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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庭暴力防治法》於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家

暴法的保護對象之一。家暴法修法至今不過三年多之久，當前中央政府正積極地

投入資源建置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網絡；對此，研究者著眼於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未來的發展，認為有其必要彙整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至今的目睹暴力服務之實

務現況，希望藉本研究呈現 2015 年修法至今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之服務經驗，並

據以提出相關建議。 

本研究以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社工為研究對象，採用深度訪談法做為蒐

集資料之方式，且是立意取樣，透過滾雪球方式邀請研究對象，總共邀請 7 位服

務目睹暴力兒童的社工參與本研究。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社工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主要年齡層下降，其年齡

層由學齡期下降至以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為主。 

二、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處遇定位有所轉變 

（一）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主體性提升 

（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獨立於成保體系 

（三）目睹暴力兒童服務與兒少保護之分工越趨明確 

（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在一站式方案的服務整合 

三、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教育單位合作之轉變 

（一）教育與社政單位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歸屬認知不同調 

（二）學校輔導資源不均對於目睹暴力兒少服務有別 

（三）轉知教育單位後難以瞭解學校輔導成效 

 

關鍵字：家庭暴力防治法、目睹暴力兒童、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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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was amended on February 4, 2015, 

officially adding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to those protected by the act. 

The amendment has only been in effect for a bit over three years and th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working hard to put more resources into constructing the service network for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The researcher focuses on the future of 

services for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She finds it necessary to 

summarize the circumstances of direct practice in this area since the amendment to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in 2015, hoping to present the service experiences 

through this study and to offer related advice. 

By using purposive and snowball sampling, the researcher invites seven social 

workers that work with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to join the study. She 

collects data by using depth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 Since the amendment to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in 2015, the main 

age group of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helped by social workers 

has become younger. The average age group went from school age to pre-school 

age. 

II. The changes in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since the 

2015 amendment to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i. The subjectivity of services for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has 

risen. 

ii. Services for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became independent 

from the adult services system.  

iii.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services for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and youth protection became clearer. 

iv. One-stop programs integrated services for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III. Changes t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ocial workers for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and educational units: 

i. Educational units and social welfare unit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unseling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ii. Not all school counseling resources offer different 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iii. It is difficult to follow up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counseling after 

reporting to educational units. 

Keyword: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children witnessed to domestic 

violence,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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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在於闡釋研究之動機與研究目的，藉此提出研究問題，並針對本研

究之重要名詞加以界定。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

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彰化縣逆倫血案，涉嫌弒父的大學生何男坦承，5、6 歲起目睹父親

何父對母親家暴，陰影揮之不去，事發當晚見父親從外面喝完酒後回家倒

頭就睡，認為是「好機會」，先是喝了 2 瓶啤酒壯膽，拿起預購的廚師刀，

冷血地朝醉倒床上的父親頸、胸猛刺。（中國時報 2013/09/24）』 

『孝子悲歌！高雄 23 歲曾男二十年來目睹父親對母親家暴，並常磨刀

恐嚇要殺母親，案發前晚父親又磨刀威脅要扭斷母親脖子，曾男深覺全家

人長期活在父親家暴陰影下，無法再忍受，遂於清晨持殺魚刀刺殺熟睡父

親，造成父親當場身亡。孝子弒父後報警自首，他說：「明知這樣做不對，

但爸爸若真傷害媽媽怎麼辦？只有這樣才能保護媽媽！」訊後被依殺人罪

移送，聲押獲准。（蘋果日報 2014/11/04）』 

『臺灣屏東高樹鄉發生兒子弒父倫常慘劇。27 歲長子陳男自幼目睹父

親長期對母親家暴，也常被父親辱罵，案發當晚父親喝酒後辱罵妻子，兩

個兒子在旁勸阻，陳男不滿父親長期辱罵及暴打母親，和父親口角後互毆，

陳男拿起菸灰缸及剪刀反擊父親，造成父親頸部被刺，大量失血，送醫不

治…警方表示，陳家十多年前曾有家暴的報案紀錄，但近年來都沒有，也

未申請保護令。雖然同情陳男處境，訊後仍依殺害直系血親尊親罪嫌移送

法辦。（中時電子報 201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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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沉默的受害者 

臺灣這五年來發生多起兒子殺父逆倫的悲劇，這些駭人的新聞事件皆是與長

期目睹及隱忍家庭暴力有關，長期目睹家庭暴力的子女長大後，忍無可忍而親手

殺害父親的人倫悲劇，怵目驚心的弒父畫面，引起社會大眾一片譁然。 

目睹家庭暴力的子女們因為長期目睹家人以暴力的方式處理衝突，無形當中

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也將這種互動方式內化成自己行為的一部分，因此當孩子逐

漸長大，有些孩子就會選擇出手阻擋施暴者，與施暴者對抗，而釀成人倫悲劇。

不知道是多麼深的怨恨讓過去長期以來目睹的孩子喪失理智，竟然要讓施暴者以

死亡來作為代價？沒有人知道當孩子親眼看見爸爸毆打媽媽的瞬間，孩子想的是

什麼？孩子又能承受什麼？事實上，孩子內心的恐懼或許遠遠超出他／她所能承

擔的程度，面對孩子，大人們能用什麼言語向他／她解釋所發生的一切？然而，

無論事情的起因為何，孩子終究是無辜的，誰來幫孩子鼓起生活的勇氣？誰又來

抹平孩子內心的陰影和創傷？ 

過去很多人認為孩子沒有被虐待，只是看見暴力，小孩睡一覺起來就會忘記；

認為父母們吵架打架又沒有打小孩，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對於家庭中的兒童而言，

雖然他／她們身上並沒有明顯的傷痕，但是在「內心」的傷口卻是確實存在的，

兒童常常在父母家庭暴力下容易成為沉默的、被遺忘的的受害者，再加上目睹家

庭暴力的兒童1可能因為缺乏認知能力而無法使用適當的因應模式來處理其目睹

暴力的經驗，因此常會以退縮或抑制行為來隱藏自己的受創經驗（洪意晴，2007）。

事實上，他／她們親眼目睹家人施暴，家庭暴力的畫面往往因此深深烙印於兒童

的心底，造成在成長過程中難以磨滅的心理創傷，也在未來埋下一個不知道何時

會爆發的未爆彈。 

家庭暴力一直以來都是個沉重的議題，在暴力家庭中，不僅受暴的婦女需要

協助，長期目睹暴力下成長的兒童也同樣需要被協助。因此，試想若是在童年目

                                                 
1目睹家庭暴力兒童，以下統一簡稱為「目睹暴力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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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家庭暴力的那當下，有人願意傾聽孩子內心的恐懼與害怕，給予接納、關懷和

支持並適時協助，是否就有機會幫助孩子緩解暴力的傷害及影響？是否也可以讓

人倫悲劇聳動的標題有轉圜的空間？ 

 

二、目睹家庭暴力的嚴重性 

究竟有多少生活在暴力家庭中的兒童？在臺灣，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數據

顯示，2016 年家庭暴力通報案件共計 11 萬 7,550 件，2016 年突破臺灣歷年來家

庭暴力案數的新高峰；其中在 2016 年被通報之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事件

為 6 萬 4,978 件，佔該年家庭暴力通報案件的 55%（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

遠超過其他家庭暴力案件類型，2016 年通報之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事件數

據在近五年數據當中更創新高。 

隨著臺灣家庭暴力事件逐年遽增，在家內的兒童直接暴露於父母婚姻暴力，

目睹暴力兒童也隨著家暴案量而與日俱增。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2015 年轉介／

提供目睹暴力服務人次為 8,606 人，2016 年則攀升至 1 萬 3,543 人（表 1）。 

表 1 轉介／提供目睹暴力服務人次 

 2015 2016 

服務人次 8,606 1 萬 3,54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統計資訊：婚姻暴力事件通報類型統計。

取自：https://dep.mohw.gov.tw/DOS/lp-2981-113.html 

 

在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間，全國家暴通報案件計 10 萬 2,306 件，通

報人認有目睹暴力件數計 1 萬 9,812 件，佔通報案件 19.4%，另外再經防治中心

評估確實有目睹家暴之情事者有 1 萬 1,405 件，佔通報有目睹暴力兒少件數的

57.6%（表 2）。2現代婦女基金會表示目前臺灣每年成年家庭暴力案件約有 2.2 萬

                                                 
2現代婦女基金會（2017年 6月 28日）。超過 2萬名兒少目睹家暴，現代婦女基金會啟動一站

式服務【新聞群組】。取自：http://npost.tw/archives/3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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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睹暴力兒童少年，亦即每件親密暴力案件平均有 1.5名兒童或少年直接目擊、

聽聞或感受到家中正有暴力案件發生。 

表 2 通報及評估目睹暴力兒少案件情形（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間） 

A.家暴通報案件數 B.通報人認有目睹暴力 

兒少之件數 

C.防治中心評估確認有

目睹暴力兒少件數 

1 萬 2,306 1 萬 9,812 1 萬 1,405 

 B／A=19.4% C／B=57.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統計資訊：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統計。

取自：https://dep.mohw.gov.tw/DOS/cp-2981-14053-113.html 

 

承上述之統計數據，目睹暴力兒童的議題已不容忽視，藉由上述的數據統計

當中可以發現，顯見兒童目睹家庭暴力之數據增長及其嚴重性；另一方面，值得

省思的是，當家庭暴力發生之時，兒童幾乎無可避免地會直接暴露於成人親密關

係暴力之下，因此研究者可合理推測其因著家庭親密關係暴力而受害的兒童，絕

不僅只於統計數據上之數字，隱藏在通報數字下的黑數也可能遠超於官方統計之

數據。過去以來目睹暴力兒童在外觀上並無明顯的外傷，容易被忽略，因此若只

看外觀並無法完全辨識目睹暴力兒童。研究者試想，第一線受理家暴案件時，是

否能透過更專業之晤談評估，確切評估案家是否有目睹暴力兒童之情事，並瞭解

兒童因目睹暴力所受之創傷及影響程度？透過提升社工人員對目睹暴力兒童之

評估工作，也希望能夠讓這群隱藏在家庭暴力之下被遺忘的受害者可以得到適切

的服務。 

 

三、家庭暴力防治法納入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臺灣在 1998 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是亞洲第一個以「家庭暴力」為規

範對象所設立的專法，打破過去「法不入家門」之家庭暴力的迷思，更喚醒臺灣

沉睡已久的婦幼議題，家庭暴力之問題也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及法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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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保護並

協助所有因家暴而受害的家庭成員，家暴法的立法精神即在於防治家庭暴力之行

為，促進家庭和諧並保護被害人之權益，但其關切的焦點仍以家庭暴力下的受暴

婦女為主；雖然家庭暴力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受暴婦女，但是家庭中的成員皆會受

到暴力的波及，尤其是家中最弱勢的兒童。有鑑於此，2003 年兒童福利法及少年

福利法合併修法之際，立法院正式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3」（即「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根據該法第 43 條「目睹家庭暴力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列為保護個案者，該主管機關應提出兒童及少年家庭處遇

計畫；必要時，得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團體辦理」，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

首度在法律層次被關注（彭淑華，2011）；然而在有限的人力、經費和資源分配

下，這群隱形受傷的目睹暴力兒童，仍然成為容易被忽視的服務對象（沈慶鴻，

2001）。 

由於家暴案件節節高升以及逆倫弒父之新聞屢見不鮮，社會大眾及政府更加

關注並檢視當時的家暴法對於受暴的婦女、對於過去隱藏在家暴案之下的目睹暴

力兒童是否能提供即時且完善的保護？此外，隨著越來越多國內外研究證實家庭

暴力與目睹暴力兒童有顯著相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婦幼團體之實務工作者也開始

關注目睹暴力兒童之議題，並針對尚未入法的目睹暴力兒童及相關議題積極倡權

奔走。臺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推動即將進入第二個十年之際，在民間單位與公

部門的共同努力推動下，立法院於 2015 年 1 月 23 日三讀通過「家庭暴力防治

法」修正案，正式將目睹暴力兒童及少年，成為家暴法的保護對象（全國法規資

料庫，2015）。此次修法也將目睹暴力兒童及少年納入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令的

適用範圍，使得這群家庭暴力下沉默的受害者─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可以正式納

入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護傘下。 

                                                 
3「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經總統於 2011年 11月 30日公布將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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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目睹暴力兒童尚未被納入家暴法保護對象之前，目睹暴力兒童在婦女

保護4與兒童保護5二分法的處遇之下，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散佈在婦保、兒少保

或是家庭服務相關的機構當中，缺乏整合性，也缺乏主責機構能針對目睹暴力兒

童的需求進行完整的處遇計畫（任彥蓉，2009；陳怡如，2003）。此外，過去在

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上面臨的困境之一便是「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缺乏明確的政

策確認」，由於婦保與兒少保機構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各持不同立場 ，因此

在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方面並無法有效地分工合作（洪素珍，2003）。在兒少

保機構中，目睹暴力兒童經常是因婚暴併兒少保的方式，轉入兒少保系統；在婦

保機構中，經常是在受暴婦女主動帶其子女前來的狀況之下，社工人員才可能接

觸到目睹暴力兒童，過去婦女保護社工的工作任務以維護受暴婦女之人身安全為

主要目標，並提供相關保護扶助措施。 

然而，如今目睹暴力兒童入家暴法後，過去僅關注家暴被害人議題之成人保

護（以下簡稱成保）社工，對於目睹暴力兒童，成保社工是否能夠加強辨識、評

估目睹兒童，並提出相關之處遇方法？臺灣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服務已走向

多元化，包含個案管理、團體、社區宣導以及教育訓練等服務方式，各機構也隨

之發展出各自的處遇方式（楊雅華、郁佳霖，2012）。因此，目睹暴力兒童正式

入家暴法後，如何善用評估的方法並規劃適宜的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服務是相當

重要的，各主管機關、社政、教育單位及民間單位是否能統整目睹暴力兒童的服

務網絡，建立合作共識？這些都成為成保社工在目睹暴力兒童入家暴法後工作上

所面臨的新挑戰。 

事實上 2015 年家暴案修正案當中所提及對目睹暴力兒童保護措施和輔導資

源，其實很多民間單位早就已經在做了，如今只是透過法令來再加以明文規定（網

氏／罔市女性電子報，2015）。回顧臺灣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發展歷史，的確在

                                                 
4 婦女保護，以下簡稱婦保。 
5 兒童保護，以下簡稱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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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家暴法正式修法前，許多的民間機構即視目睹暴力兒童為服務對象，甚

至有少數機構已發展出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專責單位，例如：天主教善牧基

金會小羊之家－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中心6。因此，研究者不禁去思考，對於第一線

之實務工作者而言，此次修法對於社工人員而言在目睹家庭暴力領域有何種實質

的效果與改變？此外，研究者也想要更深入瞭解此次修法後是否能實質回應過去

以來目睹暴力兒童在臺灣家庭暴力服務網絡運作之困境？ 

 

四、我在實習時的看見與啟發 

從大學開始踏進社會工作領域學習，除了學習社會工作相關理論與技巧，更

希望可以透過實習的機會尋找自己感興趣的服務領域。直至進入研究所就讀，有

機會接觸到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之議題，因緣際會之下，也進入善牧小羊之家期

中實習，更多瞭解目睹暴力兒童的相關議題。進入到小羊之家實習後，一邊學習

目睹暴力兒童的相關理論基礎及社工提供處遇的方式，一邊也透過實習督導的分

享更加瞭解了目睹暴力兒童的實務狀況與困境。 

在機構除了陪伴目睹暴力兒童，也參加小羊之家針對學齡前目睹暴力兒童所

辦理的遊戲治療團體（共六次），也觀察兒童在遊戲團體中與其他成員的互動及

反應，並在團體後與心理師（leader）、社工（co-leader）一起針對每位目睹暴力

兒童方才在團體中的反應，根據他／她們各自目睹暴力的程度與家庭狀況一一做

分析且討論。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發現這些學齡前目睹暴力兒童，由於生理、心

理等均在發展的階段，也不懂表達自己的感受，所以即便因著目睹家庭暴力而得

到無法想像的心理衝擊，若只觀看外表，根本無法發現在兒童外在表現之下所潛

藏的恐懼與害怕，沒有人知道當他／她親眼看見爸爸毆打媽媽的瞬間，他／她想

的是什麼？事實上，兒童他／她們內心的恐懼或許遠遠超出他／她所能承擔的程

度，面對孩子，大人們能用什麼言語向他／她解釋所發生的一切？然而，無論事

                                                 
6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小羊之家－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為「善牧小羊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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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起因為何，兒童終究是無辜的，誰可以幫助這些兒童鼓起生活的勇氣？誰又

可以來抹平這些兒童內心的陰影和創傷？ 

在實習經驗中，因為實際接觸目睹暴力兒童，也讓我對於目睹暴力兒童議題

越感興趣；當我更深入的探討目睹暴力兒童這個主題時，發現家庭暴力對於目睹

暴力兒童的影響很大，這群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在家庭暴力環境之下即使並沒

有受到直接的傷害，然而並非僅有肉眼可以看見的皮肉傷才是真的痛苦，潛藏在

內在的壓力與鬱悶，更是造成目睹暴力兒童不可抹滅的傷痕。因此，對於這群目

睹暴力兒童而言，其處遇服務介入十分重要，若目睹暴力兒童在成長的時機無法

得到適當的處遇及輔導，不僅受傷的情緒及心理無法得到宣洩，在他／她們內心

當中可能會認同暴力行為，抑或複製暴力模式成為日後的施暴者；甚至更極端的

例子如同前述的逆倫弒父的新聞一般，等到目睹暴力兒童長大後便以以暴制暴的

悲劇方式收場。 

研究者檢閱國內目睹暴力兒童相關文獻（請參考表 3），首先發現臺灣針對

目睹暴力兒童之相關研究其數量及內容遠不及成人保護工作之研究；再者，可以

發現目前國內目睹暴力兒童之研究多仍停留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以前，2015 年

目睹暴力兒童正式納入家暴法後，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現況及社工人員在修法前

後工作處遇上的差別等，尚未有人進行研究探討，因此研究者認為針對 2015 年

家暴法修法後的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現況，以及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提供處遇

工作的經驗是有待進一步探索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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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內目睹暴力兒童之相關文獻整理 

主題分類 年份 作者  論文／期刊名稱 

兒童目睹

家暴之經

驗與因應 

2005 沈瓊桃 期刊 兒童知覺的雙重家庭暴力經驗與其適應行為之相關研究 

2005 童伊迪 

沈瓊桃 

期刊 婚姻暴力目睹兒童之因應探討 

2006 姜琴音 期刊 目睹父母婚姻暴力之成年子女心理經驗初探 

2007 翁毓秀 期刊 婚姻暴力中隱性的女性受害者──目睹女童 

2009 陳玟璇 論文 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經驗初探 

目睹暴力

兒童與 

復原力 

2010 沈瓊桃 期刊 暴力的童年、堅韌的青年：目睹婚暴暨受虐青年復原力之

探討 

2012 邱怡萍 論文 兒童時期目睹婚姻暴力成年子女復原歷程之探究 

2013 謝敏珍 論文 目睹親密關係暴力偏差行為少年之優勢探討 

2013 李孟君 論文 目睹親密關係暴力兒童復原力與內外化行為相關性研究 

2016 杜瑛秋 期刊 以提升保護因子之目睹家暴兒童服務 

家暴對目

睹暴力兒

童之影響 

1999 曾慶玲 

周麗端 

期刊 父母婚姻暴力對兒童問題行為影響研究 

2005 孫國丁 期刊 目睹家暴兒童之治療計劃及心得 

2005 陳思儒 期刊 婚暴對目睹兒童之潛在影響 

2005 蘇益志 期刊 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童身心發展影響之探討 

2008 江琪彬 期刊 由依附理論觀點探討婚姻暴力對目睹兒童的影響 

2008 卓佳敏 論文 目睹父母婚姻暴力對成年子女在婚姻衝突上之影響研究 

2009 譚子文 

董旭英 

期刊 目睹婚姻暴力和台灣都會區國中生受虐程度關聯性之研究 

2012 潘國仁 期刊 婚姻暴力問題對目睹兒童受創之影響研究 

家長與 

目睹暴力

兒童 

2006 洪素珍 期刊 母親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需求之理解：焦點團體與紮根理

論之應用 

2007 莊靜宜 期刊 目睹兒童與受暴母親之親子關係研究 

學校對目

睹暴力兒

童之服務 

2009 解佩芳 論文 台北縣市國小班導師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特質辨識與處置

之研究 

2009 楊倩蓉 

連廷嘉 

期刊 學校諮商應用於目睹婚暴兒之危機介入 

2011 張景茹

郎亞琴 

期刊 家暴目睹兒防治課程對國小高年級學童家暴知識與態度之

影響 

社工對 

目睹暴力

2007 郭靜晃 期刊 另類受虐兒童─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 

2009 任彥蓉 論文 提供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服務社工之處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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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之處

遇經驗 

2010 杜瑛秋

張玉芳 

期刊 以案主最佳利益看目睹暴力兒童的社工員角色與功能 

2013 江建仁 

馬宗潔 

期刊 與目睹家內兇殺案兒童工作經驗探討 

2014 陳貞吟 論文 社會工作者在服務目睹暴力兒童歷程中有效服務經驗的探

索性研究 

社工服務

目睹暴力

兒童之處

遇模式 

2010 陳映潔 論文 目睹兒童之社會工作處遇模式 

2011 彭美玉 論文 婚姻暴力目睹兒童社工處遇模式之探討-以新竹區在地經

驗研究 

團體工作 2003 莊美娥 期刊 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團體輔導－談高雄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經驗及成效發現 

2012 楊雅華

郁佳霖 

期刊 初探目睹暴力兒童團體工作 

遊戲／ 

藝術治療 

2004 洪意晴 論文 目睹父母婚暴兒童在遊戲治療中之遊戲主題的改變歷程 

2007 蔡毅樺 論文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手足遊戲治療主題及互動行為之探究 

2009 洪素珍 

李麗君 

期刊 從目睹婚姻暴力青少年兒童觀點看戲劇治療的經驗 

2012 藍琦 論文 目睹家暴兒童參與表達性藝術活動團體輔導成效之研究 

2013 王純琪  親子遊戲治療對婚暴目睹兒童及其受暴母親親子互動行為

處遇成效之分析研究 

2014 林妙容 期刊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遊戲治療歷程 

2014 謝政廷

林妙容

許智傑 

期刊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團體遊戲治療歷程之探究 

2015 王純琪 論文 親子遊戲治療對婚暴目睹兒童及其受暴母親處遇成效之分

析研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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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暴力兒童入家暴法後，研究者認為目睹暴力兒童之議題不該僅止於一個

法律觀念上的躍進，去承認目睹暴力兒童議題的存在；研究者更欲去探究在入法

後，家暴法修正案當中增加與保護目睹暴力兒童之相關內容，究竟在目睹暴力兒

童的服務輸送上，在各縣市之政策或是實務上有何種改變？以及修法後，社工在

提供協助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經驗方面是否有其轉變？ 

綜合前述，本研究針對 2015 年家暴法修正案，因著法律明確將目睹暴力兒

童納入保護範圍，在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方面，希望以社工員角度，整合社工員對

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經驗，相信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推展是有相當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除此之外，研究者也期盼在修法後，透過在目睹暴力兒童領域之社

工經驗的統整，可以提升國人對於目睹暴力兒童議題的重視，亦提升目睹暴力兒

童服務之效能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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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研究者以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社工為研究對象，針對 2015 年家暴法修

法後，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家暴法的保護對象之一，欲瞭解探討社工員在提供服

務過程中協助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經驗。期待透過本研究之研究結果，以瞭解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在目睹家庭暴力領域實務方面，社工在提供協助目睹暴力

兒童在處遇經驗上之轉變，希望促進服務目睹暴力兒童處遇工作之發展，並對於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所帶來的影響和改變有更全面的認識與瞭解。綜合上述，

本研究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瞭解臺灣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輸送實施的情形。 

二、瞭解在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入法後，社工員認為在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上實

務的轉變。 

三、探討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社工與其他服務網絡合作的經驗。 

四、期待研究結果，針對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輸送的現況，

提出政策面與實務執行面之建議。 

 

針對上述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研究目的延伸，本研究欲討論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臺灣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正式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家暴法，目睹暴力

兒童服務輸送實施的情形為何？  

二、在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納入家暴法後，對於社工而言，修法後在提供目睹

暴力兒童服務改變的為何？社工實際協助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經驗為何？ 

三、社工員認為 2015 年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家暴法後，社工目前所服務的機構，

與教育、社政單位合作執行之狀況？執行的困境為何？面對其困境社工認為

可以如何改善？  

四、社工員對於現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在政策面、制度面和服務輸送等面向的發

展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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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家庭暴力 

根據臺灣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一條至第三條規定，家庭暴力乃指家庭成員間實

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其家庭成員

包含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現為或曾

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以及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某

方對於另一方施以身體虐待、情緒虐待、心理虐待與性虐待等其他侵犯身體或精

神上之虐待型態。本研究廣泛的稱為家庭暴力，但本研究主要聚焦於親密伴侶暴

力（婚姻暴力或同居暴力）。 

 

二、目睹家庭暴力兒童（簡稱「目睹暴力兒童」） 

目睹暴力兒童入法後，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新增「目睹家庭暴力」

之定義，並正式定義為「指看見或直接聽聞家庭暴力」。 

本研究將主要聚焦在目睹親密關係暴力而未直接受到身體暴力攻擊的未滿

12 歲之學齡兒童。因此，本研究所指的目睹暴力兒童為：「家中未滿十二歲之兒

童，在家庭中直接看到或聽到雙親之一方對另一方施以身體上、心理或精神上的

傷害，其暴力行為包括口語上的言語威脅、恐嚇、辱罵，以及肢體上的攻擊行為

毆打另一方的身體；或是兒童雖無直接看到或聽到，但是透過觀察看到暴力的結

果（例如：在隔天看到母親瘀青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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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目睹暴力兒童定義與理論詮釋觀點 

一、目睹暴力兒童之定義 

臺灣於 1998 年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後，打破過去「法不入家門」之家庭暴

力的迷思，強調防治家庭暴力行為與保護被害人權益的重要性，家庭暴力之問題

也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社會也更加關注到暴露於家庭暴力環境之下，可能

受害的目睹暴力兒童；然而，當時臺灣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定義與種類缺乏一致

性的共識（洪素珍，2003；童伊迪、沈瓊桃，2005）。因此，也間接限制並阻礙

社會大眾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瞭解（Holden, 2003）。 

經過數年的執行，為使得法規更完備，經過民間團體的倡導和政府推動之下，

家庭暴力防治法於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範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對經評估有需要的目睹暴力兒童，提供或轉介身心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評

估及處置，並增列目睹暴力兒童為保護令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十三款之適用對象。

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新增「目睹家庭暴力」之定義，並正式定義為

「指看見或直接聽聞家庭暴力」。目睹暴力兒童入家暴法後，臺灣針對目睹暴力

兒童之定義雖有一致性的法定意涵，然而針對目睹暴力兒童的詳細遭遇的分類，

似乎仍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究。 

研究者立基於臺灣最新修法之家暴法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定義，為了能更加

釐清目睹暴力兒童的種類、範圍與型態，因此參考沈慶鴻（2001）引用 Roseberg 

& Giberson 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定義，將目睹暴力兒童，分為廣義定義（目睹暴

力且身體遭受暴力攻擊的兒童），以及狹義定義（目睹暴力但身體未遭受暴力攻

擊的兒童）兩種定義分類。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整理有關目睹暴力兒童的定義，

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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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義定義 

Holden（1998）針對「暴露於家庭暴力中的兒童」（exposed to domestic violence） 

整理早期英文文獻，早期多以「受暴婦女的孩子」（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婚姻暴力的目睹暴力兒童」（child who witnessed marital violence）或「婚姻暴

力的兒童觀察者」（children who observed marital violence）之用詞稱之（引自劉

菀玲，2008）。然而，兒童暴露於家庭暴力之下，所包含的類型往往不僅止於當

下目睹家庭暴力，也包括在事後關注、聽到或看到施暴結果的兒童，甚至是身體

遭受暴力攻擊等等；因此近來之研究多以「暴露於家庭暴力中的兒童」（exposed 

to domestic violence）之稱謂為主（Holden, 2003）。在廣義「目睹家庭暴力兒童」

之定義方面，有些研究者為了可以更全面探究目睹暴力兒童，故從兒童暴露於家

庭暴力經驗之角度來了解「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 

根據研究顯示，暴露於家庭暴力環境的兒童可能被定義為在身體上遭受到暴

力攻擊的兒童，也可能包含更多不同形式的暴力，像是聲音上或是情緒上的暴力

（Edleson, Ellerton, Seagren, Kirchberg, Schmidt, & Ambrose, 2007）。此外，暴露在

家庭暴力之環境之下，兒童目睹父母之間的暴力與兒童虐待兩者時常會共同發生

（Herrenkohl, Sousa, Tajima, Herrenkohl, & Moylan, 2008）；這些兒童除了目睹家

庭暴力之外，兒童本身也容易成為被虐待和疏忽的對象（沈慶鴻，2001）。因此，

有些學者在探討目睹暴力兒童時會將「目睹家庭暴力兒童」之定義為，除了單純

目睹暴力（身體無遭受暴力攻擊）的兒童，也廣義地包含目睹暴力且同時身體也

遭受暴力攻擊的兒童（任彥蓉，2009；姜琴音，2005；陳卉瑩，2003；彭美玉，

2011；劉菀玲，2008）。 

（二）狹義定義 

相較於上述廣義之定義，有些學者認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僅指單純目睹

或經驗到家庭暴力，而未直接遭受暴力攻擊的兒童。根據國外學者 Jaffe, Wolfe, 

& Wilson （1990）的定義：「兒童長期目睹雙親（指現在或過去曾經具有婚姻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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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父母）一方對另一方施予虐待，包括直接看到威脅、毆打或沒有直接看到，

但聽到毆打或威脅行為，或者僅看到暴力最後的結果，例如：第二天看到受害的

母親的傷痕。」（引自陳怡如，2001）。此外，Holden（2003）依據兒童暴露於家

庭暴力之程度與狀況不同（包含單純目睹暴力而身體未直接遭受暴力攻擊，以及

目睹暴力且身體遭受暴力攻擊的兒童），將暴露於家庭暴力之下的兒童區分為十

個種類。研究者參考 Holden（2003）所區分的十種類型，針對單純目睹或經驗到

家庭暴力，而身體未直接遭受暴力攻擊的目睹暴力兒童，整理其中七種（狹義）

目睹暴力種類如下： 

1.參與（participates）：指兒童自願或被強迫加入父母之間的戰局，例如：與加害

人一同嘲笑母親、被迫選邊站。 

2.親眼目睹（eyewitness）：兒童直接看到暴力攻擊行為。 

3.親耳聽見（overhears）：兒童沒有看到，但聽到吼叫、哭喊、威脅或摔破物品等

聲音。 

4.觀察到暴力的後果（observes the initial effects）：指兒童雖沒有直接目睹暴力當

下的進行，但是兒童看到一些暴力後的結果，例如：看到瘀傷、警車、救護車

救援的過程等。 

5.經驗到暴力的後果（experiences the aftermath）：指兒童得面對父親／母親的生

活改變，例如：經歷母親憂鬱、父母教養態度的改變、與父母分離等經驗。 

6.聽說（hears about it）：聽父母親其中一方、手足或親友訴說家暴事件。 

7.不知情（ostensibly unaware）：暴力發生時，兒童不在家或已熟睡，故不知道有

暴力的發生。 

 

目睹暴力兒童之狹義定義，以單純目睹父母家庭暴力之經驗為主，而兒童自

身並無直接遭受肢體上的暴力攻擊。目睹暴力兒童複雜之建構概念及獨特之經歷，

根據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的經驗也可能為多重類型之組合，並非單純看到父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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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與結果而已（蔡毅樺，2007）。 

綜合前述，根據國內外學者針對目睹暴力兒童所做的廣義與狹義之定義，研

究者認為由於每個目睹暴力兒童涉入家庭暴力的程度不同，受到家庭暴力的影響

也有所不同，因此不論是廣義抑或是狹義之定義，皆需社會工作者敏銳觀察每個

目睹暴力兒童在家暴當中所經歷的無形或有形的傷害；然而，本研究為了讓目睹

暴力兒童與受虐兒童有所區隔，針對目睹暴力兒童的定義，將採用狹義之定義，

限於單純目睹家庭暴力，而兒童本身並無直接遭受肢體上的暴力攻擊。 

根據上述國外文獻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分類作為依據，也參考國內學者洪素

珍（2003）對於目睹暴力兒童所做的定義，故本研究所指稱之目睹暴力兒童為：

「家中未滿十二歲之兒童，在家庭中直接看到或聽到雙親之一方對另一方施以身

體上、心理或精神上的傷害，其暴力行為包括口語上的言語威脅、恐嚇、辱罵，

以及肢體上的攻擊行為毆打另一方的身體；或是兒童雖無直接看到或聽到，但是

透過觀察看到暴力的結果（例如：在隔天看到母親瘀青的部位）」；以上目睹家庭

暴力事件過程或經歷暴力事件結果之兒童，皆為本研究所指之「目睹家庭暴力的

兒童」。 

 

二、目睹暴力兒童的理論詮釋 

家庭暴力不只對暴力的受害者造成傷害，更影響了家庭的其他成員，對於目

睹暴力的兒童而言，儘管兒童可能只是目睹家庭暴力，但是面對家人之間的暴力

傷害，也帶給他／她們許多複雜的情緒（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2003）。

隨著目睹暴力兒童對於家庭暴力的反應，及兒童涉入家庭暴力之程度各有不同，

目睹暴力兒童個別狀況有極大的個別差異，所以很難用單一的理論或論述來瞭解

目睹暴力兒童的多樣面貌，因此研究者整理普遍被討論及使用的社會學習理論、

創傷理論、依附理論與家庭系統理論，以下將以理論觀點來探討目睹家庭暴力對

於兒童的影響，以做為研究者瞭解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經驗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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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學習理論 

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主要場所，也是影響兒童行為發展與信念形成的重要場

所，在兒童時期，兒童與父母的關係也成為往後兒童建立人際關係的基礎（謝秀

芬，2011）。Bandura 在 1977 年提出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的概念，

強調示範作用的影響力，兒童會藉由觀察他人的行為而學習如何行為（引自翁毓

秀，2004）。 

目睹暴力兒童生活在家庭暴力的環境之下，長期目睹父母的家庭暴力，社會

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強調，兒童會從觀察可見的攻擊型角色典型中

學習暴力行為（周詩寧譯，2004），父母的家庭暴力行為成為兒童人際互動行為

示範，因此兒童透過觀察父母的衝突行為而學習並複製其暴力的行為（Hines & 

Saudino, 2002）。暴露在家庭暴力環境之下，兒童容易學習以暴力來解決所面對

的挫折與衝突，若是兒童透過在家中反覆觀察暴力行為，兒童在愛的關係中會將

暴力視為理所當然，並且將家庭暴力視為在家庭中合理抒發壓力、憤怒的管道或

合理控制他人之行為（Kalmuss, 1984）。 

社會學習理論過去被用來主要解釋家庭暴力的代間傳遞（Hines & Saudino, 

2002）；根據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兒童目睹原生家庭中的暴力經驗是兒童成長過

程中暴力行為形成的重要因素（翁毓秀，2007），目睹家庭暴力的子女透過行為

模仿（modeling）及觀察歷程，暴力行為也會經由上一代傳遞至下一代，因此社

會學習理論強調家庭暴力行為乃是透過代間傳遞的結果（Juan, Washington, & 

Kurlychek, 2017）。 

所以，身處在家庭暴力下的兒童會比起一般家庭的兒童，由於在其觀察歷程

中學習到暴力的錯誤認知，認為攻擊行為是解決問題或挫折的方式，因此容易有

暴力行為模仿的機會；此外，也因為他／她們在家中無法學習以利社會行為7 

                                                 
7利社會行為（prosocial）：廣義言之，利社會行為泛指對社會有積極影響力的行為；狹義言之，

利社會行為是一種能夠增進他人利益的行為，例如：合作、助人、奉獻、利他行為等均屬利社

會行為（楊惠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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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ocial）的方法去解決家庭的問題與衝突，所以他／她們也沒有有效的方式

去解決他／她們在生活當中所遇到的問題（Hines & Saudino, 2002）。因此，當兒

童反覆地暴露於家庭暴力的環境之下，他／她們就會強化其暴力行為，並且在生

活中會逐漸將暴力行為合理化，並容易以暴力的方式解決他／她們所面對的問題

與衝突。 

 

（二） 創傷理論 

當人面對或經歷威脅自身生命安全的重大創傷事件後，會出現「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因為暴露在極端的壓力下

而產生超乎一般的創傷心理反應（Alisic, Boeije, Jongmans, & Kleber, 2011）。在家

庭暴力事件當中，出現 PTSD 反應的個人可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也有可能是

整個家庭暴力事件的目睹者─目睹暴力兒童（沈慶鴻，2001）。兒童目睹父母家庭

暴力，雖然並不是家庭暴力直接的受害者，但是因為目睹暴力兒童持續、反覆地

經驗暴力，不僅帶給兒童心靈的創傷，兒童在家暴環境之下容易感到極端的恐懼、

焦慮，因此比起其他的壓力來源，更容易導致兒童表現出 PTSD 的症狀（洪素珍，

2003）。 

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的 PTSD 反應，主要包括部分暴力情境不自覺地浮現腦海

（如被迫經常回憶起暴力當下的情景、或做噩夢）、過度心理警覺的後遺症（如

無法入睡、注意力不集中、容易不安、暴躁及誇張之驚嚇反應）、壓抑逃避的行

為模式（如分離焦慮、隔離情緒及情緒壓抑）及避免回想起暴力事件與過程等

PTSD 的相關反應（Becker-Blease & Freyd, 2005）。 

創傷理論（trauma theory）近二十多年來在家庭暴力研究方面，提供重要的

概念基礎；隨著創傷理論之發展，創傷理論越來越可以涵括家庭暴力之下的各種

不同形式的受害（Alisic, Boeije, Jongmans, & Kleber, 2011），此外創傷理論也關注

兒童在目睹家庭暴力後的情緒及心理反應；相較於社會學習理論，創傷理論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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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父母家庭暴力視為兒童的創傷經驗（天主教善牧基金會，2003），創傷理論以

不同的觀點詮釋目睹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影響，也使我們對於家庭暴力

所導致的創傷可以有一個更廣泛且更深入的瞭解。 

 

（三） 依附理論 

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最早由 John Bowlby 提出，主要關注於兒童情

緒發展，主張兒童一出生就會依賴身邊的重要他人（通常是母親），藉此保護自

己並免於受到外在威脅，發展出一套自我和外在互動的方式，用來探索外在的世

界，並在成長過程中學習如何參與社會關係（as cited in Juan, Washington, & 

Kurlychek, 2017）。根據 Bowlby 的依附理論，依附不只是影響兒童與母親的互動

關係，兒童與重要他人的互動關係也會影響到兒童日後的人格、與他人互動關係

形態及與他人的情緒連結（引自洪素珍，2003）。 

受到 Bowlby 依附理論的影響，Ainsworth（1978）發展「陌生情境」實驗研

究，即觀察 12 個月至 18 個月的兒童面對分離壓力，主要照顧者離開而陌生人靠

近，並觀察兒童的行為反應，提出三種人際關係的依附風格類型：安全依附型

（secure attachment）、焦慮抗拒型（anxiety resistant attachment style）及迴避型

（anxious-avoidant）（引自江琪彬，2007）。 

若是兒童在家庭暴力的環境之下成長，兒童長期處在暴力家庭的混亂情境，

暴力阻斷兒童從父母身上得到足夠的依靠與安全感，兒童會形成所謂的創傷性連

結（trauma bonds）（Beverly, 1994）。由於目睹暴力兒童缺乏建立安全依附關係的

機會，因此兒童可能變得退縮、孤立、不願探索學習新事物，此外也影響兒童成

長後與他人建立人際關係的能力及行為（Brandon, Pitts, Denton, Stringer, & Evans, 

2009）。透過依附理論的觀點，也提醒我們除了關心兒童目睹家庭暴力所造成的

心理創傷之外，也必須關注目睹暴力兒童在暴力情境下的情緒發展議題，以及重

視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的經驗之影響力（天主教善牧基金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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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庭系統理論 

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運用一般系統理論的基本概念，來解

釋家庭系統的運作（崔詠欣、黃庭偉、王依婷，2012）。將家庭視為一個互動、

相互依賴的整體系統，家庭除了是由丈夫、妻子、子女各個家庭成員所構成外，

也是由夫妻系統（婚姻次系統）、親子系統（親職次系統）與手足系統（手足次

系統）等次系統組合而成，各次系統彼此之間相互依賴、相互連結，家庭功能也

透過各個次系統間彼此相互影響及彼此作用而達成（謝秀芬，2011）。家庭系統

理論在解釋家庭現象時，經常以個人與家庭成員間的互動來討論家庭動態、組織

及過程（洪素珍，2003）。 

在暴力家庭中，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破壞了原本家庭系統的正常運作，婚姻

次系統之失功能也牽扯整個家庭系統的平衡（莊靜宜，2007）。而且當家庭暴力

發生時，家中的兒童即被視為家庭中內在平衡的機制或承受壓力以恢復家庭的穩

定性（翁毓秀，2007）。因此，目睹暴力兒童往往會因自願或被動地被捲入父母

之間的糾紛之間，而呈現混亂的家庭系統。 

Kerr & Bowen（1988）針對兒童如何捲入父母的問題，將兒童介入父母之間

婚姻衝突分為三種情況：1、跨世代聯盟（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在父母婚

姻衝突的關係中，父母其中一方將目睹暴力兒童視為慰藉者的角色，或是父母雙

方競爭爭奪目睹暴力兒童的同盟關係；2、代罪羔羊（scapegoating）：目睹暴力兒

童被責難為父母婚姻暴力的原因，認為目睹暴力兒童的問題是導致家庭問題的來

源；3、親職化（parentification）：由於父母一方處在長期壓力及沮喪的狀況，因

此兒童擔負家庭之事務，扮演失功能父母的角色（引自洪素珍，2003）。家庭系

統理論重視家庭暴力發生及持續的過程，並且仔細說明並分析兒童如何主動或被

動地參與父母之間的家庭暴力（翁毓秀，2007）。 

相較於前述三種理論，家庭系統理論更重視目睹暴力兒童所處的家庭暴力情

境中，各次系統之間的互動以及其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影響（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22 

 

2003）。家庭系統理論讓我們以更廣闊的視角，並以家庭各次系統間互動的角度

來解釋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影響，而不再只侷限於目睹暴力之單一的經

驗帶給目睹暴力兒童的影響。 

 

三、小結 

透過前述四個理論詮釋，幫助研究者從不同觀點瞭解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力

兒童在各層面之影響。研究者依據四個不同的理論觀點詮釋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

力兒童的影響，再將四個理論分別分為：1.個人觀點：創傷理論、依附理論；2.

社會學觀點：社會學習理論、家庭系統理論。透過個人觀點（創傷理論、依附理

論），可以幫助社工人員從目睹暴力兒童的個人經驗，去探討兒童在目睹暴力當

下的內在情緒及創傷；透過社會學觀點（社會學習理論、家庭系統理論），也幫

助社工人員超越當下目睹暴力兒童個人的限制，針對更大的系統進行相關處遇工

作。因此，研究者認為為因應目睹暴力兒童多樣貌的目睹暴力經驗，社工員可依

據目睹暴力兒童之個別狀況，彈性地運用上述之四個理論，以多元且更全面的觀

點詮釋家庭暴力對目睹暴力兒童的影響。 

  

 



23 

 

第二節 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影響 

過去目睹暴力兒童在家庭暴力下成為「沉默的」、「被遺忘的」和「非故意的」

的受害者（黃珮儀，2005）；然而，近年來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力兒童所帶來的

影響逐漸被社會大眾所關注，目睹暴力兒童雖不是暴力的引發者或直接受傷害者，

但是目睹父母間的暴力攻擊行為，對於兒童而言確實是一件具有高度壓力的事，

而此壓力也是造成許多兒童心理－社會問題的危險因素（沈慶鴻，1997）。 

目睹家庭暴力確實對兒童產生莫大的影響，不論是在兒童之外顯行為或內在

情緒上皆可能出現不適應的狀況，研究者整理國內外學者針對家庭暴力對於目睹

暴力兒童之影響研究，發現家庭暴力對目睹暴力兒童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根據

Fantuzzo & Lindquist（1989）早期文獻探討研究發現，家庭暴力對於兒童的影響

可以分成五大影響層面，包括外在行為問題、情緒問題、社會功能、智力或學業

問題與身體障礙（引自曾慶玲，1998）；Barnett, Miller-Perrin, & Perrin（1997）整

理家庭暴力對於暴露於家庭暴力的兒童的影響之研究，並將家暴對目睹暴力兒童

的影響分為三大方面：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學校問題與社會能力、外向性行

為問題（引自沈慶鴻，2001）。從以上早期學者探討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力兒童

的影響中，可以發現早期學者大多偏重針對目睹家庭暴力對於兒童的內向性行為、

外在性行為、學校問題與社會能力等方面做探討；相對地，較少研究針對不同年

齡層之兒童發展階段，探討目睹家庭暴力對於個別年齡層兒童的影響。 

根據 Margolin（2005）研究表示，若單研究目睹家庭暴力對於兒童的影響，

並無法完全適用於各年齡層，不同年齡層的兒童會因著不同發展階段之任務，與

家庭暴力產生相互作用而有所不同；此外，家庭暴力對兒童的影響，也常會因兒

童身心發展階段之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創傷反應（沈慶鴻，2001；莊美娥，2003）。 

綜觀上述，研究者也觀察現今在目睹暴力兒童工作實務上，社工或相關心理

輔導人員也多以區分不同年齡層之方式與目睹暴力兒童工作；因此，研究者認為

若無區分兒童之各年齡層，而單以「兒童」作為對象去探討其內在情緒、外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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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社會能力等，其文獻探討結果恐怕難以推論至各發展階段的目睹暴力兒童；

故本研究希望依據兒童發展理論，將目睹暴力兒童區分為不同發展階段，以求細

膩探討兒童在不同發展階段受到目睹家庭暴力的影響；並試圖以較完整的「目睹

家庭暴力」及「各年齡層的兒童」的架構，探究目睹家庭暴力對不同發展階段兒

童的影響。 

 

一、幼年期兒童（三歲前） 

根據依附理論，英國心理治療家 John Bowly 觀察人類生命最初始的情感關

係之形成與發展，幼小的生命會基於求生存的生物本能，而極力尋求靠近、接觸，

並依附成熟的個體，以獲得保護及安全（引自江琪彬，2008）。對於身處於暴力、

混亂的家庭暴力環境之下的嬰幼兒，在其依附情感連結關係形成的時期，暴力容

易阻斷嬰幼兒從父母身上得到足夠的依靠與安全感，失去親密情感連結會因此感

到痛苦，其情緒傷害及創傷經驗對於嬰幼兒的發展影響非常巨大，甚至影響嬰幼

兒未來的人格發展（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2011）。 

（一）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根據 Ainsworth（1978）「陌生情境」實驗研究，觀察 12 個月至 18 個月的兒

童如何面對分離壓力（主要照顧者離開而陌生人靠近）；在觀察兒童的行為反應

後，提出三種依附之三種主要的模式：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逃避依附

（anxious avoidant） 以及焦慮依附（anxious resistant attachment）；Mani & Solomon 

（1986）又增加第四種依附模式－失序／混亂型依附（disoriented／ disorganized）

（引自范幸玲、陳慈宇，2015）。 

1.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主要照顧者對於兒童的需求，能夠正確地且及

時地關注，並以可靠、穩定之方式回應兒童的需求，而兒童也能夠藉由父母的

回應產生安全感，因而發展出安全之依附關係（呂萱，2014）。 

2.逃避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若是主要照顧者以忽視、打發、拒絕等反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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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兒童的需求時，兒童會因此感到不安，而發展出逃避型的依附型態（呂萱，

2014）；之後當兒童有需求時，由於兒童對於主要照顧者之回應沒有信心，甚至

擔心會遭到拒絕，故逃避型依附的兒童會發展出假象的獨立自主，以因應主要

照顧者缺乏回應之狀態（范幸玲、陳慈宇，2015）。 

3.焦慮／矛盾依附（anxious／ ambivalent attachment）：主要照顧者反覆無常地或

時而回應時而無回應兒童之需求，兒童不確定當兒童有需求時主要照顧者是否

會回應（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2011），因此兒童會表現出矛盾和混雜

之情緒，或展現出煩惱與焦慮，兒童也容易會有分離焦慮，而不放心去探索周

遭環境（呂萱，2014）。 

4.失序／混亂型依附（disoriented／ disorganized attachment）：此類型之依附型態

時常發生在受虐兒童、長期目睹暴力兒童身上；由於父母常使用兒童無法預期

的方式對待兒童，故兒童面對時常令他／她驚嚇或害怕的照顧者時，兒童無法

有一致性的反應，會依據環境的回應來表現反抗或迴避（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2011）；因此，失序／混亂型依附之兒童經常表現出不知所措，或

是完全愣著的樣子（范幸玲、陳慈宇，2015）。 

從兒童發展理論中依附關係之觀點，關注家庭暴力環境之下嬰幼兒之內在情

緒問題可以發現，在嬰幼兒時期，兒童與主要照顧者的依附關係之發展，成為兒

童未來社會與情緒發展的重要基礎（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2011）。 

若主要照顧者能夠滿足兒童心理需求，兒童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依附關係便

是強而有力又健康的（洪素珍，2003）；然而，若兒童長期處在目睹施虐的情境

下成長，兒童不但無法從父母身上尋求適當之安慰與情緒支持，再加上該時期目

睹暴力兒童缺乏足夠的認知表達能力，無法因應目睹家庭暴力所帶來的複雜情緒，

因此嬰幼兒時期的兒童便透過上述內向性行為，強烈地表達其目睹家庭暴力之衝

擊（洪意晴、鍾惠慈，2010），形成所謂的「創傷性連結」（truma bonds）（江琪

彬，2007），與主要照顧者之間形成焦慮／矛盾依附，或失序／混亂型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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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向性行為問題 

在嬰幼兒階段之兒童受限於語言表達能力不足，因此即使兒童長期經歷目睹

家庭暴力之下承受許多痛苦及壓力，嬰幼兒時期的兒童卻無法以言語完整表達出

其情緒及創傷（沈慶鴻，2001；莊美娥，2003）。較小的目睹暴力兒童，在面對

父母衝突時可能會出現無預警的尖叫、顫抖、口吃、尿床、健康狀況失調、語言

認知動作能力較低及發展上的退化之行為等不適應行為產生（洪素珍，2003），

嚴重者甚至會出現身心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任彥蓉，2009；吳貞吟，2014）。 

（三）生理發展方面 

在家庭暴力環境中，對於生活在暴力威脅下的母親而言，可能無法立即處理

嬰兒的照顧需求；此外，嬰幼兒時期的目睹暴力兒童對於母親的依附關係可能會

受到干擾，而致使嬰幼兒時期的目睹暴力兒童可能會產生一些身心反應，包含：

睡眠困難、飲食障礙、哭啼不休以及腦部或神經受傷（陳映潔，2011）。 

根據 Rice & Groves（2005）針對暴露於家庭暴力之下的兒童，所進行的腦部

發展研究發現，兒童因為在家庭暴力環境之下而產生自身被否定的早期經驗，以

及在暴力環境之下兒童必須要專注於如何在家庭暴力之情境下生存，而導致兒童

原本應該按照其發展階段發展的大腦功能，無法做更好的成長與發揮（引自吳貞

吟，2014），這些經驗都將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腦部發育造成了長久且深遠之負

面影響。 

 

二、學齡前期兒童（三至未滿六歲） 

在兒童發展的階段當中，相較於其他時期的階段，目睹家庭暴力對於學齡前

期兒童而言是格外令他／她們感到衝擊的經驗。在兒童學齡前期，由於尚未進入

學校的團體生活，因此兒童幾乎全部的生活重心及時間都與父母在一起；每天與

父母朝夕相處之下，一旦目睹家庭暴力發生，學齡前期兒童不但無法透過學校的

同儕或是外在的環境資源尋求協助，在家中他／她們也無法讓自己從家暴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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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驗當中脫離出來；因此，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只能待在家庭暴力的現場，

選擇忍耐或是在家中找地方躲起來（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2011）。 

此外，對於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而言，兒童對於父母的依附關係仍非常強；

因此，若是兒童長期暴露於家庭暴力當中，可能會使得他／她們過度依賴母親，

出現相當強烈的依附現象，而無法單獨進行活動和發展社交技巧（沈慶鴻，2001），

因此對於這群學齡前期的目睹暴力兒童而言，可能會出現較多行為上的問題和逃

避的狀況（Levendosky, Huth-Bocks, Semel, & Shapiro, 2002）。 

（一）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內向性行為問題，意指情緒困擾或非社會行為（白瓊芳等人，2001），例如：

憂鬱、焦慮與退縮（潘國仁，2012）。更進一步來說，目睹暴力兒童之情緒反應

會藉由環境壓力源（environmental stressors）而展現出來，這些反應可能包含激

烈的情緒爆發，或者是兒童無力去核對暴力當下自身的情緒反應（Graham-

Bermann & Levendosky, 2011）。 

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持續且反覆地經驗家庭暴力，時常經歷極端的恐懼，

也會因為擔心家中其他成員的安全而感到焦慮。若是父母其中一方受害，兒童可

能會認為是自己做錯事，而引起父母親之間發生暴力；兒童不僅責怪自己引起暴

力，更責備自己沒有能力去阻止暴力的發生，過程中也會對於自己無法改變暴力

情境而覺得沮喪、自責（陳怡如，2001；彭美玉，2011）。此外，學齡前期目睹暴

力兒童也會依附父母以尋求保護與支持；因此當家暴發生時，兒童會將其家庭生

活視為有壓力並且孤獨的，甚至認為自己是不值得被尊重也不值得被安慰的

（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2011）。 

學齡前期兒童對於目睹家庭暴力之內在反應，也會抑制兒童正常的發展任務，

兒童可能面臨發展任務的困難，包含情緒調節（emotion regulation）與利社會技

巧（prosocial skill）之發展（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2011）；其中學齡前

期目睹暴力兒童之情緒調節問題，可能包含激烈的分離焦慮以及攻擊性增加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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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此外，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也可能會有認知情緒的問題，例如他／她們可

能會缺乏同理心，或是在社交方面比較不懂得察言觀色（Margolin, 2005）。 

（二）外向性行為問題 

外向性行為問題，意指違規犯過之行為或反社會行為（陳怡紋，2016），例

如：攻擊或非行行為（潘國仁，2012）。目睹暴力兒童長時間身處在暴力威脅與

權力控制的家庭暴力情境下，由於兒童經驗多重型態的家庭暴力之刺激，因此兒

童容易學習其父母之暴力行為（吳貞吟，2014）。 

在暴力情境耳濡目染之下，目睹暴力兒童逐漸對暴力行為產生麻痺，因此也

對兒童的行為也產生加乘的效果，使得目睹暴力兒童比起一般家庭的兒童，更可

能模仿父母的攻擊或暴力之行為（Hines & Saudino, 2002）。因此，家庭暴力對於

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負面影響，包括行為攻擊性增加、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與反社會行為等（Margolin 

& Gordis, 2000）；此外，長期暴露在家庭暴力環境下也改變兒童調節情緒的能力，

使得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在外顯行為上也變得容易緊張並容易具有攻擊性行

為（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2011）。 

（三）生理發展方面 

對於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而言，開始會經歷憂鬱、焦慮、害怕及罪惡感複

雜交錯等情緒，也因為兒童長期暴露在家暴壓力之下，所以他／她們的身體反應

系統也因著不穩定的情緒壓力負載，而導致他／她們身體容易虛弱、生病

（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2011）。此外，根據研究指出學齡前期目睹暴

力兒童在三歲後與心理創傷有關的記憶，也可能會影響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左

腦的發展，使得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的發展會停留在三歲左右的階段（沈慶鴻，

2001）。 

總結來說，目睹暴力兒童早期的創傷經驗，不僅會讓兒童產生內向性行為與

外向性行為，此外也會直接影響兒童自身生理上壓力反應系統之發展；然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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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於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來說，儘管處於暴力情境之下，若是學齡前期目

睹暴力兒童在童年能夠建立並擁有正向關係，也可以幫助學齡前目睹暴力兒童提

高他／她們對壓力的適應狀況（DeBellis, 2005）。 

 

三、學齡期兒童（六歲至十二歲） 

由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已經發展且具備一定程度的語言發展及認知能力

（Smith, 2017）；研究者為了可以更完全地瞭解學齡期兒童的目睹家庭暴力之經

驗，因此將會聚焦以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角度，探討他／她們所看到的家庭暴

力之經驗，以瞭解家庭暴力對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之影響。 

（一）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在 DeBoard-Lucas & Grych（2011）研究中，為了瞭解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

對於家庭暴力的看法，邀請 34 位七至十二歲的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進行研究，

其研究結果發現將近四分之一的兒童表示他／她們無法回想當下目睹家庭暴力

之經驗。此外，在 George, Almqvist, & Broberg（2011）研究中，也為了調查學齡

期目睹暴力兒童如何經驗家庭暴力，針對八至十二歲的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進行

研究，而該研究如同前述 DeBoard-Lucas & Grych（2011）之研究發現，學齡期目

睹暴力兒童不會主動地提及目睹家庭暴力之經驗，他／她們甚至不願意提到任何

有關於家庭暴力的經驗。 

綜合前述兩個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對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而言，若想要與

他／她們談論目睹家庭暴力的回憶，或與他／她們論及家庭暴力之相關議題，這

些皆會觸發他／她們對於目睹家庭暴力之感受而使其感到痛苦、悲傷，因此會令

他／她們想要逃避（Smith, 2017）。Georgsson, Almqvist, & Broberg（2011）認為

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之所以不願意提及目睹家庭暴力之經驗，可能是因為他／她

們並沒有足夠的家庭情緒支持，致使他／她們選擇獨自承受目睹家庭暴力的痛苦

及回憶；因此，Georgsson, Almqvist, & Broberg（2011）建議在學齡期目睹暴力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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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處遇工作方面，社會工作者必須幫助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更多表達，並協助

他／她們抒發自身對於目睹家庭暴力所壓抑的情緒。 

（二）外向性行為問題 

根據 DeBoard-Lucas & Grych（2011）的研究發現，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比

起關心自身的情緒及安危，更會關心受暴母親是否感受到幸福，隨著兒童年紀增

長（10 歲以上），目睹暴力兒童也會更加感知母親在家庭暴力中是否有潛在的危

險；該研究結果中有 41%之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認為他／她們有責任去停止家

庭暴力，所以有些兒童選擇直接介入家庭暴力當中（例如：試著直接打斷父母的

爭吵、或直接透過肢體阻擋暴力發生）；另外有些兒童則選擇間接介入家庭暴力

（例如：向他人尋求協助、或打 110、113）。 

雖然有時兒童介入父母衝突，看似能夠成功減少父母之間的暴力衝突，例如

兒童可能會使用尖叫、哭鬧之方式，轉移父母的注意力，來阻止家庭暴力的發生；

然而，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所使用的介入父母衝突之方法及策略，並非是以適當

之途徑去解決衝突；在未來兒童可能也以過去介入父母衝突的方法，如法炮製其

行為策略去解決所面臨的問題與衝突（Jouriles, Rosenfield, McDonald, & Mueller, 

2014）。 

（三）生理健康方面 

許多研究顯示暴露在家庭暴力下的目睹暴力兒童在身體健康方面，也會受到

影響；目睹暴力兒童相較於一般家庭的兒童，容易產生生理健康方面之問題，例

如：注意力不易集中、容易疲憊想睡、頭痛、胃潰瘍等狀況（蘇益志，2005）；

根據 Olofsson, Lindqcist, Gadin, Braback, & Danielsson（2011）研究發現目睹暴力

兒童患有過敏與氣喘的風險增加，這些健康上的影響可能與兒童所經歷的目睹家

庭暴力經驗有關。 

Lamers-Winkelman, De Schipper, & Oosterman（2012）調查六至十二歲之目

睹暴力兒童，其研究發現許多目睹暴力兒童有飲食的問題、睡眠問題、容易頭痛

 



31 

 

並且有高比例的自殘或是談及自殺意念等問題；其中飲食、睡眠以及容易頭痛等

問題都大大地影響著目睹暴力兒童的身體及心理的健康，以此可見目睹家庭暴力

對兒童在身體健康上的影響程度，並不亞於兒童虐待所帶來的衝擊。 

（四）人際適應與社會能力 

目睹暴力兒童長時間身處於暴力威脅的家庭暴力情境下，暴力行為不僅對兒

童個體之內在情緒以及外在行為表現上產生影響；有時為躲避施暴者的尋找，目

睹暴力兒童可能因著安全問題而必須離家、轉學或脫離原有的社會支持系統，故

目睹暴力兒童時常經歷與家人、朋友分開與搬遷之狀況（沈慶鴻，2001），因此

也間接造成目睹暴力兒童在人際適應上的困難（蘇益志，2005）。 

在學校或社交場合的人際關係方面，當目睹暴力兒童再年長一點，他／她們

也將面臨是否要將家中暴力之狀況向外人求助的矛盾，而兒童也可能同時會認知

到家庭暴力對於家庭而言是一個秘密，且是羞愧的（洪素珍，2003）。對此，目

睹暴力兒童為了保守家庭暴力的秘密，因而難以與同學談及家裡所發生之事（陳

映潔，2011）；此外，目睹暴力兒童也可能因為他／她們的情緒狀態，例如：缺

乏安全感，致使他／她們無法與同儕建立穩定的關係，而讓目睹暴力兒童在人際

關係方面，與同儕疏離而被孤立，也可能因為要保守家中的秘密與自卑，而不願

與他人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洪素珍，2003；陳怡如，2001）。 

 

四、青少年期（十三歲至十八歲） 

根據研究顯示在青少年期階段，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力兒童所帶來的行為

影響是最為顯著的（Smith, 2017）；因此為了可以完全地瞭解家庭暴力對於兒童

在青少年期的發展影響，研究者也參考國外研究結果，針對目睹暴力兒童在青少

年期之內向性行為、外向性行為與人際關係等方面進行文獻探討。 

（一） 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從先前的文獻探討當中可以發現，家庭暴力對兒童的情緒影響，包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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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焦慮、沮喪、害怕等；然而，若長期處在家庭暴力的情境下，兒童經常感受

到極端的恐懼、無助、焦慮，則可能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情緒反

應（沈慶鴻，1997）。因此，對於目睹暴力兒童而言，普遍會經歷憂鬱、焦慮、

害怕及罪惡感複雜交錯等複雜情緒（陳怡如，2001）。 

如同前述各個階段一般，處在青春期的目睹暴力少年（女）也因著家庭暴力

的影響，而表現出抑鬱和焦慮等內化行為的發展（Smith, 2017），也可能會有低

自尊、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與人交往的不信任與疏離感、難以與人建立親密關係、

親職化等內向性行為產生（陳映潔，2011）。 

當目睹暴力兒童進入青少年期後，他／她們期待享受到同儕認同的愉悅、

自信，並期待感受到自我存在的肯定（蔡馨沂，2012）；然而，目睹暴力青少年

（女）在暴力家庭中長期被忽略及得不到關心的情況下，容易產生自卑感，此外

也可能會出現因目睹家庭暴力而引發的情緒與行為問題（曾慶玲，1998），抑或

是學習到以暴力的行為來吸引大人的注意，這些複雜的情緒皆會引發其行為問題，

例如：攻擊、退縮、逃家、自我傷害等（姜琴音，2005）。此外，目睹家庭暴力

的少年（女）也可能因此會將同儕團體或幫派視為替代家庭情感與保護的依附對

象，而成為從事犯罪行為的高風險族群（Jaffe, Wolfe, & Wilson, 1990）。 

（二） 外向性行為問題 

當目睹暴力兒童進入到青少年期後，由於在兒童時期沒有機會學習協調衝突，

或用和平的方式去解決衝突，因著對暴力行為的錯誤認知，他／她們會認知暴力

是處理問題及解決衝突的方法並合理化暴力之存在，將攻擊行為視為在人際互動

中有權力且適當的手段或工具（陳怡如，2001；彭美玉，2011；趙小玲，1998），

並使用暴力來解決他／她們所面臨的衝突與問題（吳貞吟，2014；洪素珍，2006）。 

1.攻擊與暴力行為 

Calvete & Orue（2013）研究目睹家庭暴力與青少年（女）發展攻擊行為之

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女）將早期目睹家庭暴力，與自身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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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連結起來的兩種模式為：（1）暴力辯解（justification of violence）：青少年（女）

會以早期目睹暴力的經驗解釋自身的暴力行為；（2）體驗暴力（experiencing 

grandiosity）：早期目睹家庭暴力的青少年（女）認為暴力可以使人們得到應得的

一切，因此導致這些青少年（女）使用侵略性行為以實現自己的目標。此外，Calvete 

& Orue（2013）在研究中也發現，目睹家庭暴力之青少年的攻擊行為比青少女更

高，而這可能也與男生更有侵略性的傾向有關。 

2.霸凌行為 

Voisin & Hong（2012）研究目睹家庭暴力、霸凌行為與受害之間的關聯；

他們發現早期暴露在家庭暴力下的青少女似乎比青少年更傾向使用霸凌的行為。

此外，該研究還發現，擁有侵略特質或是 PTSD 等心理因素也可能會影響目睹家

庭暴力與霸凌行為之間的關係。因此，Voisin & Hong（2012）研究認為，暴露在

家庭暴力環境之下除了會增加青少年（女）內向性、外向性行為問題與 PTSD 之

外，這些行為問題可能會讓青少年（女）在人際交往能力和社會能力的發展方面

產生干擾。 

3.約會暴力、酒精與藥物濫用 

進入青春期後，青少年（女）開始發展親密關係，並實踐他／她們所學習到

的性別角色與溝通模式；然而身處在家庭暴力環境之下成長的青少年（女），當

他／她們要因應親密關係間的衝突時，可能會採取過往目睹家庭暴力之經驗，而

採取向對方施暴或隱忍施暴的因應方法（陳映潔，2011）。 

因此，目睹家庭暴力青少年（女）特別是在同儕關係容易產生暴力行為並且

容易出現約會暴力（Smith, 2017），也可能會出現酒精與藥物濫用之問題（Barnett, 

Miller-Perrin, & Perrin, 2011）。根據 McNaughton Reyes, Foshee, & Bauer（2012）

探討了目睹家庭暴力的青少年（女）在使用暴力，酒精濫用和約會暴力之間的關

係，研究發現酒精濫用和青少年（女）約會暴力之間的關係，會隨著家庭暴力或

朋友們約會暴力的程度之增加而增加，因為酒精濫用及約會暴力等這些行為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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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模仿。此外，這些暴力行為再加上酒精作用，也更進一步降低了這些青少年

（女）的行為控制能力，使得目睹家庭暴力的青少年（女）更容易使用攻擊及暴

力的行為（Smith, 2017）；因此，McNaughton Reyes, Foshee, & Bauer（2012）發

現在青春期之目睹家庭暴力的青少年（女），在酒精成癮與約會暴力的風險較高。 

 

表 4 家庭暴力對於各年齡層目睹暴力兒童／少年之影響 

年齡層 家暴對於目睹暴力兒童／少年之影響 

幼年期兒童 

（3 歲前） 

一、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1. 不安全感、易哭鬧。 

2. 焦慮型依附／失序型依附：因著不穩定的目睹家暴經驗

（如母親受虐、父母爭吵互毆、半夜被叫醒、嚇醒），因著

與主要照顧者不穩定的依附關係，致幼年期兒童之發展階

段任務受到阻礙。 

二、外向性行為問題： 

1. 面對父母衝突時出現無預警的尖叫、顫抖。 

2. 語言認知動作能力較低及發展上的退化行為，口吃、尿床，

嚴重者出現身心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三、生理發展： 

1. 睡眠困難、飲食障礙、哭啼不休。 

2. 腦部或神經受傷：在家暴環境下兒童必須要專注於如何在

家暴情境下生存，而導致兒童原本應該按照其發展階段發

展的大腦功能，無法做更好的成長與發揮。 

學齡前期兒童

（3-6 歲） 

一、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1. 強烈的分離焦慮：學齡前期兒童因反覆經歷目睹暴力之創

傷經驗，也會因此擔心家中其他成員的安全而感到焦慮，

而加深兒童對於分離的恐懼感。 

2. 責任與罪惡感：若是父母其中一方受害，學齡前期兒童可

能會認為是自己做錯事，而引起父母親之間發生暴力；兒

童不僅責怪自己引起暴力，更責備自己沒有能力去阻止暴

力的發生，過程中也會對於自己無法改變暴力情境而覺得

沮喪、自責，並將暴力的發生怪罪自己。 

二、外向性行為問題： 

1. 行為攻擊性增加：在暴力情境耳濡目染之下，長期目睹家

暴也對學齡前期兒童的行為也產生加乘效果，目睹暴力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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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比起一般家庭的兒童，更可能模仿父母的攻擊或暴力之

行為，致使兒童行為攻擊性增加。 

2. 易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學齡前期兒童長期目

睹家庭暴力，也會抑制兒童正常的發展任務，兒童可能面

臨發展任務的困難，包含情緒調節，致兒童在抑制控制行

為上有困難，可能在尚未深思熟慮前，就開始行動，且往

往無法正確判斷什麼是「適當的行為」。 

三、生理發展： 

1. 學齡前期兒童長期暴露在家暴壓力之下，身體反應系統也

因著不穩定的情緒壓力負載，導致身體容易虛弱、生病。 

2. 長期目睹暴力影響學齡前期兒童左腦的發展，致使學齡前

期目睹暴力兒童的發展會停留在三歲左右的階段。 

學齡期兒童 

（6-12 歲） 

一、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1. 學齡期兒童容易將家暴發生的原因過度歸罪於自己。 

2. 容易多疑、偏激、固執，壓抑並隔離自我的感覺。 

3. 恐懼、沒有安全感：兒童對於週遭事物缺乏安全感，逃避

與目睹暴力創傷相關的刺激。 

4. 將暴力行為合理化：學齡期兒童對暴力的認知逐漸僵化思

考，因長期目睹家暴，兒童容易以固定的偏見合理化家庭

暴力事件，藉此得以減少自身的內在衝突。 

二、外向性行為問題： 

1. 習得不適當方法解決衝突：學齡期兒童認為自己有責任介

入父母間的衝突，例如可能會使用尖叫、哭鬧之方式，轉

移父母的注意力，來阻止家暴的發生。 

2. 因長期處在家暴壓力環境之下，限縮兒童探索新事物的好

奇心，進而降低學齡期兒童學習新事物的能力。 

3. 憤怒與攻擊行為。 

4. 自殘或是談及自殺意念。 

三、生理發展： 

1. 注意力不集中。 

2. 飲食問題、睡眠問題，容易頭痛、胃潰瘍等狀況。 

四、人際適應與社會能力： 

1. 有時為躲避施暴者的尋找，學齡期兒童可能因著安全問題

而必須離家、轉學或脫離原有的社會支持系統，故兒童時

常經歷與朋友分開與搬遷之狀況，造成兒童在人際適應上

的困難。 

2. 學齡期兒童為保守家庭的秘密而與同儕疏離，與同儕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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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密切的互動關係。 

青少年期  

（13-18 歲） 

一、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1. 低自尊、與人交往之不信任與疏離感。 

2. 對未來不確定感。 

二、外向性行為問題： 

1. 攻擊與暴力行為。 

2. 約會暴力。 

3. 霸凌行為。 

4. 酒精與藥物濫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五、小結 

藉由相關研究文獻探討及表 4 整理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力兒童／少年在內

向性情緒層面、外向性行為層面、生理層面與人際適應層面的影響，足以顯見家

庭暴力對於各年齡的目睹暴力兒童之影響是相當廣泛，每個影響層面對於兒童而

言皆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口。對於目睹暴力兒童而言，雖說在他／她們身上並無可

見之傷痕，然而他／她們所受到暴力所影響的層面卻遠遠大於暴力事件及行為本

身，這些創傷涵蓋了情緒、行為、認知、自我概念與對人際關係等影響層面（洪

素珍，2006；姜琴音，2005；吳貞吟，2014），此外目睹家庭暴力的影響也可能

會延續至下一代，而形成暴力的代間循環；因此，目睹暴力兒童的問題及需求不

容忽視，不論是目睹暴力兒童的內向性或是外向性之行為表現，皆需要透過社工

或相關專業的介入，瞭解目睹暴力兒童表現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審慎評估目睹

家庭暴力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任彥蓉，2009）；此外，也需要社工人員針對目

睹暴力兒童個別狀況，符合其多元需求，以擬定最適切的處遇計畫，協助目睹暴

力兒童走出家庭暴力之陰霾。因此，在下一節將會探討社工人員該如何回應目睹

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並探討目前臺灣針對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服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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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目睹暴力兒童服務與社會工作 

一、介入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當中，可以發現家庭暴力確實對於目睹暴力兒童在行為、

情緒、生理發展及人際發展等方面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有其必要性需要針對這

群目睹暴力兒童提供適當的因應措施與輔導處遇，以協助目睹暴力兒童處理因家

庭暴力所產生的各種適應問題。 

1993 年，目睹暴力兒童的問題浮現，台北市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在提供

受暴婦女服務時，發現隨同受暴婦女離家的未成年子女也產生創傷經驗，因而接

觸到目睹暴力兒童；1996 年，目睹暴力兒童的問題，也在公部門兒少保護聯繫會

報當中引發激辯，針對「目睹暴力兒童是否該定義為兒童保護？」與「目睹暴力

兒童的評估與服務工作由誰來做？」有所爭議；1998 年，婚暴併兒少保的問題，

在兒少保護聯繫會報當中再起爭論，二十四小時保護中心針對婚暴併兒少保案，

出現婦保與兒少保機構分工的問題；2000 年，政府關注家暴併兒少保之議題，由

中央政府邀請台北市、新北市及高雄縣三個地區之家暴防治人員，針對婚暴併兒

少保之案件議題進行討論（洪素珍，2003）。 

由上述可見，當時臺灣家庭暴力防治體系大致可區分為婦保體系與兒少保

體系，早期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非常缺乏，除非目睹暴力兒童併同被虐（即

婚暴併兒少保），而進入兒少保體系，否則大多數早期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皆附

屬於婦保體系之下（杜瑛秋、張玉芳，2010）。在婦保機構中，經常是在受暴婦

女主動帶其子女前來的狀況之下，社工人員才可能接觸到目睹暴力兒童；或是在

以受暴婦女為主的保護工作，在有足夠資源的前提下，才會擴及對目睹暴力兒童

提供服務，目睹暴力兒童可以說是婦保機構當中的「隱形案主」（陳怡如，2001）。

此外，在兒少保機構中，目睹暴力兒童經常是因婚暴併兒少保的方式轉入兒少保

系統，在兒少保有限的資源環境下，目睹暴力兒童需要同時本身也遭受虐待，才

可能進入兒童少年保護的服務方案，否則對於只是單純目睹家庭暴力的目睹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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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而言，可能因為界定之困難而無法接受兒少保服務，因此目睹暴力兒童也成

為兒少保體系當中的「次級案主」（杜瑛秋、張玉芳，2010）。目睹暴力兒童在早

期不論是在婦保機構或兒少保機構，皆被視為是隱形且次級的服務對象，這也導

致在當時臺灣家庭暴力防治體系之下目睹暴力兒童處遇工作的邊緣化。 

隨著臺灣家庭暴力防治體系之發展，目睹暴力兒童之議題也受到政府及非營

利組織之關注，因此不論民間或社政單位皆針對目睹暴力兒童提供處遇服務；然

而，其處遇工作仍散佈在各類型的機構當中，包括：家防中心、婦保機構、兒少

保機構與諮商機構，鮮少有固定的處遇方案以目睹暴力兒童為主體提供服務（洪

素珍，2003）。目睹暴力兒童的工作在近十年從社政單位之處遇服務，漸漸擴展

至預防工作，也從公部門的服務走向與私部門（基金會）的分工與合作，並試圖

結合原有婦保與兒少保之資源，以擴展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楊雅華、郁佳霖，

2012）。 

經過十餘年的執行，也經過民間團體的倡導和政府推動之下，家庭暴力防治

法於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正式將目睹暴力兒童納為家暴法的保護對象，

並範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對經評估有需要的目睹暴力兒童，提供或轉

介身心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此外，根據「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辦理原則」（請參考圖一），家防中

心於受理家暴案件通報時，應評估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目睹家庭暴力之情事，並協

助連結相關目睹暴力兒童輔導資源，以減緩兒童因目睹家庭暴力所受的傷害。目

睹暴力兒童正式入家暴法後，各機構針對目睹暴力兒童所提供的處遇服務也因著

不同機構之服務宗旨、性質與服務方式而有所差異，因此也產生多樣化的服務種

類（陳映潔，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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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家防中心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輔導處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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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工作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處遇 

（一）服務處遇內涵 

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處遇計劃可能會因著機構宗旨、機構性質與服務方式之

不同而有所差異，但目睹暴力兒童服務處遇之核心目標皆以「兒童最佳利益」為

出發點，協助目睹暴力兒童創傷復原，並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與提供安全的環境

（任彥蓉，2009）。 

根據 Groves & Gewirtz （2006）提出的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計畫目標，可以

發現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目標具有「階段性」與「優先順序」，可以分為以下三

項：1.辨識處於危機中的兒童：促進社區及校園中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認識與瞭

解；並增進第一線之社工人員辨識目睹暴力兒童遭受家庭暴力危機之評估能力。 

2.增強兒童與家庭之安全與保護：目睹暴力兒童之基本處遇目標即是以安全為主，

因此，當社工人員發現兒童有安全上的疑慮時，社工人員必須優先致力於保護目

睹暴力兒童的安全，增強兒童及受暴母親的保護功能，也可以藉由連結資源以擴

充目睹暴力兒童之支持系統。3.提供治療性之處遇：當目睹暴力兒童與受暴母親

之人身安全無虞之後，即可進行下一階段之處遇目標─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治療性

的服務，以處理目睹暴力兒童在情緒或行為上的問題。 

 

當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訂定處遇目標後，處遇原則能夠指引社工明確的處遇方

向，以更有效的方式協助目睹暴力兒童及其家庭（任彥蓉，2009）。根據 Groves 

& Gewirtz（2006）研究認為目睹暴力兒童的介入原則，包含生態系統架構的運

用、促進母親之親職功能、培養兒童之復原力以及訓練工作者專業知能的四大原

則，這些原則皆可被視為社工評量問題或提供處遇之依據。另外，研究者也參考

2010 年加拿大薩克其萬省（Saskatchewan）針對暴露於家庭暴力兒童所做的方案

指引手冊8，整理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之處遇原則，可分述為以下八項： 

                                                 
8 Government of Saskatchewan Ministry of Justice （2010）. A Guide for Children Exp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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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保兒童的安全（ensure the safety of children）： 

（1）透過確認兒童的感受來安慰他／她，避免使用調查或審問之口氣。 

（2）發現疑似兒童虐待，轉介通報兒童保護機構。 

（3）與兒童一起制定與其年齡相應的「安全計劃」（safety plan）。 

2.尊重案主權利（respect client rights）： 

（1）確保維護兒童之權利。 

（2）確保兒童了解保密、隱私及其限制。 

（3）遵守審查保密性，其意義和限制包含兒童及其家長／監護人。 

3.提高服務可及性（make services accessible） 

4.以兒童為中心（be child centered） 

（1）確保兒童了解自己的權利。 

（2）與家人／監護人一起工作，瞭解家長／監護人的需求，並做適當的轉介。 

（3）創造一個友好的，適合兒童的環境，讓兒童能夠參與其中學習和獲得支持。 

5.邀請合適之人員執行方案（hire appropriate persons to deliver program）： 

（1）遵守「以兒童為中心」的處遇方法 

（2）瞭解家暴如何影響兒童，瞭解兒童發展階段，並且識別兒童的創傷症狀。 

6.協調服務之提供（coordinate service provision）： 

（1）以兒童最佳利益，酌情與相關提供服務之機構協調，以滿足兒童的需求。 

（2）與社區內的其他服務提供者建立牢固的工作關係，並保持對社區內部資源

的認識，讓社工在協助轉介，及尋找可能支持兒童及其家庭的服務時，可以順利

解決目睹暴力兒童所遇到的相關議題。 

（3）與家人一起工作，並支持他／她們與其他相關服務提供者合作。 

7.發展服務（develop services） 

（1）良好的服務質量取決於服務的持續發展 

                                                 
Violence Programs in Saskatchew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publications.gov.sk.ca/details.cfm?p=8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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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社區，與其他相關服務提供者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透過網絡合作，也

可以藉由合作機會互相支持並彼此學習。 

8.瞭解家庭暴力及其對兒童的影響（gain knowledge of violence and its impact on 

children）：社工必須瞭解家暴對於目睹暴力兒童在身體、心理或是人際社交等方

面所產生的影響，並協助兒童減輕目睹家庭暴力之創傷症狀，重整其創傷經驗。 

 

在處遇策略方面，非施虐者家長（通常是受虐母親）的積極參與，是目睹暴

力兒童處遇過程當中的必要元素，其處遇也應致力於降低危機、增加目睹暴力兒

童的韌性，並符合目睹暴力兒童及其家庭所處的文化及社區脈絡（杜瑛秋、張玉

芳，2010）。另外，在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模式方面，根據洪素珍（2003）在「家

庭暴力目睹兒童處遇模式之探討研究─以兒童需求為導向」研究當中建議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應以「三級預防9」的概念與「生態理論10」的概念進行目睹暴力兒童

處遇工作；而目前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主要介入的方式，也以三

級預防為主，三級預防之目的即是協助目睹暴力兒童及其家庭處理因家庭暴力而

產生的傷害，並且試圖恢復個人及其家庭的社會、心理功能（杜瑛秋，2016）。 

（二）服務處遇之方式 

目睹暴力兒童暴露於家庭暴力之下而產生的身體，心理，神經發育和行為之

影響已得到充分證實，然而並非所有暴露於家庭暴力的目睹暴力兒童都會產生創

傷或產生行為問題，因此如何幫助他／她們去處理這些目睹暴力之經驗是相當重

要的（Chamberlain, 2014）。為因應家庭暴力對於目睹暴力兒童在各層面所帶來的

影響，對於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社工而言，目睹暴力兒童除了需要人身安全、經

                                                 
9 初級預防：目的在於增進個人及社區整體的能力並減少其限制，提供個人、家庭及社區足夠

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支持系統；次級預防：目的在於早期發現目睹暴力兒童的需要，並提供服務

以防止兒童身心狀況因目睹暴力而惡化；三級預防：目的在於協助目睹暴力兒童及其家庭降低

因暴力而產生的傷害，試圖恢復個人及家庭的社會及心理功能（洪素珍，2003；杜瑛秋&張玉

芳，2010）。 
10 生態理論：個人、家庭、家庭以外之支持系統及社會四大層面（洪素珍，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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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安全與心理輔導等協助之外，社工也需要與目睹暴力兒童相關的重要他人（如：

受虐母親以及施暴父親）一起工作（洪素珍，2003）。 

此外，如同美國國家兒童心理創傷聯網（National Child Traumatic Stress 

Network，簡稱 NCTSN）上關於家庭暴力和目睹暴力兒童的資料所指出的一般，

若目睹暴力兒童在創傷事件之後得到適當的幫助，許多目睹暴力兒童就具有恢復

創傷之能力，其中家庭和社區的支持對於目睹暴力兒童恢復創傷之能力即具有相

當重要的功能（Chamberlain, 2014），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也會

與其他服務網絡一起工作，其中包括學校、社會福利單位、心理諮商與精神醫療、

媒體與社會大眾等（杜瑛秋，2016）。 

以目睹暴力兒童多元之服務需求來看，若要滿足其服務需求，社工與目睹暴

力兒童個別工作並不足以回應目睹暴力兒童之問題需求，社工還需要透過與家庭

成員工作（通常為主要照顧者）、與其他服務網絡成員工作，並與社區工作才能

達到其需求。綜觀臺灣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發展歷史，臺灣已累積多年提供目睹

暴力兒童服務的實務經驗，其處遇方式與服務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個案工作（個

案管理、個別諮商與輔導、親職教育、陪同出庭等）、團體工作（團體諮商與輔

導、目睹暴力兒童支持性團體、遊戲治療團體、親職工作坊等）與社區工作（校

園宣導、社會／社區宣導等），以下是研究者參考國內外實務工作相關文獻整理

出，社工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處遇方式： 

 

1.個案工作 

在臺灣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實務中可以發現，目睹暴力兒童之個案來源可能

由婦女服務機構（包含庇護家園隨母進駐之目睹暴力兒童、家庭中心轉介之居住

家庭的目睹暴力兒童），或是由其他兒童、婦女福利機構，或由學校輔導室、學

校社工等機構轉介。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所採取的服務方式也可大致分為「個案工

作」與「個案管理」兩種方法：（1）個案工作（case work）：若目睹暴力兒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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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暴母親已有婦保社工擔任個案管理，所以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便為個案工作者之

角色，除了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所需的服務之外，也強調與婦保社工共同協助終止

家庭暴力或降低家庭暴力頻率，並進行各種聯合會談（親子、社工與案主），也

讓主要照顧者（通常為受暴婦女）瞭解目睹暴力兒童的問題需求；（2）個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由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擔任個案管理者，根據目睹暴力兒童

的危機狀況、問題需求及問題困難度，進行不同處遇重點之個案管理（杜瑛秋、

張玉芳，2010）。 

在個案工作／個案管理方面，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皆以目睹暴力兒童為服務主

體，針對目睹暴力兒童個別不同的問題及需求，提供個別化的服務與相關資源之

連結（陳依潔，2011），其工作項目包含： 

（1）個案評估：辨識評估兒童遭受虐待之風險和目睹暴力類型與危機；評估兒

童身心理發展階段是否有發展遲緩、生理或心理功能障礙等限制，以協助轉介早

療或醫療系統；若發現疑似兒童虐待則立即轉介通報（Chamberlain, 2014）。 

（2）個別諮商：包含創傷經驗重整，減少 PTSD 症狀產生；建構正向之目睹暴

力經驗的認知；情緒調節、行為管理及自尊提升（Smith, 2017）。經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評估後，若需密集且深入之處遇，則轉介心理諮商，由心理諮商師與目睹

暴力兒童進行心理諮商輔導（Chamberlain, 2014）。 

（3）轉介資源：即協助目睹暴力兒童轉介相關服務機構，如：醫療服務、教育

服務或是心理諮商服務等，透過相關資源之協助，使目睹暴力兒童可以獲得更完

整的服務（任彥蓉，2009）。 

（4）後續照顧與追蹤服務：經由社工評估婦女親職能力和目睹暴力兒童之身心

發展狀況後而結案；雖然目睹暴力兒童因結案而離開庇護所或該單位機構，重新

回到家庭或是更換其住所，但是通常其生活一開始不是非常穩定，因此仍需社工

持續追蹤兒童之後的生活狀況，必要時提供相關協助（Smit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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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團體工作 

目睹暴力兒童最大的傷害，通常在於情緒與自我形象這兩個面向；雖然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可以透過個案工作，與目睹暴力兒童一對一個別處理相關的情

緒議題；但是，在團體工作中，社工可以透過團體情境來塑造與家暴相關之情

境，以帶領目睹暴力兒童體驗並察覺自身的感受；因此，在目睹暴力兒童的處

遇工作中，除了個案工作之外，團體工作近年來也經常被使用於與目睹暴力兒

童工作上（天主教善牧基金會，2013）。相較於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讓目睹暴力

兒童能夠進入到團體當中，也讓目睹暴力兒童感受自己並非單獨的處理他／她

們的創傷；透過目睹暴力兒童團體之運作，也能夠幫助目睹暴力兒童建構自我

概念，讓目睹暴力兒童與外在世界有比較適當的連結；除此之外，每個目睹暴

力兒童也能適時從其他兒童身上學習相關有助益的正向暴力因應策略（陳映

潔，2011）。 

尤其是處在學齡期的目睹暴力兒童，他／她們時常在同儕關係中容易感受

被孤立的感覺；然而，透過團體進行的過程，能讓他／她們知道自己不是唯一

目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對於學齡期的兒童而言，團體工作有時比起個案

工作是個特別有效的處遇方式（任彥蓉，2009）。 

鑑於目睹暴力兒童因著其目睹暴力經驗之不同、因應暴力方式之不同、目

前是否仍處於家庭暴力威脅之環境、照顧者親職功能、情緒狀態以及兒童復原

力等不同之多重變項，而有不同的問題需求（Chamberlain, 2014）；社會工作者

應考量每個目睹暴力兒童之個別狀況，以選擇符合兒童問題需求的目睹暴力兒

童團體類型。因此，研究者參考楊雅華、郁佳霖（2012）在「初探目睹暴力兒

童團體工作」研究當中，針對不同場域的團體屬性、處遇目標及議題，並將團

體屬性分為三大樣態，分別為「庇護所目睹暴力兒童危機介入團體」、「社區輔

導治療性團體」及「校園教育性團體」，以下將分述三種類型之團體處遇工作之

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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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庇護所目睹暴力兒童危機介入團體 

跟隨受暴母親進駐庇護家園的目睹暴力兒童，由於剛離開受暴環境，正處

於目睹家庭暴力的急性期；對於剛脫離受暴環境的婦女（受暴母親），由於自身

尚處在需要獲得情緒慰藉的狀況當中，因此無法立即關注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

無法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情緒陪伴與支持，更無法對於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的情緒衝

擊提供緩解與支持（楊雅華、郁佳霖，2012）。 

在剛脫離家庭暴力環境的階段中，受暴婦女（母親）身心皆處在不穩定的狀

態之下，目睹暴力兒童也同樣因著目睹家庭的暴力與分裂，感到混亂並缺乏安全

感，因此有些目睹暴力兒童為避免增添受暴婦女（母親）的擔憂，容易選擇以壓

抑自身的需求及情緒之方式處理（莊靜宜，2007），因而衍生特有的防衛機制去

適應環境，故高危機之後的目睹暴力兒童的思考模式與行為表現也會比起一般兒

童還要複雜難解（汪淑媛，2006）。然而，庇護家園中的受暴婦女（母親）身處

重大壓力下，因此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也容易產生拒絕、遷怒等行為，之後受暴婦

女（母親）又會對此感到自責並責難自己沒有善盡母職，而使得受暴婦女（母親）

陷入於「受虐」與「母職」的雙重束縛與雙重壓迫之困境（郭玲妃、馬小萍，2002）。 

社工人員在庇護家園當中帶領目睹暴力兒童團體，除了必須要快速處理目

睹暴力兒童壓力適應的議題，並給予情緒支持外；還必須針對目睹暴力兒童做出

初步評估診斷，在目睹暴力兒童團體後，提供受暴婦女（母親）關於目睹暴力兒

童的狀況需求評估與相關親職知識，使受暴婦女（母親）也能瞭解家庭暴力對兒

童的影響（莊靜宜，2007）。因此，在庇護家園內的目睹暴力兒童危機介入團體，

其團體目標將會在於提供危機後的情緒紓緩；協助轉換新環境的適應；處理特殊

的情緒困擾或 PTSD；以及預備未來離園的安全計劃與心理準備（楊雅華、郁佳

霖，2012）。 

（2）社區輔導治療性團體 

在目睹暴力兒童的團體工作中，早期針對目睹暴力兒童的團體工作以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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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為重；而近來的團體工作則較少將危機管理當作主要的處遇方向，而是傾向

以目睹暴力兒童的心理教育、情緒與態度改變為主（天主教善牧基金會，2003）。

從早期庇護所中的目睹暴力兒童團體工作開始，其服務提供的機構也逐漸擴及到

社區的家庭服務中心或心理衛生中心，而形成整合性的服務方案（洪素珍，2003）。 

相較於上述庇護所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危機介入模式，「社區輔導治療性團

體」則是針對已離開庇護所，但仍處於暴力中或曾經有目睹暴力經驗等不同樣態

的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區輔導治療性的團體工作。社區目睹暴力兒童團體，不

單只是針對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工作，也關注家庭的需求，需由社工人員整合社

區之資源以提升家庭的功能，此外也必須在個案管理的架構與脈絡之下，進行較

長期程、封閉性和穩定性的團體（Chamberlain, 2014）。因此，其團體目標在於建

立正向的自我概念、培養溝通技巧與問題解決方法、學習情緒的自我覺察與表達、

並教導兒童統整家庭成長經驗，以提供情緒支持與暴力觀念澄清之機會（楊雅華、

郁佳霖，2012）。社區輔導治療性的團體工作內容也幫助社工人員可以更深入瞭

解目睹暴力兒童的創傷經驗，也透過其團體歷程幫助強化目睹暴力兒童創傷的復

原力，並給予兒童情緒與行為的支持（陳映潔，2011）。 

（3）校園教育性團體 

臺灣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分為三個層次，初級預防：即在暴力未發生以先，

進行社區宣導及教育，預防家庭暴力之發生；次級預防：則是在暴力發生後但尚

未嚴重影響的同時，針對兒童／少年以輔導課程之方式，並對家長進行親職輔導

等方式預防暴力再發生；三級預防：亦即暴力對於兒童之身心狀態已有嚴重之影

響，因此必須給予兒童緊急救援與必要之安置，並提供個別或團體輔導之治療 

（洪素珍，2003；杜瑛秋、張玉芳，2010）。 

根據楊雅華、郁佳霖（2012）表示過去在臺灣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中，仍缺乏

預防性之服務，在有限的社會福利資源之下，實難以拓展並顧及大量潛在目睹暴

力兒童群；在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後，各地方政府也針對各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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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目睹暴力兒童，提出相關的輔導處遇評估方式（請參考表 5），希望從學校開

始，由學校老師或輔導老師有定期之相關輔導課程，在課程當中，藉由初級預防

之教案中發現潛在的目睹暴力兒童，希望能在尚未造成更嚴重的行為問題及情緒

困擾以前，及早給予適當之協助。 

倘若在校園中發現疑似處在家內高衝突危機之下的兒童，亦可提供教育性

的暴力課程團體；在團體中，針對有高度目睹家暴之危機而需要個別介入的兒童，

學校社工及相關輔導人員可再轉介至適合的資源（楊雅華、郁佳霖，2012）。因

此，在預防性服務方面，從暴力之教育宣導、篩選及辨識疑似目睹暴力兒童、辦

理教育性輔導團體，到轉介有服務需求的兒童至相關社福機構，期待從這服務過

程當中能夠加強教育人員辨識評估與轉介的能力，並透過培訓教師將家庭暴力預

防的觀念帶入校園當中，以達到暴力預防、早期發現及早期介入的功能（沈瓊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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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8 年各直轄市、縣（市）教育單位受理目睹暴力兒童評估機制 

地方政府 評估機制 受理目睹暴力兒童窗口 

基隆市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1.特教科 

2.私立幼稚園─學前及聘用科 

台北市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國小教育科 

新北市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特殊教育科 

桃園市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學輔校安室 

新竹縣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特教科 

新竹市 【一級輔導】由學校導師關懷，若評

估學生有需求，則啟動二、三級輔導。 

學管科 

苗栗縣 【一級輔導】由學校導師關懷，若評

估學生有需求，則啟動二、三級輔導。 

1.特殊教育科 

2.公私立幼兒園─社會處 

宜蘭縣 【三級輔導】由學生諮商輔導中心，

評估目睹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學務管理科 

彰化縣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 

台中市 【三級輔導】由學生諮商輔導中心，

評估目睹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1.台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2.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督導 

南投縣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特殊教育科 

嘉義縣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學務管理科 

嘉義市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學務管理科 

雲林縣 依社工轉知建議，分派至各級輔導。 1.非學齡：雲萱、勵馨基金會 

2.國中小、縣立高中：家防中心 

台南市 由學校輔導室評估，或由學校召開個

案會議（各校作法不一）。 

學輔校安科 

屏東縣 由學校召開個案會議，評估目睹暴力

兒童受創情形。 

特殊教育科 

花蓮縣 由學校召開個案會議，評估目睹暴力

兒童受創情形。 

學務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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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學管科 

高雄市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家庭教育中心 

澎湖縣 【一級輔導】由學校導師關懷，若評

估學生有需求，則啟動二、三級輔導。 

學務管理科 

金門縣 【二級輔導】由學校輔導室評估目睹

暴力兒童受創情形。 

1.學務管理科 

2.公私立幼兒園─特幼科 

連江縣 依社工轉知建議，分派至各級輔導。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資料來源：修改自衛生福利部保護司（2016 年 5 月）。「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

年」現況與願景。張秀鴛（主持人）。家庭暴力防治服務模式成果發表及觀摩研

討，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3.社區工作 

有別於前述針對目睹暴力兒童所提供的個別或團體處遇方法，在社區工作

方面，更強調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社工人員，是否能夠連結當地的社區服務

方案、法院與醫院等資源合作，整合該社區之資源以處理家庭暴力的問題並提供

家庭立即的服務（陳映潔，2011），另外也針對社區進行社會／社區宣導等。 

然而，在臺灣服務實務的現況當中可以發現，存在家暴威脅的家庭大多對

外否認家庭暴力的存在，不希望外在資源介入；因此，即使社區有相關資源，也

有活動與團體可以幫助目睹暴力兒童，但是家長大多予以拒絕。因此楊雅華、郁

佳霖（2012）認為，其關鍵在於團體之外的個案工作，建議社工人員能先與其家

庭建立良好之信任關係，並引導家長看見目睹暴力兒童之需要，使家長能夠降低

認為外界資源是來批判或搶奪兒童之威脅感；此外，透過長期陪伴的個案管理，

社工不但可以掌握目睹暴力兒童在家中的狀況，也可提升目睹暴力兒童取得社區

相關資源的機會，希望可以藉此提升家長對於服務目睹暴力兒童之機構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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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縣市政府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方案情形 

臺灣已累積多年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實務經驗，隨著 2015 年臺灣將目

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庭暴力防治法中之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也針對目睹暴力

兒童而發展不同服務辦理方式；近年來有越來越多民間團體以接受各縣市政府委

託或中央政府補助的方式投入以「兒童主體需求」的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而這

些民間團體分布在各縣市，有些縣市甚至同時有三個以上的民間團體提供目睹暴

力兒童之服務（台北市、台中市、新竹縣、花蓮縣），然而卻也有一些縣市目前

尚未發展相關的服務方案（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請參考表 6）。 

在服務處遇內容方面，本研究參考陳怡如（2001）在研究當中，將機構對目

睹暴力兒童的處遇項目內容相近者所做的歸納，分為：1.個案管理取向（包括：

安置寄養、生活扶助、協助轉學、兒少保通報、轉介服務）；2.直接處遇取向（個

別諮商、兒童教育或支持性團體）；3.父母親職教育；4.心理治療（遊戲治療、藝

術治療、家族治療） 共四個取向。然而，若依據現今實務機構針對目睹暴力兒

童所提供的服務處遇內容可以發現，多元的目睹暴力兒童處遇項目被廣泛地使用。 

在服務機構方面，沈瓊桃（2012）調查發現臺灣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大多分

散在婦保機構、兒少保機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及心理諮商機構，以及

少數機構以目睹暴力兒童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單位。此外，根據杜瑛秋（2016）表

示臺灣現今在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實務作法上，可以發現服務機構分為兩類，

一種為將目睹暴力兒童附屬在婦女／兒童保護社工服務當中；另一種則是將目睹

暴力兒童脫離婦保體系而獨立提供單獨的服務。因此，本研究將以上述兩種類型

的機構型態，針對目睹暴力兒童所提供的服務處遇內容分別論述之。 

 

（一）目睹暴力兒童服務附屬於機構的其中一組 

綜觀臺灣現今提供家庭暴力相關服務的單位可以發現，多元的處遇提供項目

被大多數機構所採用，其中以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婦保機構提供較多類

 



52 

 

型的處遇項目（陳怡如，2001）；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多以個案管理

取向，提供安置寄養、生活扶助、協助轉學、兒少保通報與轉介等服務，例如：

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隸屬於成人保護

服務組；在婦保機構中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主要來自婦保業務或是來自成

暴的二線服務，以個案管理取向、直接處遇取向或心理治療之方式協助目睹暴力

兒童，例如：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目睹兒少服務組）、勵馨基金會。 

（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專責單位 

相較於上述由機構提供多元的處遇提供項目，目睹暴力兒童服務附屬於機構

的其中一個服務項目；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專責單位，則是將目睹暴力兒童之服

務脫離婦保、兒少保體系，針對目睹暴力兒童提供獨立服務。 

以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小羊之家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中心為例，該機

構以個案管理取向，社工人員與心理師（或心理諮商師）著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

心理輔導，也與主要照顧者一起工作，並與學校或社會網絡共同合作，以提供相

關服務資源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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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8 年各直轄市、縣（市）社政單位辦理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方案現況11 

縣市 辦理方式 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單位12 

台北市 縣市政府自行委託（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 

善牧基金會-小羊之家（B） 

婦女救援基金會（A） 

勵馨基金會-台北市分事務所（A） 

新北市 縣市政府自行委託（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 

善牧基金會-小羊之家（B） 

勵馨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A） 

桃園市 縣市政府自行委託（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 

勵馨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A） 

微光社會福利協會（復興鄉）（A） 

臺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B） 

台中市 結合民間團體，申請衛生福利

部推廣社會福利經費補助辦

理。 

善牧基金會-善牧台中中心（B） 

勵馨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A） 

迎曦教育基金會（A） 

台南市 結合民間團體，申請衛生福利

部推廣社會福利經費補助辦

理。 

勵馨基金會-台南分事務所（A） 

台南市新世代社會福利關懷協會

（A） 

高雄市 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式」

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善牧基金會-善牧高雄中心（B） 

勵馨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A） 

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A） 

基隆市 縣市政府自行委託（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 

勵馨基金會（A） 

新竹市 縣市政府自行委託（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 

善牧基金會-小羊之家（B） 

新竹縣 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式」

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善牧基金會-小羊之家（B） 

勵馨基金會-新竹服務中心（A） 

現代婦女基金會-新竹工作站（A） 

苗栗縣 結合民間團體，申請衛生福利

部推廣社會福利經費補助辦

理。 

勵馨基金會-苗栗分事務所（A） 

彰化縣 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式」

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迎曦教育基金會（A）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A） 

南投縣 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式」

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勵馨基金會-南投分事務所（A） 

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A） 

                                                 
11 備註：此表格乃是針對 106年各縣市辦理目睹暴力兒童方案之現況（107年可能會有變動）。 
12 根據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單位，分為兩類服務單位：A.目睹暴力兒童服務附屬於機構的其

中一組；B. 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專責單位。（標註於該服務單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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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式」

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勵馨基金會-雲林服務中心（A） 

雲林縣雲萱基金會（A） 

嘉義縣 結合民間團體，申請衛生福利

部推廣社會福利經費補助辦

理。 

善牧基金會-善牧嘉義中心（B） 

嘉義市 結合民間團體，申請衛生福利

部推廣社會福利經費補助辦

理。 

善牧基金會-善牧嘉義中心（B） 

屏東縣 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式」

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勵馨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A） 

屏東縣兒童少年關懷協會（A） 

宜蘭縣 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式」

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宜蘭縣溫馨家庭促進協會（A） 

宜蘭縣私立蘭馨婦幼中心（A） 

花蓮縣 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式」

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勵馨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A） 

現代婦女基金會-花蓮工作站（A） 

花蓮縣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B） 

台東縣 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式」

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勵馨基金會-台東分事務所（A） 

澎湖縣 （未發展相關服務方案）  

金門縣 （未發展相關服務方案）  

連江縣 （未發展相關服務方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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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從表 6「2018 年各縣市辦理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方案現況」，可得知臺灣各縣

市政府辦理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現況。臺灣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處遇方法，

以個案工作（如個案管理、個別諮商與輔導、親職教育、陪同出庭等）、團體工

作（團體諮商與輔導、目睹暴力兒童支持性團體、遊戲治療團體、親子工作坊等）

與社區工作（校園宣導、社會／社區宣導、教育訓練等）三大方法為主。此外，

在處遇目標方面，主要聚焦在治療目睹暴力兒童因家庭暴力而產生的情緒與行為

問題、促進親子關係的教育與休閒活動，以及連結受暴婦女與目睹暴力兒童的相

關資源，建立其社會支持系統。 

綜合以上所述，臺灣雖已累積多年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實務經驗，然

而隨著 2015 年臺灣正式將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庭暴力防治法中之後，臺灣對

於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服務仍呈現零散的資訊，尚處在資源整合的階段，故研究

者將依循當前社會服務系統提供目睹暴力兒童處遇之現況，探究目睹暴力兒童之

社工協助目睹暴力兒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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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研究方法的選擇與運用，在於是否能夠確切的達成研究之目的，因此研究者

依據研究目的，亦即希望瞭解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臺灣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之處遇經驗與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輸送實施的情形，在此目的之上做了研

究方法的選取與研究設計。在本章中，首先說明選取研究方法的原因，接著介紹

資料收集的方式與研究對象的選取過程，並詳述對於研究嚴謹度的思考，最後說

明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倫理議題如何處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取 

一、質性研究的特質 

若想對某一社會現象充滿理解的過程，必須要根據研究場域及研究特性選取

適當的研究方法（趙碧華、朱美珍，2002）。「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是研究

方法上的兩大派典，就量化研究而言，量化研究的理論來自於對事實資料的歸納

的過程，從知識的形成經過假設性的演繹及驗證，其目的在於建立一種超越個人

主觀經驗、信念且無價值判斷的客觀知識（傅從喜等人譯，2009）；相較於量化

研究，質性研究其基本假設乃是基於人文現象無法解剖成各個獨立的單位，再組

合成原貌，其社會問題也並非獨立的問題，而是與社會、人群有關聯的整體問題

（劉勝驥，2007）。因此，質性研究的科學取向主張社會現象是不斷變動的，也

會因不同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的意義（潘淑滿，2003），而質性研究

者則在自然情境中，透過與受訪者的密切互動過程，採用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

方式，並使用歸納法分析其研究資料而形成理論，也從整體的觀點去建構社會現

象的圖像，並對其現象進行解釋性的深度理解（陳向明，2002）。 

由上述針對質性研究的方法定義描述，可知質性研究不僅兼顧對社會脈絡的

整體性理解，也強調研究者與受訪者互動所共同描述出的意識及價值觀點（高淑

 



57 

 

清，2008）。因此，研究者整理多位學者的觀點，將質性研究的特性歸納以下五

點（趙碧華、朱美珍，2000；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 

1.質性研究重視脈絡性（Contextual）社會脈絡，強調知識嵌入情境之中，研究者

在歷史與社會脈絡下對於脈絡化意義的掌握，對於瞭解其相關議題尤其重要，

此外也關注社會現象的整體性（Holistic）與關聯性。 

2.個人經驗觀點的捕捉：強調個別研究的價值，重視研究參與者個別經驗的特殊

性，因此質性研究者透過訪談與觀察，期望更貼近個體的經驗世界；在訪談中

受訪者再現他／她們的生命經驗，也表露他／她們的情感。 

3.研究者即是工具：研究者不需借用太多外來的研究工具，因為研究者本身就是

最好的工具。 

4.重視研究過程：強調研究過程中所發現、闡述的社會現象與行為的關係，而不

強調研究結果是否能夠驗證理論。 

5.以歸納的方式蒐集資料進行分析：蒐集豐富、多元的資料，透過逐步分析的步

驟，將所蒐集的資料化繁為簡，找出其核心的概念。 

 

二、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原因 

臺灣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自 1990 年代開始發展，近年來政府部門與民間社

福服務組織逐漸關注目睹暴力兒童的議題；自 2015 年家暴法正式將目睹暴力兒

童納入家暴法保護令的適用範圍，這對於臺灣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而言是一極具

意義的重要里程碑，然而若觀察臺灣各縣市在提供目睹暴力兒童處遇服務上，可

以發現直至今日目睹暴力兒童入法近三年的時間，臺灣針對目睹暴力兒童的社會

工作處遇模式仍呈現零散且片段的資訊。 

因此，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在於針對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欲瞭解探討社

工員在提供服務過程中協助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經驗，與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之

服務輸送實施的情形；期待透過本研究之研究結果以瞭解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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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睹家庭暴力領域實務方面，社工在提供協助目睹暴力兒童在處遇經驗上之轉

變，並對於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所帶來的影響和改變有更全面的認識與瞭解。 

綜合前述，質性研究方法旨在能深入探索研究對象的個人主體經驗；研究者

欲深入探討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在目睹家庭暴力領域實務方面，社工提供協助

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經驗；然而，由於每個社工人員其背景、經歷與思考，可能

會因為來自不同的機構背景而大相逕庭，希望藉由質性研究的研究過程探討這其

中細微的經驗轉折與改變；此外，研究者也希望可以同時關注每一位受訪者個人

獨特的見解，並使受訪者有彈性的空間說出他／她們對於議題的主觀感受（潘淑

滿，2003）。因此研究者選擇以質性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希望能貼近

研究對象（社工）之經驗脈絡，從研究對象的角度瞭解其對於上述經驗的詮釋，

以及該經驗對研究對象所產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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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之條件 

本研究以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社工員為研究對象，由於研究主軸關注提

供目睹暴力兒童的社工人員，因此本研究對於研究對象之條件如下： 

（一）機構現正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與處遇方案。 

（二）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現職社工人員。 

（三）從事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工作至少兩年以上。 

為使研究者能夠對其社工人員的服務體系與流程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並考量

研究資料的豐富性，因此希望能夠盡量邀請在不同機構服務目睹暴力兒童之社工

或督導人員。 

 

二、研究對象選取說明 

在質性研究當中研究對象的選擇方式，常使用立意取樣以因應研究條件之設

定；這樣可以讓研究者在尋找研究對象的過程當中，挑選特定條件的研究對象，

以回應其研究問題（Teddlie & Yu, 2007）。 

本研究以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社工員為研究對象，在研究對象的選取方

法上，為瞭解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社工在目睹暴力兒童處遇經驗之完整性與

豐富性，故本研究一開始先採取「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的方式，欲

選取能夠提供豐富經驗的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社工為主要研究對象；再結合滾雪

球方式，請受訪對象推薦相關適合的研究對象。研究者將先選定目前有提供目睹

暴力兒童服務之機構或團體，親自致電與以電子郵件的方式邀請符合預設條件的

社工員參與訪談。本研究所蒐集的資訊以達到「飽和」為考量原則，當研究主題

之資料不再有新發現則停止訪談，故本研究預計訪談 5-8 位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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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共訪談五個機構的七位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本研究

受訪者相關資料如表 7。 

表 7 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代號 

機構性質 工作區域 職稱 社工實務  

總年資 

目睹暴力兒童  

實務年資 

SWA 民間 中部 督導 8 年 3-4 年 

SWB 民間 北部 社工 2 年 2 年 

SWC 民間 北部 社工 2 年 2 年 

SWD 民間 北部 社工 2.5 年 2.5 年 

SWE 民間 北部 主任 10 年 10 年 

SWF 民間 東部 社工 4 年 3-4 年 

SWG 民間 東部 社工 5 年 3.5 年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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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以研究者與受訪者進行的深度訪談法為主，將

在此節說明深度訪談法的運用。 

一、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又稱「質性訪談」，是一種帶有目的的

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a purpose），此類訪談法往往沒有預設問題的答案，問題

是採用開放式的，以研究過程來區分，又可區分為半結構式和非結構式的訪談，

「半結構式訪談」（focused 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研究者會訂出訪談大綱，

談話的內容沒有嚴格限制，大多根據談話的進度，適時的追問和修正問題；「非

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則是完全去除訪談問題的順序，沒有標準

化程序，大多以一種日常生活對話進行訪談，資訊係透過訪談者與受訪者間的互

動而獲得（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 

Johnson（2002）認為在深度訪談中，研究者必須清楚自己的研究問題，深度

訪談的目標在於，從訪談過程中探尋訪談中深度的訊息並深度的理解，認為所謂

深度理解的意涵為：1.訪談者必須有同理心，持有和該成員有相同層次的理解；

2.必須超越通識的感受，探索其潛沉在表像下所隱含的深層意義；3.深度理解部

份出自對通識的假設，部份出自研究者的理解；4.可以捕捉受訪者對某些活動、

事件、文化及事物所表達的多元觀點。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做為蒐集資料之方式，並以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根

據研究主題、問題及目的，設計「訪談大綱」（詳見附件二）。訪談大綱的擬定乃

是根據本研究設定的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參考為基礎，研究者以訪談大綱為訪

談主要架構，從中蒐集服務目睹暴力兒童之社工在實務工作經驗上的主觀陳述。

此外，為因應質性研究動態而談性的研究過程，研究者在訪談進行時，不一定完

全按照訪談大綱順序，而會視訪談情境、談話次序與受訪者的實際反應，彈性調

整訪談問題，並針對與研究高度相關的特定問題做更深入的探討。 

 



62 

 

二、訪談前的準備工作 

研究者在正式訪談前，將先徵求受訪者的同意後再進行訪談，受訪者同意後，

與其約定時間、地點，並事前會給予受訪者訪談大綱。訪談地點之選定也會再依

據受訪者的方便性與個人意願而定，會盡量選擇安靜且保密性高的地點進行，以

免影響訪談之進行。 

三、訪談進行之過程 

在訪談正式進行前，研究者會再次向受訪者說明研究主題與目的等，為確保

受訪者之權益，並且謹守研究之倫理原則，研究者會再向受訪者說明其參與研究

之權利，並簽定「研究參與同意書」（詳見附件三），同時徵求受訪者之同意，在

訪談進行時以錄音的方式作為研究資料蒐集的工具。 

四、資料處理分析與詮釋 

對於質性研究者而言，資料分析代表的並不只是研究過程的一個步驟而已，

同時它必須要與研究典範密切結合（潘淑滿，2003）；因此訪談後的資料整理與

分析在研究的過程當中十分重要，研究者需要將訪談所獲得的資料進行有系統地

歸納整理，同時研究者也進行分析工作，持續從資料當中發掘其重要的概念或是

主題；在最後，將研究資料進行有意義地詮釋（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進行文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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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析法的分析流程步驟，也遵循詮釋現象學分析的概念架構，

意即「整體─部分─整體」（whole-parts-whole）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透過「詮釋循環」應用在不同的「部分與整體關係」的層次上，找到共同的主題，

以開展經驗描述的意義與本質（黃秀珠、林淑玲，2010），研究者參考高淑清（2001）

於《本土心理學研究》期刊發表的「主題分析流程圖」，並將其七個具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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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以表格整理並說明之（請見表 8）。 

 

表 8 主題分析法分析步驟 

順序 分析目標 主要內涵 

步驟一 述說文本的抄謄 將訪談的口語及情境資料，轉化為深層豐富的

書面文本，此乃主題分析的首要來源，也是研

究者對於受訪者主體經驗的「先前理解」。 

步驟二 文本的整體閱讀 

（整體） 

1. 寫下對文本的最初理解與初步反思，讓研

究者對於文本有更整體的「理解」。 

2. 在這個步驟的主要重點是研究者對於整個

文本最初的理解（經驗的描述與解釋），與

初步省思（捕捉研究者本身主觀的感受）。 

步驟三 發現事件與脈絡視框 

（部分） 

1. 有了初步的理解之後，就要即時的掌握文

本當中所透露的重要訊息，直覺地對重要

的訊息加以劃記、編碼和註解。 

2. 同時進行「事件」、「視框」或「其他」等

意義單元的譯碼摘要，並將個別的意義單

元加以命名；此時的理解，已形成下一層

次的「先前理解」。 

步驟四 再次閱讀文本 

（整體） 

1. 再次閱讀整個文本內容，再次寫下理解與

省思，幫助研究者再次看見受訪者經驗意

義的整體。 

2. 將「初步意義單元命名」加以彙整，做為

後續主題歸納的準備；在這過程中，可能

會有新的編碼加入或意義單元之修改或重

組。 

3. 研究者新的理解即成為下一步驟詮釋循環

的「整體」建構。 

步驟五 分析意義的結構 

與經驗重建 

（部分） 

1. 緊接著對文本「整體」重新認知，分析步

驟進入解構與重建的「部分」理解。 

2. 分析「事件」、「視框」及「其他」意義單

元的脈絡。 

3. 將初步意義單元做一初步的歸類，並以最

貼切的字詞作為初步歸類的命名，形成子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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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 

（整體） 

1. 研究者必須群聚「意義單元譯碼」找到共

同的主題以開展經驗描述的意義與本質。 

2. 在部分－整體之間重新察覺受訪者所呈現

出來的經驗意義，研究者再三省視主題間

的關聯。 

3. 反思共同主題：是否回答了研究問題？主

題組型是否回歸到受訪者的生活經驗？與

受訪者是否達成互為主體的同意及理解？ 

步驟七 合作團隊的檢證 

與解釋 

合作團隊的加入幫助研究者產生新的洞察與

理解；同時，在合作團隊檢證與解釋的過程中，

關注到研究品質的嚴謹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高淑清（2001）。在美華人留學生太太的生活世界：詮

釋與反思。本土心理學研究，16，225-285。 

  

 



65 

 

第四節 資料蒐集的嚴謹度 

質性研究最具爭議性與挑戰的即是對研究的信度與效度的質疑，由於過去我

們所講求的科學研究主要來自實驗研究，根據統計數據，找出社會現象或社會研

究的共同法則，因此相當重視測量工具的客觀性與可信性；然而，質性研究的最

佳測量工具乃是研究者本身，因此研究者的偏見與對情境或個人的反應，是兩種

對於質性研究效度的威脅（潘淑滿，2003）。 

因此，研究者如何在研究過程當中確保研究結果是精確的、沒有扭曲社會真

實的描述，以及忠於真實的詮釋，而產出值得信賴的研究結果，即是研究品質高

低好壞的判斷標準（胡幼慧，2008）。參考詮釋主義學家 Guba & Lincoln （1985）

針對質性研究的嚴謹度，提出了四項符合信度與效度的評估指標：「確實性」

（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與「可確

認性」（confirmability）四項指標，以確認本研究之「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 

（引自阮光勛，2014；潘淑滿，2003）： 

一、確實性（credibility） 

即研究的「內在效度」，意指研究者所蒐集到的資料，其研究資料的真實性，

即研究者真正觀察到所希望觀察的，以下有五個技巧可以增加資料的真實性（胡

幼慧，2008）： 

1.增加資料之確實性，方法包括：研究情境的控制、資料一致性的確定、資料來

源多元化。 

2.研究同儕的參與討論（peer debriefing）。 

3.相異個案資料的收集（negative case analysis）。 

4.資料蒐集上有足夠的輔助工具（referential analysis）。 

5.資料的再驗證（membercheck）。 

有鑑於質性研究是透過兩個主體在訪談過程中，交互重新建構現象的本質樣

貌，因此研究者將盡可能從與受訪者訪談過程中，蒐集符合研究主題的多元、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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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且有深度的可信資料；舉例：在進行訪談前，除了研究者對研究的目的與問題

已有清楚與詳細的思考與規劃，也向受訪者充分說明研究之目的與訪談過程，確

認參與者是否理解訪談的脈絡，並確認其有受訪之意願；當訪談進行時，針對研

究參與者所不理解的問題或疑問，研究者將即時的說明，確認受訪者對於訪談問

題是在理解的狀況下給予回覆，藉此也確保雙方在訪談過程中能夠聚焦且深入探

索，以獲得所希望觀察的真實資料。 

 

二、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即研究的「外在效度」，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能有效的做資料

性的描述與轉換成文字陳述，將訪談資料轉換為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簡

言之，可轉換性，乃指資料的可比較性與詮釋性（胡幼慧，2008）。 

在本研究中，首先在訪談過程當中，研究者會讓受訪者能詳盡陳述事件、經

歷及感受；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則再根據受訪者的表達與受訪狀況，將訪談轉譯

為逐字稿，並融入研究者的觀察記錄，謹慎地將資料的脈絡、意圖、意義、行動

轉換成文字資料，以提高原始資料的準確度，確保其原意避免誤差；此外，也補

充受訪對象的訪談時的脈絡與情境等，以求資料的可轉換性；因此，研究者在謄

打逐字稿時，將考量受訪者的背景脈絡，並將其口語、感受等仔細陳述於研究文

本中。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即研究的「內在信度」，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因此如何取得可靠性

的資料，是研究過程當中運用資料蒐集策略的重點，研究者必須將整個研究過程

與決策加以說明，以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胡幼慧，2008）。 

在本研究中，為了避免干擾因素對研究可靠性的影響，研究者將在訪談前、

中、後均與受訪者充分的溝通與協調，也回應受訪者對研究的疑惑，近可能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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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建立初步良好的夥伴關係，以獲得可靠性的資料。此外，研究者在進行研究

過程中，將時時注意這三點，以提高資料的正確性：1.受訪對象的文化及相關歷

史之背景；2.研究者與資料解釋之間的關係；3.研究者書寫的風格，以及資料引

用的適當性，希望藉此提高本研究之可靠性。 

 

四、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即研究的中立客觀性，研究者應盡可能保持中立與客觀，排除個人的偏見，

遵守研究倫理，研究發現須基於資料蒐集與文獻所得，而非只是研究者個人的意

見。研究者有責任排除自我偏誤，並確保和受訪者所表達的是一致的，盡量避免

影響研究結果資料之呈現（鈕文英，2012）。 

在本研究中，藉由與受訪者確認資料，避免個人因素而扭曲或影響研究結果；

此外，研究者也會與指導教授、同儕討論，善用研究工具（錄音筆、逐字稿），

避免研究者個人對研究情境或反應的偏見，以求將內容真實呈現，並且有系統地

歸納並分析資料，以確保研究的可確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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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 

在質性研究當中，研究者在訪談情境當中的直覺感受，以及與受訪者的接觸

過程之互動，都被視為是研究過程當中重要之因素；同時，研究者本身也被視為

一項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能力、技巧、價值觀、態度等個人特質，

皆成為影響研究的因素之一（任彥蓉，2009）。 

研究者在大學修習過「兒童少年福利服務」、「家庭社會工作」、「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與社會工作實務」等課程；在研究所也修習「兒少福利與家庭服務專題」、

「親密暴力專題討論」等課程，也曾在目睹暴力兒童機構（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小

羊之家）實習，與目睹暴力兒童、家庭及提供服務之網絡皆有接觸之經驗。 

在訪談者部分，研究者在大學與研究所求學期間修習過「質性研究」課程，

並有幾次實際運用深度訪談之經驗；在文字轉謄與分析方面，研究者在研究所也

擔任研究助理，負責訪談文字轉謄的工作，並進行校對，以確保研究者能精確掌

握研究之主要概念與文字意義，以利資料分析。 

研究者在研究進行時，為避免研究者因個人過去之經驗或主觀意識過度涉入

受訪者之經驗，而失去深入探究重要問題的機會；故研究者在研究過程當中，隨

時自我檢核，並在訪談後與指導教授討論訪談內容，瞭解研究者是否參雜自身的

價值觀或偏見，並反省訪談過程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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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 

《社會工作辭典》（2000）將「倫理」（ethics）界定為「一種價值信念與道德

觀點，這種價值信念道德觀點，往往成為社會中大多數人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之

基準」；此外，根據《韋伯新世界字典》代表性地將倫理定義為「遵從特定專業

或團體的行為指導標準」；因此，所謂的倫理，可以說是反應社會大眾對於價值

信念與道德觀點的共識，並且是專業社群所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與道德標準。 

本研究以服務目睹暴力兒童之社工為受訪對象，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能會經

歷自我揭露、自我意念表述等過程，其經驗是珍貴且私人的，並非研究者個人獨

有；因此，研究者將會注意在研究過程中的倫理原則，確保受訪者不因參與研究

而使得個人權益受到侵害。根據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2012）提出的「社

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研究者提出本研究應注意的研究倫理，如下： 

一、自願參與及告知後同意 

在訪談前，充分告知受訪者有關本研究之相關資訊，並尊重受訪者的參與意

願，並非被強迫或是受到任何壓力。本研究進行訪談之前，會先向受訪者說明「訪

談同意書」（詳見附件三），將確實說明受訪者之權益，包括可中途退出、不願意

公開等相關權益，研究者尊重受訪者自主決定的結果；受訪者拒絕時，研究者予

以尊重，不會再以任何形式引導受訪者加入研究；另外，也提供申訴管道，以維

護受訪者表達其意見之權利。 

 

二、匿名性與保密性 

研究者有義務避免受訪者因研究而權益受到損害，在深度訪談的過程當中，

研究者雖知悉受訪者之身分，但在文本呈現時，研究者應盡力降低內容陳述的辨

識度，或使用別名、編號取代，以保護受訪者的個人隱私。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

方式進行訪談，然而深度訪談是要進入受訪者的生活世界，以求深入瞭解受訪者

的內在想法、信念與價值觀，為避免研究發表後對受訪者帶來不必要的困擾與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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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在正式訪談之前，研究者先向受訪者說明個人可辨識之相關資訊的匿名處理

方式，任何可辨識受訪者身分之訊息，研究者都予以刪除或匿名，例如：姓名、

工作地點都會以代號或匿名稱之。 

 

三、互惠原則 

研究立基於有助於受訪者、社會福祉或專業知識發展的條件之上進行，對於

受訪者貢獻其時間與經驗，研究者可提供適合之酬謝獲補償（傅從喜等人譯，

2009）。因此研究者因著回饋原則，將提供受訪者謝禮；此外，研究者在訪談過

程中，不僅是從受訪者那方得到訪談資料，研究者也給予非物質上的回報，例如：

專注或同理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等，另外受訪者對於本研究之研究成果有興趣，

也提供研究報告，以做為其實務工作之參考。 

 

四、公正合理原則 

研究者本持著公正合理原則，應合理公正對待每位受訪者，在後續進行資料

分析時，需考量其確切性，也考量是否對於受訪者之生活造成影響（陳向明，2002）。

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當中，隨時反思及覺察自我價值是否已干擾研究資料之

真實呈現。此外，若研究者與受訪者在意見分歧時，研究者必須與受訪者充分溝

通，以理解受訪者之思考脈絡後，在研究資料中取得意見之平衡（傅從喜等人譯，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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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社工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經驗 

本節根據社工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經驗，整理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社

工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模式，以及社工與目睹暴力兒童工作的處遇內容（包

含個案來源、處遇目標、評估方法、服務方式與結案評估），探討社工在 2015 年

家暴法修法後，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經驗之轉變。 

壹、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模式 

一、 在庇護所服務模式 

在家庭暴力衝突後，對於剛脫離家暴環境的受暴婦女與兒童而言，庇護所

可以緊急提供受暴婦女與兒童暫時居住的住所，提供心理的支持並且協助其聯繫

相關的網絡資源（游美貴，2008）；然而，由於受暴婦女甫脫離受暴環境，其自

身尚處於需要獲得情緒慰藉的狀況當中，因此無法立即關注到目睹暴力兒童的需

求，更無法提供目睹暴力兒童即時的情緒陪伴與支持（楊雅華、郁佳霖，2012），

所以社工在庇護所提供的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也因此應運而生。 

「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覺得目睹服務其實在脈絡下也是這個樣子，

早期臺灣目睹的發展也是因為需求而誕生，這些需求就是從幾個接服務

的單位，例如像善牧或勵馨，他們在庇護安置、服務婦女的過程裡面，

發現孩子有問題，這些孩子是需要被人服務的。」（SWA） 

 

「庇護所的服務比較特別的是，因為有些庇護所的婦女是極短期，可能

只有三天，但是即使短短的三天，婦女可能就是處在受暴後的狀態，那

孩子怎麼辦？孩子又換到一個很陌生、很新的環境，那媽媽沒有辦法給

孩子安全依附感的話，那孩子的狀況會變得非常的焦慮。」（SWG） 

 

在庇護所庇護安置的過程中，早期仍由庇護所婦保社工負責目睹暴力兒童

的服務，然而其處遇重點多半仍落在受暴婦女個人議題，而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

則附屬於受暴婦女的處遇工作，婦保社工僅能針對目睹暴力兒童在庇護所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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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和情緒反應，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立即的相關性服務，例如：心理諮商服務、

團體工作、出庭的準備等。 

「一開始我們都覺得目睹兒少是附屬於婦保的孩子，就是婦女的孩子。

所以就回到當初為什麼機構要有這個服務？在庇護所的時候，媽媽都帶

著孩子進來，可是媽媽有她的議題，然後婦保社工也會專注在媽媽的議

題。雖然有看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狀況，可是心有餘可是力不足，

好像變成只能順便服務那個孩子，並沒有把那個孩子當成一個主體性在

做服務，因為大部分很多時間是必須 care在婦女或主要照顧者身上。」

（SWF） 

 

「當時大家都不是很清楚要做什麼的時候，通常就是社工帶帶團體，重

點還是在被害人的服務、安置的服務上面，例如孩子跟媽媽接受庇護安

置，孩子發生了一些狀況，社工主要處理這個孩子在那當下表現的一些

身心狀況，社工可能就轉介心理諮商，所以可以看見比較典型的目睹的

服務的內容，通常就是訪談諮商服務、團體服務、出庭的準備諸如此類。」

（SWA） 

 

二、 社區性服務模式 

有別於上述的庇護所服務模式，在遭受到家庭暴力之時，除非暴力狀況並

未立即危及婦女或兒童之人身安全，多數的受暴婦女與目睹暴力兒童並不會選擇

離家或是被安置，而是會繼續生活在受暴環境當中。因此，針對目睹暴力兒童所

提供的服務顯然須從庇護所的服務模式，將服務拉回至社區當中，在社區型機構

中提供社區性的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模式。 

「在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實務經驗也發現，這些婦女並不是每個

婦女都會離家，她們並不是每個都會被安置、每個都會離家，更甚的是

在我們的服務狀況裡，大部分的婦女就會選擇留在家庭裡面。可是當婦

女留在家庭裡面，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也都會留在家庭裡面，所以社

工勢必就要去處理這個家庭的動力關係，跟家庭動力關係對於這個孩子

產生的影響。」（SWA） 

 

有鑑於早期在庇護所，透過婦保社工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經驗累積與觀察

中，看到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評估目睹暴力兒童有被單獨服務的需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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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以兒童為主體」的方式，在社區當中建立專屬於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空間，

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的相關服務。 

「過去我們機構從庇護家園的觀察，評估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有被單

獨服務的需要，所以我們才從庇護所拉出來，在社區裡成立一個單位，

那當時他們（目睹暴力兒童）的處境是雖然孩子有被協助，可是議題都

還是與家長相關，與家庭的暴力相關，那孩子的身心靈的創傷是比較沒

有被照顧到的，所以我們機構就一直以孩子為主體去協助他們。」（SWE） 

「我們希望可以就是打造一個空間，讓孩子來到這裡的時候，可以得到

信任跟歸屬感，然後在那個空間裡可以安心的跟社工互動或社工提供他

們服務；家長來的話，也可以安心的讓孩子在那空間裡面，或是家長來

會談的時候，孩子也可以在那空間裡面接受我們的陪伴與支持。」（SWF） 

 

三、 社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進入庇護所服務模式 

在目睹暴力兒童進入家暴法後，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也越被看重。然

而，進入到庇護所的受暴婦女，近九成都會帶著未成年的子女進入庇護所；而這

群跟著受暴婦女從家暴環境脫離出來的未成年子女，正是急需目睹暴力相關服務

的服務對象；因此，原本在庇護所由成保社工協助服務的目睹暴力兒童，也轉由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進入庇護所駐點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相關服務。 

「機構主要的案量除了來自縣府外，一半的比重是來自於庇護所。因為

我們機構有做庇護所，庇護所進來會帶子女的比例蠻高的，90%會帶子

女，因此目睹兒少很明顯在那裡，所以總會就蠻堅持，不管她進來的長

或短，創傷程度怎麼樣，（社區）目睹兒少社工一定要進到庇護所去服

務，那就是在庇護家園的一個服務，因此蠻特別的就是，一開始其實（社

區）目睹社工是駐點在庇護所內。」（SWG） 

 

（一）在緊急和短期庇護時的服務 

若是緊急或是短期安置，受暴婦女在剛脫離家暴的威脅後，可能仍處於急

需獲得情緒慰藉的狀況當中，因此無法立即關注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然而，目

睹暴力兒童如同受暴婦女一般，在剛脫離暴力環境後，再進入到一個陌生的庇護

所環境，此時受暴婦女又無法及時給予適時的情緒支持和安全依附的話，目睹暴

力兒童的心理狀況會變得不安、焦慮。因此，在緊急或短期安置期間，目睹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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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社工的處遇重點則會放在處理兒童剛脫離暴力環境的狀態，並以抒發目睹暴

力兒童的情緒為處遇目標提供服務，協助目睹暴力兒童透過輔助的媒介工具，將

目睹暴力後的恐懼與情緒釋放，藉此解除目睹暴力兒童的心理壓力。 

「那時候蠻堅持（社區）目睹社工要進到庇護所，而且是短期的，一開

始協助他（目睹暴力兒童）抒發那個從目睹暴力的那個環境出來以後的

情緒；一開始會用蠻多繪畫，讓他（目睹暴力兒童）先把那個恐懼跟情

緒給發洩出來，即使他只有短期住三天，但是我們都覺得第一次的服務

就是至少會讓他（目睹暴力兒童）比較不會在那個恐懼跟陰影裡面，這

是極短期的部分。」（SWG） 

 

（二）中長期庇護時的服務 

針對中長期安置的受暴婦女與目睹暴力兒童，駐點於庇護所的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評量婦女與兒童的狀況，並考量其目睹暴力服務的延續性，再決定是否將

服務延伸至婦女與兒童離開庇護所之後，透過社區性服務模式繼續提供目睹暴力

兒童服務。 

「我們（社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進去庇護所的時候，如果他是住長期

的，接下來就會評估要不要開案，可能有些住三個月就走了，那我們（社

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不會因為就是他離開庇護所就結案，服務就會

延伸到社區提供服務，就是社區的這條線。」（SWG） 

 

對於長期安置的受暴婦女與目睹暴力兒童，由於長期居住在庇護所，透過

社區的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庇護所的生輔員合作，一方面可以瞭解受暴婦女與目

睹暴力兒童之間的互動狀況；另一方面透過生輔員與受暴婦女談論到親職教養議

題，在庇護所的生輔員也可以帶著受暴婦女示範如何與目睹暴力兒童互動，因此

社區的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庇護所社工、生輔員之間的合作就會變得相當重要。 

「我們（社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有遇過長期的，住六個月以上，其

實婦女住越長，我們覺得在庇護所是一個很好工作的環境，因為在庇護

所會有生輔員的服務與協助，這個時候我們（社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跟生輔員、跟庇護所社工合作就會變得非常緊密，而且我們會非常需要

他們，最重要的是資訊提供，再者可能到後期，主要照顧者的狀態比較

好了，開始會需要跟家長談一些親職教養的部分」（S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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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工與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工作 

一、個案來源 

（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家防中心） 

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根據家暴法第八條，家防中心所應辦理之事項其

中包含「提供或轉介被害人、經評估有需要之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家庭成

員身心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此外，根據「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辦理原則」，家防中心於受理家暴

案件通報時，應評估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目睹家庭暴力之情事，並協助連結相關目

睹暴力兒童輔導資源，以減緩兒童因目睹家庭暴力所受的傷害。 

「修法之後，因為目睹兒少入法，必須進行相關的輔導，因為我們

機構接受政府委託，所以現在有很多個案都是來自於婦保或成保那邊的

轉介，他們知道家裡有家暴之後會去評估是不是有目睹兒少在場看到，

那他們有沒有輔導需求？」（SWD） 

 

因此，對於大多數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民間單位而言，其個案來源主要來

自各地方政府的家防中心。 

「最大宗的來源是家防中心的轉介，也包含他們委託的成保單位，所以

一年大概至少有 80%都是保護性系統單位轉介過來。」（SWE） 

 

「我們的案源都只有一個啦，基本上就是從縣府，一定要藉由縣府的承

辦再給我們。」（SWA） 

 

「在會外的話，主要是縣府家防中心那邊做個案的轉介。」（SWF） 

 

1. 成人保護組 

家防中心的成保社工在提供成人保護相關的服務過程，發現有目睹暴力兒

童的服務需求，因此轉介至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單位；然而，從成保社工轉介的

目睹暴力兒童的個案中，可略分為兩個類型：（1）兒童持續目睹：此類型代表目

睹暴力兒童尚未脫離暴力的環境，其家暴衝突仍然很激烈，因此目睹暴力兒童持

 



76 

 

續目睹中；（2）兒童目睹已結束：在家暴的危機處遇後，成保社工在處遇過程中

發現兒童有目睹暴力之議題，例如：目睹暴力後尿床，或是成保社工發現受暴婦

女無法回應目睹暴力兒童之身心議題或情緒問題，成保社工與受暴婦女討論後，

將兒童轉介至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單位。 

「所以我們應該有八九成都是成保那邊轉介過來，還有婦保那邊，應該

有七成啦。」（SWD） 

 

「我們最大的個案來源來自婦保單位，主要是他們（婦保社工）在提供

婚暴相關的服務的過程中間，發現有目睹兒少的需求，但是他們（婦保

社工）沒有辦法去評估是否需要開案、或介入輔導，於是他們（婦保社

工）轉介，填寫轉介單，轉介到我們單位來，讓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來評估，那這是主要的單位。」（SWB） 

 

「家防中心的成保組跟家暴多元的委外方案還是居多，但是我覺得這是

有一個歷程啦，要看他們手上進來的案，先以 105、106年來說，都是

婚暴的成保組，就是家暴多元的都是做婚暴，都是以婚暴單位轉進來最

多。」（SWC） 

 

「我覺得婦保轉介過來的個案其實有很多類型，一種類型是這個案件也

正在他們（婦保社工）手上處理，而發現孩子有些目睹議題，例如像是

目睹後尿床、或是有些焦慮、或是媽媽本身其實不太會回應孩子的情緒，

這是其中一類。然後，另外一類，是有可能就是還沒有脫離暴力的環境，

同住然後衝突還是很激烈，就是還在持續的目睹中。就是主要目前分為

持續目睹，或緊急目睹已經結束了。」（SWB） 

 

2. 兒童少年保護組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 64 條規定：「兒童及少年有同法第 49 條或

第 56 條 1 項情事者，或屬目睹家庭暴力之兒童及少年，經主管機關列為保護個

案者，應提出兒童及少年家庭處遇計畫」。兒少保護社工身為公權力的執行者，

其服務具有強制性、時效性與高度風險性，在第一線、第一時間擔任起兒少保護

案件的調查工作，以及後續的保護工作與家庭維繫等服務處遇（郭俊明、葉玉如，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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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兒少保不開案，轉介目睹暴力服務 

兒少保社工於接獲兒童受虐事件的通報後，會首先進行兒少保護案件的確認，

主要目的在於確認受通報案件的「緊急程度」與是否成為列管的「保護性個案」；

如果該通報案件經過兒少保社工調查評估後，決定以「不成案」結束其服務的話，

兒少保社工可能會針對仍有疑慮的個案，轉介至社區中的兒童與家庭福利機構提

供支持性的福利服務。因此，有些目睹暴力兒童可能一開始被通報進入兒少保護

系統，但是經由兒少保社工評估後，針對暴力危機程度較低的兒少保個案，雖然

兒少保社工不開案，但是兒少保社工評估兒童仍需要暴力相關的後續服務，因而

將其轉介至目睹暴力兒童單位。 

「因為有些可能是在兒保不開案，但他們（兒少保社工）可能覺得有後

續服務的需求，但不是兒保的服務內容，他們可能就會轉過來，而且他

們（目睹暴力兒童）有可能兒少保合併目睹，但是兒少保不開案，可能

會轉過來。」（SWC） 

 

（2）兒少保結案後轉介 

經由兒少保社工介入提供兒少保護服務之後，若評估該兒童生活之原生家庭

的安全危機已降低，無需再列入兒少保個案，兒少保社工則會辦理服務結案；此

外，兒少保社工也會再視兒童之個人狀況或特定需求，轉介適當之社區福利服務

方案或機構中；因此，當兒少保護個案結案後，兒童可能會被轉介至目睹暴力兒

童服務機構，繼續接受目睹暴力之相關服務。 

「後來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兒少保社工）有明定的明確的分工，

現在也比較多是這麼做，兒少保要轉過來，一定要他們（兒少保社工）

結案，然後他們（兒少保社工）覺得需要有人後續去關心這個孩子（目

睹暴力兒童），就是緊急議題已經處理完畢了，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才去處理後續。」（SWA） 

 

（二）機構內轉介 

1. 以婦女或兒童為協助對象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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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機構同時承接政府成保（婦保）單位與目睹暴力兒童的業務，因此當機

構會內的成保社工在服務處遇的過程中發掘到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的狀況，在徵求

主要照顧者同意後，即將目睹暴力兒童轉介至機構內部的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由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協助目睹暴力兒童。 

「我們來自於自己單位的轉介還蠻多的，因為我們機構的婦保承接＊＊、

＊＊區；但是我們也承接＊＊、＊＊、＊＊、＊＊、＊＊跟＊＊這些區

目睹兒少的業務，也就是說我們一定會碰觸到我們自己單位所轉介的案

件。」（SWB） 

 

2. 一站式多元處遇服務方案的機構 

對於承接一站式家暴多元處遇服務方案的機構，由於機構可能承接多種家

暴業務，例如：家暴被害人後追服務、庇護服務、目睹暴力兒童個管等，因此成

保社工在一站式的服務網絡中，即會將需要協助的目睹暴力兒童轉介給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協助之。 

「我們個案來源可以分成會內跟會外，會內是因為我們自己機構內有很

多不同的服務方案，例如家暴婦女的服務方案、法院的家暴事件服務處

跟家事服務等，所以如果發現有目睹兒少的話都可以轉介過來。」（SWF） 

「來自縣府的比例跟機構本會一站式服務的比重蠻近的，大約就是 40、

40吧！」（SWG） 

 

（三）自行求助 

1. 由成保社工引薦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當成保社工與受暴婦女工作一段時間後，發現兒童可能有目睹家庭暴力之

相關議題，因此成保社工與受暴婦女談論兒童之目睹相關議題後，基於提升受暴

婦女自行尋求資源的能力，將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單位之資訊提供給受暴婦女，讓

受暴婦女可透由電話與目睹暴力兒童單位聯繫。 

「可能是家長被他們的社工（成保社工）介紹，自己（家長）打電話過

來；因為有時候他們的社工（成保社工）會希望讓他們有一些自行尋求

資源的能力，所以他們（家長）就會打電話來，或者是他們（家長）沒

有進入到保護性系統，家長沒有被服務，可是他們（家長）擔心孩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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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會諮詢其他人，然後得到我們的資訊之後就會打電話過來，所以自

行求助主要是透過電話先跟我們聯繫。」（SWE） 

 

2. 由社工主動發掘潛在目睹個案 

當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接觸由其他單位轉介的目睹暴力兒童之家庭後，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發現其個案之手足，也同樣目睹家庭暴力，因此一併納入

評量，經由主要照顧者同意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即會提供其手足目睹暴力

之相關服務。 

「什麼算是『自行求助』呢？自行求助就是，例如家庭有三個子女，可

能轉來的時候只轉一個，但是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後來去家裡面

發現可能其他兩個子女也有需求，那他們再進來接受服務，這就算是自

行求助。」（SWC） 

 

（四）學校轉介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經由家防中心評估目睹暴力兒童有需要接受輔導後，

若目睹暴力兒童在學，便會以知會單通知該學校單位，並由該學校啟動三級輔導，

依目睹暴力兒童之目睹暴力的程度分級輔導之；由於學校現有三級輔導制度主要

輔導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因此目前來自於學校的轉介量相對減少許多。 

「剩下的大概 5%裡面是社福轉介跟學校轉介。」（SWE） 

 

「學校的話，來自於輔導室輔導老師。」（SWB） 

 

「來自學校之轉介其實比較少，因為學校自己有輔導的系統，所以其實

我們可能會接到學校的諮詢，但是轉介上就會相對比較少。」（SWF） 

 

「因為我們會到學校去做宣導，那學校覺得小朋友有需要的話，他們也

會打電話跟我們聯繫。」（SWG） 

 

（五）其他單位轉介 

不論是在社福機構、早療中心、醫院、法院或任何單位，在工作中若發現兒

童有目睹暴力之相關議題，皆會轉介至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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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 20%是民間單位，可能就是與其他社福機構的合作。」（SWG） 

 

「剩下的就會是，例如社福中心、早療中心、或是比較零星的轉介，然

後學校也會有但比較少一點。」（SWD） 

 

「其次可能是醫院跟法院，醫院會有醫院社工轉介，法院的部分則會有

家事服務處轉介。」（SWB） 

 

「社福單位也有，可是與家防中心相對起來就不是這麼多。」（SWF） 

 

表 9 受訪者所屬機構之個案來源整理表 

受訪者編號 機構性質 個案來源（依案源比例排序） 

SWA 民間 主要來自家防中心。 

SWB 民間 1. 會外轉介： 

(1) 家防中心（成保、兒少保、其他家庭處遇方案） 

(2) 學校轉介、其他單位轉介、民眾自行求助 

2. 會內轉介 

SWC 民間 1. 家防中心（成保、家暴委外多元方案） 

2. 家防中心（兒少保） 

3. 老人暴力、四等親 

4. 自行求助 

SWD 民間 1. 家防中心（成保）（70%） 

2. 家防中心（電話求助）、自行求助（20-30%） 

3. 社福中心、早療中心、學校（10%） 

SWE 民間 1. 家防中心（成保）（一年約 80%來自保護系統） 

2. 自行求助（10-15%） 

3. 其他單位轉介、學校轉介（5%） 

SWF 民間 1. 會內轉介：來自機構內不同的服務方案。 

2. 會外轉介： 

(1) 家防中心 

(2) 學校轉介 

(3) 其他單位轉介 

SWG 民間 1. 會內轉介（40%） 

2. 會外轉介： 

(1) 家防中心（40%） 

(2) 學校轉介、其他單位轉介（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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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兒童為主體的處遇目標 

如第二章所述，因著兒時的目睹暴力創傷或認知沒有被協助，直至成年後有

可能再落入另外一個家暴的循環。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一方面是看到了整個社會資

源的分配，另一方面也看到在暴力循環之下的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需求，因此希

望可以做到為兒童發聲，「以兒童為主體」的方式看待兒童的服務需求。 

「對於孩子而言，在家庭功能不完善的狀況下，孩子的身心靈其實會受

到影響，臺灣資源的投入還是會比較聚焦在成人的經濟、就業等，但是

孩子所受到的影響並沒有直接被處理，這個影響會一直循環、一直蔓延；

當他（目睹暴力兒童）越來越大，他過去可能沒有被協助，他的一些創

傷或是認知等等部分沒有被協助，成年之後可能會再落入另外一個高

風險家庭的循環。」（SWE） 

 

「服務項目與內容來自我們怎麼去看他們（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及

整體的規劃重點，而我們在看孩子的需求比較是以兒童為主體。」（SWE） 

 

「我覺得很重要也很不一樣的是，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真的是看

見這些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需要，看到孩子的主體，不是像是因為

婦女帶孩子，我看到有狀況才服務、或是因為家庭發生事情所以才服務

這孩子，而是我們就是 focus專注在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然

後去理解他們。」（SWF） 

 

因此，社工在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上秉持著「以兒童為主體」的服務核

心，並運用優勢觀點、家庭系統理論與生態系統的觀點，以下會針對目睹暴力兒

童個人、家庭與社區系統的各個面向設定服務處遇之目標。 

「『以孩子為主體』就是他們（目睹暴力兒童）有自己在成長上的需求，

有他們創傷需要處理的議題，甚至因著他們的需求而對應到成人對他們

的照顧；那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會連結到成人應該如何更適度

地照顧他們，所以我們是從孩子的角度出發，去看待他的生態系統要怎

麼共同來協助他們；所以我們很清楚整個重點是以兒童為主體，然後以

家庭系統、生態系統的觀點來看孩子的需要。」（SWE）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不斷去想我們可以怎麼做、我們可以用什

麼樣的標準去評量服務個案，然後在社工的工作方法裡有哪些是可以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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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的服務對象（目睹暴力兒童）。所以後來才會比較使用生態系統

觀，跟復原力的觀點去使用這樣的服務脈絡。」（SWA） 

 

（一）目睹暴力兒童（個人） 

1.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社工評估目睹家庭暴力對於兒童內在情緒的影響，主要會著重在兒童個人的

身心創傷之影響，以及目睹暴力對於兒童在生活適應上的困擾。 

（1）創傷評估 

目睹家庭暴力對於兒童所造成的心理創傷，無論是以何種具象或是象徵的形

態出現，皆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產生無法抹滅的影響；因此，對於服務目睹暴力兒

童的社工而言，評估重點即在於透過與兒童的會談，評估兒童身心發展的階段，

並評估其家庭暴力事件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身心影響的程度，並協助兒童陳述目

睹暴力的創傷經驗。 

「與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工作上會比較重視創傷評估，對孩子的協

助可能會是以行為為導向、以行為管理為導向，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會從孩子內在受創的部分來評估，並且提供適當的輔導。」（SWE） 

 

「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覺得他們（目睹暴力兒童）很多的需求，有

些就是抒發目睹的經歷，但是我覺得轉介過來的創傷程度不同，有些可

能沒有什麼創傷，就是當下有一些情緒反應而已，所以我們就要去評估

這個目睹事件對他（目睹暴力兒童）的身心影響影響到什麼程度，我覺

得評估是很重要的一點。」（SWC） 

 

「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覺得很多時候是對於過往發生的目睹經驗給

他們（目睹暴力兒童）帶來衝擊，而這個孩子本身所在的情境沒辦法把

這個創傷的狀態平衡回來，所以他的生活狀態在沒有辦法平衡的狀態下，

他們的服務需求就會出現；例如他（目睹暴力兒童）所在的情境裡面，

學校、社會上所給的支持、媽媽、爸爸或是案家，沒有人能夠給這個孩

子足夠的支持，而孩子本身也沒有能力去負擔過往所造成衝擊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有需求。」（SWB） 

 

（2）暴力認知與情緒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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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依照各個不同的年齡層的發展階段，評估目睹暴力兒童在暴力認知與

情緒辨識，整理兒童對於暴力的主觀認知與因應暴力模式，透過暴力教育協助兒

童認識家庭暴力和正確的暴力責任歸屬，降低兒童羞恥與孤立的情緒，打破暴力

是秘密的迷思，藉此也評估兒童當前的人身安全危機，形成自我保護的安全計劃。 

「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覺得聚焦在（目睹暴力兒童）對於過往的暴

力衝突事件的詮釋還有影響。」（SWB） 

 

「在跟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工作的時候，是有些孩子可以表達他們的

需求是什麼，有些不行，那有些不行的兒少裡面，如同我剛剛講到的那

三個目標（安全計劃、情緒辨識、暴力認知）是我們遇到每個孩子都會

去評估會去做的，再回到小朋友的服務需求，依不同的年齡層去做調整

跟擬定，會很大一塊是在情緒上面，情緒管理，就包含你認知情緒、覺

察等等。」（SWC） 

 

2.外向性行為問題 

（1）兒童對環境的控制和適應能力 

社工也透過觀察目睹暴力兒童對於外界環境的適應能力，藉此評估家庭暴

力對於目睹暴力兒童在外向行為方面的影響，包括：問題解決的能力、協調溝通

的能力及其他人際關係之間的技能。 

「另外一部份也要協助他們（目睹暴力兒童）去適應環境、去發展對應

環境的一些問題解決方法。」（SWE） 

 

「比較常見的是人際關係，或是跟主要照顧者之間的親職關係，或是個

人的內在狀態，可能會焦慮或很害怕被丟掉、拋棄的議題，或是不知道

該選擇誰的這些議題都會卡住他們（目睹暴力兒童），或是可能不太知

道該怎麼跟人相處，他的敏感度可能就會很低，會出現比較疏遠的狀態，

或是跟學校的人都會過度討好，導致與人的界線就會變得非常不穩定。」

（SWB） 

 

（2） 兒童對未來的世界觀 

目睹暴力兒童對於未來的世界觀，反映出兒童對於未來的預期性（洪

素珍，2003）。若是目睹暴力兒童長期生活在暴力環境之下，兒童深陷於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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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循環當中，容易因著目睹家庭暴力的影響，而降低自己對於未來的可預期

性；因此，社工可藉由與目睹暴力兒童談論對於未來或現在的看法或夢想，

以此評估目睹家庭暴力對於兒童的世界觀的影響程度。 

「＊＊有那種很偏鄉的地區，然後我跟那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談過，

他對未來真的沒有未來感，一般的孩子你問他說你以後要幹什麼，一般

孩子都會講很多，但是他是連未來感都沒有，我問他說：『你有想像過

未來的生活是怎樣嗎？』他就說：『起床以後就種田啊！』他還說起來

以後，可能就閒閒沒事情做啊，然後就去田裡面巡一巡，有空剝個什麼，

太陽下山就回家這樣子。我不是說種田不好！我覺得這一點都不像是小

孩子吧？因為小孩子會有很多的夢想，我想要幹嘛之類的！」（SWA）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想辦法跟他（目睹暴力兒童）聊看看他

對於未來、或對於現在生活有沒有什麼看法、對未來有什麼期待？我們

就會陪伴他走過，去減低過往目睹對他的影響，然後讓他的重心可以放

回他自己。」（SWB） 

 

「如果是國高中生的話，就是他們的未來感，因為目睹兒少在家庭裡面，

他的家庭暴力的狀況一直沒有被改善的話，他會一直循環在那裡面，那

他可能就會看不見自己的未來是不是會跟父母一樣，所以我們會強調著

重在這個部分，帶領他去看見他現在的目標是什麼？那他未來他想要的

生活是什麼？那可以怎麼做？」（SWG） 

 

（二）家庭支持系統 

在家庭系統的層次上，社工主要在於評估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功能以及家庭

的動力與互動關係。一方面，與主要照顧者討論目睹暴力對於兒童的影響，反應

兒童在身心發展與適應的狀況，以回應主要照顧者對於兒童的擔憂；另一方面，

社工藉由協助主要照顧者瞭解兒童目睹暴力的創傷歷程，藉此與主要照顧者一起

工作，以提升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功能。 

「家長的話，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主要還是聚焦在（目睹暴力兒

童）主要照顧者，因為有時候不太適合去跟相對人接觸，可能有安全危

機等等考量，我們會聚焦在主要照顧者，可能是阿嬤或媽媽、或者也有

可能是爸爸，我們就在家庭的系統裡協助主要照顧者可以發展比較好親

職功能。」（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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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目睹暴力兒童）的身心狀況之外，我們還會再評估整個家庭

的動力跟互動關係。」（SWC） 

 

「在家庭支持系統的建立，如果他（目睹暴力兒童）勢必一定會處在這

樣目睹的狀況之下，當他發生目睹的時候，他勢必要知道從這些關係裡

面抽身，那他抽身一定要有人幫助他，例如爸爸媽媽吵架，你可以去找

阿公阿嬤，你有苦你也知道怎麼跟阿公阿嬤說，阿公阿嬤會支持你。」

（SWA） 

 

（三）社區支持系統 

社區支持系統，包含家庭以外的網絡單位，例如：學校、司法、醫療等，社

工評估目睹暴力兒童的社區支持系統，另一方面也可藉此評估當家庭系統的功能

不彰時，是否有社區的資源能夠承接住兒童的狀況。 

「最外面一個層次是社區系統，包含其他的網絡單位，例如：學校，甚

至是他可能有其他的支持系統，譬如：教會、司法、醫療，司法或是醫

療這些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擺在社區系統的這個層次，那我們

可能就會需要去跟這些系統工作，一起協助這個孩子。」（SWE） 

 

「在社區的部分，如果當他們（目睹暴力兒童）的家庭功能不彰的時候，

社區資源是可以進來協助這個孩子的，例如：課後照顧班，或者民間機

構有辦一些照顧小孩的服務，這些東西可以進來的話，這孩子身邊的正

向資源變多了，他的保護因子也會變多。」（SWA） 

 

三、目睹暴力創傷評估方法與內涵 

在評估目睹暴力兒童目睹創傷方面，目前民間單位發展了簡易的目睹暴力

兒童創傷的評估量表，例如：哈利波特虎－目睹兒少身心檢核表等，協助社會大

眾透過這些量表檢視兒童的目睹家庭暴力的創傷程度是否需要接受目睹暴力的

相關服務。 

「在評估兒少的部分，我們會透過評估量表，檢視孩子目睹創傷；目前

量表就我所知，就有兩個，一個是內政部的一個目睹兒少的量表，一個

就是好像是婦援會的哈利波特，我覺得不管是我們，其他人如果有遇到

目睹兒少的孩子，如果他有服務需求，但是又不知道是什麼的時候，就

可以透過這些量表來去評估孩子的創傷程度。」（S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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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估面向與項目 

除了提供給社會大眾的目睹檢核表之外，各民間單位也針對目睹暴力兒童

之創傷面向，設計機構內部評量目睹創傷的評估量表，其評估面向主要包含兒童

與主要照顧者兩個面向：1.兒童：情緒行為、創傷反應、身心發展程度、對暴力

的認知與解釋、安全知識與安全計劃等；2.主要照顧者：親子的關係、親職能力、

親職壓力等。 

「評量可以分很多面向，一個是評量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情緒行為，

那另外一個是評量孩子的創傷，然後還有評量他的發展程度，還會評量

家長的親職壓力，對應這幾個議題，我們也建構或取得一些版權來做一

些調整，反正也經過很多的督導一起討論，建構這幾個項目的量表。」

（SWE） 

 

「剛剛提到的保護因子，就是在他（目睹暴力兒童）的內在資源，像是

情緒啊、人際、對暴力的解釋或認知、安全感、安全知識等，會依據這

些兒少保護因子去設定題目，然後還有家庭的部分就是親子的關係、親

職的能力，但是主要依據其實會根據兒少保護因子去設計研發。」（SWF） 

 

（二）評估問卷填寫對象 

根據上述問卷評估的面向與項目的不同，其評估問卷填寫對象可略分為： 

1.主要由社工評估後填寫；2.由社工、主要照顧者與（國小高年級以上）兒童三

方填寫後，進行交叉比對分析。 

「在評量評估目睹兒童的部分，我們會內有發展一套評估量表、評估的

問卷，分成三個部分，必須要給主要照顧者填寫；如果是國小高年級以

上的孩子，他認知理解能力夠的話，也有一份是孩子的問卷；還有一份

是社工的問卷，我們會透過這三個問卷做填寫跟交叉比對之後，去評估

這個孩子的身心狀況這樣子，這是我們會內的一套評估。」（SWF） 

 

「我們機構有發展一套蠻完整的評估工具，接到案子後，在評估時我們

會依照評估的問卷去做處遇跟判斷，評估的問卷有分年齡層：國小，就

是 3到 6歲，6到 11歲，11歲以上，這個是家長問卷的部分，是這樣

年齡的分層，然後社工跟家長其實填同一份；另外如果 11 歲以上，11

歲以上就是兒童自己單獨會填一份問卷。」（S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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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介入服務的方式與內容 

（一）個案工作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個案工作之服務流程可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1.接案／受

理轉介：透過初步轉介表或接案表，蒐集兒童的身心狀況；2.由家長主述兒童的

狀況：家長可能會提及兒童的目睹創傷反應，並進行初步評估；3.親職討論：更

細緻地確認兒童的身心狀況，包含目睹創傷反應出現的頻率、目睹暴力的長短、

目睹狀況等，綜合上述之資訊再次評估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4.社工與兒童

面談：社工評估兒童目睹暴力的經驗，評估兒童人際間的互動、自我概念、情緒

表達跟調節、認知情緒行為，不同層面的影響層面。 

「通常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有接案、或受理轉介的動作，會有

一個初步的轉介表或接案表形成，會先蒐集孩子的身心狀況，通常會是

家長主述，家長會提到孩子會有什麼的創傷反應，所以會有初步評估；

然後會先跟家長做一次完整的親職討論，會很細緻去確認孩子的身心狀

況，包含出現的頻率、目睹的長短、目睹的狀況；跟家長有比較多的討

論之後，就會開始跟孩子面談，瞭解孩子自己看到的目睹經驗；社工評

估孩子在人際上的互動，或是孩子怎麼看待自我概念，情緒表達跟調節

的部分，就是會有認知情緒行為，會有不同層面的評估出現。」（SWD） 

 

1.目睹暴力兒童輔導 

由於各年齡層的目睹暴力兒童不同的發展階段的任務，與家庭暴力產生相

互作用而有所不同；因此，社工需要針對各年齡層的目睹暴力兒童提供不同的服

務處遇內容，以下依據兒童發展階段將目睹暴力兒童，分為嬰幼兒期、學齡前期

與學齡期三個階段，分別敘述其服務項目與內容： 

（1）嬰幼兒期（零至三歲）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正式列入家暴法之保護對象後，為因應法律與政策的

走向，讓每個年齡層的目睹暴力兒童皆可以接受到服務；因此，目前民間單位整

體提供目睹暴力服務的年紀已逐漸下降至嬰幼兒期（三歲以下）。 

「我們現在還有嬰幼兒期（目睹暴力兒童），孩子的年紀有零到三歲，

其實也是因著政策的關係，就一個孩子都不能少，所以現在轉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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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接觸過最小有到大概一歲左右的個案，那我

們也會協助家長理解怎麼去照顧嬰幼兒的孩子，在整個家庭衝突當中怎

麼去照顧到他？所以我們整體提供服務是已經整體年紀下降到三歲以

下。」（SWE） 

 

然而，社工與嬰幼兒期的目睹暴力兒童工作時，社工除了評估目睹暴力對

於兒童個體本身的影響之外，很大比例的服務重點在於評估並提升目睹暴力的嬰

幼兒與主要照顧者的親職互動關係。 

「三歲以下（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重點基本上會放在親職。」（SWE） 

 

「今年會越來越著重在學齡前未就學（目睹暴力兒童），所以在這一點

上面，家長的角色在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服務裡面是越來越重要

的！所以在很多學齡前的部分，我們並不是單評估小孩，如果家長沒有

辦法因應，然後孩子的問題是除卻諮商之外都還沒有辦法解決的話，我

們還是會提供其他資源，做追蹤，然後提升家長的親職功能。」（SWC） 

 

有鑑於近年來學齡前未就學的目睹暴力嬰幼兒童越來越多，社工在服務經

驗當中發現，只要是與學齡前期（含嬰幼兒期）的目睹暴力兒童工作，跟兒童做

個別處遇的改善效果，遠低於其主要照顧者親職照顧能力的提升。 

「因為三歲以下，他（目睹暴力兒童）可能也懵懵懂懂，所以我們最主

要就是幫助家長去看見小朋友現在的目前的需求狀態。可是，如果家長

目前是處在暴力的狀態，他其實比較難分身去關注到孩子的狀況。」

（SWG） 

 

「因為我們近幾年也是學齡前的孩子個案（目睹暴力兒童）越來越多，

其實只要是學齡前的孩子，跟他們做個別處遇的改善效果，會遠低於媽

媽（主要照顧者）能力的提升。」（SWE） 

 

社工在與嬰幼兒工作經驗當中，發現只要主要照顧者的狀況越穩定，嬰幼

兒童的狀況也會越加穩定；因此，在過程中逐漸發展出與目睹暴力的嬰幼兒工作

的方法，一方面社工仍會與目睹暴力的嬰幼兒童進行個別的處遇；另一方面，社

工與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工作比例增加，社工透過親子遊戲治療的工作方式，與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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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童及其主要照顧者一起進行親職會談，藉由遊戲治療的過程協助主要照顧者

陪伴並回應嬰幼兒童的需求，甚至社工可在此情境中向主要照顧者示範合宜的親

職互動，以協助主要照顧者親職功能的提升。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會發展出，一個是學齡前的孩子，我們

還是會跟他（目睹暴力兒童）做個別處遇，但親職的工作就會增加；然

後也發展另外一個叫做 CPRT，就是親子遊療工作，那我們會跟家長還

有孩子一起進行會談，協助家長從遊戲裡去發展陪伴孩子，回應孩子的

能力，安撫孩子情緒的方法，因為孩子的發展會因著成人的穩定，才會

越來越好，如果我們只做孩子，但是照顧者找不到一個實際可以協助孩

子的方式，對於孩子的成效就會不夠，所以我們慢慢在發展新的工作方

法。」（SWE） 

 

「以兒童來說的話，應該是嬰幼兒了吧，可以用比較多遊療的技巧去跟

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互動，除了孩子的這個區塊之外，也會做比較多

親職，可能我們三個人一起玩遊戲，然後再透過遊戲裡去觀察，主要就

是透過親職會談，就是我們三個人，去看整個家裡的動力是什麼？哪些

部分需要再提升？在過程發現有需要提升的部分，且家長具備這樣的能

力，我們就會直接跟家長討論。如果你用說的都很難表達的話，我們會

直接跟孩子互動，直接示範給家長看，與家長討論怎麼樣的互動，是可

以幫助孩子比較正向的發展。」（SWC） 

 

（2）學齡前期（三至六歲） 

對於學齡前期的兒童來說，因為尚未進入到正式的學校團體生活，學齡前

期的兒童幾乎全部的生活重心與時間都與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在一起；所以兒童即

使接受目睹暴力服務，但是實際上學齡前期的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狀況仍牽就於

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功能，因此社工與學齡前期的目睹暴力兒童工作時，有很大比

例的服務重點在於與主要照顧者一起工作。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請後追社工協助媽媽（主要照顧者）分

一點時間或心力，來看看這個學齡前的小朋友（目睹暴力兒童）現在的

狀況；因為如果家長這邊如果一直動不了，然後我們一直去服務小朋友，

我們覺得那個成效也有限，尤其對於在學齡前來說的話更是，所以在學

齡前的部分我們就會著重放在跟家長工作。」（S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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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齡前期，可能會花很大的心力在於跟穩定孩子（目睹暴力兒童）

在家裡的狀況跟他的情緒，提升主要照顧者對於孩子所想要表達的意思

的詮釋，像是媽媽對於孩子無理取鬧的時候，在這行為的背後，她能不

能看到這行為背後所想要傳達的意思？」（SWB） 

 

根據社工服務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的經驗，其服務重點，可略分為以下

三項：A.親職功能：提升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功能；B.兒童情緒表達：兒童表達情

緒的方式與能力；C.詮釋暴力：針對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功能，以及兒童的情緒表

達之狀況，反應兒童發展和適應的狀況，以協助主要照顧者瞭解目睹暴力對於兒

童的創傷。 

「在學齡前期，就是提升媽媽（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功能，跟孩子（目

睹暴力兒童）表達情緒的方式跟能力，或是去詮釋他（目睹暴力兒童）

看見暴力這件事其實對他所造成的衝擊有多大。詮釋暴力這件事情，當

然在各年齡層都會做，但是每個年齡層所做的做法並不相同，針對學齡

前的孩子，很多時候會在針對親職功能上去討論，或是孩子的情緒表達

上面去做著墨。」（SWB） 

 

「如果評估到有需求時，其實也會去修復他（目睹暴力兒童）跟媽媽（主

要照顧者）之間的關係，會先充權媽媽，然後再讓媽媽看到說其實孩子

有這個狀態，可能是跟主要照顧者的關係有關。然後也評估媽媽願不願

再多一點幫忙？所以這就是親職的部分。」（SWD） 

 

（3）學齡期（六至十二歲） 

A.暴力防治教育和安全計畫 

相較於學齡前期的兒童，學齡期兒童已發展且具備一定程度的身心發展及

認知能力，因此社工在辨識評估兒童目睹暴力的類型與危機後，可以針對學齡期

的目睹暴力兒童之狀況擬定相對簡單易懂的暴力防治教育與安全計畫。 

「主要會分為暴力防治教育，跟安全計畫，這會是一個核心啦！不過會

看他（目睹暴力兒童）是學齡前或學齡期的孩子，會有不同的處遇方式，

學齡期的孩子這部分就會做的比較簡單易懂，然後也會看每個孩子可以

承受的狀況，因為有的孩子這一塊很難碰觸到，他的身心靈的狀況就可

能會引發到他的創傷反應，這是一個重點，但不一定會這麼快進行。」

（S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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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情緒表達與調節 

在學齡期兒童的發展階段，兒童對於自我及他人的情緒探索及察覺程度皆

逐漸增強；因此，大部分學齡期的目睹暴力兒童，對於目睹家庭暴力的情緒會鎖

定在自己對於家暴事件的反應（如憤怒、悲傷或羞愧），或是鎖定在家暴對於家

人的影響（如母親被家暴後悲傷的情緒）。在低年級的部分，社工與兒童的工作

仍有一部分會與其主要照顧者談論親職互動的狀況；此外，針對學齡期目睹暴力

兒童的情緒議題，社工藉由探討家庭關係互動之經驗，整理兒童對於父母矛盾的

情感後，將其原本對於家暴的注意力和重心從家庭拉回至兒童本身，協助兒童面

對和解決生活困擾的問題之外，也協助兒童辨識和表達其焦慮、憤怒和糾結等情

緒。 

「如果是學齡中，就是會看他（目睹暴力兒童）的年齡層來分，低年級

的話，跟家長工作或是談親職的比重還是會比較多一點，再來可能是他

本身的一些特殊的議題，例如說他有情緒抒發的困難、或者是自我認同

感非常的低。」（SWG） 

 

「他們（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大部分是情緒，有些孩子的情緒調節能

力不太好，可能會讓他的情緒比較隔離，或是讓他不敢很如實的表達自

己的感覺，例如說：他生氣時，會把所有的情緒都歸類為生氣，沒有辦

法很明確地指出他的情緒，例如：難過、挫折、悲傷、恐懼。所以我們

也會做情緒教育，協助他去指認他的情緒，然後讓他可以比較安全地讓

他表達自己的需求，及他現在的感覺是什麼，就是回應到他的目睹創傷。」

（SWD） 

 

「學齡期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話，主要是他個人的生活狀態，能

不能把重心從家裡拉回他本身？」（SWB） 

 

C.人際適應與社會化能力 

長期身處在家庭暴力情境下的目睹暴力兒童，其暴力行為不僅對於兒童個

體的內在情緒以及外在行為表現產生影響；在學校的人際關係方面，學齡期的目

睹暴力兒童因著自我概念低落，而導致兒童對於外界的互動缺少信任感；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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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暴力兒童也可能會因為他們的情緒狀態（例如：缺乏安全感），導致目睹暴

力兒童無法與同儕建立穩定的關係，甚至因為與同學之間的互動關係不佳，而導

致偏差行為問題的產生。 

「那個學齡期的國小女生（目睹暴力兒童）在學校就是一個問題學生，

她其實蠻活潑外向的，但是就是會一些外顯行為比較明顯，就是會偷竊、

說謊。」（SWG） 

 

「他們（目睹暴力兒童）可能因為長期目睹，所以在跟人互動上就真的

沒有信心、沒有信任感啦！然後他們對於愛也是非常質疑的，所以那孩

子就會蠻辛苦的，你會發現通常他們跟人互動方式會很奇怪，舉例說：

他可能想要的是 A，但是他會跟你說都好啊，或是就跟你說不要，我就

是要 B，但是他其實要的是 A嘛；你就會覺得這樣孩子真的是會蠻辛苦

的。」（SWD） 

 

「身心狀況比較嚴重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在人際層面上，他跟外界

互動就會缺少那一份信任感，他會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慘的孩子，沒

有人會真正愛他或是對他好；家庭的狀況也是變動比較多，跟媽媽的依

附關係也不太好，媽媽隨時都處於一個如果你不乖我就要把你留給爸爸

的狀態，就會有一些威脅，所以目睹比較嚴重的孩子，其實跟人的互動

也不太好，會出現逃學、偷竊、跟同學或老師有很多衝突的狀況，所以

在人際的部分也是我們會比較著重的處遇重點。」（SWD） 

 

D.協助抒發目睹暴力的情緒 

到了中高年級、高年級（以上）的目睹暴力兒童，一方面在發展階段上，

逐漸形成對於道德（是非對錯）的認知；另一方面，對於此時期的目睹暴力兒童

而言，若想要與他們談論目睹家庭暴力的回憶，或是與他們論及家庭暴力的相關

議題，皆會觸發兒童對於目睹家暴的負面感受而使其感到痛苦、悲傷，因此此階

段的目睹暴力兒童多數不願意提及目睹暴力的經驗。所以，社工與此階段之目睹

暴力兒童工作時，會需要花較長的時間在關係建立之上；因此，社工主要在於協

助此階段的目睹暴力兒童，陳述目睹暴力創傷的經驗，並且抒發兒童本身對於目

睹家庭暴力所壓抑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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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暴力兒童）到中高年級，就會有一個蠻硬的保護殼，然後你就

必須要用很多方式讓他卸下他的心防，但是其實那個殼已經不太可能不

存在了啦！你只能讓他就是比較願意跟你互動，然後相信說這個世界不

會都是不好的事情，還是有人真的關心他的，希望他們可以感覺到有一

些關心是無條件的，我真的是在乎你，不是因為你乖我才在乎你，或是

因為你要幫我做什麼事情我才在乎你。」（SWD） 

 

「（目睹暴力兒童）他自己的那個想法、主見已經出來了，所以有時候

其實你要跟他談比較深的東西，他不太見得願意跟你談，所以在幾次建

立關係上，會碰到很多困難，會磨比較長的時間。」（SWG） 

 

2.法庭服務（社工陪同出庭） 

目睹暴力兒童需要到法院出庭的情境及理由，可以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1）聲請保護令：當父母一方向法院聲請保護令，法院法官便可能請兒童出庭

作證，以陳述目睹暴力的過程；（2）離婚訴訟：當父母一方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

依據其離婚事由，法官也可能會要求兒童出庭；（3）子女監護權訴訟：由於涉及

兒童個人的權益，法官通常會要求兒童（約七歲以上）出庭表達意見；（4）家事

調解：當離婚或監護權訴訟進入調解之程序，為了瞭解兒童與父母之間的互動情

形，有時調解委員會要求父母帶著兒童一同參與調解程序（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

基金會，2009）。 

「因為目睹兒蠻常因為媽媽（主要照顧者）要申請保護令，或是要討論

到監護權啊、撫養費等等，然後被找去當證人。」（SWD） 

 

「目睹兒少社工在陪同出庭的服務上面，基本上不論是監護權、保護令

只要被法官傳喚的，我們都會陪他出庭，會依照孩子的需要，或是媽媽

覺得需不需要。」（SWB） 

 

「監護權的部分也是蠻多目睹兒少，今年我們特別遇到特別多的狀況在

爭監護權的部分；離婚了，他們就是暴力之後確定要分開了，那小朋友

一定會經歷到監護權變動，我覺得這個（監護權）議題未來在目睹裡面，

這幾年的比重會越來重，因為我們近幾年案量確實有提升蠻多的。」

（S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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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會提供出庭服務，因為目睹暴力兒少其實有時必須要出庭，他

就必須要面臨出庭的情緒，包括像焦慮、擔憂，那我們就會提供他前中

後的服務。」（SWF） 

 

（1）出庭前的服務 

在開庭前，社工協助目睹暴力兒童的出庭服務重點可以分為兩個目標：A.

澄清目睹暴力兒童的焦慮：社工評估兒童出庭的需要與擔心，並且示範放鬆訓練

之技巧或討論其安全計劃；B.出庭的準備：社工運用法庭模型、角色扮演等方式，

介紹法庭程序及人物，也提供法院空間的介紹。若是針對幼齡兒童，社工透過引

導和具象之教育，緩解兒童焦慮緊張的心情，並持續鼓勵與陪伴；若是年紀稍長

的兒童，社工透過庭前的會談釐清作證的目的和意願，也藉此與兒童澄清其家庭

關係和動力，以協助兒童緩解其焦慮的心情。 

「在庭前，會先跟孩子（目睹暴力兒童）說明法庭是什麼樣子，對法庭

的想像是什麼？可能小朋友的想像法官戴著捲捲的頭髮、可能很兇，那

就需要跟他澄清；有些大孩子他們知道法庭就像電影演的，所以有不同

的想像，那也需要澄清。在開庭前，我會針對這個部分作討論，包含孩

子有沒有什麼擔心，如果上法庭之後，爸爸媽媽如果沒隔離訊問的話，

你會不會有什麼擔心、焦慮？會去釐清孩子上法庭前原本的想像，基本

上我們在庭前的準備，一部分是澄清孩子的焦慮，一部分讓孩子出庭可

以更有心理準備，這是我們的兩個目標。」（SWB） 

 

「在出庭前，因為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沒有上過法院，就會帶他透過

一些法院的模型媒材，舒緩他出庭前的緊張。」（SWF） 

 

（2）出庭時的服務 

社工在目睹暴力兒童出庭當日，除了陪同兒童出席之外，最重要的角色即

在於穩定兒童的情緒，提供兒童支持，減少兒童作證的恐懼及焦慮，如有需要則

站在目睹暴力兒童的立場，適時反映兒童的狀態與權益。 

「在出庭中，我們就會陪同出庭，陪同他（目睹暴力兒童）一起出庭。」

（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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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中的部分，我們會遇到法庭內陪同報告，可能會安排他（目睹暴力

兒童）進到法庭裡面，進去之後就會站在孩子旁邊，在過程中間其實很

少很少發言，因為某部分其實也沒有辦法代表孩子說他的感受，社工的

角色就在於穩定孩子，讓孩子可以針對他的立場好好陳述。」（SWB） 

 

（3）出庭後的服務 

在目睹暴力兒童出庭後，社工會透過分享、敘述的方式，針對當時兒童出庭

時的狀況進行回顧與整理，並且肯定目睹暴力兒童在法庭上的反應與表現。 

「在出庭後跟他（目睹暴力兒童）做一些出庭過程的討論，跟肯定鼓勵

他的這個部分。」（SWF） 

 

「結束後也會對於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有一些回饋，回饋說孩子你剛

剛在庭上的表現如何，基本上都是正向的，也回饋他說其實你做的很好，

或他有一些焦慮或沒說完的部分，針對那些部分作討論，或是陪著他面

對這樣的情緒跟失落，有時候他們也會擔心說：『我這樣說了會不會有

什麼影響跟結果？我是不是要背負著這個最大罪過的部分？』所以這時

可能要跟他聊聊說其實這些不是你的責任等。」（SWB） 

 

（二）團體工作 

1.社區型目睹暴力兒童團體 

在社區型目睹暴力兒童團體中，團體成員主要來自於機構服務的目睹暴力

兒童。目睹暴力兒童團體的目的在於，社工可以透過團體情境來塑造與家庭暴力

相關之情境，以帶領目睹暴力兒童體驗並察覺自身的感受。 

「透過團體，帶著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一起討論暴力，釐清暴力的認

知，團體的主題也會因著我們目前服務的對象的主要需求去做調整，也

許是情緒的、也許是家庭議題的討論。」（SWF） 

 

「我們單位對於（目睹暴力兒童）各年齡層所提供的服務，其實有一定

的框架，例如像兒童團體、兒童或少年的團體工作，我們會找適當的心

理師來進行為期八次到十二次的團體活動，或是工作坊、方案，只要年

齡層是符合方案所選的對象，那他都可以加入這個團體。」（S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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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也可以藉由觀察兒童進入團體後所展現的互動狀況，進而觀察目睹暴

力兒童在團體當中的人際互動，並在團體情境之下教導目睹暴力兒童在人際互動

的技巧，以提升其人際互動的能力；此外，社工使用團體工作的服務方式，也有

助於社工以較快速的方式，在團體情境中同時評估每位目睹暴力兒童的狀況。 

「社區型（目睹暴力兒童團體）就是比較是我們機構現有的個案，我們

評估說如果他（目睹暴力兒童）入團體其實對他會有一些幫助，例如：

我們可以更確切的評估到他的人際互動關係，因為如果一對一會談的狀

況，其實很難評估到他在群體的樣子是什麼，然後他也可以在過程當中

學習到人際互動的技巧。」（SWD）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現在是高案量狀態，所以團體（目睹暴力兒童團體）

也有助於我們說一次一起評估或是比較快讓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接受

資源的方式。」（SWD） 

 

2.校園型目睹暴力兒童團體 

社工為了提升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可及性，在不進入機構接受服務的狀況

下，社工與學校單位合作，主動入校提供校園型目睹暴力兒童團體；透過學校內

輔導人員及導師對於學生的觀察辨識潛在目睹暴力兒童，在校園內由社工進行校

園型目睹暴力兒童團體，藉此關懷並處理潛在目睹暴力兒童的對暴力的認同及錯

誤認知，進一步提供情緒支持。 

「為了讓輔導可及性更高，他們（目睹暴力兒童）不用拉出來進行輔導，

在學校就可以接受團體的資源，在過程中也可以評估說孩子需不需要

個別的資源。」（SWD） 

 

「入校可以接觸到平常不會被轉出來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可能是

比較隱形的孩子，學校對這些孩子的覺察跟協助可能不太夠，學校可能

沒有覺察，然後資源也不夠，可能另一方面家長也不願意，（家長）不

想家庭的狀況被知道，變得是這孩子沒有被服務，所以入校帶團體，其

實也是為了要接觸到這群孩子。」（S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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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子參與的團體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有時也會與成保社工單位合作，聯合舉辦婦女與目睹暴

力兒童的親子團體，或者是親子共遊的活動。 

「我們也會跟婦保單位合作，也會辦目睹的團體，如果我們個案沒有這

麼多的狀況，我們也邀請他們（婦保單位）轉介；因為有時他們（婦保

社工）覺得家長沒有需求要接受一對一的輔導，但是他們（家長）又有

意願要讓孩子參加團體，就是會有一塊是這樣。」（SWD） 

 

「與家長和孩子工作，當然也會有其他的策略，包含用團體工作、團體

治療、團體輔導的方式來協助他們。」（SWE） 

 

「我們也會舉辦團體活動，像是兒童的團體、或親子團體、或是親子共

遊的活動。」（SWF） 

 

「我們機構有親子團體、親子休閒活動，就會看我們的個案大部分是落

在哪裡，我們就會針對這群服務對象去做團體。」（SWC） 

 

（三）倡議與宣導的社區工作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社區工作的主要重點在於倡議與宣導，一方面透過倡議

的方式，協助社區系統（包含司法、醫療、學校等網絡單位）的重要人員能夠更

加瞭解目睹暴力兒童；另一方面，也訓練這些在社區系統的重要人員，如何辨識

目睹暴力兒童，並協助他們在社區系統當中直接協助目睹暴力兒童。 

「當然還有就是社區支持，我們也會建立他（目睹暴力兒童）社區的支

持。」（SWF） 

 

「最外面一個層次是社區系統，包含其他的網絡單位，例如：學校，甚

至是他可能有其他的支持系統，譬如：教會、司法、醫療，司法或是醫

療這些我們會擺在社區系統的這個層次，那我們可能就會需要去跟這些

系統工作，一起協助這個孩子。」（SWE） 

 

「跟社區系統工作，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會去做倡議跟宣導，

跟社區系統的重要人員工作，讓他們更了解目睹的孩子；然後也訓練他

們怎麼去辨識跟直接協助這些孩子，那這些是我們一直以來的服務重

點。」（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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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社區工作，除了有形的倡議與宣導之外，透過網際網

路的資訊訊息傳遞，克服人力、時間、交通等問題，幫助更多社區系統的重要人

員可以更加瞭解目睹暴力兒童。 

「到了這幾年，我們也增加一個形式是透過網際網路的訊息的傳遞，所

以我們就做了一個知識平台，透過知識平台可以克服交通等等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司法人員可能不會直接接受我們提供的宣傳或訓練，但是他

可以透過上網去看到這些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到底怎麼回事，然後他

們可以怎麼去協助孩子。所以近幾年，有一項服務的主力會透過知識平

台的方式去建構所謂的『協力圈』。」（SWE） 

 

「我也覺得宣導的方法可能需要再多元一點，我們其實有幾個機構的粉

絲頁，希望上面可以宣導家暴的概念，所以社工有時候就會在上面寫寫

故事，或寫些小東西，可是我覺得這樣其實無法吸引一般大眾的注意力，

可能一時看到就會覺得他們（目睹暴力兒童）好可憐，我們要多注意，

可是有沒有影響到大眾，我覺得那是兩回事。所以我們也一直在想要用

什麼樣的方式，我覺得需要有一些方法，不然我覺得很難去真的影響到

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SWA） 

 

五、結案評估 

（一）結案標準 

經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或家長主動提出結案需求，社工也會與家長或兒童進行

結案會談，並具體說明結案理由等；因此，在結案階段，其主要工作重點在於評

估個案改變的成效，以及針對當初社工接案時所設定的處遇目標，評估並確認是

否符合接案時所設定的目標；然而，服務過程中若因著不可抗力的原因，例如：

搬遷至其他縣市無法服務、死亡、失聯等原因，導致社工無法繼續提供服務也會

選擇結案。 

「如果社工今天要結案的時候，我就會看是否符合當初在接案的時候的

目標。」（SWA） 

 

「其他如不可抗力之因素，比如說搬家、死亡等等，這種的也是會結案。」

（S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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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睹暴力兒童（個人） 

（1）兒童目睹暴力的徵狀改善 

社工在與目睹暴力兒童進行個案工作時，有極高的工作比例在於協助創傷輔

導與治療，透過重整目睹暴力兒童的創傷經驗，也協助兒童減輕目睹暴力創傷的

症狀；因此，針對兒童因著目睹家暴而表現的外向性行為問題，例如：咬手指、

尿床等，社工可藉此評估兒童在接受服務之後是否有明顯的改善並減少其目睹暴

力的徵狀。 

「譬如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一直咬手指，因為太焦慮爸爸媽媽吵架，

所以有焦慮的行為，例如：咬手指甲咬到破皮，一直有這樣的狀況，我

轉介心理諮商師之後，這個行為有沒有改變有沒有改善？或是這個孩子

出現了錯覺等，我在介入某些服務之後，這個孩子獲得瞭解之後，我跟

學校老師怎麼做搭配，讓這個孩子可以好一點，那我的目標就有達到。」

（SWA） 

 

「當然有些大方向，例如：他（目睹暴力兒童）生活回歸穩定，或有些

目睹的徵狀，像是尿床、半夜惡夢、焦慮、身心症都趨緩；依據這些依

據項目我們就可以評估是否結案。」（SWB） 

 

（2）兒童自我能力的增加 

相較於上述，社工可透過實際肉眼觀察兒童的目睹症狀是否有減少，而決定

是否結案；針對目睹暴力兒童的內向性行為與情緒問題，則需仰賴社工與兒童工

作的過程當中，依據社工之觀察而決定是否達到結案標準：A.兒童復原力：建立

正向自我概念和自信；B.情緒表達：兒童表達並抒發情緒壓力，學習適當之情緒

管理；C.安全計畫：建立正向暴力認知概念，形成自我安全保護計畫。 

「在自我的能力的增加，有關自己（目睹暴力兒童）正向心理的復原因

子的部分，例如幽默感，可是我覺得這比較抽象一點，但是如果我有觀

察到孩子有一些正向的能力，我覺得那可以變成我結案的指標之一啦！」

（SWA） 

 

「如果爸爸或媽媽一直沒辦法給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比較好的回應的

話，我就會回歸到孩子，如果孩子能力夠讓我可以放心的話，我的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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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結案。」（SWB） 

 

「我覺得結案就跟我們訂的處遇目標，他（目睹暴力兒童）是不是知道

在遇到這樣事情，他可以怎麼做可以把傷害降到最低，甚至是他知不知

道可以向誰求助，如果他都知道的話，我們就會做結案。」（SWC） 

 

2.家庭支持系統 

（1）評估主要照顧者的親職狀況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一方面與目睹暴力兒童工作，另一方面也針對兒童身上的

目睹議題與主要照顧者一起工作；然而，對於年紀較小的目睹暴力兒童而言，兒

童目睹暴力之創傷復原的狀態，會遷就於主要照顧者的個人狀態與其親職功能；

因此，社工在準備結案之階段，評估該主要照顧者本身的身心狀態是否能夠承接

住目睹暴力兒童的狀況，因而也會評估主要照顧者在照顧兒童的親職功能，而決

定是否達到結案標準：A.適當回應兒童之情緒與身心狀況；B.與兒童發展正向親

子互動；C.改善親子衝突與親職壓力。 

「我們評估結案的一點，有時並不是單評估小孩（目睹暴力兒童），如

果小孩的創傷很嚴重，但是家長有能力可以去因應孩子的各種身心狀況

的時候，我們也會做結案；那如果家長沒有辦法因應，然後孩子的問題

是除卻諮商之外都還沒有辦法解決的話，我們還是會提供其他資源，繼

續做追蹤，然後提升家長的親職功能。」（SWC） 

 

「例如說主要照顧者更能夠回應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焦慮情緒，主

要照顧者的親職能力有提升，兩方減少發生暴力衝突狀態。」（SWB） 

 

「如果（目睹暴力兒童）年齡層都偏低的話，我們跟家長合作會佔很重

要的部分，就會去注意親子之間的關係；家長有沒有辦法注意孩子這些

情緒？他有沒有辦法在暴力發生的當下，發揮他的親子功能？譬如：安

撫他（目睹暴力兒童）的情緒，保護他的小孩，免於受到另外一半的直

接目睹的傷害、或直接的傷害；如果這些家長都知道，然後有做過，我

們也透過演練都有提供了，我們就會做結案。」（SWC） 

 

「主要照顧者的復原歷程如果狀態 OK，小朋友（目睹暴力兒童）其實

就會跟著穩定，有好幾個家庭都是這樣的狀況啦，主要照顧者只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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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就會很明顯跟著穩定下來，很多外顯行為跟一些情緒表達頻率都

會降低很多。」（SWG） 

 

（2）評估家庭動力狀況 

在有些暴力家庭當中，如果父母之間的爭吵是無法避免的狀態，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在無法完全斷絕其暴力與爭吵的發生之前提下，透過倡導兒童目睹家庭暴

力的影響，讓爭吵的父母能夠開始意識到一旁正在目睹暴力的兒童，而適時的站

在兒童的立場，調整家庭內部的溝通方式；對此，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會評估在

家庭系統當中，其家庭動力是否能夠因著目睹暴力兒童而有所調整，建立彈性的

家庭規則、溝通和角色模式等，建立開放的家庭氣氛。 

「如果爸爸媽媽確實開始有一些改變，他們可能還是會爭吵，可是他們

知道爭吵之後要怎麼跟孩子（目睹暴力兒童）說，怎麼不把這件事當成

秘密，或者是他們還不知道怎麼說，可是他們會避開孩子，去別的地方

吵，或是他們的危險程度會降低，例如說我吵一吵，可能就迴避掉彼此，

雖然還是知道家裡有一些狀況，但是對孩子來說就會比較好一點。」

（SWA） 

 

「我覺得就要評估家庭動力的狀況，例如我去訪的時候，孩子（目睹暴

力兒童）可能就會跟我說父母最近比較沒有吵架，但是他還是會知道爸

爸還是會碎念媽媽，這個我沒有辦法去控制啊！可是至少我可以做到讓

孩子看到一件事情，有人進入到這個理面，而且他們知道暴力這件事情

是不對的。」（SWA） 

 

3.社區系統 

在社區支持系統的建立方面，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之主要工作目標在於，增進

社區系統的重要人員辨識、評估與通報；因此，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會評估在兒

童所處的社區系統環境中，若其家庭功能不彰之時，是否有社區系統的資源能夠

及時承接住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例如：社區課後照顧班，讓兒童能夠在社區系

統合作輔導的網絡，形成對目睹暴力兒童更友善的生活環境。 

「我可能更在乎的是這兩個，家庭和社區支持系統的建立；這個孩子（目

睹暴力兒童）如果勢必會處在目睹的狀況下，當他發生目睹的時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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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要知道從這些關係裡面抽身，一定要有人幫助他，在學校老師這邊

可以幫忙，或者是當家庭功能不彰的時候，社區資源是可以進來協助這

個孩子，例如：課後照顧班，或者是我知道有些民間機構有辦一些照顧

小孩的服務，這些東西是可以進來的。我就會覺得這孩子身邊的正向資

源變多了，他的保護因子變多了。」（SWA） 

 

（二）結案限制 

1.服務成效難以明確呈現 

相較於兒少保社工，能夠透過明確的受虐指標指認兒童的暴力因子已經降低，

並達到結案之標準，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結案階段所判定的標準相對是比較質性

之資訊，甚至有些結案標準是仰賴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兒童工作的經驗累積下，

透過會談、遊戲治療等過程，藉由這些質性資料的蒐集以證明兒童是否達到結案

之標準。 

「我覺得（目睹暴力兒童）評估的內容都非常的質性，例如：『孩子對

於情緒的抒發有沒有新的方法？』、『孩子對於自己情緒的衝動控制，當

他想要生氣的時候，能不能用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去做解決？』我覺得這

是目前目睹兒少社工的很大的限制，不像兒少保社工，有明確的數據來

支撐他，或是明確的樣態來告訴你傷害已經消失了，其實目睹兒少社工

在做的事情很多時候是要回歸比較穩定的生活或是過程，所以我覺得是

很難評估的。而我們不可能跟著他四五年來確認這件事情，所以只能在

短短的時間裡面不論是藉由遊戲、或是藉由體驗教育、藉由會談過程，

讓他知道這件事情，而我們也感受到孩子有些成長，藉由這些質性的資

料蒐集來驗證孩子已經有能力去因應了，或是孩子能夠反思我這次的方

法好像可能不是那麼的好，下次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所以，我覺得這

個標準跟依據對目睹兒少社工來說是困難的，比較採取是個人（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覺得他（目睹暴力兒童）有些項目已經符合結案標準就結

案。」（SWB） 

 

2.難以評估短期之服務成效 

對此，若論及社工對目睹暴力兒童所提供的服務成效，可以發現雖然目睹暴

力兒童的結案標準不如兒少保有明確的結案標準，但是或許也因著目睹家暴對兒

童所造成的影響，不只限於身體的傷害，更難癒合的是在心理上所造成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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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實上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無法永久地服務兒童，該次結案後，未來可能還

是會因著家庭暴力的發生而進案；因此，在短期或許無法很具體地呈現其服務成

效，但是以長期來看，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針對其目睹暴力創傷進行輔導處遇，發

展並提升兒童之復原力，除了協助目睹暴力兒童減輕其創傷症狀，並協助兒童就

學適應及生活適應，也藉此降低家庭暴力的代間循環。 

「我們＊＊目睹服務已經 20年了，但是還沒有到下一代的產生，就是

我們服務的對象還沒有說進入到做爸爸媽媽，還沒有辦法做一個長期的

評估，來看以兒童為主體這個服務到底有沒有一個很長期的效益，但是

我們目前是比較期待說這樣的方向是可以減低暴力再循環的機會，真的

做到就是杜絕暴力。」（SWE）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阻止暴力狀況的發生，我也沒有辦法保證他們（目

睹暴力兒童）的生命歷程永遠都是處於不會暴力的狀況，因為他們（父

母）分分合合的狀況實在太多次了，如果家庭的狀況又再次發生變動的

時候，孩子的歷程可能會改變啊，例如：當時評估結案是因為這些東西

我都已經弄好了，所以當時孩子看起來是比較穩定的，可是當家庭風險

又繼續攀升了，爸爸媽媽又因為不同的議題，可能又有爭吵，然後孩子

可能因為年齡的發展，也有不同的因應方式了，而那個因應方式可能是

比較不好時就會再被轉介進來。」（SWA） 

 

参、研究討論 

一、家防中心為主要之個案來源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 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家暴法之保護對象，依據家暴

法第 8 條及第 50 條規定，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家庭暴力事件通報

後，應評估有無兒童目睹家庭暴力之情事，提供或轉介經評估有需要的目睹暴力

兒童身心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 對此，各直轄市、縣（市）之

家防中心受理家暴案件通報後，若評估有未成年子女目睹家庭暴力之情事，則會

協助連結相關目睹暴力兒童輔導資源。因此，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可以發

現對於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民間單位而言，其主要個案來源來自於各地政府的家

防中心之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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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處遇逐漸明朗 

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前，目睹暴力兒童未入家暴法以先，目睹暴力兒童於

2003 年首次被明確地記載於兒少權益法（原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上；雖然該法規

定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提出目睹暴力兒童相關家庭處遇計畫，且其父母、監護

人等應予配合；然而，當時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在成保與兒少保二分法的處遇之下，

目睹暴力兒童的處遇工作可說是散落於成保、兒少保或是家庭服務相關之機構當

中，缺乏整合性，也缺乏主責機構能夠針對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需求，進行全面

的處遇計劃（洪素珍，2003）；以兒少保機構為例，在兒少保機構中，目睹暴力

兒童通常需同時遭受虐待，才有可能進入兒少保體系接受服務，至於單純目睹家

暴的目睹暴力兒童則因界定困難，也因兒少保高案量的擠壓之下，導致目睹暴力

兒童在兒少保體系之不得不淪為次級案主。 

然而，隨著社會大眾家暴意識抬頭，目睹暴力兒童於 2015 年被納入家暴法

之保護對象，在法源基礎上也給予目睹暴力兒童一個明確的定位（家暴法第二條

第三款），目睹暴力兒童也被納入家暴法保護令範疇此外也規定直轄市、縣（市）

之家防中心應提供並轉介目睹暴力兒童相關輔導資源（家暴法第八條）。對此，

可以發現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因著家暴法明確規範之法源，也藉此承認目

睹家庭暴力兒童之服務需求，突破以往目睹暴力兒童在實務界定位不明確之爭論。 

 

三、社工服務目睹暴力兒童之整體年齡層下降 

根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辦

理原則」，倘若目睹暴力兒童仍在學中，家防中心應轉知教育資源協助；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可以發現其政策走向希望學齡期的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以教育

單位為主，而學齡前期與學前教育的兒童則以社福單位的輔導為主；因此，可以

發現因著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之政策走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服務目睹暴力兒

童之整體年齡層逐漸由原本的學齡前期下降至服務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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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睹暴力兒童缺乏明確開案和結案評估依據 

目睹暴力兒童於 2015 年被納入家暴法之保護對象後，儘管家暴法已明文規

範並承認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需求，但是就目睹暴力兒童之開案評估、或結案評

估之依據可以發現，雖可依據目睹暴力兒童之行為跡象以認定兒童之目睹暴力之

受創程度，然由於目睹暴力兒童之開案、結案指標皆偏向以質性指標，因此也容

易隨著不同人而有不同之開（結）案標準；然而，相對於兒少保系統，受虐兒童

要符合兒少保指標才能開案一般；就研究者觀察，目前目睹暴力兒童仍缺乏具體、

明確的開案、結案評估指標；對此，如今各主管機關因著家暴法之規定，也正逐

步建構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網絡。目睹暴力兒童在入家暴法後，至今未能發展明

確之開案、結案之評估依據，研究者擔憂若未能盡速定下明確之評估依據，一旦

各服務網絡就定位，若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仍缺乏具體、明確的開案、結案評估指

標，可能因著服務網絡內專業人員無法辨別目睹暴力兒童，在未來恐因缺乏明確

的開案評估標準，使得原本應該進入服務網絡接受服務的目睹暴力兒童被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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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家長工作的經驗 

本節從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家長的工作經驗出發，闡明被害人家長與相對人

家長之立場，並且針對家長拒絕兒童接受目睹暴力之服務，探討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被家長拒絕後的因應方式與策略。 

壹、社工與主要照顧者的家長工作 

一、社工與非暴力一方家長工作的經驗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成保社工對於辨識目睹暴力兒童的敏感度提升；因

此，當成保社工服務受暴婦女時，成保社工若認為兒童有目睹暴力服務之需求，

在成保社工提供服務的前端，即會將目睹暴力服務提供給被害人家長。 

「家暴法改了之後，更有力去做政策的推動，成保社工也能夠更積極地

去告訴家長說：『你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真的需要被服務！』所以

這是一個連帶關係，修法之後，成保社工也更可以跟家長談、鼓勵家長，

然後也讓家長帶著孩子（目睹暴力兒童）進到系統裡來被協助。」（SWE） 

 

「家長的話，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主要還是聚焦在主要照顧者，

可能是阿嬤也可能是媽媽，或者是也有可能是爸爸，我們就在家庭的這

個系統裡協助主要照顧者可以發展比較好親職功能。」（SWE） 

 

「如果說簡單分類家長就會是，被害人跟相對人。然後，通常被害人會

是主要照顧者，但是也有相反的狀況，或是他們兩個其實都是主要照顧

者的狀況。」（SWD） 

 

（一）介入理念-主要照顧者狀態穩定兒童就相對穩定 

目睹暴力兒童與家長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家庭環境，故社工除了與目睹暴力兒

童工作之外，也必須與兒童的主要照顧者一起工作，降低親職困擾與親職壓力，

並協助主要照顧者可以提升親職能力。目睹暴力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多是被害人家

長，由於目睹暴力兒童與被害人家長共同生活在家暴的環境之下，家長與兒童之

間的關係密切，因此家長與兒童之間的狀態也會彼此互相影響。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在工作經驗中發現，目睹暴力兒童的狀況會隨著被害人家長狀況的提升而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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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主要服務對象不會只有目睹暴力兒童，還

有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其實主要就是非施暴的一方，比較是受暴方，

就是非施虐者，所以我們也會跟主要照顧者工作，這也是一個我們主要

的服務對象。」（SWF） 

 

「其實很多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發展就是因著成人（主要照顧者）

的穩定，孩子才會越來越好嘛！」（SWE） 

 

「在整個服務歷程中，還有根據之前的服務經驗，主要照顧者因為跟孩

子（目睹暴力兒童）之間的關係很密切，所以我們發現跟主要的照顧者

工作，可以提升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復原能力，就是媽媽穩定、孩

子（目睹暴力兒童）就會穩定，媽媽其實也就是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

者穩定、孩子就會穩定。」（SWF） 

 

「後來因為媽媽的狀況比較穩定後，她有再多的能量可以分出來給小朋

友（目睹暴力兒童），所以主要照顧者自己的復原歷程如果狀態 OK，

小朋友（目睹暴力兒童）其實就會跟著穩定，有好幾個家庭都是這樣的

狀況啦！主要照顧者只要穩定，那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就會『很明顯』

跟著穩定下來，很多外顯行為跟一些情緒表達頻率都會降低很多。」

（SWG） 

 

（二）與低服務意願的被害人家長工作 

在經歷家暴後，被害人家長甫脫離暴力環境，尚處於思緒混亂的狀態；因此，

對於成保社工針對兒童所轉介的目睹暴力服務，被害人家長可能在尚未思考清楚

的狀況下，亦或是在不瞭解其服務內容的狀況之下很快就答應其服務轉介。 

「尤其在修法後，因為成保社工的敏感度越高，成保社工就可以越快去

跟家長談小孩（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但是通常談的階段都在很前期，

可能家長剛進案，還在混亂當中，家長因為還沒有思考清楚，所以她可

能很快就答應、或者是她很需要資源，但又擔心拒絕會有什麼不好的後

果。因此家長當時在同意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接受服務的狀態下是還

沒有思考清楚的。」（SWE） 

 

「所謂的『低意願的家長』，就是她（主要照顧者）其實接受服務的意

願並不高，然後可能是她的社工那邊就是一直 push她說：『孩子真的有

需要，然後我幫你轉過去，會有一個目睹社工跟你聯絡，會跟你討論一

下』，然後她們可能就是為了不想要打壞關係，所以就是接受了這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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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SWD） 

 

因此目睹暴力兒童的社工接到成保社工之轉介後，即與被害人家長聯繫；然

而，當社工在與家長聯繫目睹暴力相關服務時，被害人家長可能已逐漸穩定其混

亂思緒，對於目睹暴力服務開始有很多的質疑與擔心出現；因此，在這樣的狀況

下，在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端，很容易會被被害人家長拒絕其服務；所以，社工與

低服務意願家長工作之時，必須花更多的力氣在不斷反覆地跟家長核對，家長同

意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的意願。 

「所以再轉到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這端後，由我們再跟家長聯絡，

可是家長可能就比較清醒了，就會發現其實可能不需要（目睹暴力兒童）

這個服務，或是她很多的擔心就會開始出現了，對資源的不信任、對這

麼多的社工進入家庭的不安等等，所以很容易在這樣的狀況下被家長拒

絕。」（SWE） 

 

「（主要照顧者）有點半強迫式的接受，所以其實我們（目睹暴力兒童

社工）工作起來也是蠻辛苦的，必須很反覆地跟她（主要照顧者）核對

她的意願，因為必須要先通過媽媽這一關，就是家長這方同意才有辦法

接觸到孩子，所以這是低意願家長的部分。」（SWD） 

 

二、社工與暴力一方的家長工作 

（一）相對人同意社工介入服務 

近年來，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相對人的工作變得越來越多，社工與相對人工

作的經驗中發現，相較於兒少保個案，相對人家長通常還是愛著目睹暴力兒童，

不會對兒童施虐；在有些個案當中，社工可以發現相對人家長對於兒童還是非常

關心的。因此，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來說，一方面，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角色

相較於成保社工，對於相對人家長比較不具威脅性；另一方面，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以兒童的立場與家長討論兒童的狀況時，這就會成為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相對

人家長一個很好的工作之切入點。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最近跟相對人的工作是慢慢變多，近一兩

年來。」（S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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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的孩子通常爸爸媽媽還是愛孩子的，他不會對孩子施虐，目睹跟

兒少保不一樣，但是目睹的孩子不會到那個地步，通常有很多爸爸媽媽，

不小心發生到兒少保，通常是孩子被波及。」（SWA）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有跟相對人一起工作，其實很多家庭暴

力的家庭，相對人他其實還是愛孩子的，然後他對孩子還是很關心、很

照顧、很 care孩子；在幾次訪視的過程中，相對人對孩子的社工其實我

覺得都不會到太不友善；相對於婦保社工，比較有威脅性或是關係到他

們之間，他就會比較有敵意，可是其實在我們的服務經驗中發現相對人

對孩子的社工的敵意，好像沒有這麼的深。」（SWF） 

 

「他（目睹暴力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是加害人，因為被害人已經離開了，

那監護權也是判給爸爸，其實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還是會跟加害

人蠻頻繁的接觸。我覺得目睹兒少社工這個角色進到家庭裡面的威脅性，

比較沒有那麼強！比較沒有像後追這麼強，就是你要來介入我們夫妻之

間的事情，所以我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如果有遇到加害人，我們就會

澄清我們服務的狀況，那我們是進來跟小朋友（目睹暴力兒童），就是

陪伴小朋友長大，所以爸爸到後期其實都蠻願意跟我們合作的。」（SWG） 

 

「我自己的服務經驗是，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都會以孩子（目睹

暴力兒童）的立場去跟家長或主要照顧者去討論，就是讓他看到孩子的

狀況，然後一方面也是相信所有的家長都是愛孩子，我們的共同都是希

望孩子好嘛！我覺得以這個方式去講，不是一開始就跟他說我要跟孩子

討論暴力或是就是比較敏感的話，其實我自己接觸的家長的都是願意接

受的，他們都還蠻願意接受社工進入服務。」（SWF） 

 

（二）相對人拒絕社工介入服務 

有些相對人家長是直接拒絕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相對人家長拒絕其服

務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擔心，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是否因著暴力的事由要來指責

相對人家長；二方面，相對人家長可能會認為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除了指責其暴

力行為之外，更是站在被害人家長的立場，是偏袒被害人家長並幫忙蒐證的一個

角色；因此，相對人家長拒絕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的服務。 

「直接拒絕的就是相對人的部分啦，例如說媽媽已經離家了，孩子（目

睹暴力兒童）現在的監護權在爸爸身上，就變得說我們（目睹暴力兒童

社工）必須要跟爸爸談，因為媽媽沒有跟孩子住在一起。然後，爸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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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拒絕的原因，因為他們（家長）不想要孩子被標籤化，另外他們也擔

心說我們是不是要去指責他暴力啊，或是我們是偏袒媽媽，然後幫媽媽

蒐證的一個角色。」（SWD） 

 

「因為（目睹暴力兒童）監護權在爸爸身上，爸爸就是不想要讓孩子接

受輔導。那其實那過程也有點是爸爸去操弄媽媽啦，因為他（相對人家

長）覺得資源是媽媽申請的，那他（相對人家長）當然要抗爭這資源抗

爭到底，另外一塊，就是他（相對人家長）覺得他的家會被標籤化，然

後他的孩子是沒有問題的！然後我們為什麼要一直強調說兒童是有需

求的，是有輔導需求的孩子？」（SWD） 

 

三、社工無法強勢介入服務的難題 

就算兒少權法第 64 條，其中規範兒童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

人「應」予配合相關的處遇計劃；然相較於兒少權益法對於家長的規範，可以發

現 2015 年修法後的家暴法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家長的規範，卻不及兒少權益法

對於父母的規範力道。 

「就算目睹兒少這個群體進入到家暴法裡面，也在法律明文規範了他

（目睹暴力兒童）需要受到保護，而且承認目睹是一個暴力，我覺得法

令有時候只帶有教育意義，有些父母並不認為目睹是暴力。」（SWB） 

 

「比較可惜是因為在家暴法裡是寫說：家長『得』，不是寫『應』，那『應

配合』是在兒少權益法裡面。那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當然有一個

處境就是會很尷尬，到底我們今天是要用兒少權益法要求家長真的要配

合讓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接受服務，還是要用家暴法讓家長來決定？」

（SWE） 

 

此外，由於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不像是兒少保社工在提供兒童服務方面具有公

權力及強制性；因此，社工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時，雖然不一定要得到其主要

照顧者的同意，然在實務現場仍需透過家長社工才能接觸到兒童，因此實際上目

睹暴力兒童尚需得到其主要照顧者的同意，方能提供兒童目睹暴力相關的服務。 

「在修法後，這些法令對於目睹社工而言，比較還不具有強制力，就像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轉介表上面寫著幾個要件，一個是三年內有

目睹，不論直接目睹或間接目睹或者是事後知悉的孩子，十八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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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其中一個是監護人一方同意，知悉並同意。」（SWB） 

「不會認定目睹服務是一個強制性的服務，不是像兒少保這麼的強制

性。」（SWC） 

 

「其實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工作起來也是蠻辛苦的，必須很反覆

的跟她（主要照顧者）核對她的意願，因為必須要先通過媽媽這一關，

就是一個家長的這方同意才有辦法接觸到孩子，因為我們（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也沒有強制力，就像兒保一樣有強制力說：『我們就是要提供

孩子輔導！』對，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沒有那個立場！」（SWD） 

 

「在實務現場工作的時候，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會很進退兩難

是，相對人可以不斷的阻止孩子接受服務，那沒有人可以處理相對人，

那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沒有公權力去告訴相對人你一定要讓孩

子接受服務。」（SWE） 

 

即使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之保護對象，也規範目睹暴力兒童需要受到

何種相關保護；但是，基於家暴法對於目睹暴力家長的規範力不足，或者是因為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本身不具有公權力（強制力）等因素，只要目睹暴力兒童的家

長明確地拒絕不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許多目睹暴力兒童就可能因此無法得

到適切的目睹暴力服務。下一個段落，研究者將探討家長拒絕社工介入服務的原

因。 

 

貳、家長拒絕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之因素 

臺灣自 1998 年家暴法通過後，打破過去以往「法不入家門」的家暴迷思，

家暴法至今日已邁入第二個十年。實際上，有些地方因著其地區性的產業結構與

人口組成結構等因素，在家庭中仍存有「家醜不可外揚」、「夫妻吵架是家務事」

等既存觀念。因此，即使家庭中發生了家庭暴力，在長久以來的傳統家庭觀念之

下，家庭成員仍以著傳統觀念來看待家暴受害人，甚至因著對於家暴的錯誤迷思，

一併漠視目睹暴力兒童在暴力家庭之下所受的傷害與影響。  

「很多家庭的部分，跟產業結構跟人口的組成結構有關、家庭組成的結

構有關，再加上＊＊的風俗民情，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覺得很多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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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媽還停留在家庭暴力這件事情是不可以對外人講的，而且他們（家

長）也會灌輸小孩子（目睹暴力兒童）這種的觀念，所以在跟爸爸媽媽

工作的時候不是那麼容易。」（SWA） 

 

「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覺得他們（家長）可能會顧慮到會不會又引

起家裡的衝突？或者還是覺得家庭暴力就是蠻私密的事情，覺得不好意

思，或是他們（家長）會有很多的顧慮。」（SWF） 

 

「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覺得在目睹的宣導也是，因為家暴的宣導沒

有做好，目睹的宣導是沒有辦法做，他們（家長）不會意識到暴力這件

事情是多麼嚴重，因為他們（家長）很多都認為是剛剛好而已。」（SWA） 

 

「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覺得小孩（目睹暴力兒童）大多是被決定的

角色，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接不接受輔導，某

個部分來自於爸媽願不願意接受跟承認這是一個暴力。」（SWB） 

 

「跟家長工作更是，就會有一些擔心，他們（家長）就會覺得說：『現

在孩子現在就好好的啊！你（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幹嘛去揭人家的瘡疤？

然後把這些瘡疤拿出來說？』然後我覺得大家還是會有這種概念。」

（SWA） 

 

一、家長淡化暴力對兒童的影響 

對於很多家長而言，不論是被害人或是相對人家長，可能都不是這麼瞭解目

睹暴力對於兒童所造成的影響；很多家長或主要照顧者會認為兒童現在還小，即

使目睹了家庭暴力，只要等兒童長大後自然而然就會遺忘，如果現在兒童接受目

睹暴力的服務，反而會加深兒童對於目睹家暴的陰影；因此，家長可能在不瞭解

目睹家庭暴力對於兒童的影響之下，淡化暴力對於兒童的影響，而拒絕讓兒童接

受目睹暴力的服務。 

「當然也有被拒絕的經驗，有些父母真的打死認為這件事情（目睹暴力）

完全不是暴力啊，他們（家長）認為這不是什麼問題，『為什麼要一直

說孩子有問題？孩子就是睡不好、孩子就愛鬧脾氣……』」（SWB） 

 

「他們（家長）不覺得孩子有怎麼樣，很多家長會覺得『我小時候也都

是這樣聽聽看看啊，也還不是都長大？反正孩子還小，長大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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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F） 

 

「很多阿公阿嬤覺得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大了就會忘記了，他（目睹

暴力兒童）現在還小，那你（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一直跟他（目睹暴力

兒童）提起這件事情，就會讓他更加深印象。」（SWG） 

 

「他們（家長）會覺得說：『現在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就好好的啊！

你（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幹嘛去揭人家的瘡疤？然後把這些瘡疤拿出來

說？』」（SWA） 

 

「有些家長就會比較淡化或是隔離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會說『孩子

（目睹暴力兒童）沒事啊，小孩不都是這樣嘛？打打鬧鬧的……』」

（SWD） 

 

「有些家長拒絕是因為他覺得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好好的，沒什麼問

題，那他（家長）可能對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受到的影響理解不夠多，

線索不夠多。」（SWE） 

 

「家長會覺得不需要啊、沒有這個必要啊，他（家長）覺得好像不用這

樣的一個角色進入家裡去服務孩子（目睹暴力兒童）。」（SWF） 

 

二、家長擔心兒童被標籤化 

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家長而言，有時不是因為沒有看到兒童對於目睹暴力服

務的需求而拒絕其服務；有時家長即使知道兒童有目睹暴力的服務需求，但是另

一方面家長也擔心兒童是否會因為接受目睹暴力服務，而導致兒童因著家庭的暴

力議題而在學校被標籤化；因此，基於這個原因，可能使得家長拒絕讓兒童接受

目睹暴力服務。 

「家長拒絕，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覺得他們（家長）有時候會很擔

心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會不會被貼標籤、會不會影響孩子、會不會有

紀錄？他們（家長）會因為這樣拒絕服務，或是有些父母親可能會淡化

暴力對孩子的影響。」（SWB） 

 

「成保那邊其實也會因為家長擔心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在學校被標籤

化，所以轉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這邊，然後不使用學校的輔導資

源。」（S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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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無法因為家長的拒絕就犧牲兒童接受服務的權益，因

此社工在以兒童需求為主體的信念下，也長出所多因應的策略，以保障目睹暴力

兒童的權益。下一個段落，試著討論社工如何突破這些困境，以更積極的方式應

對與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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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回應家長拒絕服務之因應策略 

一、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積極應對 

（一）澄清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角色 

當家長拒絕讓兒童接受目睹家暴的服務時，目睹暴力兒童的社工首先會與家

長釐清家長拒絕讓兒童接受服務的原因，包含家長對於社工可能存有錯誤的認知

（例如：社工介入就是會拆散這個家庭）；社工一方面瞭解家長拒絕服務的原因，

另一方面，針對家長拒絕的原因，試著釐清家長對於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的想

像。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能夠積極的，就是了解他（家長）拒絕

的原因，然後試著去做澄清跟說明。」（SWC） 

 

「特別是那些『低意願的家長』，就會再跟他們（家長）花多一點的時

間去澄清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角色。」（SWD） 

 

「跟阿公阿嬤特別澄清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不是要把孩子（目

睹暴力兒童）帶走，或是會對孩子做什麼事情，也讓知道家庭暴力這

件事情對小朋友（目睹暴力兒童）的確是一定有影響啦！」（SWG） 

 

「家長也是拒絕，家長一直對目睹社工，有一個統一的認知就是你

（社工）要拆散這個家庭，所以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要透過

老師去幫我們做澄清，不一定是透過成保社工；透過老師去做澄清，

讓家長了解可以有這樣的資源，不是對他（家長）是一個壓力，對他

（家長）也不會有任何的損失。」（SWC） 

 

（二）支持並同理家長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服務初期，理解家長拒絕服務的原因之後，釐清家長

對於目睹暴力服務的認知，並且針對家長目前所面對的議題與困難，給予適當

的支持與同理。 

「在前面幾次跟爸爸媽媽建立關係，可能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聽

完他（家長）的故事、了解他的脈絡、同理完他以後，他可能比較認

為我是可以談的人之後，我可能會稍微把他的話題都轉回到孩子。」

（S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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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長拒絕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時候，我們當然就會先去

理解家長這個原因是什麼，然後盡可能從電話裡面去評估孩子（目睹

暴力兒童）的危機因應方式，跟家長怎麼去做處理。」（SWC） 

 

「會跟爸爸、媽媽說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是來幫你（家長）的，

我們一起來看孩子怎麼了，並沒有要介入一些讓你（家長）會感受到

更大負擔的事，我也瞭解你現在很忙、你現在很累。」（SWB） 

 

（三）引導家長看到兒童目睹暴力的服務需求 

社工透過與家長會談的機會，在家長談論其議題之後，適時引導家長意識

到兒童在家庭暴力情境下的感受，協助家長將其注意力從原本的親密關係暴力

的議題，轉移至兒童身上，讓家長能夠關注到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 

「在每次會談過程裡，爸爸就會說又跟媽媽吵架了，我（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可能聽完後，就會插一句說：『那時候你的孩子（目睹暴力兒

童）在哪裡？』然後他（家長）就會開始去回想，讓他去意識到孩

子；然後他開始就會漸漸的因為我把孩子帶進來，他可能會開始關注

到孩子，這時候我就會說『你的孩子都有這樣的狀況了，爸爸你想不

想為孩子做些什麼？或你覺得你可以為孩子做些什麼？』」（SWA） 

 

「一旦遇到家長拒絕服務，其實不會太快就結束，我們（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還是會透過在電話的聯繫當中，協助家長去看到更多孩子的

需要，因為有些家長拒絕是因為他覺得孩子好好的、沒什麼問題，那

他（家長）可能對孩子的受到的影響的理解不夠多，他的線索不夠

多，所以我們就會在電話線上引導家長去觀察，幫助家長可以去做一

個很粗淺的去評估自己的孩子。」（SWE） 

  

針對相對人家長拒絕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多是以電

話訪談（電訪）或是單次的面訪方式再與相對人家長聯繫，希望藉此能夠引導

相對人家長可以看見兒童對於目睹暴力服務的需求，並倡導目睹暴力的影響；

然而，在社工與相對人家長的工作經驗當中，可以發現相對人家長讓兒童接受

目睹暴力的服務意願並不高，也不想再談論與其暴力相關的議題。 

「在跟相對人的工作上，因為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比較是用電訪、

或單次面訪，然後去倡議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想把爸爸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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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也拉進輔導，不過他們（相對人家長）意願真的蠻低的，他們通常

不太想談，然後也不太想處理孩子的狀況。」（SWD） 

 

「如果在跟他（家長）工作過程，你（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沒有辦法讓

他連結到這件事情跟目睹有關係，那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無能

為力，就是會被主要照顧者拒絕。」（SWB） 

 

（四）以兒童出發說服和討論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並非要在被害人與相對人兩方之間，去評論其親密關係

暴力的是非對錯，而是立基於親密關係暴力之下目睹暴力兒童的立場，與雙方

家長談論兒童在目睹暴力後的狀況，藉此倡議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會給予一些觀念的建立，在所有這事

件裡面，爸爸沒有錯、媽媽也沒有錯，但是我今天是站在孩子的立場

告訴你這件事情；所以會用這樣的方式跟他們建立關係，當他們（家

長）可以從孩子去出發，從孩子去想這件事情的時候，那個觀感就不

會變成只討論他們兩個親密關係暴力的議題，而是焦點應該回到目睹

這件事情怎麼對孩子產生影響。」（SWA）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都會以孩子的立場去跟家長或主要照顧

者去討論，就是讓他（家長）看到孩子的狀況。」（SWF） 

 

「如果家長淡化影響或拒絕服務，通常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都會

說服他（家長），想辦法說服他，不論是以孩子為出發，或是以孩子受

到影響作為出發。」（SWB） 

 

然而，當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針對拒絕服務的受害人家長或相對人家長工作

時，由於談論到家長的親密關係暴力的議題，所以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有可能會

因此陷入兩方家長的爭執紛爭，變成隱形三角關係的拉扯；對此，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應在論及其親密關係暴力的議題以先，與家長澄清社工的角色，並非要

成為兩方家長之議題的裁判，而是站在兒童之立場，與家長一起協助目睹暴力

兒童，藉此也鬆懈兩方家長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心防。 

「我比較擔心的是社工（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能變成替代性的案

主，例如：社工跟他們（家長）間的角色分界有所問題，而變成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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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他們（家長）兩人之間的紛爭，變成是『隱性的三角關係』。爸爸

會說：『你（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到底是挺我？還是挺媽媽？』媽媽也

會說：『你（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是挺爸爸吧？你根本不挺我！』那

等於是社工介入到三角關係，所以在那過程裡面，就會做一些檢視跟

提醒，希望社工不要變成另外一個代罪羔羊。」（SWA）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強調說他們（家長）只要來這裡，他們

就都是家長的角色，我們沒有要做裁判的那個角色，也是希望鬆懈他們

的心防，然後讓他們回到家長的角色去協助孩子。」（SWD） 

 

（五）藉由討論親職切入與家長工作 

被害人家長在選擇離開加害人之後，可能會面臨獨自撫養兒童的親職教養

議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以藉此服務需求，與被害人家長一同談論其親職議

題，分擔其親職壓力與問題，也讓被害人家長關注到兒童在目睹暴力後的問題

與創傷反應。 

「很多媽媽在這過程中，她們會擔心訴訟上的問題，會覺得很累、很

煩，所以當孩子（目睹暴力兒童）跑來煩她（家長）時就會變成壓

力；所以（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這時就站在一個能夠分擔、並且協助

她（家長）看見孩子怎麼了的角度，陪她討論親職，跟媽媽、爸爸說

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是來幫你的，我們一起來看孩子怎麼了。」

（SWB） 

 

在被害人家長或相對人家長初次拒絕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後，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仍會藉由上述的方式，試圖再次與家長建立工作關係，以尋求讓目

睹暴力兒童接受服務的機會；然而，即使社工積極地倡導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

並尋求可以與家長工作的機會，仍然有部分家長基於自身的擔心、或是對於服

務的信心、或是個人的議題等，堅持不接受其服務。因此，針對這些堅持不讓

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的家長，社工僅能針對其親職功能，協助家長看見其親

職關係，提供簡單的親職諮詢，維持初步的服務關係，以利於未來一旦家長有

需要，再次回頭尋求資源。 

「如果她（家長）最後不答應也沒有辦法，那她（家長）的原因就會

 



119 

 

像是，主要照顧者不願意接受服務、或是主要照顧者覺得不需要。」

（SWB） 

 

「有些家長確實已經很努力去照顧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他（家長）

會告訴我他用了很多的方法，他（家長）不希望有人進入他們的家，

家長可能會有他們自己的擔心、或信心的問題；所以我們（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就會做一個整理，也幫助家長看到他採取了哪些策略，這

些策略對應到孩子的協助是什麼，讓家長更清楚他到底在做些什麼

事。即使他（家長）拒絕，但是我們還是要撐著這個孩子的能量，讓

他知道說一有需要就可以找我們，另外也幫助家長有信心地繼續協助

他的孩子。」（SWE） 

 

（六）從法規的規定要求家長讓兒童接受服務 

針對目睹暴力狀況嚴重的個案，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視狀況，以兒少權法之

規定，要求家長讓目睹暴力兒童接受服務。 

「針對比較嚴重的案件，像我知道＊＊市，一旦有高危機案件他們（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已經會拉出兒少權益法來，要求家長要讓孩子接受服

務，但是若家長最後還是一直拒絕，並沒有進入到罰則。」（SWE） 

 

「說到底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沒有辦法要求他們（家長）要接受

我們的服務嘛，但是當家長拒絕我的時候，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

會挑戰他，我會用我覺得最有可能說服家長的方式去挑戰他，例如可能

這個媽媽非常害怕法令、害怕公權力，我就會拿把法條搬出來。」（SWB） 

 

然而，若是透過法條的規定來規範家長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也會擔心是否因此激怒相對人家長，而讓目睹暴力兒童再次陷入暴

力的危機；對此，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使用該方法時，仍會比較謹慎評估案況

後再決定是否以法條規範家長。 

「因為還是會考量，一旦這樣一直要求家長，情緒會不會又轉嫁到孩子

（目睹暴力兒童）身上？或是會不會激怒相對人，讓相對人又有再次施

暴的引爆點？」（SWE） 

 

「確實家暴這一塊工作會很為難是，好像都想要用一個法來規定、或是

用什麼來規定，但是相對人那塊，那個暴力的危機是我們（目睹暴力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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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社工）無法控制的，所以會變成是不管是用什麼管道或方式介入到家

庭，大家都會比較謹慎，不會太快的就把法拿出來要求他們。」（SWE） 

 

二、社工與服務網絡合作共同面對的策略 

（一）與兒少保單位合作 

由兒少保單位轉介目睹暴力服務後，由於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未具有強制性，

若是家長堅持不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且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發現兒童目睹暴

力的創傷嚴重，極需介入輔導的話；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與兒少保社工一起共同

訪視，藉由兒少保社工的公權力，以此強力建議家長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的服務。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有稍微分析一下各縣市的態度，發現有些

縣市的主管單位，像有些縣市的家防中心就會很願意讓目睹社工有一點

公權力，沒有完全下放公權力，但是會讓他們（家長）知道其實你們（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還有一些配備，包含成保社工；如果是兒保轉目睹的，

轉介的社工就要跟目睹的社工一起去訪視，一起去告訴家長說：『你（家

長）最好是讓孩子接受服務！』雖然家長還是可以拒絕啦，但是因為有

一個公權力的人（兒少保社工）共同現身，那對家長來講，他們（家長）

就會比較正視這個問題，那後面要推服務也會比較容易。」（SWE） 

 

「然後，接下來這通電話掛掉之後，就會透過轉介的社工去推家長的

服務意願，如果真的沒有辦法，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真的沒

有辦法。」（SWC） 

 

（二）與成保（婦保）單位合作 

成保社工與家長工作後，發現兒童有目睹暴力的服務需求，在徵得家長同意

後，成保社工便將個案轉介給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對此，為了提升服務的連貫性

並降低家長拒絕目睹暴力服務的風險，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傾向與成保社工一起

進行共訪，在成保社工與家長的關係之上，以提供兒童目睹暴力的相關服務。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服務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跟成保社

工合作的部分，他們（成保社工）轉介過來後，一定有一個成保的社工

嘛，因為他（成保社工）跟家長都會有一些關係；當轉介過來的時候，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盡可能的跟成保社工一起訪視進入那個家

庭；因為主要照顧者對於原來的社工（成保社工）是熟悉的，因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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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可以讓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以跟家長有一些關係的連結

跟建立，也讓家長不會對我們這麼陌生，或覺得又是一個新的社工又要

來幹什麼？」（SWF）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跟成保社工的合作，就是有關係帶關係啦，

透過他們（成保社工與家長）原本的信任關係，然後跟我們建立新的關

係，也透過這個機會跟他（家長）介紹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

讓他（家長）了解可能孩子的狀況是什麼，然後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可以提供什麼服務，我們可以一起幫助孩子。」（SWF） 

 

（三）與教育單位合作 

若是家長堅持拒絕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介入輔導，但是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對於

兒童的狀況仍有疑慮的話，社工會藉由聯繫兒童所就讀的學校的輔導老師或專輔

老師，以關心兒童在校生活的方式，協助進行相關處遇輔導。 

「如果都不行，但是這孩子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真的很擔心他的

目睹的議題，我就會拜託學校幫忙，學校輔導室輔導老師或專輔老師

能夠協助進行輔導，及關心孩子在校生活的名義，他們（老師）有時

候可以這樣做，而且對於爸爸媽媽來說比較不會這麼敏感。」

（SWB） 

 

肆、研究討論 

家暴法於 1998 年通過，二十年來臺灣家庭暴力的問題得到政府與民間單位

高度關注，一提起家庭暴力，絕大多數人即會聯想到拳打腳踢、打罵等肢體傷害

行為，然而家庭暴力絕不僅止於拳打腳踢等可見的肉體傷害。 

一、2015 年家暴法修法前：主要以兒少權益法第 64 條，與家長一起工作 

在2015年家暴法修法以先，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主要憑藉兒少權益法第 64條，

規範兒童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應」配合相關的處遇計劃，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也得以憑藉此法規內容，要求家長讓目睹暴力兒童接受相關服務。 

二、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 

然，2015 年 1 月 23 日，家暴法正式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該法之保護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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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目睹暴力兒童雖無明顯之肉體之傷害，確實可能造成兒童不可抹滅的傷痛。

對此，研究者認為目睹暴力兒童雖順應時勢所趨而被納入家暴法，然而在第一線

服務的現場，研究者發現目睹暴力兒童入法後，家暴法理應比兒少權益法更強化

法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家長之規範力道，但是研究者發現家暴法其實並無強制地

規範家長一定要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在家暴法第 14 條與第 31 條中僅以

「得」規範要求家長配合；因此，即使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若是家長明

確地表達不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在實務現場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仍無法強制

要求家長讓兒童接受服務。 

對此，即使家長在第一時間拒絕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的服務，但是大部分的

家長也多是在社工倡導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需求後，才願意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

服務，反之，也有些家長因著避諱家暴之議題，而間接否認兒童有目睹暴力服務

的需求。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自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入家暴法至今，撇除家

長因個人議題而拒絕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務，透由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家長工

作之經驗，可窺視在臺灣家庭當中，對於家庭暴力多少仍然存有「家醜不可外揚」、

「夫妻吵架是家務事」等既存觀念；因此，在目睹暴力兒童入法後，雖然兒童接

受目睹暴力服務是於法有據的，但是其中阻礙兒童接受服務的始終是整個社會或

家庭對於家暴之既存觀念，對此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仍

須透由與家長、社會不斷倡議的方式，讓更多人能夠瞭解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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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各系統的合作經驗 

本節首先會探討在 2015年家暴法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社政系統中，

與兒少保單位、成保單位以及在一站式家暴多元處遇服務方案合作之工作經驗；

另一方面，也探討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教育系統的合作經驗，藉此瞭解目睹暴力

兒童服務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服務輸送之狀況。 

壹、社政系統 

一、兒少保單位 

（一）由兒少保單位轉介目睹暴力服務 

基於兒少權益法第 64 條規定：「兒童及少年有第 49 條或第 56 條第 1 項各

款情事，或屬目睹家庭暴力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為保

護個案者，該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提出兒童及少年家庭處遇計畫；必要時，得

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團體辦理。前項處遇計畫得包括家庭功能評估、兒童

及少年安全與安置評估、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與維

護兒童及少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有關之協助及福利服務方案。」 

1.早期兒少保與目睹暴力服務分工境況 

在早期，若兒少保社工發現兒少保個案同時也目睹家庭暴力的發生，有些

兒少保社工會認定兒童有兒虐議題外，同時也有目睹暴力之議題，因此早期有些

兒少保社工也會將兒少保個案轉介至目睹暴力兒童單位；然而，以實務層面來看，

由於兒少保個案尚未處理完自身安全之議題，不論是社工或兒童都會優先關注其

安全議題上，因此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很難深入地與兒童談論到心理層面的目睹家

庭暴力之議題。 

「早期的時候有兒少保個案，因為孩子在家庭暴力的過程裡面，他（兒

少保社工）覺得孩子同時有目睹了，所以就轉來，可是其實對我（目睹

暴力兒童社工）來說，很難處遇啦！」（S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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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兒少保與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界線」 

所謂的服務之界限，意指服務範圍之限制；針對早期兒少保與目睹暴力兒

童服務同時併行的狀況，起初雖是為了能夠更全面地照顧到兒少保個案之身心狀

態而轉介目睹暴力服務；然而，根據馬斯洛（Maslow）之人類需求層次理論，人

必須在其安全需求被滿足的狀況之下，方能論及愛與歸屬感、自尊與自我實現等

議題；同理，兒少保個案在兒少保議題與目睹暴力議題之下，亦須先由兒少保端

處理完兒童在安全議題之後，再能由目睹端處理其兒童目睹家庭暴力之議題；因

此，早期兒少保與目睹暴力服務併行的狀況，不僅不符合服務之緊急程度排序，

造成兩方服務的重疊，此外也限縮了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之服務成效。 

「因為就Maslow來講，生存議題、最基礎的滿足都沒有辦法被滿足了，

連這個孩子最基本的照顧都不好的話，怎麼談心靈上、精神上、對爸爸

媽媽的觀感？所以當我今天跟兒少保共案的時候，他（兒少保社工）有

轉給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而且是典型的兒少保，目睹其實沒有辦

法做什麼。」（SWA） 

 

「兒少保護他們正在處理的時候，議題一定是鎖在安全上，通常孩子的

目睹議題是在安全之後才會漸漸浮現，所以很難同時處理安全的部分，

然後同時又處理孩子的心理狀態。」（SWB） 

 

對此，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目睹暴力兒童入家暴法之後，兒少保與目睹

暴力服務也有了較明確的服務分工與切割，相較於兒少保社工在第一線擔任保護

兒童的人身安全，目睹暴力服務屬於較後端之服務；亦即當兒少保轉介兒童至目

睹暴力服務時，必須確認兒童人身安全無虞之後，且兒少保已結案的狀況，再由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負責處理兒童在目睹家庭暴力的相關議題。 

「後來我們有明定明確的分工，現在也比較多是這麼做，他們的兒少保

要轉過來，一定要他們（兒少保）結案了，然後他們（兒少保社工）覺

得需要有人後續去關心這個孩子，意思就是他們的緊急議題已經處理完

畢了，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才去處理後續。」（SWA） 

 

「如果兒保確實有開案的話，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這邊會傾向先

不開案，等於請兒保先處理完保護的議題，然後他（兒少保社工）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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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孩子確實還需要，可以再轉給我們，其實也是避免服務的重疊啦！」

（SWG） 

 

「兒少保第一件事情是要把孩子拉出來保護他的人身安全，但我們目睹

兒少的社工其實做的不是第一線的工作，是後端，就是身體安全之後，

我們再處理心理上的安全跟覺得舒服的那個動能。」（SWB） 

 

3.兒少保與目睹暴力服務之合作方式 

（1）以兒少保單位為優先 

因此，在兒少保在案的狀況下，當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接到兒少保社工的轉介，

首先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先與兒少保端確認其安全議題是否已經解決，評估其安

全議題後再決定是否接案；若是兒童還有潛在的危機或安全疑慮，目睹暴力兒童

社工仍會傾向以兒少保的處遇為主，請兒少保社工優先處理兒童保護的議題。 

「如果兒保在案轉介過來，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直接問兒保社工

現在案狀的重點，有可能對於一些危機還有疑慮，那就會以兒保優先會

談，那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評估會談就會暫緩，就會搭配兒保，

以他們為主；如果說他（兒少保社工）現在就是電話追蹤，然後他覺得

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以進入了，那我就會開始進入到這個家庭跟

孩子。」（SWB） 

 

「這個合作會很需要去溝通是，其實一旦牽涉到兒保議題，我們（目睹

暴力兒童社工）整個服務會是以兒保為優先，因為必須要讓這個孩子是

安全的。」（SWE） 

 

（2）兒少保不開案，轉由目睹暴力端後續服務 

有些兒少保個案即使一開始被通報而進入到兒少保端，但是經兒少保社工調

查評估後，不到兒少保開案之標準，但是被兒少保社工評估有目睹暴力服務的需

求，因此會轉由目睹暴力兒少的社工服務。 

「因為有些可能是在兒保不開案，但他們（兒少保社工）可能覺得有

後續服務的需求，但不是兒保的服務內容，他們（兒少保社工）就會

轉過來，而且他們有可能兒少保合併目睹，但是兒少保不開案，可能

會轉過來。」（S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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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另一種狀況為兒童雖起初被通報為兒少保案件，後來經兒少保社工調

查後，發現該兒童在暴力事件中並不是主要被攻擊的對象，兒童乃是受到成人暴

力之波及而被通報；對此，可以發現兒少保比較是以兒童是否為主要被攻擊（虐

待）的一方做為其開案標準；因此調查後，若是受到家暴波及之兒童，可能不到

兒少保開案的標準，因而可能轉介至目睹暴力服務。 

「近期也會遇到的是目睹併兒保的議題，兒童進（兒少保）系統最初可

能是因為被通報兒保；但是在兒保那端做了調查後，發現他的照顧者施

暴的對象不是針對孩子，孩子比較是受到成人暴力的波及；所以（兒少

保）社工最後評估是說最源頭的議題兒童受到波及，所以還是會期待還

是由我們這邊來服務，就轉介進來。」（SWE） 

 

「儼然在兒保那一端，他們（兒少保社工）比較是用誰被攻擊這個來做

區分，就是他（兒童）是不是主要被虐待的對象。」（SWE） 

 

（二）由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通報兒少保單位 

在目睹暴力服務端，依據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工作經驗，多數雖然一開始是

因單純目睹家庭暴力而被轉介進來，但是隨著暴力家庭的狀況不斷演變，目睹暴

力兒童處在家庭暴力的威脅之下，很難不落入兒少保議題。 

「原本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認為有很單純目睹的，還是會有，

可是有時候整個家庭的狀況一直在演變，真的會很難不落入有兒保議

題。」（SWE） 

 

隨著現在的家庭暴力的狀況與型態越來越複雜，有些兒童即使一開始因著單

純的目睹家庭暴力議題而被轉介進來；但是，當社工與目睹暴力兒童工作一段時

間後，發現很多目睹暴力兒童介於兒少保議題的邊緣，例如：非暴力一方的家長

將情緒轉嫁在兒童身上，而導致過當管教的問題。 

「目睹跟兒少保最大的不同的原因是在於說，目睹的孩子通常爸爸媽媽

還是愛孩子的，他不會對孩子施虐；跟兒少保不一樣，兒少保可能一些

介於邊緣，也是大家現在比較困擾的，就是那個管教失當的議題；可是

有另外一個是我們典型的兒少保就是，他真的會對孩子施虐，但是目睹

的孩子不會到那個地步。」（S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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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開始單純目睹，但是他後來衍生……譬如說他（目睹暴力兒童）

的主要照顧者是媽媽，但是媽媽長期以來，逐漸精神也開始有些問題，

或是她沒有辦法好好去照顧這個孩子，就會有一些精神上的疏忽，照顧

者的情緒也轉嫁在孩子身上，所以她也會過當管教，但這種不太容易被

揪出來，因為畢竟大家還是認為她是受害者，認為那是情緒控管的問題，

就比較不會進入到兒保，可是其實孩子已經受到不當對待了。」（SWE） 

 

此外，也有很多家暴案件，即使一開始兒童是因單純目睹暴力，但是當家庭

的暴力越來越激烈時，目睹暴力兒童不得不陷入於父母之間的衝突中而受到波及，

其中很多暴力是以情緒、精神的暴力型態存在，例如：相對人恐嚇要脅兒童，對

於這些遊走於精神暴力邊緣的暴力案件，雖然其肉體並無重大明顯的受虐跡象，

但是對於兒童本身卻已經造成無可抹滅的傷害。 

「我們也常常遇到是單純以目睹案件進來，大部分是以單純目睹的案件

進來啦，可是在過程他（目睹暴力兒童）可能開始受到波及；像我們之

前就有遇過父母的衝突越來越高，然後爸爸拿瓦斯桶放在床頭，然後要

小孩睡一起，拿著打火機，就是隨時要點燃，要玉石俱焚，或是也有爸

爸是拿刀子威脅，就把小孩抓過來就抵著孩子，然後就告訴孩子說『我

要殺了你媽媽！』，那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有沒有被虐？這個孩

子（目睹暴力兒童）其實精神已經受到很大的恐嚇了，那到底算不算兒

保的問題？」（SWE） 

 

在目睹暴力端，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處理兒童目睹暴力的議題時，有別於兒

少保社工關注並鎖定在兒童的安全議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所關注的焦點是非肉

體受虐的心理精神層面的暴力型態；因此，在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實務當中，無

可避免的會遇到有些案件介於目睹暴力議題與兒少保議題的灰色模糊地帶，對此

也經常會有一些案件隨著家庭暴力事件的演變，而轉變成兒少保案件。 

「過去已經將近十年的時間，大概從 98 年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就一直在跟主管機關一直在討論這些議題，很難……當時我們（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的方向是希望目睹可以被列入是兒保的對象，但沒有辦法，

因為整個政策還是沒有走到去看到這些孩子『受傷之外的受虐』的這些

需要。所以，有些目睹併兒保是從兒保那邊轉目睹案件，但是也有很多

是在目睹這一端發現他（目睹暴力兒童）其實已經受到過當管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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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去通報兒保，所以像去年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統計通報了 18件的兒保。」（SWE） 

 

（三）修法後兒少保與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情形 

2015 年家暴法正式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其法保護的對象，對於目睹暴力兒

童服務而言是極具意義的重要里程碑；其法條與政策規定走得相當快速，法條及

政策方向期待以「大兒（少）保」的概念保護目睹暴力兒童；然而，在目睹暴力

服務端的實務現場可以發現，相較於其法條與政策所規劃出的大兒（少）保的理

想憧憬，其實有很多處在兒少保與目睹暴力服務之模糊地帶的兒童，雖然能夠被

目睹暴力服務端服務，但是這些兒童所承受的受虐強度並不亞於身體受虐的精神

創傷，然而這些兒童仍處於不到兒少保的開案標準，因而無法進入到兒少保體系

受到更完全的保護。 

「現在所有法條的修改跟政策的規定都走的很快，越走越快，可能也是

用比較大兒保的概念，在看目睹的這群孩子，希望保護，但是又不敢完

全的保護，一個很矛盾的氛圍；如果真的要保護，就是要依法去處遇，

就有點像兒保那樣子，但是又不到；那又無法去承認目睹的孩子其實也

有兒保的需要、也有遭遇兒保的這個問題；所以，導致我覺得整個法條

形成可能讓更多孩子可以被看見，但是也處在一個這些孩子沒有辦法真

正被保護的矛盾裡面。」（SWE） 

 

修法後，因著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社工理應以法保護這群目睹暴力

兒童，但是在實務上卻發現即使目睹暴力兒童入法，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社工一

方面在面對家長時因為無公權力故無法強制讓兒童接受服務，另一方面在各服務

網絡的合作中，因著各服務機關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想法仍很分歧；因此，在整

個服務網絡中，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除了必須想辦法說服家長讓兒童接受服務，此

外必須要花很多心力與各網絡溝通並磨合。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沒有公權力啊！家防也覺得他們沒有辦法

去要求，很多的問題在跟網絡的合作裡，會發現法一直在走，但是各網

絡的配合還來不及，所以法的落實跟現實層面其實差異是有的，包含網

絡是不是對目睹這群孩子的需求有共識，對於自己應該要怎麼去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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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那個位置應該要怎麼去協助這些孩子，其實大家的想法都很分歧，

會造成網絡合作之間要花很多的力氣去溝通、去磨合；然後，大家各有

自己的觀點，找不到交集點的時候，也容易造成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

童）就被落掉了、或是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只能被我們（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持續服務，其他系統就因著他們的觀點覺得不需要就撤了；

所以，我覺得比較大的困境就會是在於共識很難形成，網絡之間的共識

很難形成，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實務工作上，除了直接服務上，

你還要花很多的心力去跟各個系統做溝通。」（SWE） 

 

二、成保（婦保）單位 

若觀察各目睹暴力服務單位的個案來源，可以發現其主要的個案來源主要來

自於家防中心的成保單位；根據家暴法第八條，家防中心所應辦理之事項其中包

含「提供或轉介被害人、經評估有需要之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家庭成員身

心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此外依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辦理原則」規定，家防中心於受理家庭

暴力案件通報時，應評估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目睹家庭暴力之情事，並協助連結相

關目睹暴力兒童輔導資源，以減緩兒童因目睹家庭暴力所受的傷害；當成保社工

經過評估發現有目睹暴力的兒童，即須協助兒童連結相關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資

源，必須知會學校單位、或是再決定是否要轉社福單位等。 

「一旦家長，受暴的這一方進入保護系統，就必定會落在成人保護，成

人保護的社工得知家裡有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他（成保社工）就必

須要為這個孩子做評估，那就要再決定要轉知學校、還是進社福單位、

還是雙轉、還是進醫療等等。」（SWE） 

 

「入法之後，就會衍生通報的問題嘛，例如婦保社工知道這邊有目睹兒

少，就他（成保社工）就一定要知會學校或知會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他（成保社工）必須要做這個知會的動作，然後這也會列入他們

的一些評量，例如轉介率。」（SWD） 

 

（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成保社工之共訪議題 

1.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成保社工共訪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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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隨著成保單位轉介目睹暴力兒童的比例增加，目睹

暴力兒童社工與成保社工之間的合作也越加頻繁；當成保社工將兒童轉案給目睹

暴力兒童社工後，由於成保社工已與建立家長有一定的工作關係，故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期待先與成保社工與家長討論兒童的狀況，確認家長願意讓兒童接受目睹

暴力服務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再藉由與成保社工共訪的機會，與家長進一步地

建立關係。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服務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跟成保社工合

作的部分。由成保轉介過來之後，通常會希望由成保那邊，因為他（成

保社工）跟家長那邊有一些關係，可以先跟他（家長）聊一聊孩子的狀

況；另一方面也讓他（家長）知道有這樣的服務可以提供給孩子；第二

個部分就是，當轉介過來的時候，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盡可能

跟成保社工一起去訪視，一起進入家庭，透過他們（成保社工）原本的

信任關係，然後跟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建立新的關係，我們（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也透過這個機會跟他（家長）介紹我們，也讓他（家

長）了解可能孩子的狀況是什麼，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服務，那我們

可以一起怎麼幫助孩子？而不是說好像又有一個社工來指導他怎麼教

孩子。」（SWF） 

 

因此，當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接到來自成保單位的轉案後，即與該成保社工聯

繫，希望透過成保社工可以先瞭解並蒐集家長與兒童的個案狀況，再透過共訪的

合作機制，以利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以更快地介入輔導。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長期跟成保單位合作的經驗，甚至是家防

中心的合作經驗，在很多轉介上的問題，譬如說轉介過來，他（目睹暴

力兒童）是不是高危機的案？轉介過來的時候，社工（成保社工）對於

這個目睹兒少的評估是什麼？透過這些資訊，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可以比較快掌握這個孩子的服務需求。」（SWC） 

 

「共訪的用意主要是協助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以比較快的能夠

進入、看到家庭的樣貌，因為婦保社工對於婦女比較熟悉，基於這樣的

立場，就是也是讓婦女不要再重複那個，重述一次她受暴的歷程。」

（S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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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區性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成保社工共訪執行之困境 

（1）成保社工在初篩組多以電訪轉介，實難完全掌握家庭及兒童狀況 

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隨著修法後相關法規的頒訂，成保社工對於目睹

暴力兒童的敏感度也越來越高，成保社工可能在電訪初篩的階段，將疑似有目睹

暴力議題的兒童轉案給目睹暴力服務的單位；然而，在實務現場，對於成保社工

而言，一方面由於很多個案只單憑電訪的方式與家長接觸，對於該兒童的資訊瞭

解程度也不深；另一方面，由於成保社工之工作重點主要是處理婦女的危機狀況；

因此，根據東部地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成保社工合作的經驗，兩方共訪的合作

往往不易成功。 

「後來比較特別的是，因為現在有分成初篩組，所以就會變成是初篩社

工轉，但是其實（成保）社工跟婦女接觸沒有很多，可能就那一通電話

而已就決定要不要開案，如果有需要目睹兒少的服務，OK那就轉，但

是就會變得是他（成保社工）也不了解案家的狀況。」（SWG） 

 

「有些可能初步篩選就轉過來了，可能對於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掌

握度沒有這麼高，或者是他（成保社工）可能會比較在處理婦女的危機

狀況，所以在共訪上，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遇到困難，也瞭解

到在他們（成保社工）跟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共訪上執行的困境。」

（SWF） 

 

（2）成保社工因個案負荷量大，導致難以進行共訪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成保社工共訪的合作機制，立基的出發點起初是為了能

夠讓成保端與目睹暴力服務端之間的服務輸送網絡更加順暢；然而，根據東部地

區的實務現況，成保社工因為礙於個案負荷量高而無法進行共訪；然而，另一方

面對成保社工而言，由初篩組社工只憑電訪方式評估，有時成保社工可能連婦女

也不熟悉，更何況若是在成保社工根本沒有開案的狀況下，成保社工對於轉案的

目睹暴力兒童也不熟悉，在服務輸送的過程當中成保社工確實難與目睹暴力兒童

社工達成共訪的目標。 

「有些成保社工，如果跟他說明共訪的原因，或是說明為什麼我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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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暴力兒童社工）要這麼做，其實還是有不少（成保）社工願意跟我們

一起去共訪；但是也會遇到不願意、或是比較婉轉拒絕我們的，就會覺

得好像不太需要這個部分。」（SWF）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希望可以跟縣府（家防中心）達成共訪的

共識，其實在很多次的聯繫會議上也都有達成共識，但是就是成保社工

比較忙，所以真的願意跟我們共訪的（成保）社工其實比例不多；確實

家防中心（成保）社工的案源案量比較大，而且即時性比較強，可以理

解他們（成保社工）就是真的沒有這麼多的餘力可以關注在孩子（目睹

暴力兒童），這也是目前共訪遇到的最大的困難。」（SWG） 

 

「有時候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能很多資訊都沒有，所以後續我

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跟婦女連繫的時候，就會變得很困難，因為

請家防中心那邊的社工（成保社工）連繫，他們（成保社工）也覺得立

基點比較薄，因為成保社工也跟這個婦女不熟悉，而且他（成保社工）

也沒開案，所以這是合作上的一些困難啦！」（SWG） 

 

綜合以上兩個因素，該地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成保社工的共訪議題，其實

也間接影響到東部地區家防中心成保社工的轉案意願；一方面成保社工可能會因

為對於兒童沒有太多的接觸跟瞭解，所以沒有進行轉案；另一方面，可能屈就於

成保社工的個案量大且具有時效性，因此降低成保社工的轉案動機，而導致其目

睹暴力兒童的轉案量下降。 

「然後再來第二的困境就是案源，就是轉案量，他們（成保社工）轉案

的意願變得不高，可能也關乎到共訪的困境，他們（成保社工）可能會

覺得他們不夠對這個孩子不夠了解；但是其實我們跟家防中心合作，成

保社工跟孩子可以不用很多的接觸，甚至一點點接觸也 OK，但是對於

成保社工來說可能覺得太複雜了，所以降低了蠻多他們（成保社工）的

轉案，像今年的案量來自家防中心的（目睹暴力兒童）案量就變得蠻少

的，包含學齡前也都蠻少的。」（SWG） 

 

（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承擔成保社工之部分責任 

1.身兼目睹暴力兒童與其主要照顧者之輔導角色 

若觀察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單位的個案來源，可以發現各單位將近一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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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來源來自於成保單位的轉介；成保單位將兒童轉介至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後，

由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負責與兒童及其主要照顧者工作，社工為了提升主要照顧者

的親職功能；因此，可能也會觸及家長的個人議題，例如：家暴創傷、過往被性

侵的經驗、過往成長歷程失落的議題等；然而，就服務分工而言，成人的個人議

題應該回到成保端接受相關輔導與服務；但是當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欲將家長的議

題再轉由成保端服務時，可能發現成保社工由於已評估其家庭無暴力危機，因此

成保端已經結案；或是在成保端評估無暴力危機後，成保端轉由電訪的方式進行

後續追蹤，在沒有面訪的狀況下，成保社工與家長的關係相較之下無法立刻觸及

到家長的心理創傷等相關議題。 

「成保的資源也呈現一個有限的狀態，變得是說他們（成保社工）沒辦

法做更多，但是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又評估到家長有需求，譬如

說家長個人的議題，例如：她（家長）的婚暴創傷、或是她（家長）過

去被性侵的經驗、或是她（家長）童年成長的失落議題，其實那些都會

回應到她（家長）現在的親密關係，這部分原本應該是成保工作的重點

啦！可是就是成保那邊已經結案了，或是因為成保的案量也高，所以有

時候是透過電訪跟家長建立關係，如果評估這個家沒有暴力危機，其實

很快就會結案，或是一個月連絡一次等等，成保跟家長的關係其實沒有

這麼靠近；所以，變得說目睹的社工除了要承擔孩子的狀況，其實有時

候還是會做到成保的部分。」（SWD） 

 

2.為提升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功能，必須與家長談論親密關係暴力議題 

對此，在成保可能已經結案的狀況下，或是因為成保社工與家長的關係不夠

密切，以致於家長不願意接受來自成保社工的服務資源，例如：心理諮商輔導；

然而，若是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以兒童目睹暴力的服務需求，與家長談論其親職角

色與功能，家長則相對願意因著兒童的關係而處理家長個人的議題。因此，對於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而言，由於主要照顧者的狀況牽動目睹暴力兒童的整體狀況，

為了提升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功能，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不得不擔起原本應該由成保

社工負責的家長的親密關係暴力之議題。 

「因為成保社工與家長的關係不夠，就會影響家長是不是願意跟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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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社工）討論這個資源，例如：要接受心理諮商，對於家長個人而言需

要非常多的心理準備，社工也要引導她們（家長）看見為什麼需要諮商，

譬如要好好照顧自己啊，從中找到一些力量跟方法去面對現在的生活困

境等。其實蠻多家長需要這個（諮商），但是她們（家長）可能也拒絕

跟成保工作，所以變得說成保的服務就會銜接不上；由目睹兒童的角度

與家長討論時，其實蠻多家長是願意跟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合作，

就是她們（家長）願意處理孩子這一塊，但不願意處理自己的狀況。」

（SWD） 

 

三、一站式服務方案的服務輸送網絡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將目睹暴力兒童納為家暴法保護對象；同年，衛生福利

部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經費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一站式家庭暴力多元處遇方案」

（以下簡稱「一站式服務方案」），強調以家暴被害人的需求為中心，運用一站式

的服務精神以提供被害人整合性的服務處遇（游美貴、鄭麗珍、張秀駌、莊珮瑋、

邱琇琳，2016）。 

2015 年後，在一站式服務方案運行之下，為提升家暴服務輸送之服務連結

的順暢度，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也被納入為一站式服務方案的服務項目之一。以

後續追蹤的社工（以下簡稱後追社工）為例，在 2015 年前，後追社工主要著重

於婦女的服務，因此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轉案量較少；2015 年後，因著目睹暴力

兒童列為家暴法的保護對象，目睹暴力兒童也被納入一站式服務方案的服務對象；

此外，因著後追社工與婦女的服務過程比較長，所以與兒童的接觸也比家防中心

成保社工多，相對之下較能掌握目睹暴力兒童的相關議題；因此，相較於來自家

防中心成保社工的轉案，在一站式服務方案的服務網絡，當後追社工轉介目睹暴

力服務時，則能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比較完整的目睹相關資訊，以利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能夠更快地進入到家庭之中並掌握家庭的初步樣貌，以提供兒童目睹暴

力的相關服務。 

「修法後的改變，感受比較深的是跟網絡間的合作，一站式的合作會變

得更緊密。以前沒有一站式的時候，就是包括修法前，後追社工會著重

在婦女服務，所以後追社工對於目睹兒少的轉介量會比較少；但是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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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把目睹兒少納入進來以後，在一站式服務精神之下也把目睹兒少給

拉進來，後追社工因為跟婦女的服務過程比較長，所以跟小朋友接觸也

比家防中心的社工多，所以他們（一站式後追成保社工）更能夠了解小

朋友現在的狀況，所以他們（一站式後追成保社工）在轉介目睹暴力服

務的初期，可以幫助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更快進入並了解到家庭

初步的樣貌，這是跟來自家防中心轉介之間蠻大的差別啦。」（SWG） 

 

「一站式成立以後，修法後，我們自己機構內一站式的轉案量就提高了，

目睹兒少的轉案量變得比較高，而且合作方式也變得更積極；因為在一

站式之前，其實都是各做各的，那一站式把大家都兜起來以後，才有對

整個家庭的服務啦！對，我覺得感受蠻明顯的。」（SWG） 

 

（一）單一機構承接一站式服務方案 

1.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後追服務 

在一站式的服務輸送網絡當中，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後追社工的合作密切；

一般來說，後追社工與婦女的服務期程平均將近一年以上，在工作前期，主要會

以婦女本身受暴後的創傷議題為主，等到後追社工處理完婦女的暴力創傷議題後，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便會開始與後追社工一同討論兒童在家暴之下的目睹暴力議

題，以及需要婦女一起協助的親職或教養議題。 

「一站式後追的服務期程、歷程比較長，後追的個案平均都會一年以上，

所以其實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跟後追社工合作的時候，前面當然

是會先以主要照顧者她自己內在的這個部分為主，就是先處理她受暴後

的創傷，然後她 OK狀態 OK了；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會開始

跟後追社工討論，在服務過程中看到目睹兒少的某一些狀況，需要家長

一起來協助這個部分，我們就會去跟後追社工做討論。」（SWG） 

 

2.家暴事件服務 

受暴婦女離家後，如果要談離婚的話，就可能會遇到子女監護權訴訟或聲請

保護令之議題，法官為了瞭解兒童與父母之間互動的情況，也可能會要求目睹暴

力兒童出庭說明目睹暴力的過程。在服務初期，婦女可能在沒有告知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要出庭的狀況下，就帶著兒童一同出庭；然而，在一站式服務網絡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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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暴事件服務的社工知道是接受目睹暴力服務的兒童要出庭，便可以即時提供

陪同出庭的服務；在陪同出庭後，目睹暴力兒童的主責社工即可透過家暴事件服

務的社工，而得知目睹暴力兒童在出庭當下的情緒反應或是有關兒童出庭後的感

受等，以確保服務輸送的順暢。 

「婦女在受暴初期，離開家庭以後，如果要談離婚的話，就會碰到監護

權、保護令的議題，比較大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需要出庭說明目睹

暴力的過程；我們一站式包含家暴事件服務處，如果在剛開案初期，媽

媽可能來不及跟我們說孩子要跟媽媽到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社工知

道以後，就會通知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這時候陪同出庭就會先

由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社工去執行，因為個案（目睹暴力兒童）已經到他

們（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那邊了；所以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

跟家暴事件服務處有很多的交流，我們可能想要了解孩子（目睹暴力兒

童）在法庭上情緒反應、出庭後的感受，這時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社工所

提供的資訊就可以幫助目睹社工後續跟孩子做庭後服務的時候，有多一

點資訊可以理解。」（SWG） 

 

3.家事事件服務 

當父母雙方決定進行子女監護權訴訟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家事事件服務

的社工之間的合作便會變得密切，透過一站式服務網絡的合作，家事事件服務的

社工可以更精準的針對目睹暴力兒童的監護權訴訟期程，給予其父母相關的法律

專業知識與訊息，例如：當法院確認其監護權歸屬後，該如何進行往後的會面交

往，以及父母教養不同調的問題等，透過與家事事件服務處的社工合作，也可以

藉此提升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服務品質與效能。 

「當父母在爭監護權的時候，難免沒有辦法看到孩子（目睹暴力兒童）

的狀況，老實說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對於法令會比較難與父母解

釋的那麼完整；此時家事事件服務處的社工就很重要，他會提供比較專

業的訊息給雙方父母，包含請雙方父母去上課、親職教養的部分、孩子

出庭後父母回去怎麼跟孩子說？或是當父母確定監護權歸屬後，要怎麼

進行會面交往？此外，如果監護權分開了，就會有教養不同調的問題，

如何去協調教養不同調的問題？這時候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跟家

事事件服務處合作就會變得更加的緊密，需要透過他們（家事事件服務

處）提供父母專業知識及法令讓雙方父母知道。」（S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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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機構承接一站式服務方案 

1.跨機構文化之磨合與挑戰 

若是由不同機構分別承接一站式的不同的服務項目，難免會因著來自於不同

機構，而有不同的組織與文化。 

「一站式基本目標就是希望服務對象可以在最方便的狀況得到服務，隨

時可以得到這些服務，那＊＊比較特別的是，相對人、被害人、目睹、

會面服務都在同一個辦公室；所以，他們家一有什麼狀況，大家很快就

可以掌握到。在不同的單位，也有不同的組織、文化，我覺得這個會有

所影響，因著機構的理念不同，也會影響到每個機構社工在處理個案該

做到什麼，一定會產生很多需要挑戰跟磨合的地方，因為都是來自不同

的機構，各機構也對服務方案有一定的價值啦，以及各機構覺得服務方

案應該要做到什麼等等。」（SWA） 

 

2.不同處遇立場之紛爭 

在一站式的服務網絡下，討論共案的機會非常大，因此經常會邀請一站式各

服務單位的社工一起召開共案會議，相對人社工、被害人社工、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各自與來自同一家庭的家庭成員工作，所以藉由共案會議的時間可以比較全

面地針對家庭的議題，並且透過社工與其案主工作的狀態，讓社工可以更快、更

清楚地掌握這個家庭的樣貌。然而，在共案會議當中，若是相對人社工、被害人

社工、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各自只站在自己所服務的案主之立場，其會議則會變相

地成為暴力家庭的縮影；因此，一方面社工各自來自於不同的機構背景，另一方

面社工若各自站在相對人、被害人、目睹暴力兒童的立場去談論處遇時，便不得

不被限縮於暴力家庭的樣貌，而很難真正以客觀的角度與網絡合作。 

「原本都還蠻順利的，可是隨著我們案件的討論，後來就有處遇上面的

紛爭；在處遇上面的紛爭，比較是回到最初的議題就是婦保與兒保的吵

架啦！就是我今天站在孩子的立場、跟站在父母的立場，就會完全不同！

當我們又『以家庭為中心』去討論的時候，如果沒有處理好就會有一些

爭執；例如：今天站在孩子的立場，就會說『我覺得我們要怎麼保護這

個孩子……』，但是站在被害人社工的立場，『媽媽要逃出來已經很可憐

了，媽媽已經有在做了啊！媽媽也很為難啊……』然後，相對人社工就

會說：『爸爸為了修復這段關係他也做了一些東西了啊！他跟過去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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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啦！』當這些狀況同時存在的時候，變成每一次（一站式）開共

案會議時，就像是家庭的縮影；後來我們就發現明明是三個社工在開會，

為什麼這個很像爸爸、這個很像媽媽、這個很像小孩？」（SWA） 

 

3.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多方協調 

對此，針對其暴力家庭的議題，相對人社工、被害人社工、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雖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與案主工作，但是在共案會議的議題協調上，應該思考

透過網絡的合作要一起將這個家庭帶往何處，並訂定處遇目標。 

「所以後來就有一些協調機制，以『家庭面取向』來講，到底三方（相

對人社工、被害人社工、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處遇目標上要把家庭帶

到哪個方向？而不是只有被害人你要去哪裡、相對人你要去哪裡、目睹

社工要幹嘛？我覺得跟網絡聯繫、跟網絡合作本來就有很多困難，那我

覺得沒有一個是一定對的，回到我們服務的對象，然後我們可以怎麼做，

比較會是這樣的狀況，這是跟網絡之間合作的情形；我覺得其實也回應

到一站式的目的，因為在別的機構有可能一站式是來自同一個機構，就

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可是在＊＊的一站式（來自不同機構）會需要跟很

多網絡合作，我們資訊的交流、討論處遇的擬定是快速的，可是怎麼進

行處遇就是我們需要磨合的地方，所以我們三個單位有時候就會需要有

一些討論。」（SWA） 

 

貳、教育系統 

一、國小 

（一）家防中心轉知學校 

依據家暴法第 8 條及第 50 條規定，主管機關接獲家庭暴力事件通報後，應

即行處理，並評估有無兒童目睹家庭暴力之情事，及提供或轉介經評估有需要的

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身心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此外，依據家暴

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各級學校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措施是教育主管機關

的權責事項；若目睹暴力兒童仍在學中，應依衛生福利部訂定的「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原則」，轉知各級學校提供

相關輔導處遇。因此，家防中心成保社工受理家暴事件通報後，若評估兒童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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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家暴的議題，且兒童目前正在學中，成保社工則應轉知給該兒童所就讀的學校；

此外，家防中心的成保社工評估兒童的身心狀況後，可再決定是否要再雙轉給社

福單位或其他單位。 

「一旦家長，受暴的這一方進入保護系統，就必定會落在成人保護，成

人保護的社工得知家裡有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他（成保社工）就必

須要為這個孩子做評估，那就要再決定要轉知學校、還是進社福單位、

還是雙轉、還是進醫療等等。」（SWE） 

 

「現在都一定要先轉知教育，我不太確定社政單位轉介過來，社政單位

的評估跟標準機制是什麼，但一定都會轉知教育，如果他們（家防中心）

評估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有需要這樣的服務的話，學齡中跟學齡前也

都會轉介到我們這裡。」（SWF） 

 

「婦保有時會雙轉，就是轉了學校又轉了我們（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單位）

這邊。」（SWD） 

 

1.家防中心轉知學校時，填具目睹知會單 

此外，為了讓接受轉知的學校所屬主管機關可以掌握兒童的相關資料，家防

中心在轉知時會填寫一份「目睹家庭暴力兒童案件轉知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知會

單」（簡稱目睹知會單），其表單內容包含家庭概況、家暴通報情況、目睹暴力兒

童身心狀況簡述與社工的相關評估或處遇等，該知會單便會傳送給學校所屬的主

管機關；對此，受到轉知的單位應於接獲知會單後一個月內，由學校將目睹暴力

兒童個案處理的情形，以密件公文回覆學校所屬主管機關與家防中心。 

「學校他們收到目睹知會單，被要求一個月內要回覆，目睹知會單就是

會比較詳細的去敘述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整個案家的狀況、婚暴

史、目睹史、跟一些基本資料，然後社工的處遇跟評估，跟案主的服務

需求。」（SWC） 

 

2.修法後學校對於目睹知會單之因應態度 

2015 年家暴法修法至今，教育單位在家暴法之規範下，教育主管機關必須

擔負起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措施，並且規定各級學校在接獲社政單位的知會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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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一個月內回覆；然而，有些目睹暴力兒童個案由於社政單位雙轉教育單位

與社福單位，因此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根據其與學校單位接觸時的觀察發現，目睹

知會單施行近兩年的時間，起初學校單位對於該怎麼去操作知會單是感到疑惑且

困擾的，然而至今因著法的推行，學校也較能瞭解如何回覆目睹知會單。 

「從開始指導學校有義務要處理知會單的這件事情，然後發展到現在，

可能一年兩年了，我覺得比較能夠感受到那個差異性；但是也有蠻多個

案，（家防中心）社工除了有知會學校外，也還轉給我們（目睹暴力兒

童服務單位），所以我可以感受到蠻多學校對於收到知會單後要怎麼做

是有疑惑的、蠻困擾的，會覺得說『怎麼有這麼多限制？』然後很不理

解為什麼會這樣子分配，『我怎麼會收到這個東西？我要怎麼出這份報

告給家防中心？』他們（學校）可能會很錯愕，但是他們（學校）也從

不知道怎麼做，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目睹知會單，所以他們（學校）必須

知道得怎麼做。」（SWC） 

 

（二）學校啟動三級輔導 

當學校接獲知會單後，應由學校召開個案會議，針對目睹暴力兒童進行相關

評估，依照目睹暴力兒童的身心狀況，啟動學校三級輔導制度。 

「學校去做輔導，要從一級、二級慢慢爬，所以學校評估這個孩子（目

睹暴力兒童）有需求，會先從一級開始，導師關注，如果導師關注覺得

還不夠去協助這個孩子，就會再到二級、再到三級。」（SWC） 

1. 一級輔導（發展性輔導） 

（1）導師關懷 

對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而言，由於兒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學校，在學校

兒童與導師相處時間最長，相較於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角色，導師更是一個可以

穩定陪伴兒童的角色，因為導師能夠時常看見兒童平常的生活樣態，可以即時關

懷並瞭解兒童的生活狀況，進行初級的輔導工作。 

「對目睹兒少來說，尤其是學齡期目睹兒少他們待在學校的時間真的很

長，他們（目睹暴力兒童與導師）朝夕相處，跟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一個月才會見一次面，真的差很多！」（SWC） 

「說實在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比較常在學校，導師最常看到孩子的

狀況。」（S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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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角色很重要，因為小朋友（目睹暴力兒童）在學校很長的時間，

相較起社工，老師更是一個穩定跟陪伴的角色，我覺得應該是我們（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做配搭，就是我們進入學校跟老師合作嘛，然後一方

面是我們入校提供可能比較深度的服務，兒童在生活的固定的陪伴跟支

持上，則由老師這邊去做協助，然後老師也可能把孩子的狀況，跟我們

做回應或是跟我們做討論。」（SWF） 

 

此外根據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經驗，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在學校的三級輔導

機制中，目前普遍仍是停留在一級輔導，亦即導師關懷的階段。 

「普遍停留在一級導師輔導，就是學校知會單之後的其他狀況。」（SWC） 

 

「很多其實還是在導師關懷階段，然後少數會進到認輔階段，但是（認

輔）一學期就結束了，就幾乎沒有什麼輔導資源。」（SWD） 

 

「大部分會在一級導師關懷，或是專輔老師提供就是輔導的部分。」

（SWF） 

在一級輔導當中可以發現，導師對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而言是一個穩定陪

伴的角色；因此，在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上，導師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導師

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幫助可以很多元、也可以非常地具有彈性，重點在於導師能

夠在兒童的學校生活中提供兒童適切的生活輔導與關懷。 

「對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來講，老師的角色，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存

在，如果孩子信任老師的話，一有什麼事，他（目睹暴力兒童）就會很

願意跟老師說。」（SWF） 

 

「在一級輔導，有些老師很積極，一旦知道孩子家庭有家庭暴力，老師

都會很積極的去關心；老師也會用比較適當的方法去照顧孩子（目睹暴

力兒童）；像之前案例是，放學後老師讓他（目睹暴力兒童）留下來，

老師繼續處理備課，同時看著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也引導孩子

（目睹暴力兒童）的課業；這老師的概念是如果孩子（目睹暴力兒童）

在學校的時間越久，他（目睹暴力兒童）就越可以減少在家裡目睹的機

會，因為一回家可能就繼續目睹，所以老師自發性的去做這樣的協助，

其實這樣的老師也不少！」（SWE） 

 

「學校老師其實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例如正向能力、復原因子的增強，

因為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可能有些行為問題，導致在學校的學習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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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好，他（目睹暴力兒童）又更不喜歡去學校；然後我們（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就會跟學校老師討論，老師就會去找資源去給這個學生（目

睹暴力兒童），例如說：因為孩子喜歡跑步，然後替代役每天又跑步，

所以就讓孩子跟他一起跑；我覺得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有人陪，有一

個共同的目標，他（目睹暴力兒童）就會變得比較開朗一點，所以這是

可以跟學校的合作，可是如果在轉銜的過程，學校不願意釋出資源給這

些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就會很可惜！」（SWA） 

 

（2）認輔機制 

相較於專任輔導老師，是由專業輔導背景的專輔老師與目睹暴力兒童會談；

在一級輔導中的認輔機制，認輔老師通常是該班學生的導師，以一學期或一學

年為主，定期與兒童聯繫，陪伴並關心兒童的生活近況；有些學校則會由志工

擔任認輔的角色，透由簡易的培訓後，與兒童會談並關心兒童的生活近況。 

「認輔就是學校老師，然後可能有接受一些相關的訓練，但是其實是沒

有到相當專業；然後認輔可能比較是關心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生活

近況啊，就是陪伴的角色。」（SWD） 

 

「有些老師或志工有空會樂意去關心這群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如果

學校老師評估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可能需要大人的陪伴的時候，

他們（學校）就會有這樣的機制，讓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在固定的時

間，跟老師或志工會談，就是在一個時間會談，可能就每週固定一次。」

（SWC） 

 

2. 二級輔導（介入性輔導） 

二級預防的輔導重點在於早期發現需要高關懷的學生，並早期介入輔導，避

免其落入三級輔導；因此，對於導師而言必須要熟悉校內轉介與通報流程，針對

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評估狀況後嚴重者則轉介至輔導室予以輔導；輔導室的專

輔人員則協助個案管理，必要時與兒童進行個別諮商與輔導。 

「專輔是由專業輔導背景的老師，所以他們（專輔老師）相對有比較多

的專業知能，比較容易做到心理層面的，但是如果要再更深，就還是要

回到諮商師的部分。」（SWD） 

 

「我不太清楚學校怎麼認定，因為通常學校只做到二級，如果學校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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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社工（學校社工）的話，他們（學校）就會做到三級，或是學校轉學

諮中心，也可以做到三級。」（SWC） 

 

3. 三級輔導（處遇性輔導） 

在學校三級輔導機制當中，可以發現相較於一二級輔導而言，目睹暴力兒童

真正進入到三級輔導的比例其實並不高；因此，針對身心狀況比較嚴重的目睹暴

力兒童而言，除了學校與學諮中心的專輔資源之外，為了可以讓目睹暴力兒童可

以得到適切的目睹暴力服務，學諮中心與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服務上的合作也是

相當重要的，例如：學諮中心的學校社工與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以透過事前核對

兒童的狀況，分配其會談內容，使兒童可以透過不同的管道，得到多元的諮商輔

導資源。 

「學諮中心除了要處理目睹，可能還有兒少保，還有其他的案件，所以

真正在目睹服務的案量其實不高，真正到三級的不高！」（SWA） 

 

「學校有分三級輔導嘛，然後真的會進到三級的比例其實真的非常的

少。」（SWD） 

 

「如果他們（學校）開到三級，可能每週會談，然後學校社工去跟他（目

睹暴力兒童）談，那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訪視頻率通常是一個

月一次，所以我們會盡量去分我們談的內容，盡量不要重複，然後不同

的管道，孩子可以找不同的資源。」（SWC） 

 

「與學諮中心合作會發現，你（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跟他（學諮中心）

在乎的點不太一樣，他（學諮中心）在乎的是『孩子（目睹暴力兒童）

有沒有輟學？在校的生活好不好？你（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有沒有定期

來校訪？』關心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家庭，這是學諮中心首要關心

的事情，他們（學諮中心）其實沒辦法這麼深入跟孩子談目睹的議題，

就要依照各學諮中心的社工師、心理師的個人能力去做。」（SWB） 

 

（三）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學校的合作現況 

1. 教育與社政分流輔導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通過的家暴法，已明定教育主管機關應辦理目睹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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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的輔導措施；此外，依據衛生福利部訂定的「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原則」，倘若目睹暴力兒童仍在學中，

家防中心應轉知教育資源協助，（1）一般性個案，建議由學校啟動三級輔導，整

合校內相關資源提供協助輔導；（2）經評估有需要專業及深入輔導的個案，建議

轉由各地學諮中心協助連結專業輔導資源；另外，關於學齡前期或學前教育（幼

兒園）的兒童，則建議家防中心優先考量連結其他專業輔導資源。 

「法律有規定目睹服務，目睹兒少是『應』提供服務的對象，除了社政

單位之外，教育單位也有被規範要去做協助，所以目前家防中心的考量

就是如果是學齡期，他（目睹暴力兒童）有讀書，就轉學校知會；如果

是學齡前（目睹暴力兒童）就是零到六，有上幼兒園，還是會轉幼兒園；

如果是學齡前未就學（目睹暴力兒童），所以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現在服務對象比較是學齡前未就學的服務對象。」（SWC） 

 

綜合以上前述可以發現，針對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其政策走向乃是

希望學齡期的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以教育單位為主、社福單位為輔；而學齡前期

與學前教育的兒童則以社福單位的輔導資源為主；社政與教育輔導分流之立基點，

一方面期待透過網絡間的分工與合作，能夠照顧到所有年齡層的目睹暴力兒童；

另一方面，也因著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學校，因此希望將學

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工作回到學校單位，由學校單位負責目睹暴力兒童之輔

導措施。對此，因著教育與社政的分流輔導之政策走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實

務現場依據其工作經驗，提出其觀點並論述之。 

「社政與教育分工的部分，我覺得他們（社政與教育）想要分工的立基

點，可能是希望能夠 care到更多的孩子，然後一方面也是因為孩子（目

睹暴力兒童）大部分時間在學校，所以會希望輔導可以回到學校。」（SWF） 

 

（1）教育與社政單位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歸屬認知不同調 

在 2015 年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承認兒童目睹家庭暴力是

一種暴力型態，依法規定相關主管機關對於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職權事項；然而，

若觀察臺灣法律與該實務工作的走向可以發現，每當一個新的法出現，往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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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適應期，其適應期包含各網絡單位之服務是否到位、網絡單位間合作的共識，

以及整個服務輸送網絡的建立等。 

「通常臺灣的法律就是這樣，法律先訂出來，但是通常法律定出來了，

我們沒有辦法那麼快就改變，就是循序漸進，所以現在都還在循序漸進

的過程。」（SWC） 

 

「修法之後，需要有一段的適應期，包含網絡單位，包含了整個制度面，

那個制度面指的是到底服務是怎麼輸送」（SWA） 

 

以教育單位與社政單位間的服務輸送網絡為例，家暴法已明定教育單位應提

供目睹暴力兒童及少年相關的輔導措施，實際上教育單位也依法提供目睹暴力兒

童相關的輔導服務；然而，即使各網絡單位皆依法看到了這群目睹暴力兒童，但

是現在問題即在於各網絡單位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需求是否有一致的共識，並且

在此共識之上，該主管機關對於其分工與立基是否一致？ 

「大家對於目睹的認知還是參差不齊，像去年去衛福部開過會，光是跟

教育單位的溝通，都還在進行當中，眼睜睜看著教育單位還是很抗拒的！

衛福部跟教育部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下，這個法（家暴法）就下來了，然

後法下來後的行政命令又是要教育單位有很多的配合跟協助，所以就會

覺得大家各做各的，然後相關的（目睹暴力兒童）知能都東抓西抓。」

（SWE） 

 

「我覺得困境不完全在我們（目睹暴力兒童）單位跟學校的接觸，或是

跟網絡的接觸，反倒我覺得這個法律，各個主管機關怎麼去分配目睹兒

少的歸屬。」（SWC） 

 

因此，即使法一直往前走，在教育與社政主管機關對於該分工尚未有共識的

狀況下，在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實務現場，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教育單位網絡合

作之間就必須要花更多力氣與時間與網絡溝通並磨合；因此，在實務現場可以發

現，因著該主管機關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認知及分工尚處在意見分歧的狀況，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教育單位在無法形成服務共識的狀況下，目睹暴力兒童即容易

因著服務網絡之間的阻礙而被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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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網絡的合作裡，會發現法一直在走，但是各網絡的配合還來不

及，所以法的落實跟現實層面差異是有的，包含網絡是不是對目睹孩子

的需求有共識，應該要怎麼去協助這些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大家的

想法都很分歧，會造成網絡合作之間要花很多的力氣去溝通、去磨合；

大家各有自己的觀點，可是找不到交集點的時候，也容易造成這個孩子

（目睹暴力兒童）就被落掉了，或是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只能被

我們持續服務，其他系統就會因著他們的觀點覺得不需要就撤了。」

（SWE） 

 

「因為法律規定，知會學校，學校應提供目睹兒少的服務，家防中心可

能會認為說，這是教育單位需要去承擔、去主導的服務的模式跟脈絡。

但是，可能教育單位不見得認為是他們（教育單位）需要處理的事，他

們（教育單位）可能覺得是社福體系該做的。」（SWC） 

 

（2）學校輔導資源不均 

A. 學校輔導人力不足 

社政與教育輔導分流之立基點，起初乃是期待透過網絡間合作，能夠照顧到

所有年齡層的目睹暴力兒童；然而，其社政與教育輔導分流的立基點固然是美意；

但是對於地方偏鄉的學校而言，社政與教育輔導分流後，因著學齡期目睹暴力兒

童的輔導要回歸學校輔導資源，首當其衝的問題便在於學校輔導資源是否能夠撐

起輔導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能量，而在地方偏鄉學校的實際現況並不如都市地

區的輔導資源這麼完善，在學校輔導人力資源短缺的狀況之下，也成為教育與社

政在目睹暴力兒童輔導分流的隱憂之一。 

「我覺得會有因地制宜的問題，就是會因應各地的狀況，（目睹暴力兒

童）可能會有 miss 掉的部分，並不是每個教育系統、每個輔導的機制

都這麼完整、人力都這麼足夠、能量都這麼充足；如果以＊＊的資源狀

況，（目睹暴力兒童）做這樣社政與教育的輔導分流的話，我覺得會有

孩子沒有被 care到！」（SWF） 

 

B. 學校地處偏鄉且輔導資源不足 

對於偏鄉學校或原鄉學校而言，很明顯地地方輔導資源遠不如都市輔導資源

的完備，甚至在家暴法修法後仍有些偏鄉或原鄉學校是沒有輔導室的配置，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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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單位在各偏鄉或原鄉學校即時配置輔導室，但是事實是該偏鄉或原鄉學校的

輔導人力與輔導體制等絕非短時間內可以立即到位的，因此教育主管機關仍需正

視在地方偏鄉學校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資源問題。 

「有些原鄉學校，在 2016年的時候，當時並不是所有學校都有輔導室，

那目睹輔導的問題怎麼解決？當時教育局便從 2017年 2月開始每間學

校都設有輔導單位，因為（學校）設有這個輔導單位，所以他們就必須

處理目睹的這個議題。」（SWC） 

 

「現在確實會希望學齡中（目睹暴力兒童）可以回到教育系統，可是就

以＊＊的現狀，跟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接觸學校單位的經驗來看，

＊＊很多學校是偏鄉，輔導資源真的太少了；所以其實我們（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還是持續地在服務學齡中的孩子，當然也會有些學齡中（目

睹暴力兒童）是在教育系統輔導，我們就會透過網絡的合作，討論怎麼

分工或是處遇，提供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服務。」（SWF） 

 

C. 輔導老師一人身兼多職 

在社政與教育輔導分流的政策下，對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而言，學校的老

師或輔導老師便是站在第一線優先處理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的議題之角色；然而，

在教育現場，除了發現有輔導資源不均的問題之外，有些學校即使有輔導老師的

配置，但是輔導老師可能一人身兼多職，輔導老師在同時處理許多職務的狀態下，

相對地目睹暴力兒童被關注的資源就會減少許多。 

「每間學校輔導狀態都不太一樣，我最近接觸到一個小學校，然後他們

（學校）就是一人輔導室的概念，就是輔導主任要做很多事情。」（SWD） 

 

「以＊＊的現況來講，目睹孩子被 care的資源很少，雖然現在一直在倡

議，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關注與資源，但是相對在服務中還是有漏網之魚；

應該說很多孩子還是有需要，可是小學校的老師身兼這麼多事情，很多

（老師）都是身兼多職，兼任專輔老師又兼導師，然後學校的學生問題

可能很多，不只目睹暴力，業務也很繁重，尤其是輔導老師，所以每個

兒童（目睹暴力兒童）能夠被 care到的資源就相對會比較少。」（SWF） 

 

（3）社工對於學校輔導目睹暴力兒童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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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前述，雖然教育與社政輔導分流的立意是為了能夠更完善的照顧到

各年齡層的目睹暴力兒童，但是可以發現，不論是教育、社政主管機關意見分歧、

沒有一致共識的狀況，亦或是在學校輔導資源的分配不均的問題上，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對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要回歸教育單位，以及學校的三級輔導資

源是否能夠真正接住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需求等，仍存有許多疑慮與擔心。 

「經歷（家暴法）修法後適應的期間，因為政策也這樣推，公部門也期

待這樣的發展，可是相對應的，學校如果要負起那樣（輔導目睹暴力兒

童）的責任，當然大家都有很多的擔心。」（SWA） 

 

「現在社政單位要把學齡中（目睹暴力兒童）切開全部丟到教育體系去

做，那教育體系的能量夠嗎？接的住嗎？因為沒有一套制定的標準下來，

然後，其實很多學校對於目睹兒少、三級預防這些事情他們也不知道要

怎麼辦？要怎麼接？況且目睹兒少其實很多比例在學齡中這個年齡層，

現在要丟到教育體系，學校或許沒有幾個老師真的完全瞭解（目睹暴力

兒童輔導）在做什麼，教育單位到底能不能夠接住？這是目前教育體系

最大的困難點吧！不知道將來會不會真的全部都回到學校去，如果真的

都回到學校去，我會蠻擔憂孩子的部分。」（SWG） 

 

2.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服務年齡層下降 

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可以發現其政策走向乃是希望學齡期的目睹暴力

兒童之輔導以教育單位為主，而學齡前期與學前教育的兒童則以社福單位的輔導

為主；而教育與社政分流輔導的政策的立基點則在於，因為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

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學校，對此，希望由學校單位擔起提供學齡兒童目睹暴力的

相關輔導工作；然而，教育與社政輔導分流的政策，也對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服務

兒童的主要服務的年齡層也產生影響。 

「（家暴法）修法後，因為中央在推，希望社政跟教育單位能有分工跟

合作，學齡中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學校，所以

希望學校可以負起比較多的責任跟功能；我覺得這思維也開始在各縣市

有所運作。」（SWA） 

 

「目前家防中心的考量就是如果是學齡期，他（目睹暴力兒童）有讀書，

就轉學校知會；如果是學齡前（目睹暴力兒童）就是零到六，有上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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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還是會轉幼兒園；如果是學齡前未就學（目睹暴力兒童），所以我

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現在服務對象比較是學齡前未就學的服務對象。」

（SWC） 

 

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前，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基本上對於所有年齡層的兒童

皆會提供目睹暴力的相關服務，而其主要的服務年齡層則以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

為主，其次則是學齡前期兒童；然而，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因著學齡期目睹暴

力兒童的輔導回到學校單位，在學校三級輔導機制之下，由學校老師或專輔老師

等負責主要的輔導；因此，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主要服務的兒童年齡層，也因著該

政策之走向，而逐漸往下延伸，從原本的學齡期轉移至以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

為主；此外，根據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經驗，近年來除了發現其主要服務的年齡

層從學齡期轉移至學齡前期之外，更發現在學齡前期的年齡區間中，社工服務的

目睹暴力兒童的年齡最小已經逐漸下降至幼兒期的目睹暴力兒童。 

「對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來說，最大的影響就是（目睹暴力兒童）

學齡的改變，例如說早期其實最主要的案件就是學齡中的孩子跟學齡前

的孩子，大約各占一半；但是，像去年將近三分之二都是學齡前（目睹

暴力兒童），案件數就往學齡前期兒童（目睹暴力兒童）這個方向前進，

所以我們的服務、還有社工們的訓練，就開始會以這個部分（學齡前期

目睹暴力兒童）為主。」（SWA）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現在的服務對象比較是學齡前未就學的服

務對象。在 105跟 106的時候，比較多的案會集中在幼兒園大班到中年

級的區間，所以服務方面最大的差異就是（目睹暴力兒童）年齡層下降。」

（SWC） 

 

「以前蠻多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但是（目睹暴力兒童）入法之後

其實很有差別，因為成保如果評估認為轉學校就好，兒童（目睹暴力兒

童）也不會進到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這裡；有大部分的學齡期孩

子（目睹暴力兒童）會留在學校，所以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現在

比較多都是學齡前的孩子，應該好像有五成到六成左右了！」（SWD） 

 

「近幾年也是學齡前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越來越多，孩子的年紀有

零到三歲、三到六歲、學齡期、青春期的個案，那會增加零到三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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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暴力兒童）也是因著政策的關係，就一個孩子都不能少，我們接觸過

最小有到大概一歲左右的個案（目睹暴力兒童），所以我們（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整體提供服務是已經整體年紀下降到三歲以下，但是比較大

宗的是三到六歲，三到六歲的比例大概比學齡期的孩子要多一些，但不

會整個懸殊。」（SWE） 

 

對此，為了因應整體服務年齡層下降的服務趨勢，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需要更

多與學齡前期兒童工作的相關訓練；此外，針對幼兒期的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需

求，也需要研發與該年齡層相符的目睹暴力之服務內容。 

「所以我們的服務、還有社工們的訓練，就開始會以這個部分（學齡前

期目睹暴力兒童）為主，（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需要多一點關於學齡前

（目睹暴力兒童）的訓練，可是比較困難的是，因為衛福部之前有出過

一本目睹兒童及少年處遇短期輔導處遇策略，看完之後會知道那本是以

認知輔導教育為主，可是對於輔導學齡前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其實

是很困難的，所以針對學齡前期（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就必須要有

新的工作方法，不然沒有辦法與學齡前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一起工

作。」（SWA） 

 

「現在針對零到三歲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發展出另外一種工作方式，

叫『嬰幼兒工作』；也發展出與學齡前的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工作的

方式，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還是會跟他（嬰幼兒期目睹暴力兒童）

做個別處遇，但親職的工作就會增加，然後也發展另外一個叫做 CPRT，

就是『親子遊療工作』，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跟家長還有孩子

一起進行會談，協助家長從跟孩子的遊戲裡去發展陪伴孩子，回應孩子

的能力，安撫孩子情緒的這些方法。」（SWE） 

 

3. 目睹暴力兒童的師資培育 

（1）種子師資培訓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家暴法保護的範疇，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接獲通報後，應評估案家有目睹暴力兒童情事，若目睹暴力兒童仍

在學中，原則上會轉知教育單位提供輔導處遇；因此，在實務現場，學校教育輔

導人員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相關評估與輔導知能也越發重要；對此，為提升學校

教育輔導人員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評估與輔導知能，各地地方政府在近年也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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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中、國小教師或輔導老師，籌措目睹家庭兒童辨識種子教師之培訓，期待透

過辦理校園種子教師培訓，以強化其對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並期待培訓的教師

能夠成為該校園的宣導講師，增進更多國中小校園教師對目睹兒少需求之瞭解。 

「目前我們＊＊＊已經做了種子教師的研習，已經進行大概三年左右，

這一兩年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都會去講，如何評估目睹兒少？如果

學校老師發現孩子有目睹的狀況，該怎麼進行評估？他們（老師）可以

做些什麼？」（SWA） 

 

「我覺得有時跟教育單位合作的時候，老師有沒有接受過目睹相關的教

育訓練也是蠻重要的。」（SWC） 

 

各地方政府辦理種子師資培訓的美意在於，希望透過接受該培訓的種子教師

代表，回到該學校候能夠成為校園的宣導講師；對此，雖然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

肯定這樣的美意與出發點可利於學校老師更加瞭解目睹暴力兒童，但是培訓後的

種子教師是否真能夠在校園內給予其他老師們有關目睹暴力兒童的相關宣導，針

對其成效，社工仍是持保留態度。 

「因為學校小，老師少，所以教育單位很用心在做目睹兒少師資的培育，

就以＊＊來說好了，＊＊都是派一個代表出來參加而已，一個種子教師

的概念，但是這個種子教師回去到底可以帶給其他的老師多大的意見的

交流？這就要打一個問號了！對，小學校都已經是如此了，更何況是大

學校？」（SWG） 

 

（2）教育繼續學分 

為了提升學校教育人員輔導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知能，實際上在教育人員的

繼續教育課程當中，設有與輔導目睹暴力兒童相關的教育學分，然而由於並非必

須選修的教育學分，因此對於該教育學分是否真能夠提升學校教育人員的輔導知

能，其成效仍有待觀察；此外，根據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經驗，即使學校教育或

輔導人員參與了相關的教育課程或宣導活動，但是重點仍在於學校教育人員們是

否能夠在教育現場辨識並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所需的相關輔導。 

「（家防中心）轉這麼多學校知會到教育單位，那教育單位有沒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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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暴力兒童）輔導的知能？針對目睹這個議題有沒有一些課程提升他們

（老師）這方面輔導的知能？可能有教育的繼續學分可以去上，但是他

們（老師）都會選目睹的議題來上嗎？可能又未必。」（SWC） 

 

「教育單位其實有要求老師們去上（目睹暴力兒童）相關的課程，好像

是算在教育學分裡面，所以他們（老師）其實有了解，但是說實在即使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辦了那麼多場跟學校合作宣導倡議，實際上

老師有時也帶很多聯絡簿啊、功課去那邊改，其實我也知道他們（老師）

心情。」（SWC） 

 

（四）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學校積極合作的經驗 

1.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校訪 

家防中心受理家暴通報後，若評估有兒童目睹家暴之情事，且該目睹暴力兒

童仍在學中，家防中心轉知教育單位後，可再依據該兒童之狀況評估而決定是否

再轉介給社福單位服務之，因此有些目睹暴力兒童是由教育單位與社福單位共同

協助輔導；對此，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透由家防中心轉介的相關資料，會先與目睹

暴力兒童的家長聯繫，確認其服務意願後，再與學校聯繫並與學校教育輔導人員

安排時間進行校訪；藉由校訪的機會，社工除了與目睹暴力兒童進行個案輔導之

外，也會與兒童的導師或專輔老師討論兒童的狀況，並協調目睹暴力兒童之相關

輔導事宜之分工。 

「家防中心成保組轉介個案到我們（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單位）這裡，我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會先跟家長聯絡，很多的細節都會在電話裡面

或是當面跟他（家長）討論；如果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今天要進

入學校，通常家長會在了解的情況下，知道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什麼時間會去學校；所以就會打電話直接跟學校的輔導室聯絡，然後安

排時間訪視，第一次去的時候，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除了看孩子外，

還會跟導師討論小朋友狀況，甚至跟輔導室的專輔老師討論，所以會是

這樣的一個方式。」（SWC）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進入到學校，跟學校的系統合作，比較會

是在兩個部分，一個就是在個案的部分，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

入校做服務個案輔導的部分；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跟老師或專輔老師合

作，一起提供陪伴輔導的部分。」（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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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工與學校教育人員進行個案研討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學校教育輔導人員，針對目睹暴力兒童進行個案研討，

透過個案研討的過程，一方面社工透過研討的過程，讓學校的老師們對於兒童的

目睹暴力議題或其身心狀況可以有更深入地理解；另一方面，透過個案研討形式，

也可以讓社工與學校老師進一步討論如何結合學校與社福單位的輔導資源，以共

同輔導目睹暴力兒童。 

「透過小型的個案研討討論，學校比較可以知道這孩子（目睹暴力兒童）

其實有需求，而且身心狀況蠻嚴重的，原本學校那邊本來是我們（目睹

暴力兒童社工）這邊先服務，後來才把學校的輔導資源拉進來，然後就

轉銜到學校直接給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做心理諮商，過程也有搭配跟

媽媽的會談，所以後來學校就比較可以去承接這個家的狀況。」（SWD） 

 

3. 社工與學校教育人員之間的分工 

由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學校，在學校與導師相處時間

最長；因此，主要是由老師負責在學校生活中固定陪伴與支持兒童，而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進入到學校跟老師合作，提供兒童較深入的目睹暴力輔導服務。 

「現在分工的狀況是，學校就是做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學校適應的部

分，然後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這邊就是會做目睹的部分。」（SWD） 

 

「老師是陪伴與輔導的角色，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在生活的固定陪伴

跟支持，由老師這邊去做協助，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入校則是提

供比較深度的服務，然後老師可能可以把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狀況，

跟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回應或是一起討論。」（SWF） 

 

根據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學校教育人員接觸的經驗，或許老師一開始並不是

完全瞭解目睹暴力兒童，但是經由社工倡導之下，多半的學校老師在瞭解目睹暴

力服務的原因或服務的方式後，基本上對於目睹暴力兒童都願意配合幫忙。 

「目前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還沒有被（學校）拒絕的經驗，老師也

都很關心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狀況，老師瞭解（目睹暴力兒童）

服務的原因及方式後，都還蠻能接受的，也很願意跟我們（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一起合作，然後跟我們討論孩子的狀況。」（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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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的老師是願意配合的，也有遇過很多老師很熱心，甚至不用我們

介入，老師就可以提供學生很大的幫助；譬如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進入後，老師也去評估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除了目睹這議題之

外，他們（目睹暴力兒童）在校的表現有沒有差異，然後主動跟家長聯

絡，因此開啟認輔機制。」（SWC） 

 

「我覺得很好的合作經驗是學校老師非常關心孩子，輔導老師也會關心

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在校的狀況，也會主動去掌握孩子在家裡的狀態，

或是打電話給家長，提醒他們（家長）不要使用暴力，會因著目睹的議

題而開始與父母工作。」（SWB） 

 

「因為＊＊的學校都偏小，人數都偏少，因為人數少，所以其實教師對

於班上同學的關心都很夠，而且都非常了解，因為部落的學校在地性會

比較強，所以他（學校）其實蠻願意跟社福單位合作，然後都抱持一個

一起幫助家庭更好或是孩子更好的心態，所以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還沒有遇到學校不讓進去訪視的狀況。」（SWG） 

 

（五）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被學校拒絕校訪的經驗 

1. 學校拒絕社工校訪的原因 

承上述，根據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學校老師合作的經驗，大部分的老師是願

意與社工討論目睹暴力兒童的狀況並共同協助配合；然而，若是學校沒有評估到

兒童有目睹暴力之服務需求，在家暴法中實則並無特別規範學校不可以拒絕目睹

暴力兒童社工入校輔導，因此有些學校老師基於對於目睹暴力服務的疑慮、或者

是沒有評估到兒童有相關的需求，而拒絕讓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入校提供服務。 

「即使家長有這個的需求，學校都還是可以拒絕你，因為你（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其實沒有什麼立場，就只有家長然後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評估孩子有（目睹暴力兒童服務）需求；法（家暴法）其實沒有規

定學校一定要接受政府委託的社工入校提供輔導，因為我看那個法（家

暴法）只有寫說地方政府要提供他們（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但是沒

有寫到說學校一定要配合啊，應該是說學校如果知道這件事情，然後評

估孩子有需求，他們應該也要提供輔導，但重點就是他們（學校）沒有

評估到需求。」（SWD） 

 

在學校因著學生許多的議題都需要老師關照，依照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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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兒童的問題要比較多元、或者是兒童的外顯行為問題嚴重，才能夠被老師發

現有異常狀況；因此有些老師或許因著目睹暴力的行為表徵並不是這麼地明顯，

而導致學校老師會以兒童在學校無異狀為由，而質疑目睹暴力服務的必要性；甚

至因著對目睹暴力的服務方式與內容不瞭解，而擔心一旦讓兒童接受目睹暴力服

務之後是否會因此產生不好的後果；此外，也有學校的老師會以擔心兒童的學習

進度為由，認為社工在機構服務兒童即可，不需特別進入學校輔導兒童。 

「有時候如果需要（目睹暴力兒童）輔導穩定地進行，就需要（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入校輔導，然而學校覺得沒有這個必要，或是質疑我們（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的用意是什麼，然後家長有沒有同意啊什麼的。」

（SWD） 

 

「通常孩子的問題要比較多元，老師才會認為比較嚴重，才會比較多的

資源在這個孩子身上，比如說孩子除了目睹之外，可能還有貧困清寒的

問題，或者是在學校人際、情緒管理上出了一些很明顯狀況，這時孩子

的需求才會有比較多關心，也比較容易被人看見。」（SWC）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有碰過學校拒絕的，他（學校老師）就說：

『如果你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對孩子怎麼樣，我們怎麼辦？現在孩

子過得好好的，你把人家的傷口揭穿了，那後續發生甚麼事情誰要負

責？』他們（學校老師）會覺得說：『現在孩子現在就好好的啊！你（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幹嘛去揭人家的瘡疤？』我覺得還是會有這種概念，

連老師們都會有。」（SWA） 

 

「他（學校老師）覺得你（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來是有負擔的，你（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可以不要進到學校啊，這樣會造成我們的麻煩啊之類

的；他（學校老師）希望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是來我們單位來做會談

的。」（SWB） 

 

以學校的立場來看，對於某些學校而言，可能因為較少與社區資源合作，而

對於服務網絡間的合作感到陌生，因此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校訪有很多的擔

憂；有些學校甚至以擔心影響學校之評鑑，會因著社工校訪或是相關的通報，而

拒絕讓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進入學校校訪。 

「其實很多學校沒有跟社區的資源合作過，所以他們（學校）就會很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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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會跟我們說『是不是真的可以借課啊？會不會影響到孩子上課的狀

況啊？社工這樣進來是可以的嗎？』」（SWD） 

 

「其實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被學校拒絕的機會不高，還是會遇到

很頑強抵抗的學校，這個不知道是跟教育單位的規定還是什麼有關，因

為曾經有學校告訴我們『學校的績效或是校長的考核裡面，會包含這個

學校的通報率高低，所以通報案件越多，那成績就會越差』，但是有幾

個老師跟我們談過，造成學校只要有特殊案件出現，他們（學校）一概

就是留在學校裡，比較難去跟外在資源連結合作，連我們（目睹暴力兒

童社工）主動要跟他們（學校）連結，他們（學校）也會關起門來。」

（SWE） 

 

2.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因應方式與策略 

（1）基於法規與學校溝通 

在家暴法修法後，若學校拒絕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入校提供服務之時，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會適時地藉由法律的規定，向學校機關或教育人員明確地指出兒童此

時確實需要目睹暴力的相關輔導與介入；此外，因著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

的保護對象，有時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與學校澄清社工的角色時，也會巧妙地說

明因為由政府委託的單位，所以必須入校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相關輔導。 

「我就會跟他們（老師）說『我們身為助人者，站在該執行的位置上，

法律已經明確告訴我們這些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必須要接受服務，所

以不是要去挖他（目睹暴力兒童）的傷口，而是那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而且法令告訴我們必須要這麼做，我們也看到這孩子（目睹暴力兒童）

的需求，所以我們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當然我覺得學校還是會有很多

擔心跟考量，可是也因為法令的關係，我覺得學校比較會配合！」（SWA） 

 

「我覺得這跟法也有關係，因為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是受委託嘛，

所以比較有立場說就是我們是政府委託的單位，對，所以其實也是類似

公務人員的感覺，他們（學校）在身分這塊就比較可以接受。」（SWD） 

 

（2）倡導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 

儘管學校有立場可以拒絕讓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入校輔導，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一方面在瞭解其拒絕的原因，另一方面也透過不斷與學校老師倡導目睹暴力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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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讓學校老師可以認定兒童目睹暴力的服務需求，並協助學校老師能夠一

同擔起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工作。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希望校訪，但學校拒絕；那就想跟學校輔

導室跟導師談談還可以怎麼協助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學校也拒絕；

所以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跟學校工作，就是在做倡議的工作內容，主責

社工不斷去到學校，硬著頭皮跟輔導老師們溝通，到後來也漸漸因為孩

子（目睹暴力兒童）有改變，學校才開始信任我們外在的資源，最後結

案是學校可以完全擔起對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更長期的協助，而

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就是工作目標到一個階段，讓孩子（目睹暴

力兒童）回到學校。」（SWE） 

 

「這個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我們或許永遠都在等他，就是他到底要怎

麼去敘述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們在等的過程內，如果我們什麼都沒有

做，他就永遠都在等。我覺得有些時候是因為焦慮，但不是沒有方法！

所以會做觀念上的澄清，也會告訴老師你們本來就有能力，但是只是那

個焦慮感大於你們的能力！」（SWA） 

 

二、幼兒園 

依據衛生福利部訂定的「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

少年之輔導處遇原則」，倘若目睹暴力兒童仍在學中，家防中心應轉知教育資源

協助，若是學齡前期或學前教育（幼兒園）的兒童，則建議家防中心優先考量連

結其他專業輔導資源。針對就讀幼兒園的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因著幼兒園並

不如學齡期兒童有完備的輔導資源，所以家防中心即使轉知兒童所就讀的幼兒園，

但主要仍由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提供兒童目睹暴力相關服務與輔導。 

「因為幼稚園並沒有輔導資源，所以他們（家防中心）雖然還是會知會

學校，但是還是會希望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這邊提供輔導資源。」

（SWD） 

 

（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幼兒園合作的經驗 

根據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幼兒園的合作經驗，當幼兒園老師得知兒童有目睹

暴力的議題時，通常幼兒園老師會對於兒童的狀態有許多焦慮，不知道兒童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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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為是否與目睹暴力之議題相關；對此，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一方面與幼兒園老

師釐清其焦慮，另一方面透過讓幼兒園老師看到兒童的服務需求，也與幼兒園老

師建立合作關係；幼兒園老師雖然無法提供兒童目睹暴力的專業輔導，但是藉由

幼兒園老師觀察兒童平時的狀況以及家庭近期所發生的事情，皆可幫助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更快地可以掌握目睹暴力兒童的狀況，並提供其相關服務。 

「有些幼兒園老師還蠻熱心的，就是會跟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說孩

子（目睹暴力兒童）很多生活上面的細節，然後通常他們（幼稚園老師）

知道有家暴的話，剛開始會蠻驚訝的，會詢問孩子（目睹暴力兒童）出

現這個行為是不是跟這個（目睹家暴）有關？透過說明，他們（幼稚園

老師）比較瞭解，會降低焦慮，他們也會很積極的告訴我們（目睹暴力

兒童社工）家裡面發生什麼事情，讓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以比

較瞭解孩子（目睹暴力兒童）處在什麼狀態。」（SWC） 

 

「我遇過幼兒園老師很積極的，自從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介入輔

導後，他們（幼稚園老師）會自己開會，然後告知其他老師們這孩子有

目睹的狀況，特別注意這孩子的狀況與安全。」（SWC） 

 

「我最近有一個住比較偏遠地區的個案（目睹暴力兒童），然後連結諮

商師到幼稚園。我覺得那合作經驗蠻好是，因為幼稚園老師非常幫忙，

很積極地在討論，然後幼稚園老師也很關心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的狀

況，所以是變得是說資源很快的就可以連結上。」（SWD） 

 

（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被學校拒絕校訪的經驗 

1. 幼兒園拒絕社工校訪的原因 

（1）公立幼兒園 

以公立小學附設的公立幼兒園為例，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發現即使附設幼稚園

設立在學校當中，但是實際上附設幼稚園的體制與編制是在學校之外，所以社工

必須直接與幼稚園園長聯繫；此外，因著幼兒園的園長並無輔導相關之背景，所

以幼兒園園長對於所謂的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一無所知，也因著過度的緊張與焦慮，

導致社工無法立即地進入幼兒園輔導兒童。 

「公立學校的附設幼稚園，雖然是在學校裡面，但是它（附設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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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制上是在學校外面，學校輔導室要管到附設幼稚園其實是有一點困

難；所以主要不是經由輔導室主任，而是幼稚園園長，每個學校都不一

樣，這也是一個限制；像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曾打電話給幼稚園園

長，因為他（幼稚園園長）不是輔導人員，所以他會疑惑這是什麼服務，

所以他會過度的緊張跟焦慮，因此變得是在服務上有被延宕，我就需要

經由學校的輔導室，然後告訴學校輔導室的主任，請學校輔導室的主任

去告訴幼稚園園長，我要進到幼稚園關心兒童（目睹暴力兒童）的原因；

我覺得幼兒園跟學校體制之間有一段距離，所以有些學校狀況其實不是

很好，變得是社工很難進去，這是我之前比較多被幼兒園拒絕的狀況。」

（SWB） 

 

（2）私立幼兒園 

根據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私立幼兒園的工作經驗可以發現，相較於公立幼兒

園，私立幼兒園更會擔憂如果讓社工入園輔導兒童，若是讓家長（特別是相對人）

得知社工校訪後，是否會因此激怒家長；因此，基於此擔心與立場，私立幼兒園

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校訪，仍是會站在相對保守的立場而拒絕其服務。 

「因為相對人拒絕讓孩子（目睹暴力兒童）接受輔導，所以媽媽也沒辦

法帶孩子過來，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才會想說到要去幼稚園；但

是私立幼稚園，因為學費是相對人支付的，所以幼兒園就擔心我們（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入校的話，爸爸會不願意支付幼稚園學費；所以孩子

（目睹暴力兒童）其實在這塊是受阻的，特別是學齡前的孩子（目睹暴

力兒童），因為學校又沒有辦法提供輔導。」（SWD） 

 

「為什麼？『因為他們（家長）是我們（私立幼稚園）的客源欸！』這

很明確啊，就是現實，孩子（目睹暴力兒童）父母就是客源嘛，『如果

社工今天來訪了，孩子回去跟爸爸媽媽說，然後爸爸媽媽生氣了，把孩

子轉走了怎麼辦？更何況現在孩子數又這麼少，難道是要我（私立幼稚

園）倒閉嗎？』所以他們（私立幼稚園）就會有更多的考量跟擔心，我

覺得大家會有擔心，會擔心家長怎麼了？另一個擔心是擔心如果真的出

事要怎麼辦？所以我覺得（私立）幼兒園需要很多的心理建設。」（SWA） 

 

2.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因應方式與策略 

相較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由於幼兒園不如學校有完整的輔導體制，因此 

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與幼兒園工作時，時常會基於幼兒園對於相對人的顧慮、或

 



160 

 

是幼兒園尚未熟悉與外單位合作，而讓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受阻；對此，

也因著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所服務的年齡層下降至學齡前期階段，所以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也勢必要更多與幼兒園倡導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在累積一

定的合作經驗之後，讓幼兒園可以更放心地與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合作。 

「我覺得這些（幼稚園）老師也焦慮啦！幫助這些（幼稚園）老師解決

他們的焦慮，教他們如何去面對父母，就是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在幼兒園這一塊比較可以幫助他們（幼稚園老師）的。然後也因為我們

的（學齡前目睹暴力兒童）案件量增多了，所以這勢必就是必須處理的

議題，因為學齡前的結構跟學齡中的孩子的結構不同，學齡前有公、私

立，如果是私立幼稚園，相對會受到阻撓。」（SWA） 

 

「可能是他們（幼稚園老師）在認知上，或是他們（幼稚園老師）的行

政流程還不熟悉，所以相對不知道如何合作，所以他們（幼稚園老師）

就會比較保守，可能需要比較多的溝通，我們（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會

親自去幼兒園做溝通，或是在真的有些合作經驗後，他們（幼稚園老師）

會比較放心。」（SWD） 

 

參、研究討論 

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社政系統之合作現況 

（一）兒少保單位 

1.目睹暴力服務自兒少保護系統獨立 

在第二章第三節文獻探討中，曾論及臺灣早期家暴防治體系主要可二分為兒

少保與成保系統，由於當時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尚處於萌芽時期，目睹暴力兒童需

要同時本身也遭受虐待，才可能進入兒少保護系統，對於單純目睹家暴而無遭受

虐待的目睹暴力兒童而言，則可能因為界定之困難而無法接受兒少保護服務；因

此，在早期目睹暴力兒童可說被視為兒少保護系統中的「次級案主」。 

研究者發現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因著家暴法正式地定義「目睹家庭暴

力」，且明確地訂定並承認目睹暴力兒童是需要被協助的對象，如今目睹暴力兒

童服務可說已經正式從兒少保護系統中獨立且明確地區分出來。在實務現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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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而言，早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與兒少保單位「共案」之狀況

（意即該兒童在兒少保護與目睹暴力服務同時在案）；對此，如今目睹暴力兒童

服務與兒少保護在服務合作上，已有明確的合作方式與分工，意即在兒少保在案

的狀況下，會以兒少保單位為優先，待兒少保社工處理完兒童之受虐或人身安全

議題，再轉介目睹暴力服務。 

2.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網絡尚需持續建構 

另一方面，隨著家暴之型態與狀況越來越複雜，許多目睹暴力兒童處在父母

雙方衝突下，或許沒有受到肢體虐待，然而更多的暴力可能是以情緒、精神暴力

之型態存在於家暴事件當中；因此，研究者亦發現在現今實務上，在 2015 年後

因著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被服務的目睹暴力兒童個案數量雖然提升，然

而實際處在兒少保護議題模糊地帶的目睹暴力兒童亦不在少數。對此，研究者認

為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雖說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已自兒少保護系統當中獨立

出來並自成系統，然而在實務上看來，可以發現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系統仍尚在建

構當中，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人力資源與所需的知能尚未完全到位；對此，研究

者認為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中央政府應該要去構思整個目睹暴力兒童網絡

的服務配備，舉凡針對處在兒少保護與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模糊地帶的個案，如

何提供服務等，皆需由中央政府與各服務網絡一同配合與協助。 

 

（二）成保單位 

1.目睹暴力個案轉介大部分來自家防中心之成保單位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根據家暴法第八條，以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辦理原則」規定，故家防中心受理家暴

案件後，會評估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目睹家庭暴力，並協助連結相關目睹暴力兒童

之輔導資源；在實務現場，因著目睹暴力兒童入家暴法後，相關的責任通報人員

隨之而來也被賦予通報的責任，亦即成保社工經過評估發現有目睹暴力的兒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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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協助兒童連結相關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資源，知會學校單位、或是轉社福單位

服務，而知會目睹暴力兒童相關服務的這步驟，也可能被列入成保社工的服務評

量之中，例如：轉介率。 

2.成保社工轉介目睹暴力服務之轉案標準不一 

承上述，可以發現目睹暴力個案多來自於家防中心之轉介，因此在目睹暴力

兒童服務輸送上，研究者認為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成保單位之合作勢必也格外重

要。在本研究中發現東部地區的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縣府家防的成保社工，因共

訪執行的困境，間接影響到家防中心成保社工的轉案意願，導致該地區目睹暴力

兒童的轉案量下降；透過此地區的合作經驗，研究者認為家防中心的成保社工合

作，可能因著成保個案負荷量沉重，或是因為成保社工單以電話聯繫而對於兒童

的資訊瞭解不深等因素，導致降低成保社工的轉案動機，而選擇不轉案。 

對此，研究者認為目睹暴力兒童的轉案量涉及成保社工採何種轉案評估標準，

若家防中心的成保社工可以透過一致的目睹暴力兒童之評估標準，便可快速地且

有效率地派案和轉案，藉此也可以提升後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銜接的速度；因此，

建議中央政府應盡快發展全國一致的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轉介標準，讓目睹暴力

兒童在服務輸送上可以更加系統化。 

 

（三）一站式服務方案的服務輸送網絡 

在第二章第三節表 6，可以清楚看到臺灣現今各直轄市、縣（市）辦理、提

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方案之情形，至今已有九個縣市以衛生福利部補助之「一站

式服務方案」，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1.以多元服務輸送方式回應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 

本研究所邀請的七位研究受訪者中，其中有三位是在一站式服務方案之下提

供目睹暴力服務的民間機構的社工。在 2015 年家暴法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保護

對象後，依據家暴法第 8 條規定，也因著一站式服務方案的服務精神，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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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陸續已有許多機構將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納入一站式多元服務項目，並將目睹

暴力兒童服務擴展，與心理輔導資源、兒童遊戲治療、學校等資源予以結合；此

外，在一站式服務輸送網絡之下，透過與承辦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後追服務、家

暴事件服務、家事事件服務的社工聯繫，能夠提升目睹暴力兒童在服務輸送網絡

中服務的順暢性。 

2.透過一站式各項服務的橫向連結，提升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效能 

過去以往家暴被害人及其子女多以機構為單位個別提供相關服務，過程中可

能因著跨機構、跨單位的服務合作，造成在服務輸送體系上無法提供連續性的服

務；在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上抑是如此，在前述論及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家防中心

成保社工的合作經驗時，便可發現成保單位在高案量的工作下，時常在無法確切

掌握目睹暴力兒童之資訊之下便轉案給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造成目睹暴力兒童社

工需要花時間與成保社工聯繫討論共訪，也需要更多的時間與家長建立關係。 

然而，在一站式服務方案的服務輸送網絡中，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可透過一站

式服務方案的共案會議，透過一站式內各項服務的橫向連結，對於被害人及目睹

暴力兒童的服務可以共同討論整體或個別的服務策略，若是來自於一站式內其他

服務項目的社工轉介，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能夠相對地得到較完整的目睹暴力兒童

之資訊，以利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能夠更快地進入到家庭之中並掌握家庭的初步樣

貌，提供兒童目睹暴力的相關服務；因此，在一站式服務方案中，透過與多方合

作的方式與其他服務項目的社工合作，得以提升目睹暴力服務輸送的效能，藉此

得以有效率地回應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求。 

 

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教育系統合作之現況 

（一）國小 

1.教育與社政單位對於目睹暴力兒童輔導所認知的責任歸屬不同調 

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依據衛生福利部訂定的「各直轄市、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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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原則」，家防中心成保社工受理家暴

事件通報後，若評估兒童有目睹家暴的議題，且兒童目前正在學中，則應轉知各

級學校提供相關輔導處遇。對此，在 2015 年後，中央政府政策走向乃是希望學

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能夠回歸學校，以教育單位為主、社福單位為輔，以提

供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服務。 

然而，本研究發現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至今三年多的時間，教育與社政

單位對於輔導目睹暴力兒童的責任歸屬仍處於意見分歧的狀況，特別是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更需要教育單位能夠擔起輔導目睹暴力兒童的責任，也因此格

外凸顯了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實務上，與學校單位工作的困境；對此，研究者認

為中央政府應介入盡早釐清社政、教育與民間團體在目睹暴力兒童服務輸送網絡

上應扮演之職責，以建置健全的目睹暴力兒童服務體系。 

2.對於教育單位輔導目睹暴力兒童成效之隱憂 

在第二章第三節表 5，整理 2018 年各直轄市、縣（市）教育單位受理目睹暴

力兒童評估機制，可以發現其中有三個縣市（新竹市、苗栗縣、澎湖縣）教育單

位評估目睹暴力兒童的評估機制停留在一級輔導，亦即主要由學校導師關懷，若

評估學生有需求，則進一步啟動二、三級輔導；有十二個縣市（基隆市、台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嘉義市、台東縣、高雄市、

金門縣）教育單位評估目睹暴力兒童的評估機制停留在二級輔導，亦即由學校輔

導室來評估目睹暴力兒童的受創情形；另外，僅有兩個縣市（宜蘭縣、台中市）

教育單位評估以三級輔導，亦即由學生諮商輔導中心來評估目睹暴力兒童的受創

情形。 

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前，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主要由社工提供目睹暴力之

相關輔導，包含創傷評估、暴力認知與情緒辨識等，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內容因

為必須處理兒童對於暴力的心理創傷，因此有時也會橫跨心理諮商領域，故在輔

導目睹暴力兒童時尤其需要具備家庭暴力與目睹暴力的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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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在教育與社政分流輔導之政策下，學齡期

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工作由學校主要負責；研究者認為目睹暴力兒童輔導不僅只

是處理兒童的外向性行為問題，更必須處理兒童心理的創傷，在教育的三級輔導

當中，必須到三級輔導，其學生諮商輔導中心的社工和專輔老師才有其專業知能

得以處理目睹暴力兒童心理創傷之議題，並得以深化其輔導內容；然而，研究者

對照七位研究受訪者所述以及表 5 後發現，實務上真正進入到三級輔導的目睹暴

力兒童其實微乎其微，大部分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皆停留在一、二級輔導，在一、

二級輔導雖能夠透過學校老師與輔導老師提供生活上的情緒關懷與支持，然而卻

無法真正提供目睹暴力兒童創傷輔導；對此，研究者認為這是目前目睹暴力兒童

在教育與社政分流輔導之下潛在的最大隱憂。 

（二）幼稚園 

在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依據衛生福利部訂定的「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原則」，若是學齡前期或學前教育（幼

兒園）的兒童，家防中心應優先考量連結其他專業輔導資源。 

本研究發現就讀幼兒園的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因為幼兒園並沒有所謂的

輔導資源，所以家防中心即使轉知兒童所就讀的幼兒園，但主要仍必須由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提供學齡前期兒童目睹暴力相關服務與輔導。然而，在與幼兒園合作

的經驗上，可以發現幼兒園一方面因為沒有輔導體系，二方面因為對目睹暴力兒

童的服務相對陌生，相較於學校，幼兒園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訪視，可能有

很多的考量與擔心，因此有些幼兒園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來訪的態度也顯得比

較保守，甚至拒絕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入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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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七位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之豐富的實務經驗，協助研究者瞭解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在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實務之現況。本章研究結論與建議分

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的結論，以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第二節研究者提出可

討論或具體實踐之建議；第三節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第四節則為研究者的反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修法前後社工服務對象年齡層有所轉變 

本研究發現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前，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基本上對於所有年齡

層的兒童皆會提供目睹暴力的相關服務，而其主要的服務年齡層則以學齡期目睹

暴力兒童為主，其次則是學齡前期兒童。修法後，因著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輔

導回到學校單位接受學校老師、專輔老師之輔導；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主要服務的

兒童年齡層，也因著該政策之走向，而逐漸往下延伸，從原本的學齡期轉移至以

學齡前期目睹暴力兒童為主。 

此外，根據目睹暴力兒童社工的經驗，近年來除了發現其主要服務的年齡層

從學齡期轉移至學齡前期之外，更發現在學齡前期的年齡區間中，社工服務的目

睹暴力兒童的年齡最小已經逐漸下降至幼兒期的目睹暴力兒童。所以，為因應整

體服務年齡層下降的服務趨勢，目睹暴力兒童社工需要更多與學齡前期兒童工作

的相關訓練；此外，針對幼兒期的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需求，也需要研發與該年

齡層相符的目睹暴力之服務內容。 

 

二、家暴法修法後服務處遇定位有所改變 

在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之前，目睹暴力兒童早在 2003 年就被

納入兒少權益法（原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上，雖然該法在法條上首度提及目睹暴

力兒童，然僅規定其主管機關應提出目睹暴力兒童相關家庭處遇計畫，且其父母、

監護人等應予配合；相較於成保與兒少保，目睹暴力兒童並無明確的法源基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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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其受服務之必要性，因此在成保與兒少保二分的處遇之下，目睹暴力兒童經常

必須合併其他形式的暴力樣態，才能進入保護系統。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服

務缺乏共識，所以導致目睹暴力兒童不論在成保、兒少保服務處遇當中成為皆隱

性且次級的服務對象；再加上社工人力及經費有限的情況下，目睹暴力兒童在服

務網絡當中並無主體性，即使接受服務，仍是以兒少保為主體、以受暴婦女為主

體的服務下接受服務，因此目睹暴力兒童服務自然地容易被其他的服務資源所排

擠，而不得不落入服務網絡邊陲化的窘況。 

然而，家庭暴力防治法於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範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對經評估有需要的目睹暴力兒童，提供或轉介身心治療、諮商、社會

與心理評估及處置，並增列目睹暴力兒童為保護令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十三款之

適用對象；研究發現家暴法修法後服務處遇定位有所改變：  

（一）目睹暴力服務獨立於成保體系 

根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辦

理原則」，家防中心於受理家暴案件通報時，應評估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目睹家庭

暴力之情事，並協助連結相關目睹暴力兒童輔導資源，以減緩兒童因目睹家庭暴

力所受的傷害。本研究發現，當成保社工服務受暴婦女的過程中，發現有目睹暴

力兒童，即須協助兒童連結相關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資源，若是目睹暴力兒童在

學，則必須知會學校單位、或是再決定是否要轉社福單位等。因此，在 2015 年

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之保護對象後，因著家暴法明定各主管機關對於目睹

暴力兒童之權責事項，目睹暴力服務不再依附於成保脈絡下的服務，其處遇定位

也變得更加明確。 

 

（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主體性提升 

早期在成保體系之下，即使目睹暴力兒童接受成保提供的相關服務，成保社

工仍是以受暴婦女為主體，而附帶服務目睹暴力兒童。本研究發現早期鑒於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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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兒童服務尚處於萌芽之階段，其服務多依附於成保之下而缺乏該服務之主體

性，因此早期成保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處遇也處於被動之狀態。2015 年目睹暴

力兒童入家暴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單位之個案來源的統計，來自成保單位之

轉介約佔各單位個案來源一半以上，對此研究者發現，目睹暴力服務已不再只是

依附在成保體系之下的服務，成保社工若在服務受暴婦女過程中，發現目睹暴力

兒童，即可將目睹暴力兒童轉介至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單位，藉此讓兒童能夠接受

以目睹暴力兒童為主體的服務內容。 

 

（三）兒少保與目睹暴力服務分工轉變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入家暴法後，兒少保與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有較明確的

服務分工，相較於兒少保社工在第一線擔任保護兒童的人身安全，目睹暴力服務

屬於較後端之服務；亦即當兒少保轉介兒童至目睹暴力服務時，必須確認兒童人

身安全無虞之後，且兒少保已結案的狀況，再由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負責處理兒童

在目睹家庭暴力的相關議題。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後，隨著目睹暴力服務之主體性提升，

也因而更加確立了兒少保與目睹暴力兒童之合作方式；基本上若是兒少保要轉介

目睹暴力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基本上會先與兒少保社工確認兒童的安全議題

是否已經解決，會評估其安全議題後再決定是否接案；若是兒童還有潛在的危機

或安全疑慮，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仍會傾向以兒少保的處遇為主；等到兒少保社工

處理完兒童保護之議題後，再由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服務之。 

 

（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在一站式服務方案下的服務整合 

2015 年家暴法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保護對象後，已有許多機構將目睹暴力

兒童的服務納入一站式多元服務項目；相較於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前，目睹暴力

兒童服務多以機構為單位提供目睹暴力服務，而其過程中可能因著跨機構、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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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服務合作，造成在服務輸送體系上無法提供連續性的服務，造成服務輸送斷

裂等情形，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開始被納入一站式服務方

案，在一站式服務網絡之下，得以多元服務輸送方式回應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需

求，此外在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在各項服務的橫向連結上，也能夠更順暢地進行服

務網絡間的合作，以提升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效能。 

 

（五）服務處與仍有需要精進之處 

1.欠缺對目睹暴力兒童的評估指標 

在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後，家防中心受理家暴案件之通報，

理應評估是否有兒童目睹家庭暴力，並協助連結相關目睹暴力服務資源；然而，

研究者研究發現，在家防中心受理通報端的評估層面，成保社工礙於案件負荷量

大，因此多數透過電話與被害人聯繫，故成保社工對目睹暴力兒童的評估資訊多

半來自與被害人會談所得；對此，因著成保社工評估目睹暴力兒童之資訊與實際

狀況恐有落差，也導致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在接獲成保之轉介後，需要花更多時間

與被害人家長連繫、建立關係並確認其服務意願，造成其服務輸送之阻礙。 

2.各家防中心轉案標準不一 

對於家防中心成保社工而言，由於至今缺乏一致性的轉介評估指標，因此可

能因著家防中心案量之限制，故在學的目睹暴力兒童若已轉知教育單位，則多不

再轉介至目睹暴力兒童服務方案；對此，因著社政單位轉案標準不一，也導致社

政單位在轉介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上有所落差。 

 

三、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教育單位合作轉變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後，在社政與教育分流輔導之政策下，

可以發現政策期待學齡期的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以教育單位為主，而社福單位為

輔，至於學齡前期與學前教育的兒童則以社福單位的輔導資源為主；對此，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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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兒童社工對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要回歸教育單位，以及學校的三級

輔導資源是否能夠真正接住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輔導需求等，仍存有許多疑慮

與擔心： 

（一）教育與社政單位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歸屬認知不同調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承認兒童目睹家庭暴力是一種暴力型

態，也規定主管機關應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相關的輔導措施；然而，即使目睹暴力

兒童已被納入家暴法，甚至 2015 年後衛生福利部訂定的「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原則」，已規定教育單位必須配合

協助（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但是在服務目睹暴力兒童的實務現場，目

睹暴力兒童社工仍然發現，因著衛福部與教育部對於（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之

輔導歸屬沒有共識的情況之下，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與教育單位網絡合作之間仍須

要花更多力氣與時間與學校老師溝通並磨合；此外，在教育與社政單位對於目睹

暴力兒童之輔導歸屬認知不同調的狀況下，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也會更加擔心學齡

期目睹暴力兒童是否因此因著服務網絡之間的阻礙而被遺落。 

 

（二）學校輔導資源不均對於目睹暴力兒少服務有別 

社政與教育輔導分流之立基點，起初乃是期待透過網絡間合作，能夠照顧到

所有年齡層的目睹暴力兒童，其社政與教育輔導分流的立基點固然是美意；但是

對於地處偏鄉的學校而言，社政與教育輔導分流後，因著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

輔導要回歸學校輔導資源，首當其衝的問題便在於學校輔導資源是否能夠撐起輔

導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的能量，而在地處偏鄉學校的實際現況並不如都市地區的

輔導資源這麼完善，在學校輔導人力資源短缺的狀況之下，也成為教育與社政在

目睹暴力兒童輔導分流的隱憂之一。 

 

（三）轉知教育單位後難以瞭解學校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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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政與教育分流輔導之政策之下，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皆由家防中心轉知

教育單位，並由學校擔負評估目睹暴力兒童並輔導之責；目前轉知教育單位之學

齡期目睹暴力兒童，以進入學校一級輔導的人數最多，雖各縣市教育單位都有對

於目睹暴力兒童之評估分案的機制（如表 5 所示），然本研究發現各縣市教育單

位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分案機制仍十分分歧，學校各級輔導工作的內涵與分工及

督導體系並不明確，因此難以具體瞭解並掌握學校對目睹暴力兒童之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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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建議提升各主管機關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辨識 

自 2015 年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後至今，在服務網絡當中，不論是成

保、兒少保、學校等相關有接觸目睹暴力兒童的單位，皆因著家暴法與相關行政

命令的規範下，著手協助轉介並輔導目睹暴力兒童；對此，研究者認為 2015 年

後，家暴法及陸續公布的相關行政命令等正賦予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相關的服務能

量與資源，乘著政府現在正積極推行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的時勢，應持續藉由政

策之推廣，加強目睹暴力兒童的倡導，提升各主管機關對於目睹暴力兒童的辨識

能力，以求服務更多潛在未被發掘的目睹暴力兒童族群。 

 

二、建議釐清社政、教育及民間團體在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責任歸屬 

現行家防中心在受理有目睹暴力兒童之通報案件後，若目睹暴力兒童仍在學

中，原則上會轉知教育單位協助輔導目睹暴力兒童；因此，社政單位在轉知教育

單位時，理應有明確具體的服務處遇目標，提供教育單位瞭解並掌握該目睹暴力

兒童之個案狀況，以便教育單位協助兒童進入學校三級輔導系統；此外，針對目

睹暴力狀況嚴重之兒童，經由社政單位評估可能同時轉介教育單位與民間團體，

對此教育單位與民間團體則需共同合作以輔導目睹暴力兒童，然而其合作模式之

分工與責任歸屬也尚待釐清之。 

 

三、建議發展目睹暴力兒童之評估指標 

針對社政單位在高案量、高壓力之狀況下，因欠缺對目睹暴力兒童之評估指

標，而導致成保社工轉案標準不一之議題；研究者建議未來宜逐步研發社政單位

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分級分類的評估指標，以協助第一線社工在資訊蒐集、評估

目睹暴力兒童需求或訂定相關處遇計劃時，能依據一致之評估指標，協助社工轉

介或提供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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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對學校三級輔導後續配套措施 

鑒於社政單位轉知教育單位後，無法明確地掌握教育單位服務目睹暴力兒童

之服務成效；對此，研究者建議教育單位應對目睹暴力兒童建立一致性之三級輔

導評估機制，明確訂定各級處遇內涵與其督導體系，以確實回應學齡期目睹暴力

兒童之服務需求，協助目睹暴力兒童能夠穩定就學，並減緩其目睹家暴之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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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之服務經驗為蒐集資料的範圍，研究對象之選取

未擴及其他參與目睹暴力兒童處遇服務的服務提供者，例如教育單位的學校老師

或專輔老師、社政單位的成保社工或兒少保社工等，未盡善地完整呈現 2015 年

目睹暴力兒童被納入家暴法後之服務現況，單透過目睹暴力兒童社工之經驗陳述，

難以得知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全貌，假使可以將其他服務

網絡系統的服務提供者納入為研究對象，或許可以更全面地瞭解 2015 年家暴法

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全貌。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訪談七位來自民間團體的目睹暴力兒童社工，藉由個別深訪之方式探

討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轉變；然而，本研究僅透過目睹暴

力兒童社工之經驗分享，以描繪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其服務之現況，未加入其

他目睹暴力服務網絡之成員，例如：教育單位的學校老師或專輔老師、社政單位

的成保社工或兒少保社工等；因此，建議後續進行有關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主題的

研究，可以邀請目睹暴力服務網絡之成員共同進行訪談，藉此引發更豐富的討論

與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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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反思 

家暴法於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正式將目睹暴力兒童納入家暴法之保

護範疇；研究者在實習經驗中，因為實際接觸目睹暴力兒童，而開始關注目睹暴

力兒童之相關議題，而實習那一年，目睹暴力兒童甫被納入家暴法之保護對象，

故對於目睹暴力兒童進入家暴法後其服務的轉變，格外感到好奇，藉此也引發研

究者欲進一步探究在 2015 年後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服務的轉變。 

基於研究者本身即為重要的研究工具，研究者從研究發想、研究設計、研究

訪談，直到撰寫研究成果的過程中，研究者參考 2015 年以前目睹暴力兒童之文

獻內容，以及 2015 年以後政府對於目睹暴力兒童之相關行政命令等文獻，欲彙

整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前及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改變之歷程；此外，也藉

由深度訪談之方式，瞭解目睹暴力兒童社工服務之現況，包含社工與目睹暴力兒

童工作經驗，以及在該服務網絡中與其他服務單位合作的經驗等。 

家暴法修法至今不過三年多之久，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當前在目睹暴

力服務網絡中，網絡間的合作機制、轉介評估指標，以及與教育單位三級輔導的

銜接機制等尚未完整地建構起來；另一方面，研究者也看到政府因著目睹暴力兒

童甫被納入家暴法，當前正積極地投入資源建置相關服務網絡；對此，著眼於目

睹暴力服務未來的發展，研究者認為有其必要性去彙整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至

今的目睹暴力服務之現況，一方面協助未來後續進行有關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主題

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本研究呈現 2015 年修法至今目睹暴力兒童社工

之服務經驗，提供政府更為貼近當今實務之實際現況之建議，以協助目睹暴力服

務之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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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邀請函 

您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姚冠吟，目前正在進行「社

會工作者協助目睹家庭暴力兒童經驗之研究─以家庭暴力防治法 2015 年修法後

為例」的論文研究，研究目的主要在於瞭解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社工員協助目

睹暴力兒童之經驗探討，做為未來實務工作者之參考。 

本研究對象以從事目睹暴力兒童直接服務兩年以上的社會工作者為主。研

究方法採取一對一的深度訪談方法，每次訪談大約 60-80 分鐘，如果您同意參

與研究，研究者將會依照您方便的時間與地點進行訪談。同時為確認得以完整

蒐集您提供的訪談資料，訪談過程會全程錄音，但僅使用於本研究當中，並在

研究結束後予以銷毀。研究全程將落實研究倫理規範，並確保您的匿名與保密

性，在研究或訪談過程當中如有任何疑慮，您有權利可以立即停止或是退出研

究。 

因您擁有寶貴的實務經驗，並符合參與研究之條件，在此誠摯的邀請您參

與本研究；倘若您對研究之進行有任何意見或疑問，也歡迎您直接聯絡我。 

 

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生 姚冠吟 謹上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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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大綱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 社工背景 

1.請問您現職的機構單位為何？ 

2.請問您從事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年資？提供服務項目與內容？ 

 

（二）機構背景 

1.請問您所任職的機構主要服務對象、服務內容為何？ 

2.請問您所任職的機構服務的目睹暴力兒童個案來源為何？ 

 

二、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對於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影響 

【服務處遇經驗】 

1.修法後，請問您在協助目睹暴力兒童方面有何差異？ 

2.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已為家暴法法定之保護對象；當您在提供目睹暴力兒

童服務處遇過程中，是否有被家長拒絕其服務之經驗？如何因應？ 

 

【服務輸送網絡】 

1.請問您在提供目睹暴力兒童的服務過程中，與哪些系統或機構（例：教育或

社政單位）有合作的經驗？互動經驗如何？ 

2.在服務網絡的合作工作過程當中，您常遇到哪些與教育、社政單位合作執行

之狀況？執行的困境為何？ 

3.承上述，面對不同服務輸送網絡之間的合作困境，您認為可以如何改善？ 

 

【建議】 

針對修法後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現況，您覺得目睹暴力兒童之服務在政策面、

制度面和服務輸送等面向的發展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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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訪談同意書 

您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學生姚冠吟，目前正在進行「社會工

作者協助目睹家庭暴力兒童經驗之研究─以家庭暴力防治法 2015年修法後為例」

的論文研究，研究目的主要在於瞭解 2015 年家暴法修法後社工員協助目睹暴力

兒童之經驗探討，做為未來實務工作者之參考。 

誠懇邀請您參與訪談工作，您的參與，將有助於促進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之發

展，倘若您願意參與訪談，請詳細閱讀下列內容： 

1. 在訪談過程中，為了避免遺漏重要訊息，研究者以會錄音的方式蒐集訪談資

料，但您有權可以隨時要求停止錄音。 

2. 為確保訪談資料無任何遺漏與錯誤，在訪談後會請您協助核對文本內容。 

3. 為維護您的權益，您的姓名不會公開。在呈現訪談內容方面，會以匿名方式

處理，錄音檔案與訪談資料將僅供本研究之用，不另做他圖；並且在本研究

論文完成後，將所有逐字稿與錄音檔案予以銷毀。 

4. 在研究過程中，若您不願意繼續參與本研究，有權可以隨時退出。 

最後，再次誠摯的感謝您的參與與貢獻，您的寶貴經驗與分享將使本研究對

實務與政策具有價值與意義。若您已閱畢以上說明並同意接受研究訪談，請於下

方欄位簽名，以保障您的權益，再次感謝您參與研究！ 

 

受訪者簽名：                 （簽名） 

研究者簽名：                 （簽名） 

日期： 

 

指導教授：游美貴 教授 

研究生：姚冠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