及行為議題。 

 

對相較於家庭安置，接受機構安置的孩子除了必須面對團體生活與受限的活動

空間，還要面臨機構內複雜的人際關係及較不具彈性的管理規則，「集體化」的生活

型態、「沒有自由」與「僵化的管理模式」是他們對機構安置最大的不滿，也因此很

容易讓少年感受到「拘禁性」而非「保護性」。而這樣對住在安置機構的少年而言，

若他們對機構規範的感受是不合理時，更容易產生情緒困擾；因此，機構規範帶給

安置少年的感受更可能是影響其心理健康的危險因子（陳毓文，2008）。 

林蕙平（2016）針對安置機構照顧者與兒少發展依附關係的研究中也發現，由

於安置機構的經營管理型態而容易造成兒少依附關係的負向經驗，也成為安置機構

長期遭詬病為不適合兒少成長的重要因素，如團體生活衍生的限制、機構中負向同

儕影響、缺乏隱私等。而在有限的照顧人力及沉重的工作壓力下，機構管理人員往

往無法放慢步調來針對兒少出現的行為議題進行同理與輔導，大多採取規範管理的

方式來立即抑止外顯違規行為的產生，「集體化」的生活型態更很容易讓少年感受到

「拘禁性」並缺自由與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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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兒少安置機構的服務與處遇成效，與機構中的服務計劃執行氛圍、工作人員

的組成狀況與專業能力、處置措施的運作實施、是否提供討論、諮詢及交流的機會、

提供較靈性深層的發展、重複再進入安置系統等等議題有關（Chama & Octavio, 

2014）。如何在兒少安置機構的服務發展中讓青少年可以學會自我管及自我照顧的途

徑為，在有限制的人數下，去讓少年們學習到自立的技能，除了提供他們良好的社

會支持關係，也要持續對其進行督導（Calheiros, Patrício, & Graça, 2013） 

由上述文獻資料的整理可以發現，除了場地設施或硬體設備的準備，影響安置

機構成效最大的關鍵因素在於「專業人員」、「專業制度」兩項，如何透過穩定且具

專業敏感度的工作團隊來執行具備彈性、接納度甚至是帶有賦權觀念的管理制度就

顯得更為重要。根據莊文芳（2013）提出安置個案對權益保障的建議中，也清楚的

說明權益保護的規劃需要思考安置機構的資源、個人相關權益資訊的供給，甚至是

透過相關機制來培養少年自主的抉擇並增加工作人員的知能。 

 

四、心棧家園的發展與現況介紹 

（一）機構的設立與架構 

財團法人忠義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忠義育幼院原本以收容安置0-18歲孤苦無

依、家庭貧困之兒童、少年為主，然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家庭功能的轉變，兒

少保護個案安置的需求驟增，機構內安置床位明顯不足；加上兒童、少年在生理、

心理的發展與需求上的不同，機構在空間規劃、服務內容及工作人員所應具備的專

業知能上亦需有所不同甫能提供安置的院童（生）適切的服務。有鑑於此，基金會

考量現有少年安置資源之不足，同時為讓弱勢少年得到適齡、適性之專業服務，決

定遷址並籌劃「忠義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心棧家園1」之設立，並於2009年立案成

                                                      
1忠義基金會於 98 年設立台北市私立「心棧家園」，以推展少年保護安置工作。資料

來源取自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官方網站資料（2018），http://www.cybab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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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藉此提供少年更充足的生活空間及軟硬體資源，以達成推展少年教育及保護工

作、保障少年權益之宗旨。目前的服務組織架構如下圖示：設有主任1人、社工組（社

工員2人）、生輔組（生活輔導員6人）、行政組（廚師1人+總務1人，由基金會工作人

員兼任），共同提供安置少年保護安置個管服務與生活輔導工作。 

 

圖 2-1-1 心棧家園組織架構及人力配置圖 

 

（二）目前的安置現況分析 

參考心棧家園工作人員工作手冊、開案登記簿及結案登記簿資料得知，家園主

要收容對象為 12 至 18 歲因經濟貧困、失依、受虐、或家庭遭遇變故，在家庭內受

到傷害，由各縣市政府委託或家長自行求助，經評估需進行安置輔導之少年（男女

皆收），立案收容人數為 24 名。從 2009 年開辦至今已收容 57 名個案，主要轉介縣

市仍以台北市及新北市個案居多，轉介原因以家逢變故無力照顧者之經濟型個案最

多（40 人，約占 7 成），其次為遭受身心虐待的保護型個案（總計 17 人，約占 3 成）；

在安置的過程中家園仍會積極與主責社工合作，除了自立準備亦會同步進行返家輔

導，依據資料呈現，約有近 5 成的園生在接受相關服務後（如：親子會面交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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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關係修復、心理諮商輔導...等）仍有返家的可能性。因此，家園在服務的設計及規

畫上，除了自理能力及技巧的培養、支持系統的建構，人身安全計畫的規劃及自我

權益的維護與倡導也是生活輔導及個案處遇的重點。 

 

（三）目前的服務現況說明 

家園目前服務主要由社工組及生輔組共同提供，主要執行業務內涵如下表： 

表 2-1-1 心棧家園工作人員主要服務內涵 

 主要服務內涵 

社工組 

1.青少年個案管理：包含個案入住諮詢、開／結案評估、執行個案處遇及

追蹤輔導。 

2.方案規劃與執行：服務方案規畫、執行與核銷。 

3.資源開發與連結：結合社會資源及企業團體安排各類方案活動、經費與

物資的申請，進行志工管理工作。 

4.相關行政庶務工作：統計報表、宣導活動、成果報告等工作報告的撰寫。 

生輔組 

1.安置輔導計畫：園生人際、情緒、行為及課業輔導。 

2.生活輔導服務：生活技巧及家務指導、健康維護及生活作息管理。 

3.活動規劃執行：園生休閒活動的陪伴、家園會議的帶領討論。 

4.自立生活能力培訓：協助園生進行生涯探索並培養園生就業技能、財務

管理及時間管理能力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兩組業務統一由主任統籌規劃並進行督導，家園工作團隊也透過這樣的專業分

工來持續提供少年更完整的服務內涵，如：1.基本生活照顧；2.心理及行為輔導；3.

就學輔導；4.就業輔導；5.休閒活動安排；6.醫療照顧協助；7.健康衛教指導；8.獨立

生活訓練；9.心理諮商安排；10.社會資源連結；11.親子家庭輔導；12 離園追蹤輔導

等多面向的安置保護與自立服務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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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兒少權益的發展與保障 

一、賦權（empowerment） 

賦權（empowerment），或譯為充權，為近代社會工作實務中相當重要一種處遇

價值，雖然是一個較抽象且變動的服務概念，但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此概念反覆的討

論後，定義亦日漸清晰；增強權能的定義為個人對自己的能力抱持肯定的態度，自

覺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並且在需要影響周遭的環境；而充權的特徵有以下 5 項：（一）

充權是以弱勢者為工作對象（二）充權是目標，也是過程（三）充權，充權力也充

能力（四）充權需要有案主的參與（五）充權是一種運動（宋麗玉，2006；莊文芳，

2009） 

展現權能可以分為個人、人際及社會政治三種不同的層次，而每個層次都有其

追求的目標及執行策略，說明如下：（宋麗玉，2008） 

（一）個人層次：主要以追求提升個人自尊、自我效能及掌控感為目標，所運用的

策略為：1. 認識自身能力-優勢取向、促進再建構；2. 啟動內在能力-激發思考、促

進體驗、提升社會支持；3. 促進選擇-重新建構、提供具體選項；4. 促進行動-資源

生力量、優勢生信心。 

（二）人際層次：主要以追求與他人形成夥伴關係為目標，所運用的策略為：1. 鼓

勵團體相互支持；2. 共同目標行動。 

（三）社會政治層次：主要以追求團體與集體行動的重要性為目標，所運用的策略

為：1. 促進集體意識的形成；2. 集體行動 

依據以上的文獻資料，可以發現心棧家園現行的審議制度也是協助園生增強權

能的一個過程，透過公民參與能力的培養與充實，也透過正式機制的建構來讓園生

可以充分的參與，與其說是一場會議，更是一場為相對弱勢的少年保護個案所發起

的一場運動；在這樣意識覺醒的歷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園生從個人層次提升到人

際層次，最後更是可以達到社會政治層次上的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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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RC 兒少表意權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 CRC）

條文主要包含四項基本原則：表意權、不受歧視的權利、生命權及發展權、考量兒

童最佳利益。而第 12 條公約所進行的闡釋，也是為了彰顯並維護兒少表意權益： 

1.締約國應確保有主見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

見，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及成熟程度給予適當的看待。 

2.為此目的，兒童特別應有機會在影響到兒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訴訟中，以符合國家

法律的訴訟規則的方式，直接或通過間接代表或適當機構陳述意見。 

在臺灣《兒少權法》第 5 條規定，機構團體處理兒少事務，應依其心智成熟程

度權衡其意見、第 10 條規定，主管機關得邀請少年代表列席「兒少福利及權益保障

處會」、第 38 條規定，政府應提供機會結合機構團體並鼓勵兒少參與公共事務。皆

明確規範兒少服務相關單位亦應維護並保障兒少表意及發聲的權益。在陳怡芳等人

（2016）的研究中針對兒童權利公約第 12 及第 13 條闡述，安置兒少已有表達自己

意見的能力及權力，提醒機構需要真實的傾聽，並嘗試與兒少討論其想法的可能性。

而林沛君（2017）的研究中亦說明兒少安置期間之申訴機制，核心理念係透過對兒

少的充權（empowerment），以確保其意見受到尊重，並以其想法進行申訴程序，因

此地方政府需負監督安置機構，使機構園生得參與機構內相關會議，並要求機構建

立相關申訴制度。 

綜上所述，心棧家園近年來亦開始關注兒少表意權益的展現，雖然目前尚未培

訓園生代表列席「兒少福利及權益保障處會」或參與公共事務，但從 2017 年開始於

家園內部規劃設計相關會議機制如下，並培養園生實際參與並練習表意，期待以實

際的操作來讓園生感受到自己被賦予的表意權力。 

（一）園生家會 

每月召開一次園生家會，由每名園生輪流擔任主任及紀錄，帶領園生及工作人員討

論當月份家園相關行政事務並同時處理該月份的申訴資料，對於家園相關制度的討

論與修正，亦可透過此會議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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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議會議 

不定期召開，會議主要是邀請園生一同參與，針對園生所出現的嚴重的違規事件進

行處置決議的討論，此會議係為本研究所要探討修正的制度，關於此制度的說明將

於下一節進行說明。 

（三）辯論會 

每季召開一次，由園生分組並擔任辯士，主要討論的議題在安置機構中可能會發生

的生活或管理議題且多屬於倫理抉擇難題，並無標準化流程及作法，如：適合與安

置機構中的園生談戀愛嗎？期待透過對話的方式來引導所有園生進行換位思考，練

習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進行思考。 

 

綜上所述，安置兒少如何去培養參與自身權益的能力，如何得到相關專業人員

的知識與技能，如何去培養青少年的價值觀，這都是青少年參與的重要因素

（McCarthy, 2016）。如何規劃促進安置兒少權益保障的制度，並同時兼顧青少年賦

權、青少年參與及安置機構之管理議題亦越顯重要，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已執行的

審議結果進行檢視與修正，並將嘗試設計有關保障兒少權益的審議制度，藉以落實

維護兒少權益保障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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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園生違規審議制度 

一、參與式審議制度 

白尊宇（2010）認為平民裁判者制度（lay judge system）或陪審團制度（jury 

system），意指由一般平民擔任裁判者，其中包括讓當事人直接參與審判程序，透過

這樣的機制與程序來實踐多數決、維護公共利益及促進主體間相互尊重的民主意

涵，更藉此達到賦權的目的；而其中審議式民主應具有下列條件： 

（一）將受到決策的所有公民應擁有同樣的權利來表達自身的看法。 

（二）參與者應針對自身決定提出實質的根據及理由。 

（三）經過審議程序的結果在特定時間內得以產生暫時性的約束效力。 

 

二、現行審議制度的說明 

依據上述民主審議的建構條件，本家園亦嘗試先將「園生違規行為」分為以下三

類，（一）人際衝突及霸凌事件；（二）輕微違規／犯罪事件，如破壞公物、挪用公

費、未遵守生活作息行為；（三）重大違規／犯罪事件，如攜帶使用違禁品、逃家逃

學、鬥毆、竊盜、勒索、多次勸導無效且反覆出現之違規行為。而針對其中重大違

規事件，設計類似於「陪審團」或「平民參審」的共審制度，當有園生發生重大違

規行為或有爭議之事件時，由 3 名家園工作人員（主任、社工員、生活輔導員）與

隨機抽選出 2 名非與違規事件有利害關係之園生代表，一同針對違規事件進行了解、

評估及審議，由園生代表站在園生的立場去檢視並提供建議，以決定出符合兒少最

佳利益及權益的處置或協助作為。 

審議會議由本家園主任擔任主席，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若主任因故無法主持

會議時，由當天與會委員中互推代理主席一人主持會議，與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同意行之，與討論事件有利害

關係之園生依規定應迴避擔任審議委員，而本會審議園生之違規事件，得要求家園

有關人員提供相關資料並配合說明；本審議會議執行流程為：（一）受審議事件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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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明事件並表述自身見解；（二）由審議委員針對爭議處向當事人進行提問；（三）

審議委員進行處置討論及表決；（四）將審議決定確實載明於處置紀錄單，並告知本

事件相關利害關係人，並由當事人、參與審議園生、生輔員、社工員及主任署名簽

准；園生違規事件處理及審議流程圖，請詳見附件一。 

 

三、小結 

完美的民主審議程序模性要素包括：平等的參與機會、自由的論述空間、適切

的論述場域、具可理解性與真誠性的表達、對話溝通規則的恪守、積極的對話參與、

多元意見的聆聽義務、不受限制的發話權力、促進彼此間進行更充分理解的意願、

慎思明辨的議論進行、公平的立場及公開的討論等（白尊宇，2010）。在華人特殊的

文化脈絡中，在面對面的互動中更是容易受到團體情感動力甚至是「情感召喚」的

影響而影響了民主審議的公正性及其價值（黃東益，2006） 

綜上所述，兒少安置單位如何去建構一個符合民主審議程序且正式的表意機

制，如何去減少華人特殊文化脈絡所帶來的風險，如何真正達到兒少權益提升，這

都是本研究高度關注且積極修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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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及資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心棧家園於 2017 年開辦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的執行成效及

概況進行探討，並將研究結果做為未來審議制度轉型修正的參考。故本研究主要研

究場域為心棧家園；研究對象為心棧家園中曾參與過該審議制度的在園生、離園生

及目前的工作人員；而資料的蒐集方法主要是透過內容分析、深入訪談、焦點團體

等進行資料蒐集；本研究採兩階段進行，實施方式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2017 年 11 月構想書撰寫-2017 年 3 月計畫書口試） 

（一）研究方法 

以文件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在計畫書撰寫階段，除繼續檢閱國內外相關文獻

外；亦將目前家園在審議制度中的相關辦法、流程及紀錄表單予以檢視和分析，以

了解審議制度的服務內容，並反應目前的服務狀況。 

（二）研究資料收集 

收集從 2017 年 1 月開始至 2017 年 12 月實際執行為期一年，共計 18 場審議制

度之會議紀錄表單，針對表單資料進行質化內容分析；以自編內容分析編碼簿，進

行質化內容分析，藉此明確呈現園生出現的違規行為的類別、行為出現的頻率及最

後決定的審議結果，也以此內容分析的結果作為計畫書、後續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

訪談大綱提出之依據。 

 

二、第二階段（2017 年 3 月計畫書口試後-2017 年 7 月） 

（一）研究方法：此階段是以質性研究資料收集的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為主。 

1.深度訪談：為瞭解研究對象的信念、認知和態度等等的經驗，以文字表達更甚於量

化資料的勾選；而且由於個人經驗不同，採用深度訪談更有利資料收集的深度

(Robson, 2002; Whittaker, 2009)。 

2.焦點團體：焦點團體在質性研究中主要有兩個面向，其一為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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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捕捉研究對象對於議題的回應；其二為在面對面的互動中，

不但聚焦研究者關心的議題上於，藉由討論延伸出更多的意涵 (Kamberelis & 

Dimitriadis, 2005)。 

（二）研究對象 

1.深度訪談：曾參與過該審議制度之離園生 3 名。 

主要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來蒐集 3 名曾經參與本審議制度的離園生先前參與審議

制度時的經驗與感受；此 3 名離園生皆為女性，其中除離園生 T17 同時擁有擔任審

議委員及被審議者的經驗外，T16 僅有擔任被審議者的角色，T18 僅有擔任審議委員

的角色，但因 T16、T18 兩名離園生對此制度的執行狀況尚屬熟悉，且對於會議中不

同角色的園生態度及反應都有所觀察，故在訪談中亦會同時去詢問其對於不同角色

所感受或觀察到的經驗；考量受訪者個人資料保密性，受訪者皆以代號代表，相關

資料及代號如下表 3-1-1。 

表 3-1-1 受訪離園生資料 

園生 性別 參與經驗 資料蒐集方式 代號 

離園生 1 女 被審議者 深度訪談 T16 

離園生 2 女 審議委員、被審議者 深度訪談 T17 

離園生 3 女 審議委員 深度訪談 T18 

 

2.焦點團體：針對家園中的在園生及工作人員，分為男生家團體、女生家團體及工作

人員團體，共辦理三場次的焦點團體，說明如下： 

（1）男女生家團體 

男生家焦點團體共 5 名園生受訪，其中除園生 T03 為新入園個案，未曾參與過

審議制度，剩餘 4 名男性園生皆參與過審議制度，但皆為擔任被審議者的角色，僅

有園生 T02 另外多了擔任陪審委員的經驗；而女生家團體共有 9 名園生受訪，其中

有 5 名園生未曾參與過本審議制度，其餘 4 名園生皆參與過本審議制度，但參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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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審議委員的角色，僅有園生 T10 另外多了擔任被審議者的經驗；雖然全家園仍

有 6 名園生並未有參與制度的經驗，但在受訪前皆透過研究者再次說明及同儕的經

驗分享，大致瞭解審議制度的設計脈絡及運作方式；在受訪成員當中 T01、T02、T10

名此 3 名園生同時擁有擔任審議委員及被審議者的經驗，在會談中也分享了許多參

與時的感受與經驗，考量受訪者個人資料保密性，受訪者皆以代號代表，相關資料

及代號如下表 3-1-2。 

表 3-1-2 受訪在園生資料 

園生 性別 參與經驗 資料蒐集方式 代號 

在園生 1 男 審議委員、被審議者 深度訪談 T01 

在園生 2 男 審議委員、被審議者 焦點團體 T02 

在園生 3 男 皆無 焦點團體 T03 

在園生 4 男 被審議者 焦點團體 T04 

在園生 5 男 被審議者 焦點團體 T05 

在園生 6 男 皆無 焦點團體 T06 

在園生 7 女 皆無 焦點團體 T07 

在園生 8 女 審議委員 焦點團體 T08 

在園生 9 女 皆無 焦點團體 T09 

在園生 10 女 審議委員、被審議者 焦點團體 T10 

在園生 11 女 皆無 焦點團體 T11 

在園生 12 女 皆無 焦點團體 T12 

在園生 13 女 被審議者 焦點團體 T13 

在園生 14 女 皆無 焦點團體 T14 

在園生 15 女 審議委員 焦點團體 T15 

 

（2）工作人員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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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焦點團體的方式蒐集 8 名目前正於家園擔任社工員或生活輔導員職務的

工作人員（2 名社工員及 6 名生活輔導員），對於先前曾參與過此審議會議的經驗或

看法；但由於此 8 名工作人員中有 3 名工作人員屬新進人員，並未有實際參與審議

會議的經驗，故在訪談前先與其確認對於此審議會議細節的熟悉度，如：制度的規

劃、執行、相關規定及流程等，確認其對於制度的熟悉及理解程度後，再邀請其一

同進入焦點團體，分享其對於此審議制度的看法與理解；其餘 5 名工作人員皆至少

有 3 次參與審議會議的經驗，而通常參與的場次多為自己主責的園生所發生的違規

行為；在訪談前為減少受訪者對於研究者同時為機構管理者而產生的防衛與擔心，

亦再次與其說明自身為研究者的角色，並詳實說明此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期待其針

對此審議制度提出修正的建議。在確認並澄清雙方的期待認知後遂開始進行焦點團

體，並針對相關資料進行訪談蒐集；受訪者皆以代號代表，相關資料及代號如下： 

表 3-1-3 受訪工作人員資料 

園生 性別 參與經驗 資料蒐集方式 代號 

工作人員 1 男 審議委員 焦點團體 W01 

工作人員 2 女 審議委員 焦點團體 W02 

工作人員 3 女 審議委員 焦點團體 W03 

工作人員 4 男 無 焦點團體 W04 

工作人員 5 女 審議委員 焦點團體 W05 

工作人員 6 男 無 焦點團體 W06 

工作人員 7 男 無 焦點團體 W07 

工作人員 8 女 審議委員 焦點團體 W08 

 

（三）研究資料收集 

1.以自編深度訪談大綱蒐集曾參與該審議制度之離園生參與經驗，瞭解其參與的感

受，以及針對審議制度修改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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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開園生及工作人員焦點團體：邀請男生家、女生家及家園工作人員辦理三場焦點

團體，瞭解其參與的感受、對目前審議制度之看法、修正審議制度之建議，以及對

於新的審議制度之期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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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編製 

一、內容分析編碼簿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蒐集與分析文章內容的技術，內容（content）泛

指文字、意義、圖片、符號、主題或任何用來溝通的訊息（朱柔若譯，2000）。本研

究將採用內容分析法，以審議會議之紀錄表為分析單位，將審議會議紀錄資料的進

行系統化的編碼與類別並製作編碼簿（Coding book），以歸納相關概念並將其類屬

化，藉此避免概念重疊的狀況；進而針對編碼簿所呈現資料趨勢進行相關論述及分

析，本編碼簿所分析會議紀錄之檢閱範疇及重點在於事件類型、因應結果，編碼類

別清單及說明如下。 

表 3-2-1 心棧家園違規審議事件編碼項目範疇 

變項 變項範疇說明 

事件 

1.無故未歸：未依家園規定或與工作人員約定時間返回家園行為。 
2.金錢交易：園生間私下進行不當金錢借貸、恐嚇或勒索行為。 
3.行為/言語霸凌或衝突：園生之間發生不當的行為或口語上的訕 
 笑、衝突、威脅及攻擊行為。 
4.多次未遵守作息：未依家園規定且反覆出現違反作息及晚歸行為。 
5.破壞公物：刻意破壞家園公共物品及設施設備行為。 
6.從事非法或危險行為：從事違反法令的行為，如：吸菸/毒、偷竊、鬥毆

等明顯違法行為。 
7.不服管教：對工作人員反覆出現態度不佳、屢勸不聽之衝突行為。 
8.攜帶違禁品：攜帶違反公約禁止的物品返回，如：菸酒、毒品、手機。 
9.其他：影響有關家園其他園生、工作人員相關權益的危險行為。 

因應

結果 

1.開立警告單：若開警告單則須請主責社工至家園討論離園可能。 
2.進紓壓室反省：進行一段期間的獨居隔離，使違規者進行反省。 
3.禁家園生活權益：如：電腦、電視、電動及零用金使用權益。 
4.暫停參與活動權益：暫停外出參與休閒娛樂活動的權益。 
5.社區服務：打掃家園所在社區公共環境或至其他社福單位進行勞動服務。 
6.家園勞動服務：打掃家園內部環境及設施。 
7.罰鍰：以金錢賠償方式進行。 
8.繳交具體改善計畫：討論並撰寫正向積極的改善計畫書。 
9.繳交罰寫：針對違規事件罰寫相關法令與家園規範。 
10.其他：完成其他經審議會議討論出的積極改變作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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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編深度訪談大綱 

本研究在第二階段邀請曾經參與過園生違規事件審議制度的離園生進行深度訪

談，透過個別及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為避免受其他園生或工作人員的干擾，訪談

地點皆安排於家園的諮商室中，在過程中予以全程錄音。 

在針對離園生的深度訪談中，可以達到的研究目的有：瞭解先前參與審議會議

的角色、內容與經驗；瞭解對於園生共同審議制度的理解與認知；瞭解在參與審議

制度中的正/負向感受；認為現行參與審議制度中的風險與限制；針對目前審議制度

進行修正的建議等等；對離園生深度訪談大綱的研擬，請詳見附件六。 

 

三、焦點團體討論大綱 

本研究於第二階段邀請目前家園中所有園生及工作人員進行三場次焦點團體，

透過團體成員的看法及觀點，對於本審議制度提出現況檢討及未來改變，焦點團體

討論地點將安排於家園的團體室中，在過程中予以全程錄音，能夠解答本研究的目

的有：瞭解先前參與審議會議的角色、內容與經驗；瞭解對於參與園生共同審議制

度的理解與認知；瞭解在參與審議制度中的正/負向感受；認為現行參與審議制度中

的風險與限制；針對目前審議制度進行修正的建議等等。詳細的焦點團體討論大綱

研擬，請見附件七與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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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分析方法與研究嚴謹性 

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採主題式分析，主題分析法的目的，在於發現蘊含於文

本中的主題，以及發掘主題命名中語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內涵的過程；簡言之，

「主題分析」意即要從文本的書面敘說資料當中，尋找共同主題，並用最貼切的語

言來捕捉這些共同主題的意義(高淑清，2008)。編碼是將研究資料進行範疇分類

(categorizing)的過程，藉以找出相關資料中所具有的概念並且進行整理，找出概念之

間的關聯（李政賢、廖志恒、林靜如等人譯，2007）。 

由研究者親自將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的錄音檔案，逐字逐句的轉譯為逐字

稿，以進行本研究的資料分析編碼與詮釋。研究者參考高淑清(2001)「主題分析流程

圖」，中七個具體的分析步驟，作為本研究的資料分析，說明如下： 

（一）步驟一述說文本的抄謄：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的錄音檔，逐字稿繕打謄錄。 

（二）步驟二文本的整體閱讀(整體)：研究者初步對於整個文本中受訪者經驗的描

述，並與研究者本身主觀感受初步反思。這些文本包括審議紀錄、深度訪談

逐字稿、焦點團體逐字稿。 

（三）步驟三發現事件與脈絡視框(部分)：研究者就初步理解，就文本中的訊息，加

以編碼和註解。 

（四）步驟四再次閱讀文本(整體)：研究者藉由反覆閱讀文本內容，再次增修理解與

省思，幫助研究者再次看見受訪者資料意義的整體。 

（五）步驟五分析意義的結構與經驗重建(部分)：研究者把文件、深度訪談及焦點團

體所得資料，分析其對於審議制度探討的意義；以及受訪者的主觀經驗和研

究者實務經驗間對話，以達到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發現。 

（六）步驟六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整體)：研究者反思研究主題，回答研究問題。因

此，確認研究結果討論的主題組型，以回歸到受訪者的參與經驗。 

（七）步驟七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請教指導教授幫助研究者產生新的洞察與理

解，關注到研究品質的嚴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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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嚴謹性 

質性研究常被批判為印象的、主觀的及充滿意識形態的研究方式，也常被譏諷

是一種不夠嚴謹及客觀的研究方式（潘淑滿，2003），因此，如何提升研究的信效度

也就成為質性研究相當重要的部分，本研究將依照 Lincoln & Guba（1985）所提出的

可信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等四項原則（引自潘淑滿，2003），透過受研究者參與研究條件的

在確認、將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的訪談結果確實轉謄為逐字稿、將研究結果與指導

教授、相關領域學者及實務專家進行討論、閱讀與相關研究的文獻資料來彌補自身

的詮釋偏誤等方式，藉此來加強本研究的信效度及嚴謹度。 

（一）可信性（credibility） 

確實性相當於量化研究中的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是指研究者所理解的

程度與受訪者所表達的意思相符，達到研究者期待觀察到及理解到的。故在本研究

中，為了達到確實性之目標，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除清楚表明自己的身分及研究目

的外並於訪談時保持敏感度，針對不清楚的地方適時多加詢問及澄清，並予以註記，

亦將所得之受訪者資料進行交互檢驗，並時時檢閱國內外文獻資料，以避免誤解受

訪者的想法，確保本研究資料的確實性。 

（二）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可轉換性相當於量化研究中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意即研究中可推論

性的部分，係指本研究之結果可用於其他情境中，以達可轉換性之目的。本研究將

除了持續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亦將針對在兒少保護與機構安置相關研究領域學有

專精的指導教授、相關領域學者及實務專家，透過其深入描述或分享，以提高外在

效度，使得本研究資料所蒐集到的資料能有精準的文字撰寫，更能將研究結果推行

於其他兒少安置機構當中。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可靠性指的是研究的內在信度（Reliability），研究者在研究中若須達到研究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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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應將整個研究透明化，包括研究程序、資料蒐集策略、資料分析方法等思考

過程，清楚說明及描述，以促進研究的可靠性及正當性。研究者將先與指導教授進

行討論，在計劃書口試後，亦將參考口試委員的意見，調整訪談大綱的內容，以確

保本研究在選取受訪者、訪談、文本繕寫及分析的每個步驟，都可以達到一致性，

並且在每個訪談過程中清楚解釋研究目的給受訪者瞭解，使受訪者瞭解研究目的與

問題，參與研究和提供適切資訊，達到本研究的可靠性。 

（四）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可確認性指的是客觀性（Objectivity）的部分，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透過不斷

與受訪者互動之方式，以確認受訪者所想要表達的想法與意念，避免誤解產生，並

適度簡述受訪者的陳述語意，確認與研究者所接收的想法無誤。所以，研究者在本

研究分析過程中，研究者仔細比對受訪者想要表達的內容，察覺是否有誤解或矛盾

之處，也適當回應，避免發生研究者的臆測或曲解。過程中也盡可能將文本詮釋資

料交給受訪者確認，以加強本研究的可證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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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 

因質性研究所研究的議題大多是與社會中的弱勢族群中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

而研究者本身往往又是主要的研究工具（research instruments），因此許多時候會因為

研究的需要而深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領域當中，藉以深切的了解其生活經驗與內在

世界，也因此更容易因為研究者本身的角色而產生權力關係及倫理危機（潘淑滿，

2003）。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2012）通過「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其中

提到，社會工作研究應該比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更重視受訪者的尊嚴、自願

性以及保密性，尤其在研究過程研究者要更注意研究過程中的權力關係，降低研究

傷害。 

而本研究主要研究場域為兒少安置機構，且主要研究對象為機構中的園生及工

作人員，為了提供研究對象及單位的安全及隱私，也避免研究觸犯相關法令及行政

規定，也因此更需要注意並遵守研究倫理。本研究參照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規範

的研究倫理實踐準則，作為研究倫理的檢視指標，說明如下。 

（一）知情後同意與受訪者自願參與 

任何以人為主體的研究，告知後同意是一個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倫理原則，研

究者是否充分的告知被研究者，如：研究目的與內容、被研究者可能被要求什麼、

研究可能會發生的風險與收穫、資料處遇過程中的保密措施、中途撤銷的同意權、

讓被研究者了解研究者的身分及贊助單位等與即將參與研究的相關訊息，使其有能

力去決定是否願意持續參與研究。本研究在訪談開始前，向受訪者清楚說明本研究

的內容，並充分告知受訪者參與本研究的權益及潛在可能的風險，在受訪過程中均

可依其自由意願終止參與，不受到任何限制。研究同意書內容也敘明上述重要權益，

由受訪者簽名確認其自由意願，所製作研究參與同意書，請見附件四。 

（二）隱私與保密 

由於質性研究經常是直接進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中，也因此深入的了解被

研究者的想法、信念及價值觀，因此為了避免影響其後續的生活狀況，對於個人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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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資訊的保密也成為了最重要的倫理原則之一；因本研究所研究場域及對象即為兒

少福利及權益保障法所的保護安置個案，在法令的規範下更應注意個案隱私訊息的

保密與權益維護，如：個人相關資料均以不可辨認受訪者本人身分之代號作為代表，

以避免受訪者遭指認，而有不必要的困擾；而受訪者的聲音、肖像、訪談之錄音內

容僅作本研究之用，不會公開及外流，以免違反相關法令。 

（三）最小傷害 

因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家園現行審議制度進行修正規畫，為使家園在園生之生

活受到最少干擾及最小傷害的威脅，故將分別蒐集在園生、離園生及工作人員之訪

談資料；因修正後的制度仍將持續於家園中實行，對於家園的園生及工作人員未來

的生活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研究者除了要珍惜執行研究的權力，也更應該

要去注意並避免這種權力關係所帶來的誤用與傷害。 

（四）真誠不欺騙 

  本研究者將誠實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內容及未來可能運用的範圍，研究的

主要目的是希望蒐集受訪者的參與審議制度的經驗、感受與建議，並一同探討如何

進行轉型修正，進而使本制度更加完善成熟，因所需探討的內容並無負向意義且對

於兒少權益及基金會服務價值皆有顯著助益，故研究結果亦不需要以欺騙的方式保

護或影響受訪者。 

（五）互惠關係 

對於研究參與者無私的參與及協助，並奉獻自身時間、心力來提供本制度更完

善的轉型建議，故研究者給予 200 元禮券做為回報，藉此回報研究參與者對於本研

究的協助（潘淑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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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期程 

本研究從 2017 年 11 月執行至 2018 年 8 月完成，期程中持續進行國內外文獻資

料的閱讀及收集、技術報告構想書提出、現行審議制度的資料紀錄分析、技術報告

計劃書審查、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的執行、審議制度修正方向提出與調整、技術報

告提交，相關工作期程。整個研究完整的研究期程，如下圖之說明。 

  時間 

 

        

工作項目 

2017 年 2018 年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國內外文獻蒐集

與閱讀 
＊ ＊ ＊ ＊ ＊ ＊ ＊ ＊ ＊ 

 

技術報告構想規

劃書提出 
＊ ＊        

 

現行審議制度紀

錄分析 
＊ ＊ ＊ ＊      

 

現行制度相關文

件資料分析 
＊ ＊ ＊ ＊      

 

技術報告計畫書

提出及審查 
    ＊     

 

與離園生進行深

度訪談 
     ＊ ＊   

 

在園生、工作人

員焦點團體 
      ＊   

 

提出修正調整現

行審議制度 
      ＊ ＊  

 

技術報告提交與

修改完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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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預計執行可行性及風險評估 

本研究之研究場域為心棧家園，研究主題為家園現行制度，而研究者目前亦擔

任心棧家園的主任一職，因此本研究在執行上可能會遇到的風險、問題及解決方式

說明如下： 

一、研究風險及倫理議題 

（一）研究單位支持度 

因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家園現行違規事件的處置審議制度進行探討，雖然在研究

前已獲得受研究單位同意，但在研究過程中可能會對現行制度有所檢視甚至是提出

挑戰，因而可能會影響受研究單位的意願並造成執行上的風險。 

（二）研究者角色位置 

因本研究者為擔任研究單位的主管職務，亦為此制度的執行成員之一，因此在

與離園生或家園工作人員進行訪談時，可能會因為自身職務的權力及位置而讓受訪

者有所擔憂焦慮，不易陳述真實的資訊與想法，因而造成資料蒐集及研究分析的偏

誤及風險。 

（三）資料蒐集與保密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為家園目前或曾經收容的園生，因其身分皆為縣市政府

所轉介的少年保護個案，故在研究資料的蒐集及保密上更應該以較縝密的方式處

理，避免受研究者過度易於辨識，進而保護其隱私。 

 

二、風險因應及解決方式 

（一）研究對象 

為避免受研究對象受到研究者角色位置及權力關係的影響，本研究的深度訪談

將針對曾參與過審議制度的離園生來進行，在研究前充分告知研究內容、目的及其

相關權益，期待在減少權控關係及告知同意下的研究背景中，可能得到較客觀中立

的研究資訊，並提供本審議制度較完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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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與保密方式 

為避免受研究園生、工作人員身分曝光並維護其權益，故在研究過程中所獲得

的相關訪談資訊及足以辨識身分的相關資訊皆須以化名或代號處理，並將之視為機

密文件，僅供本次研究使用，且相關影音資料檔在資料整理後予以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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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針對 2017 年家園所進行的 18 場園生違規行為審議會議之執行內

容、審議結果、參與經驗感受以及針對制度所提出的轉型建議等部分進行探討；在

現行審議會議執行狀況的部分，主要透過紀錄表單的內容分析來統計並理解執行狀

況，而在實際參與的經驗、感受、想法或建議部分，則是透過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

的方式來蒐集曾參與過或對本審議制度相當熟悉的 15 名在園生、3 名離園生及 8 名

機構工作人員先前參與時的感受及經驗。本章分成五節進行說明，第一節將檢視 2017

年審議制度在家園中所運作及執行狀況；第二節將討論在園生的經驗及觀點；第三

節將探討離園生的經驗及觀點；第四節將理解工作人員的經驗及觀點；第五節將綜

合本研究的發現，針對兒少安置機構中管理權與表意權的拉扯、不同參與者對於本

制度的認知及理解、共同審議制度轉型應考量的重要因素等進行綜合討論。 

第一節 現行審議制度執行狀況 

2017 年間家園共有 18 件重大違規事件進入園生共同審議會議中進行討論，相關

處置決議內容亦於會後載明於處置紀錄單中，故本節將先針對此 18 案之紀錄單內容

來呈現簡易的次數統計，藉以了解 2017 年審議制度中違規事件及相對應之處置次

數、頻率及內容，並藉此理解執行狀況並進行延伸討論。 

 

壹、違規事件之處置紀錄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進入家園審議會議之重大違規事件總計有 18 件，其中

違規事項多為攜帶違禁品、抽菸、偷竊、攻擊、出入不良場所等行為；而對應的處

置作為多為相關權益的禁止與剝奪、家園或社區勞動服務、罰款、罰寫及居住紓壓

室等；每個違規事件都可以合併不同的方式進行處置，故去年 18 件的違規事件中合

計共有 56 筆的處置作為，研究者以此做為母數進行次數分配統計，藉此了解處置方

式的狀況與頻率，相關處置內容紀錄統計資料如表 4-1-1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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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心棧家園 2017 年違規審議事件處置紀錄 

編

號 日期 事件 違規 
園生 

有無

陪審

園生 

審議/處置結果 

開警

告單 
住紓

壓室 
禁止

權益 
暫停

活動 
社區

服務 
家園

勞動 罰款 改善 
計畫 罰寫 其他 

1 02.10 
攜帶 
違禁品 Ａ V V V V V V   V   

2 03.02 
攜帶 
違禁品 Ｂ V V V V V V V  V V V 

3 03.05 
攜帶 
違禁品 Ｃ V   V   V  V  V 

4 03.09 
多次挪用

車資 Ｄ V   V    V V  V 

5 05.23 
違法行為

-偷竊 Ｅ V V  V  V  V    

6 05.23 
攜帶 
違禁品 Ｂ V V    V     V 

7 06.13 
攜帶 
違禁品 Ａ V     V V     

8 06.13 
攜帶 
違禁品 Ｆ V     V   V   

9 06.13 
違法行為

-偷竊 Ｅ V  V  V  V     

10 06.28 
出入不良

場所 Ｃ V   V        

11 06.28 
肢體攻擊

行為 Ｇ V  V    V     

12 08.08 
攜帶 
違禁品 Ｈ V          V 

13 10.06 
無故 
晚歸 Ｉ    V     V V V 

14 11.22 
攜帶 
違禁品 Ｃ       V V    

15 11.22 
違法行為

-抽菸 
Ｃ      V     V 

16 11.22 
違法行為

-偷竊 
Ａ       V  V  V 

17 11.22 
刻意欺瞞

行蹤 
Ｃ           V 

18 12.21 
違法行為

-偷竊 
Ｅ    V    V V   

 總計(N=56) 4 4 8 3 7 7 4 8 2 9 

 百分比 7.14 7.14 14.29 5.36 12.5 12.5 7.14 14.29 3.57 17.8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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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議會議之執行狀況 

在 2017 年所執行的 18 案處置紀錄中，除了可以看見次數的統計結果，亦可以

在紀錄及數字的解析上發現會議執行的時間、頻率、常出現的違規行為類別、陪審

園生的參與狀況及相對應的審議結果等；以下將針對處置紀錄的數據呈現及趨勢來

進行論述，以呈現出 2017 年審議會議執行的狀況。 

一、 馬拉松式的會議參與 

在此 18 案的審議紀錄中，可以從會議執行的日期發現，為考量會議執行效益及

人力成本，許多時候家園通常是累積了數案違規事件後，再由同一批審議人力一同

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因此制度相當重視參與成員的意見表達，且操作模式類式於司

法審議中的陪審制，所以在主席引導與帶領下，幾乎每案討論的時間大約都需要耗

費 1 小時以上；因此在 05/23、06/13、06/28、11/22 這四天的審議會議中，都在同一

天進行了 2~4 案的討論，尤以 11/22 當天晚上討論 4 案次為最多；而因為這樣行政取

向的考量，讓陪審園生在審議會議中常常需要耗費冗長的時間進行討論，倘若遇到

其身心理狀態不佳，如：缺乏意願、體力不彰、疲憊嗜睡等，也容易因此影響到審

議的討論品質。 

 

二、園生出現的違規行為 

進一步分析 2017 年家園中重大違規且進入審議會議的資料後，可以看見最常出

現的違規行為是攜帶違禁品進入家園（共計 8 件），其次為違法偷竊行為（共計 4 件）；

在攜帶違禁品部分，經此會議了解園生所違規攜帶之違禁品多為香菸及手機，在與

陪審園生充分對話討論後，除香菸仍為兒少福利及權益保障法所規範兒少應避免之

有害物質，故仍設定為違反家規之違禁品，但在手機的認定及使用上，透過這樣的

對話平台，也此相關使用議題帶入全園家庭會議中進行討論，並取消違禁品的認定；

除了上述兩項，大部分的違規事件則多與金錢運用、作息不穩有關，此兩類違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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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相對應的處置決議則顯得較為輕微並多以協助而非禁止的方式因應。 

 

三、陪審園生的參與狀況 

而本審議制度執行半年後，研究者曾於 2017 年 6 月底與全體園生們進行現行制

度的檢視與討論，園生們大致認同此審議制度的執行會讓違規行為的處置決定更為

客觀，但卻也同時提到了許多私人議題並不希望其他園生介入處理，故經工作人員

共同討論後，於 2017 年 6 月起，增加了違規園生是否希望其他園生加入審議會議的

選項，意謂發生違規事件的園生可以有選擇自己的違規事件討論是否需要加入陪審

園生的角色，倘若不希望自己的隱私曝光，也可選擇事件僅由工作人員及主任進行

審議討論；而在這樣的討論過後，自 2017 年 6 月底之後共進行 7 場次的重大違規事

件審議會，其中僅有一場申請陪審園生的加入，討論的內容為攜帶違禁品，由此顯

見園生相當在意個人隱私曝光的風險。 

 

四、決議與處置結果 

而因著上述的違規行為，會議後最常出現的因應處置為：撰寫改善計畫書及禁

止相關生活權益 2，兩項皆各出現 8 次，其次為執行社區/家園勞動服務等較正面的補

償作為來引導園生負起責任，共各出現 7 次，而最少出現的處置決定為罰寫，全年

度僅出現 2 次。較嚴重的處置作為（開立警告單、獨居於紓壓室）大多是發生在屢

勸不聽的累犯行為、違規情節嚴重甚至是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攻擊行為；由此顯見，

處置決議漸漸轉向以協助取代處罰的思維，也漸漸關注在問題行為的解決而非恫嚇。 

 

叁、審議會議後產生的改變 

從上述資料表中可以看見在 2017 年執行園生共同審議會議後，家園中的處置決

議之過程、處置選項、工作人員對處置的認知態度等，都因此制度而有所調整改變；

以下研究者就觀察到的改變進行說明： 

                                                      
2此處所指生活權益為自由外出、使用電腦、領用零用金等家園基本生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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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置習慣改變-合併式處置的減少 

在園生共審制度中，針對違規行為的合併處置呈現出趨減的狀況，除了編號 1

和編號 2 的違規事件採用了較多項（約 7~9 項）的處置作為，其餘違規事件的處置

項目減為平均為 3~4 項，顯見在會議中透過陪審園生的分享，工作人員逐漸意識到

某些處置對於違規園生的行為改善來說是較缺乏幫助的，且過多的處置作為對於問

題解決並無太大的助益，但卻會因此加重園生的負向情緒。 

 

二、處置態度改變-注重正向改善計畫 

在園生共審制度中，處置作為漸漸著重在建構正向改善計畫並為問題行為負起

責任的，檢視在 2017 年 18 案的違規事件中，共有 8 案違規事件的審議決定是規定

違規者須自行提出積極且具體的行為改善計畫，也就是自己可以為這樣的行為作出

怎樣的補償跟負責。 

 

三、處置方式改變-極富創意的處置決議 

在 2017 年園生共審制度針對違規行為的處理中，共出現了 9 次（約占 17.86%）

有別於以往傳統的處置選項，這些具創意的處置作為大多是由工作人員與園生一同

腦力激盪想出，例如：要求持續觸犯偷竊行為的違規園生進行存款計畫、提供作息

不穩且晚歸的園生更長的外出時間，但需要其針對外出行程進行時間管理報告等；

由此顯見在這樣的對話平台討論後，在參與成員集思廣益的發想下，許多處置決議

也更具備創意及實質意義，相較於無審議制度之前，違規園生對於處置決議也能有

更正向的理解，也較願意去配合併執行處置決議。 

 

四、處置觀念改變-換位思考的意識覺醒 

相較於上半年，在下半年的審議制度會議中，違規園生因為擔心個人隱私曝光，

幾乎都選擇不需要其他園生進入審議會議中一同陪審。但研究者發現，在下半年的

審議會議中，即便沒有其他園生一同進行陪審，審議決議多由工作人員及違規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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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進行討論，但處置項目仍持續減少且處置方式趨於正向創意，顯見工作人員的

處置觀念明顯改變，較能以換位思考的同理方式來協助園生面對責任並解決問題。 

 

肆、小結 

由上述資料彙整後發現，在園生共同參與的審議機制下，除了可以激發出許多

具創意及正向意義的作為來協助園生改善其違規行為，亦為園生的表意權提供了一

個展現的平台，但最重要的是透過潛移默化的方式，逐漸在改變工作人員對於處置

的觀念、認知甚至是直接的處置行為；但也可以在資料中看見，越來越多的違規園

生不希望其他園生進入審議會議中來審議自己的違規事件，這制度中所隱含的威

脅、風險與危機，亦是本篇研究希望去探討並進行改善的部分，故後續章節將再針

對參與成員的感受與經驗進行探討，藉此了解可以改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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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在園生參與審議制度的經驗 

本節主要蒐集在園生參與審議制度經驗，為考量時間、成本、效益且期待透過

團體動力的引導來讓每名在園生能夠更直接的去分享出個人參與經驗，故在園生的

資料蒐集上，除園生 T01 因個人時間較難與團體時間搭配而採用深度訪談法來蒐集

其擔任審議委員及被審議者時的經驗、感受及建議，其餘園生資料主要使用焦點團

體法，針對男女生家各進行一場次的焦點團體；受訪資料彙整如下。  

壹、參與審議制度的感受與經驗 

因著參與審議制度時的身分、角色及權利義務不同，園生在參與審議制度時往

往也會出現許多不同的正負向感受，而這些感受之間往往會造成「矛盾」、「難以抉

擇」的拉扯經驗，讓園生較難以適應；以下將針對受訪資料進行整理，以呈現出在

園生在擔任審議委員或被審議者時不同的感受經驗。 

一、擔任被審議者的感受 

因發生違規事件而以被審議者身分參與審議制度的園生，表達在參與本制度時

因著頻繁的討論及人際互動，心中也同時出現許多不同的經驗感受，以下將分為正

向及負向感受分別說明。 

（一）正向感受 

1. 終於有解釋說明的機會 

相較於未有審議制度之前，園生若出現嚴重的違規行為，隨之而來的處置作為

多半是來自工作人員間的討論或決議，也較少與違規園生進行討論，因此在運作此

審議制度後，多數出現違規行為的園生對於自己能夠表達說明，能夠有一個機會為

自己爭取權益是相當開心的。 

等有這個制度以後我們進來，提出自己的意見會開始被採用、討論…因為在

還沒有這個制度以前，其實我們園生說的話基本上生輔員就是聽聽而已，就

也不會真的去…。（T01） 

審判結果出來就是…比原本預料的還要好一點點…沒有這個制度可能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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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罰什麼都不知道，有可能連提都不能提。（T05） 

 

2. 有人聽得懂才敢表達心聲 

在審議制度中，因為有其他園生代表加入陪審，對於某些違規園生來說，不用

單獨面對工作人員，會產生一種比較安心的感覺，也認為自己在審議中所表達的意

見是有人能夠理解接納的，也因為這樣的感覺，讓自己更有勇氣去說明違規事件，

也可以表達出心中的想法。 

有時候我也不敢講，因為有些生輔員就是比較兇一點。所以這個制度出來的

時候就 ...有人陪著我可以一起講出我想講的話，講的話也會被當下做討

論…。有陪審員在…因為同樣是園生的關係吧，就是…也許就會變的比較敢

講出來啦。就變成如果我沒有園生的話...就沒有陪審人園的話就等於跟之前

一樣一個被審人員要面對兩個工作人員，啊他其實話也是講不出…。（T01） 

 

3. 園生可以幫忙自己爭取權益 

對於被審議的園生來說，雖然在審議中有表達說明的機會，但可能會因為說明

的時間有限、說明當下的心態緊張，或是因表達能力不佳而影響審議的決議，部分

違規園生認為，如果有陪審園生的加入，有可能去彌補這部分的落差，甚至也可以

用較優勢的觀點幫助違規園生爭取相關權益。 

有些園生就是…講了一些我有好方面的表現吧…用比較好的表現來讓我在這

個處罰不應該那麼重。（T01） 

可能詳細的沒有講到，阿如果園生在的話，園生可能會幫你講到，也有可能

會了解到詳細的情形…但在會議上如果只有工作人員，就會覺得自己不被重

視…會影響到你的懲罰結果…。（T11） 

 

（二）負向感受 

1. 審議制度有類法庭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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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園違規事件的共同審議制度主要是仿照歐美法庭中的陪審團制度，所以在

審議會議的執行流程中亦有許多類法庭的操作方式及司法氛圍，對於被審議的園生

亦會產生明顯的情緒感受，園生可能會相當認同這樣正式公開的機制，但也有可能

會因為「被審判」，而出現些許的負向情緒感受。 

就是沒有把這件事情當玩笑…就像你去法庭開庭一樣，本來法庭就是很莊嚴

很慎重，你也不敢笑什麼的，阿獎懲會也像是一個小法庭阿！（T04） 

只是這種很像法官…陪審團…會判決的方式…就是別人都會在你面前說怎麼

罰？怎麼罰？罰重一點或幹嘛的…讓人很賭爛(台語)…。（T05） 

 

2. 擔心審議內容無法保密淪為同儕笑柄 

因為在審議制度中需要違規園生清楚的去陳述違規事件經過、對於違規事件的

犯意說明等，所以在這樣的討論說明中可能會有許多個人隱私的呈現，而且在審議

過程中可能會遭受陪審園生的質問或檢視，對於許多違規園生來說，自己的隱私因

而曝光或受到其他園生的討論是一個很難受的經驗。 

我覺得壓力有點大…因為那時候我沒有選擇說可不可有園生陪同，然後就是

強制一定要有園生，你就會覺得說，我的事情被知道，就隱私問題…。（T10） 

覺得自己的事情被知道是一個很…很丟臉的事情…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只要

生輔員知道就好…。（T14） 

 

3. 無法信任園生執行審議的公正性 

為了瞭解違規事件經過及決定審議結果，所以在審議過程中有許多人際互動與

討論，而在這樣的討論中若陪審園生與違規園生之前已產生負向的人際互動經驗，

違規園生對於這樣的共同審議結果的公正性也會有較多的質疑，進而也會去影響執

行處置裁決的意願。 

有這個會議，然後就是會請園生進來…有一些園生就是有可能就是…結仇還

是什麼，會亂講一些話..我感覺其實蠻不好受的…譬如說今天抽到的園生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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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陪審人…抽到陪審人、被審人關係很好，阿會盡力去幫助他，就是…能罰

多輕就罰多輕，啊可是如果相反他們不好，他就會想就是類似報復吧…就把

他弄死。（T01） 

我們根本聽不出來他們講話的內容阿。而且可能有些生輔員在私下就已經跟

那個陪審園生說我覺得就是這樣處理，我們等一下就是…可能是私下串通

好…對阿，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可能中間過程中又加了一些什麼調味料…。

（T04） 

 

4. 無法信任園生有執行審議的能力 

由於目前審議制度的規劃上並未先針對陪審園生進行互動溝通、司法審判等相

關訓練課程，且許多園生並未清楚瞭解擔任陪審委員時的角色權利及義務，以致被

審議的園生也無法去相信這些被「隨機」挑選的陪審園生能有足夠的能力來判對事

件的是非，甚至是協助違規園生爭取相關權益。 

大家都覺得說陪審員只是在旁邊附和生輔員講的話…他只是在那邊附議！附

議！附議！（T04） 

園生代表…其實也…沒有用…基本上就是一個坐在那邊惦惦(台語)，另外一

個就是一直在那邊狂講…對我不利的。（T05） 

 

二、擔任審議委員時的感受 

因本審議制度是仿照「陪審團」的方式，於審議當天「隨機」抽出 2 名園生與

會，在會議中賦予與工作人員同等的表意及處置裁量權，由於這樣的賦權脈絡與操

作方式，許多擔任審議委員者的園生，亦表達在參與本制度時心中同時出現許多不

同的經驗感受，以下亦將分為正向及負向感受分別說明。 

（一）正向感受 

1. 需要替園生發聲的使命感 

因為陪審委員在審議會議中的角色類似「代議士」、「裁判員」，所以相對的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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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平常更多的權利與義務，也因為這樣的授權經驗，讓擔任審議委員的園生們可以

感受到更多的責任、榮譽及使命感。 

我覺得擔任這個角色就是可以幫園生…說一些…就是生輔員沒有看到的地

方…可以跟生輔員擁有快相同的權利，就是可以進來討論這個會議，就還蠻

好的。（T01） 

就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園生爭取權利…找出更好的方式來處理這個行為… 

覺得自己要客觀中立幫園生。（T10） 

我都是站在園生的立場想，所以大部分應該都是想幫他，應該就會看有什麼

機會可以幫助他減輕。（T13） 

 

2. 爭取以正向協助取代負向處罰 

因陪審委員同時也是居住在家園的園生，所以在審議討論的過程中更可以去站

在園生的角度進行同理，也可以使用感同身受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去提供正向協助而

非負向懲罰，透過這樣的討論甚至可以討論出一個對違規園生真正「有效」的改善

方法。 

等有制度以後，就是我們也開始有討論的權利，討論完懲罰有可能不會這麼

重，然後反而還可以去思考可不可以不要懲罰，換成一些…正向的鼓勵…。

（T01） 

我們可以站在園生的角度，去想這個園生…就是他不想要某一些懲罰的話，

我們可以另外找方式去做懲罰。（T10） 

 

3. 從參與中學習也引以為誡 

在擔任過陪審委員時因為需要全程參與審議的過程，所以除了看見甚至感受違

規園生的焦慮不安，也會知悉違規事件所對應而來的處置作為，對於擔任陪審委員

的園生來說，除了是一個參與式的學習經驗，也可以有警惕自己的效果，讓自己避

免發生同樣的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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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自己日後做錯事還有一個可以參考的例子…就是你看到他被審的樣

子，然後也會感受到他的壓力，也會覺得害怕，然後就是不會做這種事情。

（T12） 

 

（二）負向感受 

1. 終於有報仇的機會 

由於家園中緊密且頻繁的人際互動，所以許多園生之間難免也都會有負向的關

係或衝突經驗，所以陪審委員若在參與機制中受到這樣的負向經驗影響，有可能就

會影響自己的是非判斷能力，甚至會運用這機制所賦予的權力來給與報復，進而影

響審議的結果，甚至是造成更緊張的互動關係。 

看被審的人員有沒有…我很討厭他的…如果很討厭他…就很想把他弄到完

蛋。（T01） 

有可能那個人是我們身邊討厭的人…他就是弄到我，我可能會一直記恨，記

恨到看他什麼時候開獎懲…然後我們就想說，嗯陷害他好了。（T12） 

 

2. 避免惹禍上身遭受報復 

雖然擔任陪審委員的園生雖然知道在審議當下自己是被賦予許多表意甚至是審

議的權力，但在離開審議機制後自己仍會回到園生的角色，仍需要與被審議的園生

進行互動，所以在這樣的脈絡中，許多園生在審議會議上多半會採取沉默或消極的

態度來因應，以避免衍生而來的人際壓力或衝突。 

陪審的角色齁，就主要不太想要介入那個人的問題…就算你有表意權你也不

會想要運用…不想要介入別人的問題跟恩怨。（T02） 

當時我知道對方發生什麼事情，然後我加重他的處罰，然後如果我被他審的

話，就怕他也會加重…就會有點壓力。（T13） 

 

3. 避免過重懲戒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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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擔心自己往後可能也會產生違規行為而遭受其他園生的審議，所以某些園

生在擔任陪審委員時通常會預先思考到這樣的風險危機，所以有可能會選擇手下留

情，避免去提出過重的懲罰建議，而此審議制度的公正性也可能因為這樣的擔心而

受到顯著的影響。 

我就會想…要不要陷害他，但是通常我不會這樣想，通常就是…好吧，給他

判輕一點，日後好相見嘛…。（T12） 

 

4. 與我何干浪費時間 

為避免園生之間不當的權力壓迫或人際互動，所以目前陪審委員的產生皆是採

取當天會議開始前進行「隨機」抽選的方式，因此，許多被抽到擔任審議委員的園

生可能會因為參與會議的關係而排擠到自己預訂的行程計畫，甚至會產生一種被強

迫或剝奪的感受，也因此影響到他在審議會議中的參與程度。 

有時候自己的事情沒有做完，可是會被抽到，所以就一定要進來...有時候可

能會排擠到自己時間是很煩的（T01） 

 

貳、在審議制度中看到的改變 

在執行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後，家園在園生違規事件的處理及因應上，也有了許

多不同的經驗與作法，而不論是擔任被審議者或是審議委員，這些曾經參與過審議

制度的園生，對於這樣的作法也表示很高的正向認同；以下針對受訪資料進行整理，

以呈現出在園生在審議制度中所看見的正向改變。 

一、處置不再一言堂-展現園生「表意權」 

許多園生表示，在未有審議制度之前，園生在違規事件的處理過程中大多都是

由工作人員單方討論決定處置作為，都沒有讓園生有一個表達陳述的機會，更遑論

爭取權益的可能；但在審議機制的流程中，規劃了讓違規園生及陪審園生陳述的時

段及平台，在這段表意及溝通的過程中，違規園生除了感受到較被尊重，對於機制

中產生的審議結果也有較高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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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從之前開始就是…制度以前他們就是單方面的決定懲罰，等有這個制度

的時候變成有陪審員跟家園的主任進來做協調，就變成這件事情不會變成像

之前就他們說做什麼，就變成有很多可能。（T01） 

會講說我想要做這個處罰啊我理由是什麼…所以就會比較知道，工作人員就

是懲罰這個然後懲罰的原因是什麼…如果有陪審的話，就是會站在園生的立

場想。（T13） 

 

二、審議過程互相尊重-展現「賦權」園生 

許多參與過審議會議的園生都表示，在審議的會議平台上，可以感覺到工作人

員對於園生的意見表現出較高的接納與包容，在對話的過程中也給予園生較多的尊

重，除了詢問園生的意見，甚至會給予園生較多權利，雙方也會站在一起來合作思

考因應違規事件後的處置作為，這讓園生可以漸漸感受到自己在家園中是有權利及

能力的，特別是擔任被審委員的園生們，也感受到自己與工作人員較為平權，對自

己也產生較高的自我認同。 

參加這個會議就會發現其實工作人員很多其實都改變了，就是不像之前…我

們丟出來討論的東西…再被沒收，就是沒有討論…現在他們有時間就會盡量

幫我們討論出來…而且就算沒有進入這個會議也不是單方面的就直接丟懲罰

出來給我們，他會找我們討論。（T01） 

就是因為這裡我們不會分工作人員跟園生就只是會提出你對這件事的看法跟

為這個人爭取權益，或者去評斷他做這個要給他什麼懲罰，對呀，都是針對

這件事情會對於工作人員跟園生這種就是哪個權益比較大就說比較大話這

樣…工作人員會問我說什麼我對這件事的看法之類的。（T10） 

 

三、突破「處置」的傳統框架-展現家園以「正向協助」替代「負向處罰」 

審議制度的產生雖然主要是為了處理園生的重大違規行為及事件，是為了產生

若干因應的處置作為的機制，是一個透過工作人員與園生共同對話討論並進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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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的過程，在這樣的方式下，許多園生表達漸漸看見了處置作為的轉變與突破是

有別於以往的，如：處置的項目及強度逐減少、處置漸漸是以正向協助來取代負向

處罰，這對於園生來說更能夠正向看待家園的生活。 

（一）處置的項目慢慢減少 

透過此審議機制的操作，家園中的工作人員也漸漸去了解某些家園中既有的處

置作為對於園生的違規行為改善並無明顯的幫助，甚至只會加劇問題行為的再度發

生，因此，工作人員也漸漸減少傳統的處置選項，甚至是發展出創新的、具個別化

的處置選項。 

從一開始罰四項，就慢慢減少到三項、兩項，要不然就一項…然後有些工作

人員也會覺得其實這樣一直罰好像也沒有用，然後就會想一些能讓我們改變

的方式。（T01） 

 

（二）正向協助取代負向處罰 

透過在審議會議中與園生進行的對話討論，家園中的工作人員發現運用傳統的

處置思維並無法減少違規行為發生，因此開始轉向思考，嘗試用正向觀點去協助園

生發展出改善問題行為的方法，而非反覆的以傳統且負向的處置禁制作為來因應違

規事件與行為。 

例如說開那個晚歸的案子，然後他們就想了一個方法就是…讓我一樣就是沒

有禁權利、禁外出什麼的，就還是一樣讓我出去、讓我學習自己時間的控制…

我覺得其實這種方法還不錯，因為就是之前就是被罰了很多次其實心裡也不

是很好。但是改這個方始以後就會覺得…我做錯這件事情我還可以外出，然

後他們就是讓我學習其實還蠻不錯的。（T01） 

 

四、理解與包容-展現園生對工作人員作為的瞭解 

相較於未有審議制度之前，園生在這樣的表意平台上增加了很多與工作人員對

話的經驗，也由於這樣正式的會議機制，許多溝通就必須要排除情緒甚至是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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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言，也因為這樣的過程，讓工作人員與園生之間多了許多理解與包容，也漸漸

能在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因此雙方的互動關係也更加的正向且信任。 

以前就是…講起來然後就…會越來越大聲，後面就是會跟生輔員吵起來對…

參加這個…就大概能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處理、會去思考，然後再講出你要

講的話…。（T01） 

為在這討論中工作人員會說為什麼要做這種懲罰就是會講明原因跟結果…會

講說我想要做這個處罰啊我理由是什麼，對呀，所以就會比較知道，工作人

員就是懲罰這個然後懲罰的原因是什麼。（T10） 

 

叁、審議制度中看到的風險與危機 

雖然共同審議制度看起來對於園生的表意、賦權及工作人員的處置觀念的轉

變，確實有實質上的正向幫助，但曾參與過制度的園生也在這樣的經驗中發現了些

許在操作上可能會遇到的風險與危機。 

一、人際關係成包袱-挑戰審議制度的公正性 

由於家園屬於中小型的安置機構，每名園生之間的互動都相當緊密，也會發展

出不同的互動關係，而當園生擔任了陪審委員時，可能需要審議的對象都是自己熟

識的園生，所以在擔任這樣的審議角色時，人際互動關係也確實成為一個影響審議

決定的關鍵因素，也著實的影響了審議的公正性。 

覺得有點壓力…覺得對方可能是你的朋友…然後…然後就覺得很有壓力…沒

辦法那麼客觀…會想說幫他減輕一點，盡量不要罰那麼重…。（T15） 

 

二、隱私曝光-挑戰審議過程的保密性 

因為此審議制度賦予園生擔任陪審委員的角色與權力，所以在過程中也理所當

然的有知悉違規園生行為的義務，因此，如果擔任審議委員的園生是抱持著窺探他

人甚至是洩漏他人的隱私的動機，這對於被審議的園生來說是相當大的風險，也會

影響到違規園生的陳述與表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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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如果抽到一些大嘴巴，會把那些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東西去曝光…就是

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東西可能他就會很順理成章地幫你推送出去…他可能事後

就會說反正你又不是我的誰，我為什麼要幫你保密，我只是身為一個委員幫

你講話而已。（T04） 

因為假如要去的話，應該是衝著八卦有興趣聽…因為我覺得就是這制度，有

點類似聽八卦…你就叫一個園生去審他，然後你一定會知道他的事情經過…

你這個園生有可能不小心就講出去了。（T12） 

 

三、無充足準備-挑戰審議參與的實質用意 

本審議制度為了避免園生之間有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或是造成負向的人際互動議

題，所以在陪審園生的指派上，採取審議會議開始前以「隨機」的方式抽選，雖然

這樣可以有效避免關係上的風險，但對於園生的意願及準備狀況來說，確實也造成

不少的風險，也因此影響到了在審議中的參與度。 

有一次的會議中，就有陪審員陪審到一半就睡著了…他第一次進來也不知道

要講什麼…所以也會影響到意願或表現這樣…。（T01） 

 

四、審議制度的現實意義-是處理改善或製造人際/行為問題 

由於陪審園生在違規事件的裁量及審議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權力及角色，所以被

審議的園生也會透過討好、威脅及利誘等方式來讓擔任審議委員的園生為自己說情

或是處以較輕微的裁罰，因此是否會讓此審議制度失去了改善園生違規行為的原

意，甚至是造成另外的人際或是行為議題。 

（一）虛假的人際氛圍 

因為此審議制度賦予了擔任審議委員的園生更多的權利與義務，甚至審議委員

的意見也可能會左右處置作為的選擇，因此即便審議委員及違規園生先前並沒有太

多的人際交流，但在這樣的機制下，可能也會造成違規園生私底下討好或請求陪審

園生，造成家園充滿了虛假的人際互動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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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譬如當審議委員的時候…就是會突然那段時間會跟被審議的人就是感情變

很好園生之前的關係是…就有這個制度之前大家可能就還好好的，但是有這

個制度之後就是大家就會開始攀某一個人的關係…本來關係不是那麼好，啊

怎麼會一夕之間就變這麼好?（T01） 

 

（二）有目的性的互動行為 

因為審議委員具有影響處置結果的表意及裁量權，因此也導致了陪審或違規園

生之間較複雜的互動行為，除了較理性討論或請求，有時甚至會出現具目的性甚至

是非理性的人際互動行為，如：賄賂、威脅等行為，進而造成家園額外的人際或行

為議題。 

他曾經犯錯，然後到這個會議裡面，有可能…來找你講話，你要開始去猜測

他是要來賄賂你還是真的要跟你當朋友…因為這就是還會引出一些糾紛啦。

就譬如說賄賂就金錢交易，我買飲料給你還是怎樣。（T01） 

 

五、園生表議不被參採-引起更多負向情緒的風險 

因為此制度給予違規園生許多表意的權利，所以許多違規的園生都會竭盡所能

的去為自己的違規行為進行合理化的說明，甚至也會去為自己應得的處置提供許多

不切實際的建議；倘若自己的意見並未在決議中得到採用，反而會因此產生更大的

情緒反彈，除了會質疑此制度的公平性，甚至會因此與工作人員產生更大的衝突，

進而影響自己與工作人員間的信任關係。 

就是委員就算他聽了你的意見他也不會採納你的阿…他也不會照你的意思去

做啊，你希望是那樣子的，阿你覺得那樣對你有幫助，那他就偏偏會往另外

一條路，他覺得這樣會對你更有幫助阿…講了也沒有用阿，就講了他們就會

反駁你說阿你這樣子對你的幫助是什麼？…有點說你開這個會有什麼意義，

全部都照你說的就好了啊…多了一些討論空間，但你卻還是得不到生輔員的

青睞，就算你提了，他也覺得說阿隨便啦，你有提意見，我們當做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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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就好了…反正你有提就好，我們有討論阿，有討論，就這樣！（T04） 

 

六、無法實質平等-挑戰權力與職務的階級差異性 

雖然本共同審議制度的設計納入了園生的角色，也提供其表意甚至是處置裁量

的權利，但違規園生在參與本制度的過程中，發現在會議中仍可以發現違規園生可

能是對某些工作人員的恐懼或是顧忌工作人員的職務，所以在審議制度中仍無法充

分的去表達意見或是爭取權益。 

譬如說你在進來這個會議以前你就很害怕某個生輔員，那可是你進來剛好就

是那個生輔員是陪審的工作人員，有些話原本你要講，可是變成…變成就是

他在場你就不敢講，就變成那句話收回來了。（T01） 

那兩個陪審團，就還是沒有講話的機會啊…感覺有階級制度…就是地位問

題…就可能主任地位最大，再來其次是社工，再來生輔員，再來實習生，再

來陪審園生…就很像也沒有什麼幫助，就只是進來陪陪我而已，就只是讓我

減少壓力啦！（T04） 

 

肆、園生建議制度可調整的部分 

從以上的訪談資料可以得知，無論是參與審議的違規園生或陪審園生，都表示

在參與審議機制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許多負向感受、風險及擔憂，甚至有可能會

造成園生間或與工作人員間的互動困境，因此，他們也針對了此審議制度可以進行

調整的建議，整理如下。 

一、違規園生全程參與以提高公正性 

由於本審議制度的設計中雖然有提供被審議園生表達說明事件的時段，但違規

園生卻無法在審議討論的過程中列席，因此往往也對於審議的結果無法認同，甚至

自己是被這樣「黑箱」的機制所陷害，因此，提供被審議園生全程參與審議討論的

機會，似乎對於園生來說是比較客觀公正的做法。 

我覺得其實在討論的時候，被審人員…之前是都要出去啦，我覺得被審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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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待在裡面一起討論，因為這也是關係到他自己的權益啊。因為他在外面，

他也不知道我們討論的東西是什麼，可能他進來才知道，他也沒時間思考而

且在做討論的時候他在，他也可以當場做反駁，就譬如說他明明沒有這個意

思，而卻被誤解了意思…。（T01） 

生輔員還有主任們在園生開獎懲前都會在社工室討論那個方向跟處罰…阿可

不可以試著讓園生進去討論，讓他知道說我們現在討論的重點是什麼。（T04） 

我是覺得這樣全程參與比較好，而且他說像他在睡前跟他主責生輔員，就很

像是你跟你的律師，被告人跟你的律師討論說可能你出庭的時候他要怎麼

樣。（T05） 

 

二、設置常任的公正第三方主持會議 

在審議制度的設計中，雖然工作人員較陪審園生多出一名（1 名主任、2 名工作

人員、2 名陪審園生），但園生普遍都認為主任在會議中的角色多為會議主持及議程

執行者，在會議中的角色是相當客觀公正的，也是工作人員及園生之間的橋梁，因

此，建議繼續參照此作法，規劃設置一名公正第三人，常態性的擔任本審議會議主

持人，以利此會議議程的進行。 

就在中間，就是他屬於…不是幫園生也不是幫工作人員，就是總理，就是譬

如說有些疑問沒有提出來的話他會提出來問我們…我覺得沒有主任我怕…講

一講有可能就偏離...就是會變成這個會議會變成...可能前面講的有點不公

平，就是園生就有可能被工作人員的氣勢還是怎樣就被壓走，就變成他也比

較他會講更不出來。（T01） 

我覺得擔任被審者會有壓力…我覺得可以多出一個項目是被審人跟主要負責

的人，可能主任去談論這件事情，因為可能對園生會不敢講，或者是會覺得

自己的隱私…所以我覺得可以去當被審的人可以跟主任稍微討論，主任感覺

我覺得啦，我個人覺得比較公平。（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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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免洗門風式的審判宣告 

對於違規園生來說，審議結果需要向全體園生宣布的作為是相當侵犯個人隱私

甚至傷害自尊的做法，更有可能讓違規園生遭到其他園生的取笑，此舉非但無助於

違規行為的改善，更有可能加劇與工作人員之間的緊張關係。 

有些事情不想讓其他園生知道，但是這個會議開完，就是會公布給大家知道

內容是什麼…到後面覺得這樣一直公布很沒有隱私…我覺得結果的公布就是

要看個人啊，就是要公布前要問他有沒有這個意願，因為其實有些人覺得公

布沒差，可是有些人就會覺得這是他的隱私不想讓別人知道，覺得就會很丟

臉…我覺得他貼出來啊有些人會就是笑：「啊哈哈哈，你怎麼被記了」…對於

被審的人是一種傷害…就是如果開…我們懲罰裡面有開立警告單，我覺得也

就是開完他自己那邊留一份，可是我覺得可以不用貼在外面啦…。（T01） 

 

四、加強審議會中的說明與回應 

由於違規園生在本機制中並無法全程參與討論，所以往往會對於審議的結果抱

有質疑，因此，除了思考是否讓違規園生可以有全程參與的機會，也必須要加強工

作人員對審議決議進行說明及回應的能力，藉此也可以讓違規園生更加理解工作人

員的想法，進而改善彼此的關係。 

老實說我每次看獎懲我心裡都會有十萬個為什麼…都會有比較多的問題就會

想說：奇怪，怎麼到最後會議會變成不是我想像的這個樣子，我最希望的結

果怎麼不是我希望的，我就覺得說我的意見怎麼沒有被採納，就蠻多為什麼

的，怎麼感覺這個獎懲委員會讓我感覺更迷糊了。（T04） 

阿如果就是工作人員還是覺得這個不好的話，也是一樣去講說這個缺點在哪?

我覺得這是比較主要的一個點…。(T06) 

 

五、被審議者意見得以有尊重和實現的可能性 

為了讓違規園生的表意作為得到更實質的回應，也許工作人員可以去思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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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或彈性去試行他自行提出的建議作為，除了讓違規園生更加認同此審議機

制，也可以讓他去為自己的違規行為做出思考，思考應該如何負責或補償，此部分

觀點亦為改善違規行為的關鍵重點。 

園生想了一個他自己覺得很有建設性的方法，何妨不去討論看看，或者去實

作看看，看這個方式有沒有效，做了一段時間看看再說嘛…可以朝著園生的

方向去試做啊…不做，你怎麼知道我不會改善…如果好的話就這樣下去啊；

如果不好的話就照你們那個方法，園生也沒辦法說什麼吧！（T04） 

 

六、是否參與陪審應該要尊重意願 

由於許多擔任陪審委員的園生都是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忽然的擔任這個角色

職務，也由於並非是自願性的參與，所以在參與意願及表現上就會出現明顯的落差，

所以在制度的設計上，應去思考「園生意願」的關鍵因素，缺乏意願的參與者，即

便進入了會議機制中，也可以會透過消極的沉默行為來進行對抗，如此也會失去了

表意制度設計的意義。 

我覺得要改成就是…自願的啦…一樣用抽的，可是抽完要看他有沒有意願…

因為有可能他要考試什麼的很忙被抽到，有可能他因為這個原因然後考不

好…有可能他心情不好，啊他進來都不講話…可能大家要有意願，這個討論

才會會有意義。（T01） 

 

七、被害人聲音被聽見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審議制度中，大多採取傳統的懲罰式司法觀點，較少以修復式司法的

觀點去關注到違規行為或事件中的被害人角色，因此無論是在審議會議進行的哪個

階段，都應該去思考被害人的權益保障或如何修補。 

被害者的權益…開會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提到被害者的聲音阿…要去多討論被

害者的這一塊，或者是被害人也可以加進來一起討論。（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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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針對園生違規事件所設計的的共同審議制度，對於家園中的園生及工作人員們

來說，都是先前未曾有過的參與經驗；而在此會議的規劃上，主要是以園生的「表

意權」展現為出發點，設計出一個趨近平權的對話平台來讓雙方可以進行理性的溝

通，進而互相理解包容，去除對彼此的不信任；因此，在此審議會議操作的過程中，

如何讓「賦權」園生，如何讓他們勇於展現表意，甚致更勝過在會議中討論出一個

「公平」的處置決議！ 

在參與審議的受訪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園生都表達，無論是在擔任「審

議委員」或是「被審議者」時，都可以感受到園生似乎較受到工作人員的尊重，因

此有了較大的發言表意空間，而在這樣共同討論的過程中，也同時敏感到自己在這

段操作的經驗中長出了許多正向的感受，如：勇氣、使命感、榮譽感等，在過程中

也可以有較多被支持、被理解的感受，因此產生了許多較正向的自我感受與價值感；

但許多園生也同時表達，在參與審議會議的實務經驗中，可以發現家園的確輕忽了

這樣密集、貼近且具目的性的表意平台設計，在操作過程中可能會造成園生需要去

面對許多的風險及壓力，如：負向的人際互動、個人隱私曝光、審議的公正性受到

影響等風險，倘若許多誤會雙方在當下無法清楚澄清，或是園生採用「無限上綱」

的表意權來與工作人員爭論，甚至有可能會再造成園生與工作人員之間的信任危

機，反而與最初設計此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馳；而這些危機與風險，都是家園全體工

作人員應該去正視並盡速修正的。 

在本訪談資料發現中，男性受訪園生在審議制度中多為違規者的角色，而女性

園生多為審議委員的角色，也因著參與的角色、參與的程度、表意的限制等因素不

同，所以彼此在參與權利與義務上的解讀及感受也不盡相同，被審議者或審議委員

的經驗感受及觀點也有可能有所偏頗；而園生所表達的看法或感受，是否可能也會

因為研究者身兼家園管理者的角色而有所保留？因此，後面章節將再針對離園生及

家園工作人員的經驗與觀點進行資料蒐集，以確保本制度修正的方向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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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離園生參與審議制度的經驗 

評估離園生因年滿 18 歲且已結案離園，在本研究訪談中所表達的感受經驗較不

易受到研究者同時為機構管理者的職務影響而有所保留，而讓研究者對於審議制度

的理解可以更為客觀中立，故特別將離園生之受訪資料於本節進行單獨討論。 

壹、參與的感受與經驗 

離園生先前在參與審議制度時，亦因為在會議中擔任的角色所賦予的權利及義

務不同，所以也會產生了不同的感受或經驗，在這些感受和經驗中也同時會出現向

或負向的感受；以下將針對受訪資料進行整理，以期待呈現出離園生當時在會議中

擔任審議委員或被審議者時的參與經驗，本節亦特別提出與在園生不同的參與經驗

來進行說明。 

一、擔任被審議者的感受 

以被審議者身分參與審議制度的園生，雖然會因為違規行為本身而受到工作人

員及陪審園生的審議而產生許多負向感受，但因此制度有別於以往的操作模式，被

審議者亦多了許多表意的機會，所以心中也可能同時出現正向的經驗感受，以下將

分為正向及負向感受分別說明。 

（一）正向感受 

1. 感受到自己是被協助 

由於園生之間存有一定的角色信任與同理，所以被審議的園生在審議的過程中

也可以去感受到擔任審議委員的園生，是努力的去站在被審議園生的角度思考，如

何去找到一個較為正向的協助方法而非只是想出處置而已，這對於被審議園生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正向支持與感受。 

像他們兩個在審議我的時候，就是會一直想要怎樣讓我變得更好...就是有幫

我想辦法…現在這個會議啊讓我覺得說，會思考要怎麼幫你這個人改變、改

掉這個習慣，然後幫你想的這些懲罰。（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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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為對話而彼此理解 

在這樣對話討論的平台設計中，被審議園生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去與工作人員進

行對話討論，也因為這樣的對話表達，被審議園生更能夠理性的去傾聽並正向思考

工作人員所考量的重點與想要改善的部分，如此除了關照到被審議的園生情緒之

外，更可以讓正向看待，將處置決議視為協助作為。 

可以讓被審議的人因為在這樣子的討論說明之下更了解…然後可以省思自

己…他們也幫我想了很多…能改掉我挪用車錢的壞習慣…就是能理解他們，

這些懲罰是對我好的，這樣罵我也是為我好…。（T16） 

在裡面的園生也可以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然後去了解說工作人員終究想要

表達的是什麼…就是工作人員的想法吧…。（T17） 

 

3. 較能接受審議後的決議 

相較於未有審議制度之前，園生對於工作人員提出的處置決議通常都會有較大

的負向情緒及習得無助感，總認為自己只能被動接受工作人員的意見，但在審議制

度的討論後，園生對於透過討論出的審議結果除較能接納，也能夠保較正向的希望

感。 

我覺得我蠻支持這個，就是心裡面會告訴自己說，出來的結果不一定會比原

本想像的這麼糟…也會期盼有一個很好的結果。（T17） 

 

（二）負向感受 

1. 互動關係決定了一切 

因為家園規模屬於小型的兒少安置機構，所以園生之間的社會距離相當親近，

以致於許多被審議的園生對於自身違規事件之審判公正性有相當程度的不信任感，

會認為若被審議的園生與擔任審議委員的園生平時保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就可以得到

較輕微的審議結果，反之，若互動關係不佳，就有可能得到較嚴重的審議處置結果。 

有一些人如果跟被審人關係很好，可能就是在參加的時候就會去幫他，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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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以讓他不會被受處罰的提議；不然就是如果剛好那個人很討厭被審人，

可能會提議一些，會讓他不好的提議啦。（T16） 

 

2. 類司法審判的感受壓力 

類似於司法審議的模式，本審議會議以陪審團共同審議的形式來針對違規事件

進行討論，被審議者需要同時間面對許多工作人員及園生，除了人情、隱私曝光的

壓力，這種被類司法式的公審，感受也常常帶給被審議園生很大的心理壓力及負向

情緒感受。 

不想要人那麼多，感覺很有壓力…會感覺被受審判的感覺…就很像在開法院

的那種，一堆人，然後你就感覺很不敢講，想講的話全部都又憋回心裡面這

樣…我覺得只要有被審人，然後主責社工、主任、生輔員這樣子就好。（T18） 

 

二、擔任審議園生的感受 

在 3 名離園生中有 2 名離園生曾擔任過本制度的審議委員角色，相較於在園生

們，他們更能夠以「學長姐」的角度來進行換位思考，也能以較正向的角度的看待

這制度所帶來的「賦權」與「尊重」；雖然他們在參與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很多正向

的感受，但他們也確實提出了擔任審議委員時可能會遇到的負向感受與經驗，以下

將感受分為正負向分別進行說明。 

（一）正向感受 

1. 因賦權而長出的角色使命與勇氣 

在審議會議的執行過程中，因為「賦權」機制讓園生有機會擔任代議士的角色，

讓參與的園生可以因此產生「使命感」及「榮譽感」，更讓園生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與

工作人員有一樣的權力，也因為這樣正向的感受，讓陪審園生有更多的勇氣去說出

心裡的看法與感受。 

進來的時候就會認為我可以幫這個人一起解決這個問題…幫忙其他園生所發

出…比較公平公正的聲音…因為我覺得在裡面是平等的…我不會比如說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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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現在前面是主任，還是更高職位的人等等，我就不敢去講，我覺得我不會。

（T17） 

 

2. 被工作人員充分尊重與採納 

因為審議會議最初設計的理念就是「平權對話」、「理性溝通」，所以參與審議的

陪審園生表示，在審議會議互動的過程中，即使自己會有些害怕或擔心不敢針對審

議進行發言，但工作人員仍會充分詢問自己的意見與看法，甚至給予相當程度的審

議決定權限，因此可以去感受到工作人員對自己意見的尊重與採納。 

我會覺得進來裡面就是討論事情…而不是就是以那個職位去分說你現在不能

講話這類的…那個時候會是覺得我就是跟他們對等…在最後一個階段的時

候，主任還會對說我們說，那你對這次的那個判決你有沒有什麼…有沒有什

麼意見，會不會覺得判太重…我覺得這是好的（T17） 

 

3. 從「參與」中得到體驗與學習 

曾擔任審議委員的離園生們皆表示，在會議中可以有許多學習或體驗的機會，

除了學習傾聽被審議園生們對於違規事件的說明與想法，然後以同理心去替違規園

生設想出協助他們的方法，也可以在這樣的參與對話中學習到工作人員處理事物的

邏輯、方法與技巧。 

當自己在審議別人的時候，會想到說如果我是站在他的這個角色的時候我為

什麼會這麼做，那我這麼做的理由，就是有沒有涵蓋別的…。（T17） 

就是陪審團可以學到主任、生輔員他們的問答技巧…也可以知道被審人他們

的態度、他們的心態是如何…。（T18） 

 

（二）負向感受 

1. 無意願的參與只會讓制度淪為形式 

因為陪審委員的挑選是以隨機抽選的方式來任命，較無法考量園生參與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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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願，所以在執行的經驗中也曾抽到缺乏意願的陪審園生，也因為這樣的前提，

導致陪審園生在參與中產生許多負向情緒，甚至會選擇以沉默的方式來因應，造成

這樣的陪審員制度變成名存實亡的形式。 

我被抽到的時候就覺得很不爽阿…就想說怎麼是我，然後感覺很浪費時間…

因為覺得是別人的事情，那我幹嘛還要進去…感覺我就是一個第三者，就是

一個局外人，然後為什麼要突然要參一腳這樣，有點多此一舉，就讓他們自

己解決就可以了…。（T18） 

 

2. 評論他人的私事而產生反效果 

雖然陪審園生本身是抱持正向的「使命感」及「榮譽感」來協助被審議園生，

但由於是在評論被審議園生的違規行為或事件，難免會有一種在「別人傷口上灑鹽」

的感覺，也擔心會因此讓被審議園生的負向情緒加劇，而在這樣擔心下，審議委員

也較容易產生複雜矛盾的感受。 

因為我覺得這是別人的事情，如果一直去發聲的話…會擔心就是被審人會不

高興…我不敢講誒…我覺得那是他自己犯的錯我一直再去問別人說你為什麼

要犯這個錯，我覺得還蠻讓他情緒增大的（T16） 

 

3. 審判好友時的拉扯與為難 

因為家園的規模較小，人際互動的關係也較為緊密，因此在審議會議中常常也

會遇到陪審園生與被審議園生之間是好朋友的關係，在這樣的狀況下，陪審的園生

往往就會產生相當掙扎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想要維持客觀公正，另一方面卻又會擔

心影響到之後的互動關係，因此產生較矛盾為難的感受。 

恩…像如果說是很好的朋友，就會覺得說，我沒有辦法，因為你跟我比較好…

我就去偏袒你…可是我們又這麼好…可能會覺得不太好意思…會擔心影響到

那個關係…會有一定的壓力吧（T17） 

因為場次的那個被審人，就是我熟悉的…如果我講的話，會感覺很像在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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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覺在維護他，幫他講話說你要幫他罰輕一點這樣子…我覺得這種事情

應該由被審的人自己講吧（T18） 

 

4. 需費心因應其他園生的窺探行為 

由於陪審園生可以早一步的參與或知悉違規園生可能會得到的審議結果，為了

保護被審議者的隱私，所以參與審議的陪審園生也必須同時肩負保密的角色職責，

但有許多與事件無關的園生可能也會因著好奇窺探的心態，而向陪審園生探詢審議

結果，因此也更容易造成陪審園生的壓力及困擾。 

陪審團如果一踏出這個會議室的門，然後更其他的園生就會過來問陪審團

說，剛剛那個決議如何…就覺得…很煩，超煩…還要被其他園生來追問結果

是什麼，被問到你會覺得很煩，壓力很大。（T18） 

 

貳、在審議制度中看到的改變 

3 名受訪的離園生在園期間皆實際參與審議會議，也在會議中有很多的感受及

經驗，即使是自己未曾擔任的角色，也可以透過參與時的觀察、互動甚至是學習，

藉此來同理會議中園生的立場，也因為在這樣的觀察中，看見了本制度為家園所帶

來的正向改變；以下針對受訪資料進行整理，以呈現出 3 名離園生在審議制度中所

看見的正向改變。 

一、能正視園生表意行為 

在未有審議制度之前，發生違規事件的園生就算勇於去向工作人員做出解釋，

也常常會被工作人員認為只是在為自己進行「狡辯」或「脫罪」，甚至有可能因此遭

受更重的處罰，所以園生大多選擇不做解釋；但在此會議中，「清楚交代」是一個重

要且必要的環節，也因為這樣的設計，讓園生與工作人員間多了更多理性溝通的機

會。 

像在之前沒有這個會議啊…就是犯了一個違規一件事情…阿就是一直在解釋

的話，有些工作人員可能會覺得我們在狡辯…就是會覺得說你既然都已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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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了你一直來跟我解釋有什麼用…像有些人以前的話，他真的是要講可是又

沒辦法講，就只能默默這樣接受（T16） 

 

二、增加園生對工作人員的信任 

在未有園生共同審議制度的時候，處置決議多為工作人員討論訂定出，受處置

園生並無參與或對話的機會，因此與工作人員的關係多處於對立及緊張的狀態；在

有對話與討論的會議機制後，園生除了表達的機會，亦有更多的機會去學習傾聽並

同理工作人員的說明，也因此改變了對某些工作人員的偏見，顯見透過此機制也可

以去促進園生與工作人員之間的信任關係。 

這個會議我覺得也可以增加園生跟工作人員的信任啊…就像我之前很討厭○

○，但在某次我違規了，他就有來跟我聊，就發現原來他不是只會罵人也是

會去聽，去聽園生想要表達的話，對，也會耐心的給他一些好的意見和辦法…

可能就會經過這次的會議對這個工作人員改觀（T16） 

 

三、工作人員有機會傾聽園生的心聲 

因為本機制相當重視工作人員與園生間的溝通，所以在會議中陪審園生也可以

站在園生的角度給予說明甚至是提出建議，在這樣對話的過程中，工作人員除了可

以從違規園生的陳述中得到充分的資訊，更可以在對話中去傾聽園生們的心聲，進

而更了解園生行為發生的原因與動機。 

因為那個時候工作人員有問我們說那我們有沒有什麼看法…然後我那個時候

是有跟他們說，如果我是他的話…我可能會怎麼做…可能工作人員就會覺得

說，喔，因為我們和園生是站在同一個角度…說不定，被審的人也是就會這

樣子…然後這樣子去想的話，說不定我們講的也有一點說服力。（T17） 

工作人員在問這件事情討論很多很細…可以更了解被審人，對，為什麼要犯

這個罪…然後可以站在被審人的角度去想說要怎麼處置他會比較好這樣。

（T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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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症下藥的發展差異化處置 

因為共同參與的會議機制，工作人員可以更直接的去了解到園生對於舊有處置

作為的想法，也可以在這樣的對話中去嘗試站在園生的觀點，因著不同的問題行為、

個人特質或實質幫助等，發展出一個園生所認同也願意去執行的個別化處遇，也因

為注重「個別化差異」，讓園生更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被協助、被接納，而非

只是被「處罰」。 

在這種對話中，其實是可以去提醒工作人員他們的有一些的處罰其實是沒有

意義的…就是處罰就不再像是以往一樣，大家都一樣，反正就是會有個人化

的處罰，然後實際幫助到這個人改掉、改善啦…比如說我挪用公款之類的，

那我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每天要記帳。（T16） 

就是去做一些…可以真的去改善這種的事情吧…如果說他現在帶違禁品…阿

你扣他錢也沒有什麼用。（T17） 

在有這個…會議之前就是直接開了警告單…可是有這個會議以後就是會更了

解被審的人…事情的處理是比較公正，比較公平…工作人員其實會更了解他

到底是為什麼…然後就會做不同的處理或懲罰方法。（T18） 

 

五、透過對話及示範來進行機會教育 

因為此機制是工作人員及園生有許多的對話交流，而在這樣的交流中，工作人

員更可以去直接的在園生面前去練習、示範，並利用這樣理性互動的過程進行機會

教育，使得園生可以學習到傾聽、溝通、尊重等議題；特別是擔任陪審委員的園生

們，表達可以從工作人員身上學習到處理問題的方法與態度。 

畢竟工作人員都是已經出社會的人，所以他們可以比較瞭解說，這件事情在

社會上是多麼嚴重…提早去學到這些東西，我覺得是好的…。（T16） 

可以就是在評審委員會之中，可以不禁意的去學到一些…就是自己平常可

能…無緣無故不會去聽到的東西。（T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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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這樣的會議、討論而且還可以從中學習…學習主任跟生輔員在丟問題

的時候，那種問答的技巧…就可以學到比較好的表達跟溝通。（T18） 

 

六、利用團體動力引導化解互動時的尷尬 

因本制度採取的是一種團體討論及共同審議的模式，所以較可以運用團體動力

來引導或處理以往違規園生與工作人員一對一對話式的尷尬感受，若會議主席在會

議中可以妥善運用團體動力來減輕園生及工作人員的防衛心態，也能夠讓彼此更容

易說出心中的想法與感受。 

在當委員，或者被審議的時候，跟工作人員互動時…比較沒有這麼嚴肅吧…

會覺得是在聊天的感覺…比較沒有這麼重的壓迫感吧…也比較沒有這麼尷

尬…。（T17） 

 

七、讓違規者更能虛心接受處置決議 

在未有審議制度時，違規行為的處置決議大多由工作人員自行或幾名工作人員

討論決定，園生對此也有許多不滿，總認為處置決議是不公平客觀的，但在有此共

同審議會議後，園生會認為此決議同步參考了陪審園生的意見，顯然對於處置決議

有較高的接受度，也較正向看待並願意配合相關處置作為。 

自己也願意接受這個處罰，然後就好好的去改，就是被罰的人可以藉由這些

處罰跟會議去反省自己的錯，如果比較有動力的人的話，就會改掉這個壞習

慣。（T16） 

這麼多人一起參與其實是能夠更…更民主一點點…而不是說只採取一個人…

應該是說…就是自己比較能夠接納或接受這個討論出來的結果…因為我會覺

得這不是只有工作人員所表達的，而是園生也這麼同意…。（T17） 

 

叁、在審議制度中看到的風險與危機 

一、處遇個別化所造成的紛擾 

 



 

67 
 

由於此審議制度相當重視園生及工作人員間的討論互動，所以即使是同樣類型

的違規行為在討論的過程中也可能有不同的討論重點，如：動機原因、嚴重程度、

個人特質等，也因此產生了個別差異化的不同處置決議，若工作人員無法清楚向園

生說明評估重點或考量，可能就會導致園生之間的比較或爭議，甚至會認為家園的

處置行為缺乏公平性，因而造成園生無所適從的紛擾。 

就有另一個也跟我一樣，就是犯過這個錯的，他會來跟我抱怨說，為什麼你

罰得比我還要輕…所以，多多少少會出現那種，就是為什麼你跟我犯一樣的

錯，我的處罰是這樣，然後你的處罰是這樣...會增加園生之的一個比較…然

後糾紛。（T16） 

沒有制度之前…全部都是由工作人員直接去審判…工作人員可能會用一致的

標準去兼顧那個公平性…如果有會議制度以後我覺得恩難免會有一點不公

平…變成說那個處罰的內容跟什麼標準可能就比較會因為會議的討論有不一

樣。（T17） 

 

二、角色權力帶來的人際互動風險 

因為家園的安置規模屬小型安置機構，園生人數亦不多，所以在排除掉違規事

件的利害關係人後，大概可以預測哪幾名園生有機會擔任審議委員，有機會及權力

參與違規事件的審議，因此，在會議前這幾名園生都有可能會受到違規園生的賄賂

請託或威脅騷擾，也直接的造成審議委員的困擾及風險。 

因為被審的人已經知道陪審團是誰了…就是因為知道對方是誰了…所以就可

以有機會去請他幫忙，講好聽話這樣…就會有賄賂的感覺…或類似像被威脅

利用這種感覺…這個可能會造成這樣的風險。（T18） 

 

三、非即時性的會議造成不確定性 

由於此審議會議的組成人數較多，所以在召開上也需要去安排一個大家都能夠

參加的時間，但因為違規園生、陪審園生及主責工作人員都有各自不同的外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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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若要搭配大家都能配合的時間，會議的召開往往就會失去即時性，有可能是在違

規事件發生後幾周才會召開，這樣的行政操作限制也可能造成違規園生的心情忐忑

不安，一直處於一種不確定性中。 

我覺得比如說你當天發生，當天就要馬上把這件事情處理掉…如果我這樣一

直拖，我心裡壓力會更大，而且我會一天比一天還緊繃…會很不安…會不舒

服感…然後…我心裡面如果因為壓力大…會不想待在這裡，我可能就翹家

了。（T17） 

 

四、僥倖心態助長違規行為 

相較於未有審議制度之前，許多違規行為在審議會議討論後，大多都會得到較

輕微且具正向協助意義的處置決議，但有些園生似乎也因為處置決議的減輕而產生

了一種僥倖心態，也較不會對於違規行為所對應帶來的處置或影響感到擔憂或恐

懼，若產生這樣的僥倖心態，也較難以去修正出現的違規行為。 

有些被審的人阿，假如他的懲罰是很輕的話，就會有個僥倖心態說：「哇，我

犯了這麼大的錯只有這一點懲罰」就會覺得說，把懲罰都做完然後再來違規，

不要被發現就好…如果那個只是像剛剛講的那個僥倖心態那永遠都改不了…

像我那時候挪用很多次車錢然後被罰，很像是被罰，就是我記得那時候被罰

很輕啊，我也會有這個想法在心裡。（T16） 

 

五、參差不齊的參與動機造成傷害 

因目前審議委員的選定是以隨機抽選的方式產生，所以加入審議制度的陪審園

生他們的參與動機也較難以掌握，可能會有很積極投入並感到榮耀的園生，但也有

可能是非自願性、缺乏動機或是想要避開家園既定作息的園生，也因著動機的不同，

在參與中的態度及表現也因此不同，若存著較負向的態度，如：以聽取他人隱私為

樂、計畫性的去影響審議公正性等，對於園生及制度來說都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傷害。 

有些園生只是可能就是…有個奇怪的心態啊，就會覺得說…可以知道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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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然後去講啊…就會覺得說…很不希望就是園生加入這個會議啊…或是有

些只是進來吹冷氣阿，然後發呆，然後消磨晚自習的時光…有些還會去找那

個被審人，就是問跟他說我要怎麼幫你…我會幫你講話啊…怎樣的…就偷偷

串通好啊…。（T16） 

 

六、耗時費力又傷神 

因為規定重大違規事件都需要進入到園生審議制度中進行討論，所以不論是違

規園生或是擔任審議委員的園生，常常需要耗費自己私人的時間及心力進行參與這

樣的會議討論，但因為類似違規行為的反覆發生、需要同時集結相關園生及工作人

員與會、會議中針對事件的冗長討論等因素，對參與的園生及工作人員來說都是相

當耗費心力的一個過程。 

不好的影響是讓我可能會覺得會累吧…對啊，假如有園生一直累積犯錯，一

直開會的話多多少少還是會累…要花很多時間…他們會一直在擔任這個角

色，會很累…還滿浪費時間的…這個制度弄得太嚴肅了，太多人了…就會有

壓力…簡化一點…就是陪審團不用了…不用去花到其它園生的時間…其實只

要單純的，被審人，然後主任、生輔員。（T16） 

 

七、讓陪審園生成為代罪羔羊 

因為此審議制度的討論決議仍是為了制定違規事件的處置作為，所以在討論出

處置決議後，往往隨之而來的就是被審議者的難過、憤怒等負向情緒，由於園生與

工作人員之間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角色位階及權力關係，所以被審議者往往會只能將

此負向情緒投射在參與共同審議的園生代表們身上，造成陪審園生們的心理壓力，

因此陪審園生也成為了這制度下的代罪羔羊。 

就是有些比較不成熟的被審人啊，可能會就是一直在講那些陪審園生的壞

話…會說因為你們所以我才會變成這樣…會抱怨、會攻擊（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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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審議制度可調整的部分 

一、意願制/選任制的審議參與 

在此審議制度的設計中，無論是違規園生或是陪審園生，他們在會議中的「表

意」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但「意願」往往事影響園生是否可以積極表達想法的

關鍵因素，所以如何讓有意願的園生可以有機會去擔任這樣被充分的賦權角色，如

何讓沒有意願的人可以避免進入這樣的機制，規劃意願或是選任的機制，這對於制

度的完整性及有效性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 

所以我覺得…工作人員討論出來哪些園生是適合陪審團的…我們可以挑選一

批比較成熟一點的，然後我們加以一些訓練讓他做比較中立、客觀的陪審園

生。（T16） 

有些人被抽到就不開心…進來可能就…不會這麼的有耐心的去表達自己的意

見…可能就只會想說趕快結束…好像很多人都是這樣，進來然後什麼話都不

講，就覺得很煩怎麼一直多時間…我覺得可以採意願制…因為如果真的抽到

沒意願的人，對那個人來說要花掉很多時間在裡面…他也就會對這個委員會

覺得完全沒有意義。（T17） 

 

二、提供參與民主的相關訓練 

對於加入審議會議機制中的園生代表來說，需要去充分的執行表現出自身的審

議、判斷及陳述表達的能力，即使園生充滿很高的動機意願，但卻缺乏民主審議的

知能與技巧，那在參與的過程中往往也會產生許多挫折感或無法充分參與其中，因

此，相關民主及審議知能的培訓是相當關鍵的因素之一，倘若能充分提供園生代表

此部分的能力，必定也可以讓此審議制度發揮最大的功效。 

其實我覺得園生只要一個就好了…我覺得園生兩個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作

用…其實園生只要真的是有訓練的阿也會講的，一個就夠了…。（T17） 

 

三、避免公布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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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公佈審議會議的結果無非是想對全體園生達到提醒的功效，但在園生共同

審議機制的規劃上及在執行過程中，園生與工作人員間的表意討論及理性互動更是

此制度要為園生帶來的重要學習，因此，若此舉無法達到提醒，又可能去破壞到園

生與工作人員間的互動關係，或是造成園生間的嘲諷，也許是此制度可以去思考改

變的地方，就讓審議結果在會議中進行說明陳述及討論即可，避免這樣公開的方式。 

因為我感覺公開…對那個懲罰的人很沒面子…因為我覺得講的就是有些大部

分人都是有聽聽而已啊，也沒有說什麼…就是，應該也很少人會警惕自己說

不要犯這個錯啦!（T16） 

 

四、 被審議者也該有全程參與的選項 

目前審議會議的執行過程，僅有陪審委員有機會全程參與事件的討論，違規園

生只能對於違規事件產生的原因動機及自己如何解讀違規事件進行說明，並無法參

與到處置決議討論的過程；因此，為了避免被審議園生的誤解或情緒，也期待提高

違規園生對於處置決議的認同，提供違規園生一個全程參與的機會似乎也是提高審

議制度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可以先問…看那個被審判的人願不願意待在裡面一起…全程參與討論…有什

麼不服的地方也可以馬上講出來…畢竟那個被審議的人…即使他是被審判

的…他也可以為自己講…。（T17） 

 

五、 設置常任公正第三人來主持會議 

在審議會議的參與經驗中，園生認為會議主席在會議中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

除了能夠客觀的去參酌每個人的意見、降低園生與工作人員之間的尷尬及壓力，也

可以增加會議進行的流暢度，因此，規劃設置一名公正第三人來擔任會議主席，對

於此審議會議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我覺得因為就像是法院，每一場都要有一個法官…主任就是很像是一個…就

是類似主席這樣子…如果沒有主任…我覺得會亂掉…主任在的話會更公正…

 



 

72 
 

也會增加流暢度吧，不然我覺得時間會拖更長…。（T17） 

就是主任阿，他們就會問我們園生的意見，就說要怎麼處置他會比較好呢…

就會感覺你跟工作人員之間的權力阿…阿比較是一致的。（T18） 

 

六、 會後應對全體園生進行公民教育 

雖然在審議會議執行前與執行中需要去注意每個環節可能會形成的問題及爭

議，但如何去預想或處理會議執行後可能會衍生的壓力及風險也是相當重要的一

環，如何去設計規劃相關預防機制，或是針對全體園生在去進行民主相關的教育課

程，顯然也是此審議會議應去思考的重要議題。 

除了在會議上簽…要保密的文件…其實應該也要教育其它園生…不要去追問

這個審議的結果。（T18） 

 

肆、小結 

相較於目前在園生的受訪資料，此三名離園生在參與本制度時大多已接近成年

的年紀，而在本次受邀訪談時皆已離開家園並獨立生活，因此對於自身在機制中的

權利、義務及角色責任也會有多了許多成熟的觀點與解讀，此部分從他們的受訪資

料中皆能夠看出與在園生的不同。 

在此三名離園生的受訪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離園生在擔任被審議者時出

現的感受與經驗大多與在園生的陳述表達類似，除了有感到被協助、被理解、被支

持等正向感受，也有隱私曝光、懷疑審議公正性及類司法的壓迫感受等；但，相較

於在園生，離園生表達擔任審議委員時的感受經驗時，也更深入的去反思制度所帶

來的價值，如：除了看見此制度正式園生的表意行為；也看見此代議制度除了榮譽

感更應該重視「責任感」；更看見此制度設計中期待為園生們所帶來的「教育」意義；

另外，也關注到「意願」對於此審議制度來說，是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而在

這樣人際互動頻繁的審議機制中，所造成的人情壓力及僥倖心態甚至是讓陪審園生

成為工作人員的「代罪羔羊」，也是我們應該去正式且思考如何解決的風險及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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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受訪資料中也以較全面的角度來去提出此制度在規劃理念、行政操作等

層面所帶來的一體兩面的矛盾與風險，如：此制度造成的差異化處遇，對於被審議

園生來說是一個較有效且正向的處置決議，但對其他園生來說也許是會造成一個不

公平的負向感受；在行政規劃上，越想周嚴的去規劃會議細節，就越可能造成會議

的冗長、無效及缺乏即時性，更因此造成違規園生及陪審園生的心理壓力及疲憊感。

而在離園生的訪談資料中也可以看見較全面性的觀點，特別是明顯可以發現離園生

會以換位思考的方式來理解工作人員的感受，也較能理解本制度設計中的社會參與

及公民涵養目的。但因離園生個人的事務繁忙，所以在訪談邀約上較不容易，故受

訪資料取得亦較為有限，相關資料也較容易淪為個人主觀的感受，因此，後面章節

將再針對家園工作人員的經驗與觀點進行蒐集，以獲得更全面且客觀的看法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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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人員參與審議制度的經驗 

在未有此審議制度前，園生若產生違規事件，大多都是由當下值勤的工作人員

進行處理並決定處置作為，但在制度設計後，較嚴重的違規事件及行為皆需要進入

會議中進行相關資訊的檢視，除了傾聽違規園生的表意陳述，更需要與陪審園生一

同進行討論，也因著這樣的制度設計，讓工作人員有許多與園生互動的經驗；以下

將針對受訪資料進行整理，以呈現出工作人員在參與此審議會議時經驗與感受。 

 

壹、審議會議中看到的正向改變 

雖然從工作人員的參與經驗及感受中可以發現此制度設計時的期待與執行時的

實際狀況似乎有相當程度的落差，工作人員對此制度的運作也提出較多負向的解

讀，但某些工作人員仍可以在實際的操作中發現此制度為家園或為園生所帶來的一

些正向改變，無論是觀念的轉換甚或是實際處置決議的改變，都有與以往不同的轉

換；以下將針對受訪資料進行整理，以呈現出在工作人員所看見此審議制度為家園

所帶來的正向改變。 

一、園生間設身處地的互助 

相較於未有審議制度之前，園生的違規是或是處置決議大多由違規園生與工作

人員進行說明討論，但在規劃此制度後，陪審園生因著角色所帶來職務及責任，必

須站在去違規園生的角度思考，提供工作人員更多元的思考方向，也因為這樣設身

處地的互助模式，讓負向處置多了許多正向協助的可能。 

如果園生他本來的個性就比較成熟，或是平常其實是蠻敢表達自己意見的

人…那樣子的園生在這個陪審制度裡面就可以發揮他平常對這園生的觀察，

然後可以就這個觀察在幫助我們工作人員…然後一起來幫助這個受審議的園

生…。（W03） 

園生大概都可以瞭解到其他園生發生的議題，有的園生可能真的是會設身處

地的想，協助這些發生議題的園生想辦法解決，而不是只是說單純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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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一起想一個解決的方法，這邊是好的。（W04） 

 

二、在理性對話中討論出共識 

因為在未有審議制度之前，園生在發生違規行為後大多較缺乏陳述說明的機

會，因此在制度的設計及執行中，「述說」及「表意」的融入都是制度中相當重要的

部分，也因為這樣的設計，讓園生及工作人員之間能夠有一個較為理性的對話空間，

因此更容易讓彼此在各自堅持的立場上找到共識與平衡點。 

我覺得有時候討論的過程感受是好的，就是可以聽到小朋友說、分享，或是

他覺得他在這件事情上面是什麼感受，然後跟他討論之後想讓他做一些輔導

計畫讓他來配合…還是有感覺到小朋友有在分享，或者是有想要跟我們一起

討論這樣子。（W02） 

 

三、化解園生與工作人員間的誤解 

在未有審議制度前，處置決議通常只有違規園生及處理的工作人員理解處置作

為的決定脈絡與原因，倘若園生刻意去比較處置作為的差異，甚至因此對某幾名特

定工作人員進行攻訐，家園也可能會因此產生許多誤解及謠言；因此透過公開且讓

園生參與的會議機制，除了增加處置決議的客觀公正，更可以去避免類似的比較、

誤會或是謠言產生，對於園生與工作人員間的互動關係是有幫助的。 

對被審的人要做什麼處罰或什麼決定的時候，在這之前都會講說因為他做了

多久、他這件事情已經出現多少次，然後嚴重的程度…所以才會有今天這個

結果，就是會讓其他參與的園生或是被審的園生知道說我們做這個決定的原

因受到什麼影響，才會有今天這個結果…所以每個人的結果會不一樣，就是

讓他們有參與進來的話就是至少能知道我們做這個決定的脈絡跟過程。

（W01） 

因為有時候只有當事人知道為什麼被處罰…可是那個當事人跟其他園生在講

解的時候會有落差…他講的只是他理解的，而不是我們這邊想要告訴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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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會以訛傳訛…園生之間會覺得他就是莫名其妙被處罰…那如果有其

他園生在…其他園生也就比較能夠理解…我們是為了什麼這樣做…。（W02） 

園生在場的話的確就是能夠降低一些他們對工作人員的一些誤解，我覺得是

對整個家園是有幫助的。（W06） 

 

四、審議制度形成解決家園糾紛的管道 

在園生共同審議制度逐漸為園生接受後，園生也漸漸期待此制度更具備司法裁

量的權威角色，特別是在面對家園中的互動糾紛或違規事件發生時，園生也開始學

習使用以正式的管道來進行申訴與表意，此部分的改變對於家園來說是一個讓園生

可以更早認識並接觸司法教育的機會。 

就是有這個制度之後…他們會覺得…犯錯了就要去這邊被審議，所以感覺在

他們心中是贊成這個審議制度的…感覺這個制度對他們來講…就變成家園判

定問題是非的一個機制…一個小小法庭的那種概念…。（W03） 

 

五、在陳述的同時反思自己的違規行為 

在未有審議制度之前，即使違規行為是由於某些正當的原因而發生，但園生為

避免遭受更嚴重的處置，大多會選擇不說；在有此審議制度後，當園生發生違規事

件後，他會開始思考要如何明確清楚且具備合理性的去陳述說明自己的違規行為，

也因為這樣的機制，讓園生有一個機會去省思自己發生的行為。 

至少現在這個審議制度是讓他們有時間可以準備…知道什麼時候要講這件

事，怎麼講可以會比較通順…比較有一個制度化…讓他們可以有一個事先的

準備。（W03） 

 

叁、看到的負向風險 

在實際執行園生審議會議一段時間後，工作人員也發現了在執行過程中可能會

面臨的許多風險及危機，形成原因可能是行政層面導致，如：家園規模大小、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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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準備狀況等，也可能是因為執行層面造成，如：園生的教育訓練狀況、人際間

的動力關係等。而在這些因素影響下，制度的執行狀況甚至與最初設計的理念有所

落差；以下將針對受訪資料進行整理，以呈現出工作人員看見會議中的風險及危機。 

一、觀察到違規園生多是對抗行為 

雖然在審議會議中，設計了讓違規園生及陪審園生都能夠充分表意的空間；但

因為會議的討論主軸仍圍繞在處置決議的判定，而且園生與工作人員之間仍有權力

位置的差異，因此違規園生在會議中常常會用積極情緒張力或消極的沉默來對抗應

對在審議會議中所遇到的壓力。 

我覺得被審議的孩子一定會有一些壓力啦，因為是當著他的面要討論他的事

情，他當下的情緒跟反應都是壓力…就是拒絕跟逃避比較多，像是不講話、

不回應…他不想要你這個決定，就會有點情緒出來，就會有點激動…。（W08） 

 

二、觀察到違規園生會選擇放棄權利 

因為在審議制度中園生與工作人員兩方需要針對違規事件的處置作為做出決

議，但由於雙方職務及角色不同，所以在共識的取得上通常需要反覆的討論及澄清，

當然也會因觀點不同或無法取得共識時，園生除了會表現出情緒張力或是消極對

抗，更可能會主動放棄表意的權利。 

假設不切實際的時候通常我們就會請他們多想，他們如果想不出來…然後就

會有一種很像算了，就你們決定吧…明明我們就想要讓他自己決定，可是他

們就會常常放棄這個權利，因為他們不想要想…。（W03） 

 

三、陪審園生無法事先準備影響想法提出 

因為陪審園生的產生是會議當天採隨機抽出與案件無利害關係的園生擔任，所

以很多被抽選到的園生大多是在會議開始前一刻才知悉自己必須進入會議中一起陪

同審議，但也由於這樣的規劃，並無法讓陪審園生提前進行準備，所以導致他們在

會議中往往都缺乏想法，大部分時間都只是聽工作人員說明，然後透過工作人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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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才會表達自己的觀點。 

大部分都是因為沒有準備，所以都在旁邊看戲…然後就是附和工作人員的決

定…就是他們不會主動講東西，都是我們到一個段落問他們，覺得這樣怎麼

樣或是有什麼想法才會講。（W01） 

也有可能沒準備，因為他們也不知道今天開的內容是什麼…有些時候他們並

不知道今天受審的人是發生了什麼狀況，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事先準備什

麼。（W02） 

 

四、有些陪審園生缺乏參與意願 

由於陪審園生的產生是透過隨機抽選，所以也以可能抽選到缺乏公民參與素養

或意願的園生，但因為制度強制賦與的責任與義務，所以就必須放下自身的事務來

配合參與審議會議，因此也容易造成陪審園生在缺乏參與動機下進入會議中，在這

樣的狀況下，被抽選到的園生常常會選擇沉默或被動參與，也較不願把心思放在會

議中，進而使會議的執行較缺乏效率。 

可能他的心思都在別件事情上面…或者是比較沒有心思在這個會議裡，因為

是臨時被抽的…大部分比較多沒想法。（W02）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是假設這個議題跟他沒關係…就是不會影響他的事情…

他就更沒有想法…就不會想要參與。（W03） 

 

五、園生缺乏對審議制度的完整瞭解 

因為本審議制度著重的是提升園生的表意權，但在表意前亦須提供其充分的資

訊作為參考，因此工作人員必須先同時向被審及陪審園生進行說明與解釋，也因為

這樣的對話過程，讓會議執行上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倘若在解釋說明後園生仍因其

他因素不願進行表意，就會讓此會議顯得缺乏效率甚至是無效。 

還要跟他們講解說因為發生了什麼事，就是花了一些時間，然後得到的效果

也沒有太好。（W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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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會覺得如果沒有園生…討論會比較快一點點，因為如果有多加園生進

來就是還要額外再多問一下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可能意見就不會給你，但是

你就要多花那個時間再去跟他們討論。（W05） 

 

六、人數規模過少影響審議成效 

由於本審議制度的參與成員須要避開違規事件的利害關係人，但因為機構屬於

小型的兒少安置機構規模，安置園生人數規模較小，所以在參與成員的挑選上常常

會有重複入選的狀況，倘若又剛好遇到缺乏參與動機的園生，除了耗費陪審園生的

時間與心力外，也會明顯影響到會議的執行成效。 

後我們要排除掉利害關係的人，就是只能挑跟這件事情沒有關係的人…因為

人數少少的，就總是他們幾個…去年度有幾個園生是蠻常重複在擔任委員，

也有可能是一天以內同時開了幾場…所以變成說是抽到比較安靜或比較對這

個議題沒有想法、沒有關聯的孩子就比較不會去講。（W01） 

 

七、冗長的會議缺乏效率 

因為此會議相當注重每名參與者的表意與陳述，所以在會議中主席都會盡量的

去引導園生陳述出心中的看法與觀點，但倘若參與的園生較缺乏動機或是未對審議

事件作出充足的反思及準備，那可能就會耗費較多的時間進行引導，也會讓會議的

進行較片斷，甚至會造成相當冗長的會議時間，相較於無制度前的違規事件處理，

也顯得較缺乏效率。 

因為我是覺得很多時候在這裡面從頭開始討論到尾，其實還蠻浪費時間的，

尤其有一些園生…就講不出話或講的亂七八招，你沒有事前先跟他討論或整

理出來的話…會議時間就很冗長…。（W08） 

 

八、實際運作是工作人員在唱獨角戲 

由於缺乏事先的民主訓練及有效的代議士挑選機制，所以陪審園生在審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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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表現常不如規劃時所想像的那般積極主動，而在著重人際互動及溝通討論的審

議制度中，若只有工作人員單方願意去表達想法及思考處遇方式，除了會讓此機制

在執行上失去效益及效率，也失去了此制度最初設計時的意義，更讓工作人員落入

獨自唱戲的窘境。 

每一次的結果其實幾乎都是工作人員在想，他們每次進來都很少有什麼想

法…我以為有這個制度之後說不定他們會提出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做法來改

善他們的行為，可是看來這樣子的機率是很少的…就是好像大部分的時間還

是工作人員在說，然後他們就會表示贊同或者是覺得哪裡還要在嚴格，或是

鬆一點這樣子…。（W03） 

園生在裡面的角色都很安靜…他們通常還是在單子上面原本有的東西去思

考，或者是一樣等工作人員講可以怎麼做，他們再表示可以在重一點跟輕一

點，就這樣而已，就他們也不會在多額外去想一些可能到底有什麼方式可以

幫助他。（W05） 

 

九、違規園生的態度決定工作人員的決議 

在審議會議中，「互動」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變項，而在互動關係中雙方的意願及

態度，更是影響討論品質的關鍵因素，所以如果違規園生在會議中表現出較負向且

不願配合處遇的態度，可能也就會連帶的影響工作人員對於審議會議的看法與解

讀，而在處置決議的選擇上可能就以負向處罰選定為主。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要看那個受審園生的態度，如果他真的就是一臉沒有要

悔改的樣子，那當然這個地方就會是法庭阿，那也許你自己有一點想法的話，

我們真的就是可以拿來討論那這個到底該怎麼做。（W08） 

 

十、共識取得前的拉扯與角力 

審議制度最終仍須針對違規事件定出一個處置決議，但因園生與工作人員雙方

遲不同的角色立場與觀點，所以在取得共識的過程勢必需要經過一段拉扯與角力的

 



 

81 
 

過程，在這段過程中若沒有明確的參考標準，雙方的互動關係可能因此緊張衝突，

也可能會因此壓縮到彼此的對話空間，難以取得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共識及審議

結果。 

我是覺得可能還是要參考一些過往判決的懲罰結果啦…然後根據他的狀況的

話在做修改這樣…他可能要給我們一個我們雙方都覺得可以接受的條件，這

樣的懲罰才會執行下去，那如果說他單方面他覺得可以，我們覺得不行的話，

就對於這個懲罰可能還是沒有辦法執行下去…這樣討論出來的共識還是假共

識的感覺。（W06） 

 

十一、 聚焦處置而非行為改變 

在違規行為發生至審議會議的召開的期間，工作人員大多會請違規園生先思考

如何去陳述說明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後續需要改善的方向及認為應受的處置作

為為何？期待透過這樣檢視的過程讓他們能去反思自己應如何因應所發生違規行

為，但在實務的執行狀況中，許多違規園生並不會去反思違規行為本身，而僅是關

注在處置作為是否能透過機制改變，有些園生甚至選擇沉默以對，不禁讓工作人員

去懷疑園生們自我檢視的能力。 

我覺得有一些園生…就是好像不是要去討論到底要去怎麼改善這個，而只是

直接針對那個處罰去做討論。（W01） 

他們通常都是針對我們給出來處置進行討論吧…會對於這個處置…表示他們

喜歡或不喜歡，太嚴格或者是其他的感受…比較少自己提出他覺得可以怎麼

做…然後也沒有說要真的去改善自己的行為。（W08） 

 

十二、 審議會議流為形式 

倘若違規園生在會議中存有僥倖心態，且自身仍缺乏改變動機，而陪審園生剛

好也缺乏參與的動機意願，不願表達心中的想法，甚至將處置決議權再度交回工作

人員手中，對於工作人員來說，會議似乎就只會流於形式，處置的決議也會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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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時一樣，大多由工作人員決定，並不會加入園生的觀點想法。 

我覺得沒什麼效果…就是之後他的行為還是不會有任何的改變或是有改善的

程度，會犯還是一樣會再犯，他一樣還是不在意那些規定或這些處罰，對他

來講很像就只是走一個過程…就可能感覺以前我們工作人員私底下討論，只

是改成現在我們改在他的面前，那結果還是一樣…。（W01） 

 

十三、 審議會議尚未營造出平權的表意平台 

雖然此審議制度試圖營造一個平權的表意平台，但由於工作人員及園生在家園

中都已有既定的權力位置及互動關係，倘若在互動中工作人員的態度較為強勢，更

有可能讓園生不敢在平台上自在的表意，而此制度可能也就會失去原來設計的意義。 

如果工作人員主導性又比較強的時候，可能就失去了這個意義…到最後就會

互相矛盾。（W04） 

我覺得會以工作人員為主的原因也是這個，因為平常在管他的大小事情的

人，那突然要叫他們進來加入講這些東西，他們可能就沒有辦法說，甚至可

能還是要看狀況還是臉色。（W05） 

因為我們就是那個掌控他權力、結果的人啊，那我們權力關係本來就不平等

了，要在會議當中要對等其實是蠻困難的。（W08） 

 

十四、 賦權與處置的矛盾加深不信任 

由於此審議制度的制定主要是就為了取得處置的共識，所以會議的本質就是會

讓違規園生得到負向的感受，因此，若是提供違規園生無限上綱的「賦權」解讀，

可能也會與此制度的設計本質相互矛盾，甚至會讓此會議機制失去成效及公正性，

但若提供園生有限度的「賦權」，可能也會造成園生對制度的質疑與不信任，認為賦

權的設計多為工作人員表現出來的假象。 

這個制度的話目的就是為了要懲罰或者是改善他們多次這樣的行為才會進入

到這個獎懲制度，如果說他們不接受我們的一些懲罰，請他想的話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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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達到一個很好的效率，因為這個目的就是為了要處罰他嘛…我不會讓

他舒適的接受處罰，因為懲罰就是懲罰嘛。（W06） 

 

十五、 造成園生間複雜的動力關係 

由於此審議制度賦予了陪審園生許多表意及裁量的權力，所以也因此改變了園

生之間既有的動力關係，也因為這樣的動力關係，也造成了家園中許多虛假的互動

感受或是動機更為複雜的互動行為，這對於家園的穩定性來說，也造成了相當程度

的負向影響。 

當初隨機的原因就是怕…他們會覺得這個園生是有權力決定他事情的，會不

會兩人之間就有一些不對等的關係…或是他們園生之間有一些利害關係…。

（W02） 

有可能參與的園生會因為知道某些議題…在生活中常常就是會把這些事情拿

出來說，嘲笑被審議的園生或是用這些來脅迫他們…。（W04） 

 

肆、對於審議制度的建議 

在實際執行審議制度後工作人員也確實發現了許多執行上的限制與風險，這些

限制著實影響了此制度的成效，甚至部分工作人員也認為此制度失去當初設計時的

意義，因此如何去提升審議制度執行上的效益、效率與意義，也成為目前工作人員

相當關心的部分，以下將針對工作人員提出的建議進行整理說明。 

一、陪審園生減少以提高效率 

對於工作人員來說，投入的時間與心力是否能夠有效的提升會議成效是一個相

當重要議題，相較於未有審議制度時，處置決議的決定通常多由工作人員間的討論

決定，雖然處置決議容易陷入工作人員過於主觀的危機，但過程是相當快速明確且

具有效率的，與目前審議制度的執行狀況落差甚大；因此是否應調整減少園生表意

的人數、時間等因素，以換取更具效率的會議機制。 

以參與家園的事務的角度來講的話有他們在是比較好啦，就是能瞭解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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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能瞭解整個家園的運作或什麼的，可是就是如果在整個開會的過程上，

少掉他們是比較有效率啦。（W01） 

 

二、提供參考判例以加速討論 

由於園生先前較少接受民主審議相關知能訓練且陪審園生多為當天才會知悉違

規事件發生的原因與細節，所以通常在短時間之內較無法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與看

法，因此是否可以在會議前先蒐類似的違規行為，先前在此審議制度中曾經有過的

判決範例等相關資料，在會議進行中提供陪審園生參考，使他們可以有較一致且明

確的方向來提出討論及建議。 

是不是我們已經討論出一個概念了，然後就…看他要不要找其他園生，再討

論說可以怎麼調整、他覺得怎麼做比較適合，因為這樣的話他比較有機會有

一個 sample 參考，他才能夠去想說他覺得這個處罰合不合適。（W08） 

 

三、爭議案件才進入審議制度 

因本審議制度目前是以通盤性的原則去處理每一件家園所發生的嚴重違規事

件，因此工作人員需要付出很多的時間與心力來進行逐件討論，因此，為考量人力

及時間成本，也為了提升會議的成效及效率，建議將目前通盤式的審議作法調整成

為上訴制，違規事件的處理仍先由工作人員與違規園生循舊制，自行討論出處置決

議，對於無法順利取得處置共識的案件，再循此審議制度進行上訴。 

因為有些園生即便有這個，他還是你說什麼他做什麼…那是不是說我們當下

當班的工作人員加他就先去定出一個狀況，讓他當場就可以接受這些懲罰或

是一些處理，然後直接問他同不同意…如果他有異議的話我們再進入這個審

議制度裡面。（W08） 

 

四、家園重大議題亦可進入審議制度 

家園現行的審議制度目前大多是在處理違規事件的處置抉擇，主要還是會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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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負向的角度，部分工作人員也建議，因園生目前已逐漸習慣在這樣的機制中進

行表意發言，是否也可以思考將家園其他重要議題融入這樣的參與式民主機制，讓

園生的表意權可以在不同層面都充分呈現。 

審議制度都懲罰而已嗎？沒有針對獎勵？…不見得只是獎勵啦，是不是有一

些特殊議題也可以…。（W07） 

 

五、陪審園生採志願制參與 

由於不同的園生對於此審議制度亦有不同的見解與反應，也會產生不同程度上

的參與動機，而動機往往也是影響此審議制度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因此此審

議制度是否更應該去思考參酌園生的意願來設計出較適切的代議士挑選制度，如此

才可以讓真正有意願的人去充分實踐園生的表意權益。 

關於抽陪審的部份，他們有反映過沒有意願，就是有些人是覺得浪費時間，

那有些人其實是願意嘗試的。（W02） 

 

六、需要深究會議執行的時間性 

違規事件審議會議的舉行時間點與此制度執行的成效具有相當緊密的關聯性，

因為違規事件可能同時伴隨著違規園生與工作人員間的緊張關係，若是立即召開會

議，是否會讓會議失去焦點且需要去花費更多的時間衝突的情緒；但若召開時間距

離較長，這樣的等待是否也會讓園生一直處於不安的情緒中，打鐵不趁熱的選擇，

是否也無法立即喝止類似的違規事件再度發生。 

我會覺得…在衝突的當下其實雙方是需要冷靜，然後才能再去做溝通…例如

說我今天跟某園生起了衝突，如果馬上要跟他處理的話，我會覺得我可能沒

有辦法…因為在兩方都很高張的情況下，我會覺得…需要給我一些時間…我

才能夠比較理性的去跟他討論這件事情。（W06） 

懲罰這個事件是需要立即的，才會有達到那個處罰的效果，那現在的司法來

講都是拖延太久，所以對於嚇阻犯罪或者是喝止他的行為再發生其實是有點

 



 

86 
 

緩不濟急的狀況，就像我們這個狀況一樣，那如果真的要安排一些處置的話，

可能要想到立即性…那組成的人員不一定要是主責生輔跟社工。（W08） 

 

伍、小結 

由於在家園中擔任的職務本身就帶有管理及輔導的職責，所以在與園生互動時

已有既定的權力位置及動力關係。因此，在此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制定及執行後，雙

方的互動關係也因而有了相當程度的調整。而從此八名工作人員的受訪資料中也可

以看到工作人員及園生對於此審議制度的參與經驗及看法觀點，關注的焦點與感受

到的經驗亦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在工作人員的受訪資料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對於此制度存有許多疑慮及負向感

受，認為此審議制度雖然提供了一個表意的空間及管道，但是無論是被審或是陪審

園生在審議會議中卻沒有好好把握這個互動的機會，常常都會以消極、被動、沉默

甚至是放棄權利的方式來應對，而在會議的執行經驗中，發現園生並不會有想法亦

不會提出建議，只會對工作人員的提案表達贊同與否定，以致於工作人員常常會落

入唱獨角戲的窘境；另外，被審的園生感覺也不是真的想要改變行為，只是透過這

個機制來減輕自己應負的處置與責任，以致於審議會議的執行上缺乏效益、效率，

甚至最後就會淪為一種園生共同背書的形式，失去它原初設計的表意本意及目標；

雖然工作人員對此制度有許多疑慮但他們也同時看見了制度為家園所帶來的幫助，

如：增加對話管道、互相理解後可減少攻訐謠言，甚至此制度也逐漸形成一個司法

權威的機制，讓園生開始學習使用正當管道投訴，開始練習相關司法知能。 

而在受訪資料中也可以看見工作人員與園生對此制度的檢視及關注的討論重點

也不盡相同；相較於園生對於審議處置的公正性、園生及工作人員間的互動關係、

對於園生賦權的檢視；工作人員對於審議制度設計的脈絡本質、操作邏輯及如何增

加效率則顯得較為在意，他們對制度提出的建議亦大多關注在如何提升制度在行政

操作上的完整及效率，如：減少園生參與的人數、提供園生先前判例的參考、改為

上訴制度、重新思考會議舉行的時間點等，在在都可以看見工作人員雖然認同此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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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制度為家園帶來的幫助，但他們也期待設計出更具效率的執行辦法；在這樣目標

取向的思考脈絡下，也可能容易忽略必要的審議過程所為園生帶來的賦權體驗與感

受。 

許多工作人員剛開始參與本制度時，總認為園生可以在制度中反思違規事件進

而改善違規行為，對此制度亦有許多美好的期待與想像，但卻發現在實際執行上的

成效卻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般，發現園生與自己所關注的焦點有所差異，因此讓工

作人員對於制度產生疑慮甚至是失望，也認為這樣的制度是缺乏操作效率的，但如

果工作人員僅著眼在成效、效率或表面的行為議題是否改善，而失去了解讀雙方落

差的好奇與能力，過度在意科學結果而失去了哲學的思維，那麼就很有讓自己落入

標籤園生的風險，也會讓這樣的制度承擔非戰之罪。 

依據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也可以明顯發現園生及工作人員雙方確實在認知此

審議制度上出現價值上的落差，導致關注焦點也有些許差異，因此，研究者於下一

章節針對雙方的經驗感受、看法觀點及提出的改善建議進行綜合探討，期待藉此獲

得更完整且客觀的理解，進而對此制度提供更全面的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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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嘗試針對上述之研究發現來進行綜融式的論述，藉此對制度內涵得到較

為客觀且全面的理解。首先，將了解審議制度參與者對於在參與審議制度後產生的

理解與認知；其次，將討論兒少安置機構在執行管理權及維護兒少表意權之間的矛

盾與拉扯；最後，將探討兒少表意權益如何運用在類司法形式的審議制度中，而這

樣的共同審議制度是否會隱含某些風險議題，在轉型時又應考量哪些服務概念與關

鍵因素。 

 

壹、所理解的參與式審議制度 

在詳閱園生及工作人員的受訪資料後，可以充分了解到雙方認知到參與式審議

制度對彼此來說，不論是家園氛圍、互動關係、賦權經驗等等，都具有相當正向的

意義；但雖然如此，雙方也在實際操作的經驗中看見了此制度為家園帶來的負向影

響及風險，以下進行彙整說明。 

一、在園生/離園生/工作人員所認知的審議制度 

（一）提供讓園生發聲的可能 

在本制度的正式運作下，有別於過往，許多違規園生都能透過這樣的平台去說

出違規事件的脈絡及原因，也因為這樣的陳述過程，讓工作人員在違規事件的處理

能得到更全面完整的資訊，也更加的理性客觀，也不再只是落入工作人員單方面所

決定的一言堂，園生也不會再是無奈且被動的接受處置。 

（二）提供對話溝通的平台 

雖然前端未考量到參與意願，但制度的確為園生及工作人員創造了一個客觀對

話的平台，而在實際對話與互動的過程中，許多違規園生也說明，會議在客觀第三

方人士的主持下，確實也打破了先前權力關係不對等的對話模式，雖然仍會因為彼

此的角色位置而有所擔心，但雙方在這樣平權的溝通平台上，也的確也創造出更多

的理性溝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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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相互理解的機會 

本審議制度在設計規劃上以參與成員充分發言、對話為主軸，期待透過這樣的

對話機制讓園生及工作人員之間可以有更多的瞭解、體諒，甚至透過這樣的傾聽來

讓彼此進行換位思考，讓雙方可以去充分體驗這樣的討論過程，藉此去提升彼此的

包容度與同理心。 

（四）提供感受賦權的體驗 

在本審議制度的參與經驗中，許多擔任陪審的園生們都表示，在參與會議的過

程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工作人員詢問、參考並接納自己的意見，除了感覺受到尊重，

也讓自己感受到在家園中的權力位置似乎有逐漸提升的感覺，而在這樣的經驗中，

似乎增加了自己被賦權的感受，也讓自己富有使命感，會想代替園生發聲並爭取合

理的權益。 

 

二、審議制度為少年安置機構所帶來的風險與影響 

（一）關係風險所帶來的虛假/威脅/利誘/自保 

由於本制度最初的設計的初中就是增加家園中園生與工作人員間大量的對話與

互動，因此，可以在這樣的設計脈絡中發現審議制度也同時為家園帶來了許多人際

互動議題與風險，且因此制度主要是要討論對於違規事件的處置決議，因此在利害

關係的衝突上就更加趨於明顯；因此，除了造成園生之間，或是園生與工人員間之

間的互動似乎都顯得較具目的性、為了影響審議結果而衍生的威脅利誘甚至是擔心

報復行為的自保作為，在在都為家園中的人際互動增添了許多的風險與威脅。 

（二）司法裁判取代輔導模式的處遇危機 

在本制度的實際操作中，無論是園生或是工作人員，都明顯感受到司法模式所

帶來感受與氛圍，而這樣的處遇模式，在家園中也似乎造成了犯罪者、執法者、仲

裁者等司法角色，對於違規者來說，無疑是貼上了一個更沉重的負向標籤；而工作

人員或園生也逐漸習慣使用司法的概念及程序來處理家園中產生的違規事件，但在

違規事件的處理上似乎也只是為了尋求是非對錯或得到處置，在討論的過程中對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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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進行輔導的比例也大為降低；在服務中也的確缺少了些人本思維，也影響到人際

間的動力關係。 

（三）公民涵養與訓練不足導致效益不彰 

由於代議士制度亦是本制度所設計的主軸，所以參與園生除了需要對於自身及

家園權利義務熟稔，更需要具備高度的公民涵養素質及論述技巧才有可能為其他園

生發聲，倘若在制度執行前缺乏這樣的訓練及培力課程，對於園生的意願及能力的

展現來說也會有大打折扣的表現，最後勢必也無法彰顯此制度的賦權價值，也會讓

共審制度淪為形式上的會議。 

 

貳、機構管理權 v.s 兒少表意權 

因兒少安置機構為團體式的生活模式，所以在家園的生活照顧上仍需要有一定

程度的管理機制與規定；而家園工作人員所肩負的管理職責及權限，往往也很容易

與園生的表意權限有所拉扯，此部分的矛盾經驗在處理家園違規事件的審議制度更

是有明顯的影響與風險，以下進行彙整說明。 

一、管理權與表意權的拉扯擺盪 

本審議制度主軸雖為增加溝通對話，設計中也期待最後能有維護兒少權益的積

極作法出現，但礙於工作人員須扮演機構管理的職務角色，在互動中仍需要去守住

與園生之間的界線與規範，因此在許多討論中仍須先以機構管理規範為依歸，也因

此造成了園生在表意上的限制，園生甚至會可能會擔心自己在表意後隨之而來的麻

煩，進而影響其表意權的展現，因此造成虛假的表意賦權機制。 

 

二、表意權卻無法改變處置的痛苦本質 

由於本審議制度的設計本質仍為家園重大違規事件的處置及審議，所以即便是

嘗試提供違規園生發言的空間，但其最後仍須接受審議會議所提出的處置決議，也

因此會產生較抗拒的情緒反應，倘若在過程中提供其表意的機會但卻無法接受其建

議的作為，在這樣的經驗下，可能會造就其更大的情緒反彈，因此表意權似乎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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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把雙面刃，對於違規園生來說將再次受到表意權傷害，也因此抵銷了表意所

帶來的正向意義。 

 

叁、審議制度轉型需考量的關鍵因素 

從園生及工作人員的受訪資料後，可以充分了解家園對於兒少表意權益的展現

仍有相當程度的期待，但為了避免此類司法的審議制度可能會帶來的風險傷害，故

建議在轉型時應注意幾個關鍵因素，以下進行彙整說明。 

一、意願 

在本研究中發現，缺乏意願的園生或工作人員，即便受規定要求進入本會議後，

也不會在會議中提供想法，大多以消極對抗的方式，在會議中成為附議者或無意見

者，之後對於會議亦多呈現負向的想法、認知甚至是評價，也會認為自己的權益在

這樣的機制中受到損害。 

二、信任 

本研究發現若家園成員間缺乏穩定的信任關係，再多公開正向的機制都會被園

生解讀成無意義的假平等或是假賦權，因此，如何在此審議制度中去設計規劃提升

園生及工作人員雙方信任感的配套機制猶為重要，也會決定此本審議制度後續執行

是否有機會成功。 

三、能力 

本研究發現許多園生即便有很高的意願及動機，但在成長經驗中因為較缺乏公

民參與的訓練及涵養，所以也較缺乏公共參與及集體審議的能力，因此如何去協助

園生參加相關的訓練課程，養成公民參與及審議的能力，對審議制度的完整性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四、壓力 

在本研究中可以發現審議制度的操作對某些園生來說是相當大的壓力，無論是

擔任被審議者或審議委員，都同時需要面臨人際互動或隱私曝光的壓力，因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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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設計出相關機制去避免這些壓力發生，如：審議會議前的名單保密、審議後的保

密切結，甚至是對於全體園生的教育宣導，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部分。 

 

肆、審議制度中隱含的議題 

從上述資料表單的分析及參與園生的表述資料中，研究者發現在執行園生共同

審議制度時，無論是在操作上或是結果上都產生了許多特別的狀態或議題，也可以

在這樣的狀態中去反思此制度的適切性；以下研究者就觀察到的議題進行說明： 

一、幫助 v.s 限制-園生陪審的實質意義 

在 2017 年共 18 件審議會議資料表單分析中可以看見，共有 12 案的討論有陪審

園生的加入，而有 6 案的審議討論是違規園生表達不希望有其他園生的介入；在有

陪審園生參與的會議中，部分違規園生表達因為自己的意見較有人能夠理解，且認

為自己會有同儕夥伴的支持，所以在表意上也會較有勇氣，也會比較敢與工作人員

對話，而工作人員也會因此較容易傾聽園生的聲音；但亦有部分園生提及如果沒有

陪審園生，反而較容易向工作人員說出心裡的秘密或特殊議題，也較不會產生被同

儕嘲諷的焦慮感，也會認為其實某些議題交由工作人員處理就可以，並不見得每件

事情都需要園生一起進入討論。 

而在提供違規園生是否需要其他園生共同進入審議會議的選擇權後，相較於上

半年 3，在下半年的園生共審制度中，違規園生幾乎都選擇不需要其他園生一同加入

審議會議並擔任審議委員，由此顯見：（一）違規園生除了可能會擔心個人隱私遭到

他人知悉，甚至擔心他人會去曝光自己的行為議題，因而影響自己在家園中的聲譽，

因此造成不同的人際壓力。（二）違規園生認為在人情關係的作用下，其他園生加入

共審制度並不一定能夠為自己捍衛權益，甚至有可能會因此加劇負向懲處，因此造

成審議結果失去客觀性。（三）違規園生認為若缺乏相關訓練，陪審園生其實是無法

發揮代議士的功能，在會議中只會沉默或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情，因此只會讓被審議

                                                      
3
此處所指「上半年」、「下半年」係以 106 年 6 月底，研究者與全體園生們進行本審議制度的評估及

檢視會議之時間點來作為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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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園生產生更不舒服的感受。 

雖然此共同參與制度的建構是為了協助園生提升表意及相關權益，但大部分的

園生對於共同審議制度似乎是抱持疑慮的，甚至大多選擇不需要陪審園生的參與，

因此，應特別關注並反思此狀態產生的脈絡，特別是在關係壓力、審議公平性、被

審園生感受上有時規劃與執行上是相當矛盾的，因此研究者應提高敏感度，及早規

劃因應，以避免類似的風險與壓迫產生。 

 

二、有效 v.s 無效-再發生率的反思 

在 2017 年共 18 件審議會議資料表單分析中可以看見，相較於上半年（6 件），

在下半年（12 件）出現的違規事件次數明顯增多；而在違規事件的發生頻率上，有

3 名園生全年度出現 3 次以上的反覆違規事件，有 4 名園生僅發生過一次違規事件，

有 10 名園生全年度皆從未發生過違規事件並進入審議制度中；反覆出現違規行為的

園生所出現的違規行為大多相似，大多為攜帶違禁品（香菸）及偷竊行為（金錢）。 

在與園生訪談資料中可以發現，反覆出現違規行為的園生表示相較於無審議會

議之前，自己受到的懲處變得相當正向，也感覺工作人員會給自己很多的協助，不

會感覺只想要懲罰違規園生，例如：至董氏基金會擔任志工、參加戒菸相關課程等

方式，讓自己在每次審議會議結束後都會想要改變惡習，但是由於違規行為與自己

生理上的控制能力有關，所以在改變上較為緩慢，因此若反覆出現違規行為，自己

在心理上也會較有罪惡感，故較願意持續配合工作人員的協助。 

而曾發生過一次違規事件而參與此制度的園生們，則表示感受到家園對於違規

行為的處理相當正面也相當正式，在會議中的互動也較無審議會議時客觀理性許

多，在溝通對話的過程中也讓自己學習很多，但因為其他園生的參與審議，有時會

讓自己感到較為羞愧，也因此會提醒自己不要再發生類似的違規行為。 

由此顯見，家園的處置作為雖看似逐漸失去恫嚇的功能也無法立即減少園生的

違規行為的產生，但卻也提供園生更多正向理性的思考與體驗，也讓園生與工作人

員間有較良善的互動關係，也可在這樣的關係中推動更加積極的處遇或補償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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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工作人員在參與本制度時雖有很高的期待，但因過程中園生的態度消極、反應

不佳等，而造成工作人員對於制度的失望，甚至會認為這樣的制度是缺乏操作效率

的，但也因為這樣的觀點讓他們失去了解讀落差的好奇、忘了檢視制度的內涵，甚

至讓自己落入標籤園生的風險；以下將針對兒少安置機構提出兒少表意權提倡應再

去思考的方向與可能。 

一、園生終究需要一個表意的平台 

在本研究發現，安置機構中的兒少保護個案們對於自己的聲音、權益能否被機

構工作人員看見，是相當重視的，但他們缺乏相關教育訓練及可練習的平台，以致

於在有機會表達時卻不知自己該如何為自己爭取權益，因此，如何去設計出這樣的

機制及平台，是兒少安置機構工作者應該去思考的方向。 

二、園生的賦權需要透過正式機制的催化 

本研究中看見園生的賦權是一段持續的教導、溝通、練習、修正的過程，因此，

兒少安置機構如何去設計出一套機制來讓園生們去經歷這樣的過程是相當重要的，

也是落實賦權的重要關鍵因素。 

三、須認知職務及視野不同所造成的落差 

本研究發現在實際的操作中，因著工作人員與園生間不同的職責、角色，所帶

來的權力位置亦會有所差別，因此須認知並注意這樣的差異，才能去設計出真正同

理彼此的兒少賦權及表意機制。 

四、園生的社會參與及民主素養須及早培養 

本研究發現許多兒少保護個案在接近成年時才會漸漸去意識到自己應該發展出

社會參與的能力，因此，如何在機構中就去設計一套訓練計畫，及早協助其發展出

應具備的社會參與及公民素養觀念，亦應做為服務提供的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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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加以彙整，分成四節進行說明。第一節為本研究資料

之彙整與結論；第二節則是針對審議制度在實務操作、修正及發展上給予實際可行

的建議；第三節則是說明本研究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限制與困難；第四節則是研究者

在研究過程中針對相關議題進行的反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針對 2017 年 18 件進入家園審議制度案件之處置紀錄單以及園生、離園

生與工作人員之受訪資料進行彙整，藉以了解 2017 年審議制度之執行狀況、參與經

驗感受、所看見的幫助與風險、對制度內涵的理解與落差等；因研究者在資料蒐集

部分特別去針對園生、離園生及工作人等不同角色成員之進行蒐集，故在研究結論

中，亦會針對此三方資料並進行彙整比較並延伸討論。 

 

一、現行審議制度之執行 

從 2017 年進入家園審議制度中的 18 件違規案之處置紀錄單中分析，可以看見

會議執行的內容、園生較常出現的違規行為、工作人員的處置觀念及常使用的處置

方式等，也可以在數據資料中看見處置作為似乎也因為此審議機制而有相當程度的

改變；而在資料的解析中更可以發現除了實際的操作方式改變，可貴的是家園管理

觀念及權力位置也逐漸調整。在管理觀念上，逐漸加入了園生表意及共同參與的理

念，也因此讓園生的想法與意見更能夠在家園生活中有實踐的機會，另外，也可以

看見家園逐漸跳脫以傳統處置的方式來處理園生行為議題的觀念；以下研究者將以

表格來進行彙整，針對違規行為、處置作為、園生參與狀況等面向呈現有無此審議

機制時的比較，藉此瞭解制度執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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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審議制度執行前後的比較 

 無審議制度前 有審議會議後 

違規 

行為 

1.違反家園公約一律進行處置 

2.多由工作人員認定進行處置 

3.違規園生較無空間說明違規 

1.分級化處理違反重大違規事件 

2.工作人員或園生皆可提出檢舉 

3.違規園生有平台說明違規原因 

處置 

作為 

1.由工作人員決定，較缺乏標準 

2.多以權益剝奪的方式進行處置 

3.違規園生大多被動接受處置決議 

1.由審議會議成員共同討論決議 

2.產生許多極富創意的處置決議 

3.違規園生可先主動建議應受處置 

處置 

觀念 

1.合併多項處置，關注處置強度 

2.處置權力仍多由工作人員掌握 

3.違規園生較無法信服處置決議 

1.合併式處置的減少，關注有效性 

2.處置權力由園生及工作人員並享 

3.園生對處置雖能接受但仍有懷疑 

改善 

計畫 

1.撰寫本次違規行為之悔過書 

2.著重在本次錯誤的理解與承認 

3.常合併罰寫的方式進行處置 

1.擬定類似違規行為之改善計畫 

2.著重在未來如何改變，避免再犯 

3.已較少以罰寫方式合併處置 

園生 

參與 

1.由違規園生及工作人員當下處理 

2.討論較缺乏園生觀點與角度 

3.個人隱私狀況較無曝光風險 

1.由園生及工作人員召開會議處理 

2.有陪審園生幫忙提供園生觀點 

3.違規園生較擔憂個人隱私曝光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5-1-1 可以看見，自家園開始執行此審議制度後，在違規行為、處置作為、

處置觀念、改善計畫的提出及園生參與等面向皆有明顯的轉變，以下進行說明：  

（一）違規行為 

在無審議制度前，園生若發生違反家園生活公約的違規行為，將一律由工作人

員進行認同及懲處，園生也較無機會說明行為原因與脈絡；在執行審議制度後，違

規行為會先視情節輕重進行分級，園生及工作人員皆有認定或檢舉的權利，且違規

園生亦能透過正式的機制平台來說明行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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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置作為 

在無審議制度前，違規行為相對應的處置作為多由當下處理的工作人員決定，

容易受到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而較缺乏處置的標準，且處置方式常利用權益剝奪的

方式，而園生大多只能被動接受，並無申訴反抗的空間；在執行審議制度後，違規

行為的處置作為將由參與審議會議的園生及工作人員一同討論決定，而在處置作為

的選擇上可先由違規園生本身主動提出期待的處置作為為基礎來進行對話討論，而

在這樣討論下也較常出現許多極具創意處置作為。 

 

（三）處置觀念 

在無審議制度前，處置觀念及權力仍多由工作人員掌握，他們較關注在處置作

為的強度是否能去警惕到違規園生，也常會以合併多項處置作為的方式來達到增強

處置強度的目的；在執行審議制度後，工作人員開始關注到處置作為的有效性，決

定處置的權利漸漸為工作人員及園生共同享有，園生也較能夠接受透過會議討論所

決議的處置方式。 

 

（四）改善計畫 

在無審議制度前，違規園生的常被要求撰寫悔過書及罰寫生活公約，而這樣文

字撰寫的目的常常是要園生去承認本次行為的錯誤；在執行審議制度後，文字撰寫

的重心主要是在自己提出積極的改善及預防計畫，並不會執著在本次行為的錯誤與

處置，也較不會再去合併進行罰寫生活公約的處置選項。 

 

（五）園生參與 

在無審議制度前，園生若發生違反家園生活公約的違規行為，將由值班工作人

員當下直接處理，雖然較不會有個人隱私曝光的議題，但也較缺乏園生的意見與觀

點；在執行審議制度後，違規行為將由違規園生、陪審園生及工作人員共同召開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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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會議進行處理，此部分雖能蒐集到園生的意見與觀點，但同時也隱含著較大

的個人隱私曝光危機。 

 

本制度除了可以在家園中建構一個較正式且賦權的管道來處理違規事件，也可

以讓園生在程序中去學習表意，藉此提升權益，更可以藉此增加工作人員與園生的

對話經驗，經由同理來改善雙方的互動關係；但在制度操作時也看見違規園生對於

會議公正性的懷疑或擔心個人隱私曝光而選擇不希望陪審園生加入，因此以下將再

針對參與時的感受經驗進行整理，藉此更全面的瞭解現行審議制度的執行狀況及可

能帶來的風險與威脅。 

 

二、參與時的經驗與感受 

因本審議制度在設計初期，即以「共同參與」、「體驗學習」、「表意權提升」等

概念進行規劃，所以在這樣的設計及操作下，也讓園生與工作人員在會議中有很多

對話的機會，更有許多機會站在對方立場的去同理反思。也因為這樣的會議機制，

讓園生在過程中往往也會有許多不同以往的感受經驗，而這些往往也包含了正負向

不同的觀點；以下研究者以表格來進行彙整，針對在園生、離園生在不同角色時各

自表現出的正負向感受經驗進行呈現，除藉此瞭解制度參與園生的感受與經驗，也

可發現其關注的焦點為何。 

表 5-1-2 受訪園生／離園生的感受經驗 

 在園生 離園生 

正

向

感

受 

被

審 

1.終於有一個解釋的機會與管道 

2.有人聽得懂也才敢表達心聲 

3.可以為學習為自己去爭取權益 

1.在審議過程中感受到自己是被協助 

2.因為充分對話，才有理解彼此的機會 

3.有園生參與，也才能接受審議決議. 

陪

審 

1.感受替園生發聲的使命感與勇氣 

2.學習思考改以正向協助取代處罰 

1.意見被尊重與採納，更有實質權力 

2.從會議中去體驗學習「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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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向

感

受 

被

審 

1.類法庭的司法氛圍形成心理壓力 

2.私人隱私曝光淪為同儕間的笑柄 

1.懷疑執行園生進行審議討論的能力 

2.有關係就沒關係，審議公正何在？ 

陪

審 

1.終於有公報私仇的機會 

2.避免惹禍上身而遭受報復 

3.與我何干何須浪費時間 

1.評論他人反而產生反效果 

2.進退不得，如何去審判朋友？ 

3.需費心因應其他園生的窺探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5-1-2 可以看見，園生無論是擔任被審或是陪審員的角色，都會產生許多複

雜的正負向感受與經驗，以下進行說明：  

（一）正向感受經驗 

園生若是以陪審園生的角色參與本審議制度時，往往會出現使命感、榮譽感的

正向感受，也可以在會議中與工作人員進行較平權的對話，也可以在會議中開始去

感受並學習到公民參與的方法，對於園生來說都是相當正向的學習與體驗；而即使

是擔任被審園生的角色，違規園生也能夠因為得到陳述的機會且會議中有瞭解自己

心聲的同儕一同參與，所以在審議制度中充滿了表達的勇氣，也較能夠感受到自己

在事件中還是可能得到協助並維護相關權益。 

 

（二）負向感受經驗 

園生若是以被審園生的角色參與本審議制度時，也往往會因為這種類司法的會

議程序與氛圍而感受到負向的心理壓力，在討論過程中個人隱私曝光的風險、家園

中既有的關係動力主導審議的公正性的風險等因素，也是讓也是會讓違規園生感到

相當焦慮的負向感受；而即使是擔任陪審園生的角色，園生也會對於人際關係及動

力感到困擾，別是被審園生與自己若有其他私下的動力關係，也是會讓園生感到相

當為難的，也不知道甚至不敢去評論事件。若遇到缺乏意願卻不得不配合擔任陪審

員，則可能會讓園生產生更大的反彈與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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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制度所帶來的學習 

在本研究受訪資料的整理中，可以看見在審議制度參與中，無論是正向或是負

向的感受，對園生來說都是很不一樣的經驗與學習，對於園生執行此審議制度的能

力與意願亦有相當明顯的影響，以下針對所經驗到的重要概念進行簡易說明： 

（一）公民參與及體驗 

對於園生來說，可以有一個機會參與家園公共事務的討論是相當寶貴的經驗，

也可以在這樣的經驗中去練習說出心中的想法，藉此改變家園的一些規定，是一個

相當直接的參與體驗及練習權力提升的過程。 

 

（二）信任關係建立 

若園生無法有機會與工作人員進行平權的對話，那麼對於工作人員所表達的意

見也不會真心信服，對其更難以建立信任感，因此促進園生在機制中學習權益展現，

對於彼此間的互動與信任關係亦有實質的助益。 

 

（三）賦權(empowerment)的感受 

即便是擔任違規園生的角色，在審議制度中亦充分保障其表達及與工作人員對

話的權力，若在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工作人員的尊重與包容，也會讓園生有更正向的

賦權感受與經驗，藉此提高園生的信心與自我價值。 

 

四、制度帶來的幫助與風險 

從本研究發現在實際的操作及參與經驗中，因著工作人員與園生間不同的職

責、角色與權力位置，對於制度所感受到的經驗與理解亦會有所差別，也因此看見

制度所帶來的不同的正向幫助與負向風險，以下將彙整在園生、離園生及工作人員

不同的角度理解，來瞭解此制度為家園所造成的助益及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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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審議制度造成的幫助與風險 

 在園生 離園生 工作人員 

正向 

幫助 

1.處置不再一言堂 

2.審議過程互相尊重 

3.突破「處置」的框架 

4.提供理解與包容 

5.賦權亦提升自我認同 

1.園生申訴行為除罪化 

2.發展差異化的處置 

3.從對話中進行教育 

4.以團體化解互動尷尬 

5.更能虛心接受處置 

1.園生間設身處地互助 

2.在對話中討論出共識 

3.化解雙方間的誤解 

4.形成解決糾紛的管道 

5.在陳述時反思行為 

負向 

風險 

1.人際關係成審議包袱 

2.個人隱私的曝光風險 

3.參與園生無充足準備 

4.是改善還是造成問題 

5.表議不被參採的情緒 

6.階級差異無實質平等 

1.個別化處遇造成紛擾 

2.權力帶來的互動風險 

3.會議召開缺乏即時性 

4.助長違規的僥倖心態 

5.參差不齊的參與動機 

6.耗時又費力的參與 

7.陪審園生成代罪羔羊 

8.互動將影響審議態度 

1.違規園生的對抗行為 

2.陪審園生無參與意願 

3.缺乏對制度完整瞭解 

4.工作人員在唱獨角戲 

5.審議會議流為形式化 

6.未營造出平權的平台 

7.賦權與處置的矛盾 

8.共識取得前的角力 

9.會議人數規模過少 

10.冗長無效益的會議 

11.討論處置，而非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5-1-3 可以看見，無論是在園生、離園生或是工作人員，都看見了此審議

制度為家園所帶來的正向影響，如：處置方式的調整、處置決議的產出過程、處置

觀念的轉換，甚至是園生與工作人員間互動關係的修復，在在都可以看見此制度為

家庭帶來的正向改變；而此制度由於操作及規劃上的疏漏，所以在制度的設計規劃、

操作執行甚至是家園相關人際互動氛圍也造成了相當程度的負向影響及風險，以下

針對參與成員所觀察到的正向助益及負向風險概念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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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向助益 

對於園生來說，共同審議制度的設計能夠得到以下幾種顯而易見的幫助： 

1.對於處置決議共識取得上有實質上的幫助，特別是透過這樣的討論，也可以突破傳

統處置作為的框架並發展出更多適切且具個別化的處置作為；在處置決議上也可以

漸漸關注到協助而非懲處。 

2.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互動過程也著實讓園生可以感受到自身權益的存在，工作人員也

可以逐漸正視到表意行為對於園生的重要性與正當性，也開始會去敏感到自己與園

生的角色位置及權力關係。 

3.在這樣的機制下，園生與工作人員也會有更多的對話與討論，也因為這樣的對話機

會讓彼此更加認識與體諒對方，甚至是採取換位思考去化解誤會並改善互動關係。 

 

 (二)負向風險 

因制度提供頻繁直接的「互動」、「參與」，因此也可能造成許多風險如下： 

1.密集的人際互動及裁處權力賦予的脈絡下，容易造成園生之間更細微的互動議題，

甚至也可能因此隱藏更多的人際衝突危機，如：威脅、利誘、討好等，都是在賦權

後應該去關注的風險。 

2.頻繁且積極的參與，可能會讓違規園生的私人隱私因此曝光，特別是將許多私人行

為或是特殊議題置放在平台上供大家審議討論，是讓人感到相當憤怒、羞愧且不自

在的，也很有可能因此衍生更多創傷感受及風險，因此在實務操作上，園生也都漸

漸選擇不要有陪審園生參與討論。也會讓陪審園生面對其他園生窺探心理的騷擾，

因而再造成心理層面的壓力與傷害。 

3.在審議制度執行前倘若無法事先提供園生相關準備與訓練，那他們在參與上就無法

妥善發揮代議士的表意功能，也會讓此制度更容易淪為形式甚至是造成園生及工作

人員無謂的負擔，制度也會因此失去意義。 

4.若無法實質建立權力及角色平權的互動平台，審議行為的討論上也容易造成園生感

受到假平權，甚至是加重自己權益被剝奪的感受，造成第二度的傷害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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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透過相關研究資料的彙整後，除了看見此制度為園生表意權展現及家園參與式

民主觀念帶來了許多正向的改變，但也發現因為密集互動的機制，同步為家園帶來

許多潛藏的風險危機。因此，本制度勢必進行操作上的調整，藉以提供園生更適切

的權益保障服務，而此部分亦為本篇研究所關注之重點。故本節對受訪資料進行彙

整，以歸納出受訪者在參與後對此審議制度修正所提出的相關建議。 

一、危機因應及轉型建議做法 

因本制度的設計脈絡主軸為頻繁的對話參與，所以也較容易因此產生許多互動

上或操作上的風險危機，也因此影響制度執行上的成效，因此，本制度在執行上仍

應時時進行檢視，針對風險因素發展因應方式並即時調整；以下就制度中會遇到的

風險及因應方式行說明： 

(一)人際關係衝突之風險與因應 

由於陪審園生被賦予審議及裁處的權力，所以也就更容易造成園生之間許多的

人際衝突危機，如：威脅、利誘、討好等；因此，為避免複雜人際關係風險的產生，

建議陪審園生的角色可挑選較理性成熟、熟稔家園事務及制度、已結案且與目前家

園在園生無利害關係的離園生們擔任，持續提供其專業訓練以提升其民主涵養，並

提供其與會津貼，逐漸形成專業且專職的代議陪審人力資源。 

 

(二)個人隱私曝光之風險與因應 

由於許多私人行為或特殊議題的公開曝光可能造成違規園生更多創傷感受及風

險；因此，在實務操作上，建議工作人員除了持續提供違規園生決定是否需要其他

園生加入審議的選項，在審議結果的宣告上，也應該盡量做到保密且個別化的告知，

避免以任何形式的訊息來公佈審議結果，如：警告單、集合宣布等方式，參與審議

的每個人員亦應皆受相關訓練並在會議後簽署保密協定書，以維護違規園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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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議能力不彰之風險與因應 

若無法事先提供園生成為代議士所需的相關準備與訓練，可能也就無法發揮此

代議制度的效果，也會讓此審議制度淪為形式甚至造成園生的負擔；因此，在實務

操作上建議先為園生及工作人員進行相關的司法及公民權涵養的訓練課程，並透過

適度的機制予其練習，使其未來有能力去面臨自身權益甚至是家園公共議題的討論。 

 

 (四)虛假賦權表現之風險與因應 

若無法實質建立平權的互動平台，那在審議制度的運作上則相當容易讓園生感

受到虛假的賦權，也會加重權益被剝奪的感受，因此造成第二度的傷害；因此，在

操作上建議，讓違規園生可以全程參與會議討論，特別是處置的決議階段，亦可提

供他們表達意見的機會，藉此讓他們提高對於會議公正性的信任感；另外，建議可

讓違規園生自提處置建議並讓他提出的建議有試行的觀察期，而非僅提供其說明違

規行為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真正的去感受賦權並提升自身的能力。 

 

(五)行政效率不彰之風險與因應 

因審議案件的規劃與處理上往往需要進行許多的對話討論，因此，為了避免浪

費過多時間與人力成本，也同時考量維護特殊案件與個人的隱私權利，建議此審議

會議調整案件處理方式及流程，一般案件仍回歸先由違規園生與其主責生輔員討論

出處置決議，倘若有爭議案件再由違規園生向家園主任提出上訴，進行共同審議制

度的啟動與討論；另外，建議去調整相關作法以提升審議會議進行的效率：1.會議中

提供類似案件的參考判例，以加速討論處置決議共識取得；2.若經過違規園生的同

意，可適時減少陪審園生的參與，藉此以提高討論的速度及效率；3.增加會議執行的

即時性，並同步規範會議的時間。 

 

 (六)個別化審議差異之風險與因應 

因審議制度的設計脈絡著重在協助違規行為的減少，而非管理或懲處違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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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故也會出現個別化的處遇結果及審議差異，也會造成許多違規園生的比較心態，

甚至造成園生間或與工作人員間的糾紛與風險；因此，建議應加強審議會中的說明

與回應頻率，讓參與成員都能理解工作人員與陪審園生的討論與決議；雖然此部分

的落差很有可能是因為違規園生及工作人員彼此不同的立場而形成，但仍建議在操

作上，應增加違規園生、陪審員生與工作人員之間對於審議決議的說明與回應機制。 

 

(七)制度伴隨權控之風險與因應 

對於某些缺乏意願的園生來說，需要額外花費自己的時間去參與或擔任他人審

議事件的陪審委員是相當困擾的，若缺乏意願但卻礙於家園公共事務責任而參與這

樣的會議，在參與上也可能採取被動及消極對抗的方式應對，因而影響審議的成效，

也造成另一種權控與壓迫；因此，建議在陪審園生的選任上可以設計志願制，讓真

正有意願的園生可以得到充分的訓練，並在審議中盡情的發揮代議士的角色。 

 

二、制度轉型之期程與步驟 

在相關資料的蒐集彙整後，研究者以時間的概念，對於目前園生共同審議制度

的修正分為立即可行、短期、中長期修正計畫；短期計畫預計針對目前審議制度相

關辦法、流程、表單等進行修正；中期計畫預計針對審議制度中的人力資源進行能

力培訓與強化；長期計畫則預計透過此機制的原型來延伸發展更多元的園生表意展

現，以下就不同時期的計畫進行簡略說明。 

(一)立即可行計畫-辦法修正階段 

對於目前審議制度的流程、辦法及相關表單進行新增或調整修正，並在制度調

整上一併考量「保密」、「志願」及「權力」等議題，藉此提升園生相關權益。 

1.修正目前審議制度的流程、辦法及相關表單 

針對目前的審議制度流程辦法進行修正，也同視將審議會議的內容流程化，並

將相關表單具標籤性及偏見的詞彙去除。 

2.調整審議決議宣告方式並規範簽署保密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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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審議會議後的宣告方式進行保密，避免再去張貼警告單或公開宣告，同時設

計保密切結書，要求參與審議的成員都必須簽署並遵守相關規定。 

3.調整陪審園生的產生與參與方式改為志願制 

除維持違規園生可選擇是否有陪審園生加入審議的權益，陪審園生的產生方式

亦改為志願制而非強迫參與，期待徵求有意願的園生再加以相關訓練。 

4.調整違規園生在會議中的權力展現與角色位置 

在審議會議中去正視並設規劃違規園生能有充分表意或全程參與會議的機會，

避免其感受到虛假的賦權而再度受到傷害或壓迫。 

 

(二)短期計畫-人力培訓階段 

在此階段將針對於參與審議制度的人力資源之選任、訓練、任用等建構較明確

的規範與訓練辦法，解此強化其參與或執行制度的能力。 

1.設置常任的公正第三方主持會議 

增設公正的第三方人士擔任類似主席或司儀的角色，除了可以增加審議制度中

的客觀與公平性，亦可適時的引導園生去維護並展現自身的表意權與參與權，避免

園生與工作人員之間的溝通再度落入權力位置不平等的互動模式中。 

2.提供工作人員及園生相關訓練及督導課程 

規劃有關民主參與、法律程序、公民權展現等訓練課程，並安排全體工作人員

及園生一同參訓，藉此提升公民權及法學涵養，並提升參與制度的能力。 

3.強化工作人員在會議中的說明與回應能力 

提供工作人員相關督導與訓練，並提醒其在審議會議中需針對園生的每個提問

進行清楚的說明及回應，藉此減少誤解與衝突。 

 

(三)中長期計畫-展望發展階段 

此階段著重於展望與發展，期待利用此審議制度建構溝通的原型及訓練，延伸

討論並發展出更多元的兒少權益服務，也期待連結資源去建構審議人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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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被害人在會議中的表意時段 

目前家園的共同審議制度主要大多是討論違規園生、陪審園生及相關工作人員

的權利義務及權益保障，較少關注到違規事件中的被害園生知感受與想法，在制度

設計上也未提供其表意的空間；因此，建議在制度的設計上亦可將被害園生的表意

權益安排在會議中，以維護其表意權力。 

2.家園重大議題亦可進入審議制度 

對於家園來說目前共同審議制度的設計旨在處理園生的違規行為，而審議決議

也大多是為了得到處置的建議，對於家園的園生來說仍有許多負向的感受，因此也

較難感受到正向的權益展現；因此，建議除了處置事件的討論，也可運用此制度進

行家園重大公共事務的討論，以消除園生對此制度的負向感受。 

3.培養代議陪審人力資源 

為避免複雜人際關係風險的產生，在陪審園生的角色可挑選上將邀請較理性成

熟、熟稔家園事務及制度、已結案且與目前家園在園生無利害關係的離園生們擔任，

持續提供其專業訓練並提供其與會津貼，逐漸形成專業的代議陪審人力資源網。 

 

三、對研究者及研究單位的建議 

透過相關研究資料的蒐集及彙整後，以下將以兒少權益維護為主軸，針對機構、

研究者、工作人員及園生，提出的相關建議，說明如下：。 

(一)對機構 

對於兒少安置機構的設立精神來說，兒少權益的提升與保護原來就視服務中重

要的一環，因此，建議應盡力連結財物力資源，並持開放的態度去支持工作人員及

園生建構相關賦權機制，並能及時回應兒少需求，如：支付離園生返回擔任審議委

員的出席費用等。 

(二)對管理者 

對家園目前執行的審議制度進行定期的檢討，彙整參與成員之經驗與建議，持

續的調整改善並連結相關資源，及早建立審議人力資源往來支持此制度的運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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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針對工作人員及園生進行督導訓練，使其能夠充分培養公民素養。 

 (三)對工作人員 

應自發性的強化個人相關專業知能，如：兒少保護個案樣貌的認識、兒少權益

提升的方法、公民參與制度的運作等，除讓自己隨時保持開放彈性的態度，亦需要

持續接受主管安排的督導與訓練。 

 (四)對園生 

應積極參加機構所安排的專業知能課程，如：溝通方法與技巧、公民參與制度

的運作等，也要持續的接收兒少權益提升的相關資訊，時時檢視自身的狀態，並及

實反應甚至是一同參與家園相關制度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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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仍因相關因素造成若干限制，以下進行說明。 

一、內容分析數量不足 

本研究主要以 2017 年之 18 件審議紀錄單的分析來規劃設計出研究架構，但因

該制度尚未建構完整且分析資料數量較為有限，故在相關概念的分析及詮釋上亦較

缺乏代表性，而處置的執行也較容易受到某些園生或是違規事件的影響，造成明顯

得研究偏誤及落差。 

二、受訪人數有限 

本研究對象僅針對家園之在園生/離園生/工作人員共計 26 人，進行 3 場焦點團

體及 4 場深度訪談，且部分成員並未有實際參與的經驗，大多依據自己對制度的理

解或耳聞來提供分享，因此在資料蒐集部分仍較為有限，且研究出來的結果亦較缺

乏代表性，僅可解釋為心棧家園的自身的操作經驗。 

三、訪談技巧仍須加強 

本研究訪員的訪談技巧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特別是在研究訪談中常常出現過

多以自身詮釋的提問，且在特殊觀念的追問上亦較為有限，都是本篇研究資料蒐集

時的缺失與限制。 

四、缺乏專家學者的建議 

本研究對象僅有家園之在園生/離園生/工作人員，仍較缺乏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

的建議，故研究出來的結果仍有不足及偏誤的風險，可轉換性亦較為不足。 

五、缺乏文獻資料的支持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上較缺乏國內外文獻提供支持與佐證，亦未蒐集並參考實務

場域中其它安置機構的作法，故研究出來的結果仍較為有限也容易落入研究者的主

觀感受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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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的反思 

本研究因大量蒐集園生及工作人員不同的參與經驗與感受，在資料蒐集的過程

中亦出現了反覆的對話、澄清與詮釋，也因此提供研究者在規劃、執行及檢視的階

段都可以時時核對並反思雙方不同的理解，以下就研究者的反思進行說明： 

一、賦予權益 v.s 附加權益 

在園生與工作人員陳述的資料中可以發現雙方對於賦權的感受不盡相同，在園

生陳述中，可以發現園生相當開心自己的權益透過這樣正式的機制展現，雖然在與

工作人員互動的過程中仍會受到身份職務上的影響而有所保留，但夠有機會去陳述

甚至是參與處置決議的討論對園生來說都是相當特別的「賦予權益」經驗；而有別

於園生，工作人員的對於園生權益的解讀大多認為是「附加權益」，認為園生應該要

有成熟客觀的態度，要有民主相關知能的概念，要有清晰表達的能力才能夠去運作

其表意權益，認為權益應該是要在許多附加條件之後才能夠得到， 

也因為這樣的邏輯思維，工作人員亦表示違規園生對於自己的違規行為應該不

能有無限上綱的賦權，也認為違規所帶來的處遇本質本來就是自己造成的痛苦，不

應該再去爭取相關權益；由此顯見，雙方對於權力的理解有明顯的落差，以致於在

這權力消長的歷程中雙方也較可能會因此產生明顯的認知衝突。 

 

二、目標取向 v.s 過程取向 

在園生與工作人員陳述的資料中可以發現雙方對於此制度關注的焦點亦有明顯

的落差，不論是否曾參加該審議制度，園生普遍都相當認同此園生參與審議的制度，

認為在過程中可以有表意的機會、可以有與工作人員平權對話的機會，自己的意見

甚至可以去影響事件的審議決議，這些被賦權的經驗對於園生來說都是未曾有過的

感受，所以姑且不論處置目標是否達成，違規行為是否改變，園生所關注的不見得

是最後的目標，而是在過程中的體驗與感受。 

相較於園生的觀點，工作人員對於此制度抱持著較多的負向認知，認為審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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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立意雖然良善，但因園生缺乏準備也欠缺相關公民參與的涵養，所以在實際操作

上較缺乏效率，也不一定能改變園生的違規行為，徒增加工作負荷，對於此制度的

改變大多關注在過程的簡化，目標的達成；由此顯見，雙方在體驗及理解制度的過

程中關注的焦點明顯不同，以致於對制度成效的解讀亦有所不同，因此，如果計畫

將制度進行修正，建議須先將雙方的期待落差提出討論並尋求共識，以免在修正過

後讓其中一方產生明顯的適應困難。 

 

三、司法正義 v.s 社會正義 

在園生與工作人員陳述的資料中可以發現雙方對於審議制度中隱含的工作價值

解讀亦有所不同，工作人員解讀此制度的精神較類似於「司法審判」的價值，亦即

透過一個公開並邀請園生陪審的機制，來審議出一個較公平公正的「處置決議」，最

後讓違規園生心服口服的去負起自己違規後的責任；但園生所解讀，或是期待此制

度所隱含的精神則較類似於「社會正義」的價值，希望能夠過這樣的機制去提升自

己的權力位置，希望過這樣的對話平台去澄清並說出心裡的聲音，讓工作人員也能

夠理解行為背後的意義，也期待這樣的理解能去轉換工作人員的視野，進而採取協

助的方法而非懲處的決定；由此顯見，雙方對於審議制度價值的理解亦有不同的取

向，也可能會因此產生較明顯的落差與衝突。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一系列的資料蒐集與訪談對話，來讓研究者可以用較客觀中

立的視野來瞭解目前自己規劃的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在兒少安置機構中的發展與執行

現況，也期待透過這樣的經驗去思考兒少表意權益及參與式民主在安置機構中落實

的可能，但在研究過程中也確實發現此制度設計或操作上產生了許多的落差、矛盾

甚至是衝突，這些狀況對研究者來說都是很好的反思機會，也期待在這樣的思考中

突破既有的框架，修正出一個更適切的賦權表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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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心棧家園違規事件審議流程圖 

人際衝突、霸凌事件 

完成補償 

重大違規/犯罪事件 

1.攜帶使用違禁品 

2.違法行為-逃家 

3.違法行為-打架 

4.違法行為-偷竊 

5.違法行為-勒索 

6.多次累犯/規勸無效 

7.其他 主任主持調解/修復

 

詢問進入修復會議意願 

訂立修復/補償作為 

陪審團審議制度 

每周五晚上召開,處理當周事件，若遇

重大緊急事件，得立即召開進行處理

(主任、社工、生輔、園生 A、園生 B) 

輕微違規/犯罪事件 

1.破壞物品 

2.挪用車資- 

3.生活作息不穩 

4.其他 

未完成補償 

結案 

評估修復狀態

 

輕微處置 

1.罰款 

2.罰寫 

3.勞動服務 

4.禁外出 

5.其他 

重大處置 

1.禁權益 2.紓壓室 3.警告單  

4.包含所有輕微處置 5.其他 

發生違規/犯罪事件 

1.陳述單  2.直接舉發 

工作人員調查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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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心棧家園園生處置紀錄單 

 
園生處置紀錄單 

 編號：心字第     號                   日期：  年  月  日 
園生姓名： 出生日期：年月日 

入園時間：□未滿半年□半年～未滿 1 年□1 年～未滿 2 年□2 年以上 

近三個月內整體行為表現狀況：□良好□普通□待加強 

事件： □無故未歸□金錢交易□行為/言語霸凌或衝突□多次未遵守作息□破壞公物 

□從事非法或危險行為□不服管教(態度不佳、屢勸不聽等)   □攜帶違禁品 

□其他： 

具體事件簡述： 

處置討

論方式: □ 開啟修復式會議□輕微事件無須開會□重大事件須開獎懲委員會(需陪審園生) 

處置： □開立第張警告單 

□進抒壓室反省，從月日到月日 

□禁權益(電腦/電視/電動等娛樂、外出、零用金) 從月日到月日 

□暫停案主參與活動權益(視當班人力狀況調整) 

□社區服務次，服務單位:從月日到月日 

□家園勞動服務次 

□罰鍰元整 

□月日之前繳交悔過書或具體改善計畫 

□月日之前繳交罰寫遍，內容： 

□其他： 

園生： 陪審園生：(若無則無需填寫) 陪審園生：(若無則無需填寫) 

生輔員： 社工：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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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研究邀請函 

 

敬啟者，您好： 

我是目前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碩士班學生蔡宗成，在

本所游美貴教授的指導之下，正在進行「台北市私立心棧家園審議制度轉型之研究」

之碩士論文研究。我目前於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心棧家園擔任

主任一職，從 2017 年開始，我在實務工作經驗中漸漸發現安置機構少年賦權與表意

的重要性，於是協同其他工作人員一同討論建構，以園生違規行為的審議為例，嘗

試為園生們建構一個賦權及表意的平台。在 2017 年也進行了 18 場園生違規行為的

審議會議。但這期間的操作上，也確實發現到此審議制度可能會面臨到許多限制與

危險，包括個人隱私議題的曝光、互動關係的威脅等等，因此，希冀能藉由此次論

文的完成，讓青少年賦權及表意的觀點能夠更加落實於青少年安置機構的服務中，

並期待可以提供相關兒少安置機構作為實務執行上的參考。 

針對受訪者，本研究將提供 200 元禮卷以聊表謝意。若您對本研究感到有興趣

或者有任何疑問者，都歡迎您與我聯繫進行瞭解與討論；若有其他推薦參與本研究

的人選，也請您協助提供相關資訊。您的寶貴經驗與意見對本研究而言相當重要，

誠摯地邀請您一同參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游美貴博士 

研究生：蔡宗成 

聯絡電話：0921-167842 

電子信箱：bring0401@hotmail.com 

 

mailto:bring040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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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究參與同意書 

 

敬啟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參與「台北市私立心棧家園審議制度轉型之研究」之研究。研究者

是目前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碩士班學生，於本所游美貴博

士的指導之下進行此學位論文研究。由於研究者目前於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

設台北市私立心棧家園擔任主任一職，在實務工作經驗中發現安置機構少年賦權與

表意的重要性，於是以園生違規行為的審議為例，建構並操作一個賦權及表意的園

生共同審議機制。但 2017 年間的操作上，發現到此審議制度可能會面臨到許多限制

與危險，所以也希冀能藉由此次論文的完成，讓未來青少年賦權及表意的觀點能夠

更加落實於青少年安置機構的服務中，並期待可以提供相關兒少安置機構作為實務

執行上的參考。 

本研究在深度訪談法所蒐集的部分資料，如有關個人在職場所面臨非屬本研究

相關之困境或經驗，將予以傾聽、回饋與支持，並予以保密，且絕不用於本研究中。

個別深度訪談約需要 1 至 1.5 個小時不等，並可能視情形邀請您進行第二次的補訪，

補訪方式將會依您的方便，以面對面訪談或者電話訪談等方式進行。您的寶貴經驗

對本研究來說相當重要，非常感謝您的參與。除了再次確認您參與深度訪談的意願

之外，以下事項攸關您的權益，請仔細閱讀： 

1. 訪談過程中將全程錄音，研究者後續會將其轉譯為逐字稿，於您檢閱、確認內

容符合您的原意之後，始作為本研究資料分析處理之用途，並會適度於本學位

論文中進行引文使用。 

2. 訪談的過程中，您可以自由決定您欲分享的經驗或看法；此外，若您感覺有任

何的不舒服或其他考量因素，可以隨時向研究者反映，暫停訪談甚至中途退出

研究。 

3. 為了保障您的隱私權，您所提供的個人資訊將會匿名處理，訪談過程中若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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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能足以辨識您的身分的資料，研究者也會適度的隱匿，以避免您的身分曝

光。 

4. 您所提供的所有資料僅作為本研究所用，在未經過您的同意之前，研究者絕不

會外洩您的個人隱私資訊。 

 

在研究過程中，若您有任何的疑慮或者想法，皆歡迎您隨時提出與研究者進行

討論。若您同意上述內容，並已確認沒有其他的疑問或不清楚之處，請於下方簽署，

代表您已清楚瞭解參與本研究所具有的權益，並且擔任本研究的受訪者。本研究參

與同意書為一式 2 份，於簽署後將會由您與研究者各持一份留存。最後，再次感謝

您的參與及寶貴意見分享。 

 
 
 

研究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研究生蔡宗成 

聯絡電話：0921-167842 

電子信箱：bring0401@hotmail.com 

 
 

受訪者：（簽名）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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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內容分析編碼簿（Coding Book） 

變項 變數質 備註 

紀錄單編號 編號 1~18 號 依時間排序 

會議日期 yyy/mm/dd  

入園日期 yyy/mm/dd 
違規園生入住家

園日期 

近三個月行為表現 1=良好、2=普通、3=待加強 
工作人員對園生

之整體印象 

違規事件 

1=無故晚歸 
2=金錢交易 
3=行為/言語霸凌或衝突 
4=多次未遵守作息 
5=破壞公物 
6=從事非法或危險行為 
7=不服管教（態度不佳、屢勸不聽） 
8=攜帶違禁品 
9=其他 

以文字型態補充

說明 

討論方式 
1=開啟修復式會議、2=輕微事件無須開

會、3=重大事件須開審議會議 
由工作人員評估

分類 

因應及處置方式 

1=開立警告單 
2=進紓壓室反省 
3=禁家園生活權益 
4=暫停參與活動權益 
5=社區服務 
6=家園勞動服務 
7=罰鍰 
8=繳交具體改善計畫 
9=繳交罰寫 
10=其他（完成其他經審議會議討論出的

積極改變作為） 

以文字型態補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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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深度訪談大綱（離園生版）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1. 請問您居住在心棧家園的時間多長？ 

2. 請問您參與過園生審議制度的次數？ 

3. 請問您參與過園生審議制度的角色為何？ 

 

二、有關園生違規行為審議制度的問題 

1. 請問您在參加過的園生共同審議會議制度中擔任審議委員時的感受為何？

為什麼？ 

2. 請問您在參加過的園生共同審議會議制度中擔任被審議者時的感受為何？

為什麼？ 

3. 請問您認為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對違規事件處理的公平性有幫

助嗎？為什麼？ 

4. 請問您認為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對園生的表意權有幫助嗎？為

什麼？ 

5. 請問您認為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可以讓園生學習到更好的表達

及溝通技巧嗎？為什麼？ 

6. 請問您認為在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可以讓園生學習到更客觀成

熟的判斷能力嗎？為什麼？ 

7. 請問您認為在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可以讓園生更理解工作人員

處理園生違規行為的過程嗎？為什麼？ 

8. 請問您覺得在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運作中，審議委員彼此間的

討論及互動狀況如何？ 

9. 請問如果若擔任園生共同審議制度中的被審議者，您會希望有其他園生加

入嗎？為什麼？ 

10. 請問您覺得目前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在運作中的優點為？ 

11. 請問您覺得目前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在運作中的缺點為？ 

12. 延續上題，對於目前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遇到的困難，您有何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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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意見與建議 

1. 請問您覺得基金會或家園能提供什麼樣規定或資源，可以讓園生審議制度

的執行上更順利？ 

2. 請問您認為園生審議制度的執行上還應該要注意哪些細節，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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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園生版）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1. 請問您居住在心棧家園的時間多長？ 

2. 請問您參與過園生審議制度的次數？ 

3. 請問您參與過園生審議制度的角色為何？ 

 

二、有關園生違規行為審議制度的問題 

1. 請問您在參加過的園生共同審議會議制度中擔任審議委員時的感受為何？

為什麼？ 

2. 請問您在參加過的園生共同審議會議制度中擔任被審議者時的感受為何？

為什麼？ 

3. 請問您認為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對違規事件處理的公平性有幫

助嗎？為什麼？ 

4. 請問您認為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對園生的表意權有幫助嗎？為

什麼？ 

5. 請問您認為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可以讓園生學習到更好的表達

及溝通技巧嗎？為什麼？ 

6. 請問您認為在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可以讓園生學習到更客觀成

熟的判斷能力嗎？為什麼？ 

7. 請問您認為在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可以讓園生更理解工作人員

處理園生違規行為的過程嗎？為什麼？ 

8. 請問您覺得在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運作中，審議委員彼此間的

討論及互動狀況如何？ 

9. 請問如果若擔任園生共同審議制度中的被審議者，您會希望有其他園生加

入嗎？為什麼？ 

10. 請問您覺得目前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在運作中的優點為？ 

11. 請問您覺得目前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在運作中的缺點為？ 

12. 延續上題，對於目前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遇到的困難，您有何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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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意見與建議 

1. 請問您覺得基金會或家園能提供什麼樣規定或資源，可以讓園生審議制度

的執行上更順利？ 

2. 請問您認為園生審議制度的執行上還應該要注意哪些細節，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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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工作人員版）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1. 請問您在兒少安置機構的工作年資？在心棧家園的工作年資？ 

2. 請問您參與過園生審議制度的次數？審議的內容是哪些？ 

 

二、有關園生違規行為審議制度的問題 

1. 請問您在參加過的園生共同審議會議制度中擔任審議委員時的感受為何？

為什麼？ 

2. 請問您認為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對違規事件處理的公平性有幫

助嗎？為什麼？ 

3. 請問您認為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對園生的表意權有提升嗎？為

什麼？ 

4. 請問您認為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可以讓園生學習到更好的表達

及溝通技巧嗎？為什麼？ 

5. 請問您認為在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可以讓園生學習到更客觀成

熟的是非判斷能力嗎？為什麼？ 

6. 請問您認為在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可以讓園生與工作人員間更

加理解園生違規行為的處理過程嗎？為什麼？ 

7. 請問您覺得在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運作中，審議委員彼此間的

討論及互動狀況如何？彼此的權力關係狀況如何？ 

8. 請問您覺得由園生共同擔任審議委員，會對被審議園生造成什麼影響？ 

9. 請問您覺得目前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在運作中的優點為？ 

10. 請問您覺得目前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在運作中的缺點為？ 

11. 延續上題，對於目前家園所執行之園生共同審議制度遇到的困難，您有何

建議？ 

三、其他意見與建議 

1. 請問您覺得基金會或家園能提供什麼樣規定或資源，可以讓園生審議制度

的執行上更順利？ 

2. 請問您認為園生審議制度的執行上還應該要注意哪些細節，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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