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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者曾於直轄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擔任兒少保護社工，在職

期間發現兒少保護通報案件量明顯增長，可能顯示兒少保護觀念範疇之轉變，影

響兒少保護制度失衡，並造就實務困境。而責任通報制度為開啟兒少保護服務的

重要機制，因此期待探討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的通報與受案經驗、雙方

合作情形、專業人員對於責任通報制度之看法，並據以提出相關建議。 

本研究採焦點團體訪談法，以立意取樣及滾雪球取樣選取研究對象，並且依

專業人員身分差異，分為主要責任通報人員、增列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

工三種條件，分別於 106 年 3 月、5 月、7 月共召開三場焦點團體訪談，總共邀

請 14 位責任通報人員與 5 位兒少保護社工參與本研究。研究結論如下： 

一、各場次的焦點團體呈現出不同討論氛圍，且於責任通報的實務情形與態度想

法存有特質差異。 

二、責任通報實務現況與合作經驗 

（一）主要責任通報人員會因為究責文化與卸責通報行為而有過度通報現象，而

增列責任通報人員則因為對於兒少保護的認知不足而存有低度通報現象。 

（二）責任通報人員實際上存有判斷通報與否的法定空間，且除了依法進行責任

通報之外，亦具有共同保護與提供服務之專業能力。 

（三）各個專業網絡之間可能因為對於兒少保護的核心價值存有歧異，以致實務

中存有負向合作經驗與判斷落差；其背後仍與各專業內部的資訊傳遞不完

整、或者中央主管機關所持立場有關。 

三、責任通報制度之看法 

（一）供給專業人員的教育訓練明顯不足，將影響責任通報人員的實務知能。 

（二）兒少保護與兒童福利的核心定位不清，使得高風險服務與兒少保護服務的

分工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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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一、責任通報制度相關建議 

（一）於責任通報人員既有的訓練規範中，綁定兒少保護訓練課程，並且依據不

同專業人員身分調整不同訓練內容。 

（二）提升責任通報行政程序的順暢度，包含使用單一表單且提供標準化格式、

統一受案與篩派案窗口。 

（三）降低過度通報現象發生的可能性，使具體客觀的通報決策指引成為必經程

序、制定免於重複通報的例外規定、並強化全民皆具有維護兒少權益責任

之概念。 

二、未來研究建議 

（一）增加通報端與受案端的討論交流，以引發更豐富的討論與研究資料蒐集。 

（二）探索統一篩派案中心的運作模式，藉以了解統一篩派案模式對兒少保護責

任通報制度與相關服務的影響。 

最後，本研究仍存有通報端與受案端的對話交流不足、未探知受訪者參與研

究之動機、以及統一篩派案中心相關資訊不足以致討論受限等研究限制。研究者

並於文末提出反思，藉以提供未來執行類似主題的研究者作為參考。 

 

 

 

 

 

 

 

 

關鍵字：兒童少年保護服務、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者、責任通報、責任通報人

員  

 



V 

Abstract 

When the researcher acted as a social worker of child protection in the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enter of the municipality govern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child protection case reports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which might reveal the change in child protection concept and scope, the unbalance of 

child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practical difficulty in child protection. The mandatory 

repor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Therefore, it is 

exp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reporting and case accepting experience of mandated 

reporters and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their cooper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s’ 

opinions on the mandatory report system, as well as accordingly propose relevant 

suggestions. 

 

This study used focus group interviewing, purposive sampling and snowball 

sampling to select the research object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identities, the 

professional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namely the principal mandated reporters, 

additional mandated reporters, and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Thre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on March, May and July 2017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14 

mandated reporters and 5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I. The focus groups in the separate interviews presented different discussion 

atmosphere. The group members had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opinions on the 

mandatory reporting system.  

II. Current practical situation and cooperative experience of mandatory report 

i. The principal mandated reporters might have overreporting due to the 

accountability cultur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shirking behaviors, while the 

additional mandated reporters might have underreporting due to their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child abuse and child protection. 

ii. In fact, there was a legal space for mandated reporters to judge whether to 

report or not. In addition to legal mandatory report, they also hav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providing joint protection and services. 

iii. The controversial core value of child protection existed among various 

professional networks might lead to negative cooperative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in practice. Incomplete information conveyance among the 

professionals and different standpoints of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ies 

we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III. Opinions on mandatory report system 

i. Insuffici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fered to the professionals might impact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of the mandated repo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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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mbiguous core positioning of child protection and child welfare resulted in 

obscure labor division between high-risk family service and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 Suggestions related to mandatory report system 

i. Add the child protection training course into the existing training 

specification for the mandated reporters, and adjust the training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identities of professionals. 

ii. Improve the smoothness of the mandatory repor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cluding the use of uniform forms, standardized format, and unified case 

screening and allocating window. 

iii. Lower the possibility of overreporting, make specific and objective reporting 

decision and guideline into necessary procedures, establish exception 

provisions free of repeated reporting, and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all 

citizens on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 rights. 

II. Suggestions on future researches 

i. Increase the discuss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mandated reporters and the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for the purpose of triggering more extensive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data collection. 

ii. Explore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unified case screening and allocating 

center,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form case screening and 

allocating mode on the child protection mandatory report system and the 

related services. 

 

In the end, there are still research limitations in this study, e.g.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mandated reporters and the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failure to investigate the motiv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tudy, and restricted discussion caused by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of the unified 

case screening and allocating center.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the refl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which is hoped to be used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ers studying the 

similar topic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 Mandatory report, 

Mandated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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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兒童權利公約第 19 條指出，各國應透過立法、行政、社會、教育等措施，

保護兒童免於遭受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虐待、疏忽、不當對待、剝削，

明白宣示兒童之受保護權。而臺灣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

少權法）中，除保障兒童少年的身分權益，規範相關福利服務之外，更設立保護

專章，禁止危害、侵犯兒童少年身心與權益之各項作為，以促進兒童少年之身心

健全發展。在多年的觀念宣導與政策施行之下，禁止兒少虐待之觀念已深植人心，

於發現兒童少年未獲適當之養育照顧或疑似遭受虐待之情事，無論是一般民眾或

是專業人員多會透過專線求助與責任通報，尋求社福資源介入協助，以穩定兒童

少年之生活品質。 

根據兒少權法第 53 條之規定，通報制度可依通報人員身分區分為「責任通

報」與「一般通報」。責任通報人員包含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

事、以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上述專業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有

違反兒少權法之情形，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最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無正當理由而未進行通報者，可依同法第 100 條處以罰鍰。而一般通報則

指其他任何人知悉有侵害兒童少年權益之情事，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在責任通報與一般通報並行的政策之下，多數遭受不當侵害的兒童少年保護案件

均得以進入兒童少年保護系統，進而引入相對應的服務與協助。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b）的數據指出，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數逐年

上升，自 2006 年的 13,986 件，至 2016 年的 54,597 件，在十年間成長四萬多件。

而通報來源始終以責任通報人員為多數，比例逐年增加，近五年來皆占總通報案

件數的八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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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案件數統計數據 

年份 
責任通報 一般通報 通報案件數合計 

案件數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2006 8,623 61.65% 5,363 38.35% 13,986 100% 

2007 12,453 64.70% 6,794 35.30% 19,247 100% 

2008 12,866 60.00% 8,577 40.00% 21,443 100% 

2009 13,994 65.24% 7,455 34.76% 21,449 100% 

2010 22,213 72.14% 8,578 27.86% 30,791 100% 

2011 21,115 72.92% 7,840 27.08% 28,955 100% 

2012 29,996 83.73% 5,827 16.27% 35,823 100% 

2013 30,753 89.02% 3,792 10.98% 34,545 100% 

2014 40,220 80.63% 9,661 19.37% 49,881 100% 

2015 44,383 82.40% 9,477 17.60% 53,860 100% 

2016 44,889 82.22% 9,708 17.78% 54,597 10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7b）。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處理情形。取自：

http://www.mohw.gov.tw/cht/DOPS/。 

 

從表 1-1-2 中可以發現，雖然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人數逐年上升，然受理案

件人數卻未同幅成長，開案服務人數則逐年遞減。在 2009 年尚有約六成七左右

的開案率，但在 2016 年卻僅剩二成三，顯示受理案件人數與開案人數之間存有

相當大的落差。出現這樣的現象可能是因為已在案服務中的個案，再度發生不當

對待情狀而進行新事件的通報，然在當前的服務體系之中不須重複開案，因而造

成通報人數的上升與開案數的下降。也有可能是專業人員或一般民眾雖依法進行

通報，然通報端與受案端對於案件存有評估落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在受案、

篩案、調查的三個階段中，重重排除有兒童少年保護情事，或者認為不應由兒少

保護系統提供後續服務，因此未開案續處。上述原因皆有可能造成通報人數、受

理案件人數、與實際開案服務人數的落差，並且引發研究者對於兒少保護責任通

報制度的好奇，同時有感於下列實務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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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與開案人數統計數據 

年份 通報人數 受理案件人數 開案人數 開案率 

2009 19,928 19,841 13,400 67.54% 

2010 27,459 26,550 18,188 68.50% 

2011 30,197 26,573 17,667 66.48% 

2012 31,917 29,268 19,174 65.51% 

2013 31,102 25,971 16,322 62.85% 

2014 39,352 37,357 11,589 31.02% 

2015 42,822 41,512 9,604 23.14% 

2016 42,138 40,660 9,461 23.27% 

註 1：開案率=開案人數/受理案件人數，研究者自行計算之。 

註 2：受理案件人數與開案人數之資料僅有 2009 年迄今之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7b）。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處理情形。取自：

http://www.mohw.gov.tw/cht/DOPS/。 

 

一、兒少保護觀念的轉變 

兒童少年虐待一般可分為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疏忽等四種類型，

但在此分類之外，「不當管教」的案件類型是否屬於兒少虐待？多數人皆曾聽聞

「不打不成器」、「棒打出孝子」等諺語，余漢儀（1999）針對 157 位縣市政府兒

保社工與 58 位家扶中心的兒保社工進行問卷調查，發現雖然 94.4%不同意「管

教孩子一定要打」，但仍有 60.5%的受訪者同意「父母體罰孩子幾乎是不可避免

的」婉轉說法，意味著某程度的體罰仍為多數人所接受的管教方式。兒童福利聯

盟文教基金會（2015）在 2014 年的調查結果發現，60.4%的民眾身邊熟識的親友

會有責打管教之情形，63%的民眾不同意「完全不打小孩的管教方式」，44.9%的

民眾認為「打小孩是教養必要手段」。家扶基金會針對全台 21 個縣市的國中生進

行分層便利抽樣，了解其家庭管教態度，在 1,630 份的有效樣本中，仍有 22.77%

的國中生會遭父母以責打方式進行管教（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2015）。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a）統計資料亦顯示，2016 年遭不當管教的兒少

受虐人次也有高達 24%的比例。雖然多年來皆倡導以正向鼓勵替代打罵處罰，但

上述的調查研究結果再再顯示責打管教的現象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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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對於兒童少年各項權益愈加重視，兒少保護的觀念與範疇亦隨之產生轉

變，責打管教不再是可以被接受的教養行為。由於兒童少年的身心發展尚未完全

成熟，國家與照顧者確實有維護兒少身心健全發展、免於侵犯之責任，因此立法

規範專業人員發現兒少有疑似遭受不當對待時，須通報主管機關介入調查以評估

是否需要提供相關服務。然而，倘若只要觀察到兒童少年疑似受傷或確有傷勢，

未經篩選一律通報兒少保護系統，有可能出現「極端保護觀」現象，一方面弱化

兒童少年的能力，將其視為無能者，抑制兒童少年學習成長的機會（余漢儀，1995；

甯應斌，2011）；另一方面，則是會由國家與專家定義可為與不可為，以中上階

級的生活習慣與教養觀念判斷何謂合宜的教養方式，形成階級治理，否決部分家

長的教養知能，使得在進行兒少保護調查的同時形成控制與壓迫，甚至侵犯公民

權益（余漢儀，1996；甯應斌，2011；Finkelhor, 1990, 2005; Giovannoni, 1995）。 

二、兒少保護制度逐漸失衡 

Kadushin & Martin(1988)提出三級預防之概念，將兒童少年福利服務分為支

持性服務、補充性服務、替代性服務三大類型。若對照我國的兒少福利服務體系，

則是將支持性服務作為第一道預防防線，針對社會大眾進行教育宣導；高風險家

庭服務作為第二道防線，補強家庭照顧功能之不足，降低家庭壓力與風險；最終

則為第三級的兒少保護系統，針對已發生兒少虐待事件的家庭提供相關處遇服務

（轉引自郭靜晃，2004；黃翠紋、葉菀容，2012）。然而我國現行的服務系統偏

重於第三級的處遇策略，相較於初級的教育宣導與次級的風險預防措施，明顯在

兒少保護服務中規劃了更為多元及多項的服務，三級預防架構的比重明顯失衡，

資源錯置（余漢儀，1995；黃翠紋、葉菀容，2012）。 

除了社政單位的福利服務之外，兒少保護工作也相當重視網絡合作機制，需

要跨專業、跨單位的合作，以共同維護兒童少年的人身安全，包含社會福利、志

願服務、醫療、衛生、司法、警政、教育、民政等專業（王秀燕，2012；衛生福

利部，2016a）。依據兒少權法之規定，專業人員知悉疑似有兒少保護案件均須依

法通報，由社政主管單位介入執行案件調查與處遇（衛生福利部，2016a）。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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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君（2015）的研究指出，2010 曹小妹事件發生之後，在監察院強調檢討通報

系統的壓力下，使得各體系不斷強化通報機制與行為，出現卸責通報的現象。當

整體兒少保護系統明顯偏重社政單位進行主導，兒少保護社工成為最後一道防線，

有限的資源卻無法因應如此龐大且多元的通報案件，當前的服務架構必然無力負

荷而失衡，並連帶出現相關工作困境。 

三、兒少保護工作困境 

近年來許多研究紛紛指出兒少保護領域及兒少保護工作者的不利處境，包含

流動率高、人力不足、保護性社工資歷偏低、訓練不足、工作壓力大、出現替代

性創傷、資源不足、網絡合作功能未能發揮、通報精確性不足等（王秀燕，2012；

王珮甄，2011；余漢儀，1999；林琪雅，2006；黃翠紋、葉菀容，2012；蔡孟君，

2015；鄭麗珍，2006；Anderson, 2000; Boyas & Wind, 2010; Boyas, Wind, & Kang, 

2012; Bride, Jones, & MacMaster, 2007; Finkelhor, 2005）。這些工作困境相互扣連，

儘管期待透過提供保護性加給、增加人力員額、強調網絡合作等方式改善勞動現

況，但仍未見起色。大量湧入的通報案件是否可能為兒少保護工作困境的源頭，

成為值得探究的議題。 

2016 年從事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的社會工作人員及社會工作師共有 1,289

名（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c），然而上述員額可能尚包含從事高風險服務、安

置服務、兒童權利公約等其他廣義的兒童少年福利業務，實際上主責兒少保護業

務的直接服務工作者可能遠低於 1,289 名。對照當年度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人數的

數據，平均每位工作者每年至少需要負荷 30 案以上；而此個案負荷量的估算僅

考慮當年度的新通報案件，尚未包含歷年來已開案並持續提供處遇服務中之個案

量。相較於美國兒童福利聯盟於十年前建議每位兒少保護社工主責 12 至 15 位兒

少，至多不超過 18 位的個案量(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NASW], 

2004)，我國兒少保護領域仍處於不利環境。 

當通報案件量居高不下，社工忙於新進兒少保護案件的調查時，經常難以兼

顧案件長期處遇的需要，保護性業務演變為「量多」而「質不精」，無法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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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兒少及其家庭功能重建。此外，在案件急迫性與法定時效的雙重壓力之下，

兒少保護社工經常出現職業倦怠(burnout)的現象，最終選擇轉換工作甚至離開社

會工作專業。儘管政府提出充實地方社工人力計畫，期能降低上述保護性社工的

工作壓力，然重新招募及培訓兒少保護社工的速度往往不及於人力流失的快速，

兒少保護領域仍深陷於工作困境之中。 

四、研究者工作經驗 

研究者曾於某直轄市政府的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家防中

心），擔任 4 年的兒少保護社工，在職期間充分感受到大量通報案件湧入對社會

工作者所造成的龐大壓力。兒少保護案件不分類型，在法定的 24 小時內需要進

行案件聯繫，向通報者初步了解案件相關資訊，並以面訪到兒童少年本人為原則。

接續需進行主要照顧者、疑似施虐者、其他相關人員等的訪視會談，以了解當次

通報事件以及兒童少年平時受照顧情形，於 4 日內完成訪視調查報告，評估是否

確有兒少虐待情事，以及開案提供後續處遇之需求。然而，對許多兒少保護社工

來說，要於法定時效內完成相關訪視調查與報告撰寫有相當程度的困難。 

由於每個縣市對於兒少保護業務的編組方式略有差異，部分縣市的兒少保護

社工除了需要負責新進案件的調查之外，同時也需要提供家庭維繫或家庭重整的

長期處遇服務；倘若仍需要兼任性侵害防治、成人保護、老人保護等案件類型的

服務，更是分身乏術。以研究者的經驗來說，平時大約需要進行 60~70 餘件的社

區追蹤個案，以及 6~7 件左右的保護安置個案的相關處遇服務；同時，每個月仍

有約 6~10 件不等的兒少保護新通報事件尚待訪視調查以及作成評估報告。在這

樣的狀態下，案件之間相互排擠，兒少保護社工往往難以兼顧於時限內完成新案

的訪視調查以及舊案的追蹤處遇。 

此外，研究者也觀察到近年來的兒少保護通報案件愈加多元，例如：兒童不

慎遭機車排氣管燙傷、青少年遭同學之母親夥同友人毆打、離異一方之父母指稱

監護家長有性侵害兒童之跡象、幼兒於公共場所赤腳行走而家長未阻止、親子衝

突而少年有推打父親之情形…等，皆通報兒少保護案件。儘管在兒少權法的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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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下，任何人對兒童少年有不當對待情事者皆應依法通報，上述案件的確有

「兒童少年處於風險、有明顯傷勢、聲稱遭受不當對待之情形」；但在調查評估

的過程中即可發現，兒童少年與其家庭成員真正的需求並非歷經兒少保護系統的

調查與處遇，而是衛生與安全教育、法律協助、監護權與照顧協議、親職諮詢等

其他類型的資源。目前兒少保護系統的處遇焦點並不符合於上述案件的需求，即

便這些類型的案件透過通報進入服務體系，也多需要透過諮詢、轉介以連結更適

切的資源。在這樣的狀況下，不僅對服務對象來說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才能取得

合適的服務，同時可能因為被通報兒少保護而遭標籤為不適任的照顧者；對兒少

保護社工而言，亦需費時個別評估此類案件，心力遭到瓜分，無法將時間與資源

分配在更需要服務與協助的家庭上。 

 

臺灣已推展多年「法入家門」、「預防兒虐」的概念，無論是一般民眾或者專

業人員知悉當發覺有疑似兒少保護情事，可以透過通報以尋求相關單位之協助。

然而，在此觀念成功建立，兒少保護議題獲得重視之後，也隨之出現許多實務工

作困境。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為開啟兒少保護服務的重要機制，因此研究者以

檢視我國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為題進行探索。雖然國內外不乏有討論兒少保

護案件責任通報制度的文獻與研究（何明晃，2008；林亭廷，2015；侯崇文，2002；

施宜君，2008；張裕豐，2006；陳逸青，2010；鄭善明、陳宇嘉，2005；Alvarez, 

Donohue, Kenny, Cavanagh, & Romero, 2005; Feng, Fetzer, Chen, Yeh, & Huang, 

2010; Giovannoni, 1995; Humphreys, 2008; Jenkins & Palmer, 2012; Mathews & 

Kenny, 2008; Melton, 2004; Munro & Parton, 2007; Takis, 2008; Wallace & Bunting, 

2007），然多數是以量化研究方法探討專業人員的通報意向與態度，相較缺乏通

報端與受案端的經驗對話與交流。因此，期待透過本研究，分別了解通報端的專

業人員與受案端的兒少保護社工對於案件的判斷落差與合作經驗，以及對於兒少

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之想法與建議，藉以提供未來修正責任通報制度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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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臺灣已推廣兒童少年保護概念並落實相關服務多年，從統計數據可明顯看出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量之增長，或許顯示著兒少保護觀念已逐漸轉變，亦影響兒少

保護制度的失衡，造成兒少保護實務中的相關工作困境。研究者曾有從事兒童少

年保護的工作經驗，因而對於兒少保護案件通報現況產生好奇，期待進一步探究

兒少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制度之相關議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如下。 

 

壹、 研究目的 

一、 了解責任通報人員於兒少保護案件之通報經驗。 

二、探討兒少保護社工於受理責任通報案件之受案經驗。 

三、探討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在通報兒少保護案件的合作經驗。 

四、了解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對於現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之看法。 

五、依據研究結果，提供未來有關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於政策面與實務面之參

考。 

 

貳、 研究問題 

一、責任通報人員於兒少保護案件之通報經驗，以及與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

關之兒少保護案件受案窗口的合作經驗為何？可能遭遇的實務困境為何？

與可能的因應作為為何？ 

二、兒少保護社工於受理責任通報案件之經驗與責任通報人員的合作經驗為何？

可能遭遇的實務困境為何？與可能的因應作為為何？ 

三、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對於現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之看法為何？ 

四、 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對於現行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之相關建

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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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儘管兒少保護概念已為多數人知悉，但為避免與普遍用詞混淆，以下仍針對

本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與相關名詞進行說明。 

一、 兒童少年保護服務(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CPS) 

指為避免兒童少年遭受虐待、疏忽、剝削或其他不當對待情形，由專業社會

工作人員介入提供兒童少年與其家庭相關直接服務，以提升、修復家庭的照顧與

保護功能，穩定兒童少年的生活狀況（鄭麗珍總校閱，2011）。可分為針對一般

家庭與社會大眾所提供的初級預防、針對風險較高的家庭所提供的次級預防、以

及已發生兒童少年虐待情事的家庭所提供的三級預防服務等三個層次（蔡漢賢主

編，2000）。於實務工作中，工作階段可以粗略分為受理通報、進行調查評估、

提供處遇計畫、結案四個階段；其中，處遇計畫會依個別家庭需求制訂，可粗略

區分為家庭維繫計畫與家庭重整計畫（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社工專協]，

2010；蔡漢賢主編，2000；衛生福利部，2016b；鄭麗珍總校閱，2011）。 

二、 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 of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一般對於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者的定義較為廣泛，凡從事上述廣義兒少保

護業務之專業社會工作人員與督導，皆可稱為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者，包含高

風險家庭服務、兒童少年虐待防治、保護專線、安置服務等，並簡稱為兒少保護

社工。而本研究中所指的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者則採取狹義定義，指任職於直

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負責受理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調查、

處遇等業務之社會工作者與督導。 

三、 責任通報(Mandatory Report) 

依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條規定，責任通報指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

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以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等專業人員，

於知悉兒童少年有下列情形時，需要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最遲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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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 

1. 兒童少年施用毒品、非法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2. 兒童少年擔任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認定危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康場所

之侍應。 

3. 兒童少年遭受疏忽、身心虐待與傷害等各項行為。 

4. 6 歲以下兒童遭獨留或由不適任之人照顧。 

5. 兒童少年有依法須進行緊急保護安置或其他必要處置之各項情形。 

6. 兒童少年有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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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各國兒少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制度 

本節將探討美國、澳洲、英國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與相關法規，以及該

國內特定地區現行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模型，藉以了解國外責任通報制度施行情

形。 

 

壹、 美國 

一、責任通報制度之源起與現況 

（一） 立法情形 

美國小兒科醫師 Kempe 等人於 1962 年發表「受虐兒童症候群」(Battered 

child syndrome)之概念，透過媒體報導引起大眾關注兒童受虐所產生的創傷，對

於美國 1960 至 70 年代的兒少保護議題扮演重要關鍵（余漢儀，1995，1996；彭

淑華、張英陣、韋淑娟、游美貴、蘇慧雯譯，1999；鄭麗珍總校閱，2011；Myers, 

2006, 2011b）。由於當時主要是從醫學防治的觀點看待兒少虐待的議題，美國兒

童局(U.S. Children’s Bureau)邀請 Kempe 醫師等兒保議題的專家，討論如何積極

有效的回應兒少受虐的問題；在會議中建議建立通報制度與法律，讓醫師通報疑

似兒少虐待案件給相關局處或警察單位，成為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的基礎（余

漢儀，1995，1996；Melton, 2004; Myers, 2006, 2011b; Palusci & Vamdervort, 2014）。

首部通報法律於 1963 年出爐，至 1967 年，美國除夏威夷州外的各州皆設有通報

法律（彭淑華等人譯，1999；Myers, 2006, 2011b; Palusci & Vamdervort, 2014）。 

而美國聯邦政府於 1974 年正式通過兒童虐待防治法(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 CAPTA)，保障各地方政府在推行兒少保護服務方案與教育訓

練的財源，並確立責任通報與調查制度 (Alvarez et al., 2005;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1; Kenny, 2001; Melton, 2004; Myers, 2006, 2011b; Palusci 

& Vamdervort, 2014)。由於兒童虐待防治法屬於聯邦法律，對於當時美國各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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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責任通報制度奠定了一致的基礎，包含定義兒童少年為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

人，通報案件類型包含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與疏忽等類型，由各州政府

立法明定責任通報的專業人員身分，以及責任通報者的法律免責權(Alvarez et al., 

2005; Kirk, 2006a; Mathews & Kenny, 2008)。 

（二） 通報情狀與事由 

美國屬於聯邦體制，各州政府得在不違背憲法與聯邦法律的前提下訂定地方

法，因此，各地區對於責任通報的規範略有不同(Kirk, 2006b)。一般來說，只要

專業人員「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兒童少年疑似遭受虐待或疏忽，即須

進行通報，不需要由通報人證實兒童少年是否確實遭受不當對待(Alvarez et al., 

2005;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b; Mathews & Kenny, 2008; Myers, 

2011a)；而另一種常見的通報標準，則是當專業人員判斷或觀察到兒童少年處在

可能導致其受傷的情況下，亦須進行通報(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b)。在通報案件的類型上，從最早的身體虐待類型，已擴展到疏忽、性虐待、

情緒虐待，有些州別甚至在法規中明確定義當父母有物質濫用，或者有遺棄兒童

少年之行為，皆屬兒童虐待(Alvarez et al., 2005;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4; Mathews & Kenny, 2008; Palusci & Vamdervort, 2014)。 

（三） 責任通報人員身分 

責任通報人員的身分，從醫師，普遍拓展到醫療專業、護理師、精神健康專

業、心理師、諮商師、社會工作者、兒童照顧工作者、教職人員、警察、司法等

專業人員（彭淑華等人譯，1999；Albrandt, 2002;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b; Kenny, 2001; Kirk, 2006a）。目前美國將近 48 個州皆立法規定責任通報人

員若未依法進行通報，將予以處鍰或判刑，在佛羅里達州(stare of Florida)甚至有

可能處以重罪(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c)。 

從表 2-1-1 可以看出近年來美國兒少保護的通報案件責任通報仍占大宗，約

為總通報數的六成左右，近兩成為一般通報，而剩餘的兩成左右則可能因為通報

者匿名等因素而無法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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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美國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統計數據 

年份 
責任通報 一般通報 無法分類 合計通報

案件數 

州

數 案件數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2010 1,122,073 60.3% 356,029 19.1% 382,989 20.6% 1,861,091 50 

2011 1,169,474 60.0% 366,711 18.8% 413,969 21.2% 1,950,154 50 

2012 1,227,171 61.1% 374,581 18.6% 407,157 20.3% 2,008,909 50 

2013 1,223,248 61.7% 368,184 18.6% 390,314 19.7% 1,981,746 49 

2014 1,293,359 62.7% 383,348 18.6% 384,600 18.7% 2,061,307 50 

註：此部分統計數據為針對篩案機制後篩入(screened-in)的案件所進行的統計。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dministration on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 Children’s Bureau (2016)。Child 

maltreatment 2014. Available from http://www.acf.hhs.gov/programs/cb/research-data-

technology/statistics-research/child-maltreatment. 

 

（四） 通報管道 

美國各州皆已設立 24 小時免付費的通報熱線(hotline)受理通報，有些州設置

的熱線為全州通用的單一號碼，有些州則設置郡或地區的專用號碼（彭淑華等人

譯，1999；Myers, 2006），通常會陳列在電話本上，以利人們立即翻閱與求助

(Albrandt, 2002)；而除了通報熱線之外，警政的報案專線 911 也是另一個求助管

道(Myers, 2006)。無論是專業人員、一般民眾、家庭成員、甚至是兒童少年本人，

皆可透過熱線或報案專線進行通報與求助(Myers, 2006)。當接獲通報後，受理通

報單位的社會工作者會立即記載通報案件的相關資訊，進行案件篩選(report 

screening)，除判斷案件是否符合當地規定需要啟動調查程序的標準之外，亦評估

是否需要採取緊急性的案件處理（彭淑華等人譯，1999；鄭麗珍總校閱，2011；

Albrandt, 2002;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3; DePanfilis, 2011）；倘若

兒少處在立即的危險中，當地執法人員在接獲通知後即可提供立即的安全維護與

協助，與兒少保護社工共同合作，保障兒童少年的人身安全(Albrandt, 2002)。 

（五） 篩案機制 

美國兒少保護通報案件量相當龐大且複雜，根據美國聯邦政府在 2015 年的

年度報告指出，美國 44 個州總計的通報案件數約有 3,137,536 件，約每 1,0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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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即有 53.2 名兒童被通報；而透過篩案機制篩出(screened-out)的案件將近有

1,310,716 件，占總數的 41.8%。篩出的原因會因為各州的政策規定有所差異，如

通報案件並非兒虐或疏忽案件、通報資訊不夠充足、評估其他單位更適於提供服

務、發現兒童是由其他單位或其他區域所管轄、或者兒童已超過 18 歲等(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HHS],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ACF], Administration on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ACYF], & Children’s 

Bureau, 2017)。透過篩案機制可以減少調查資訊不詳甚至是惡意通報的案件，避

免兒少保護系統中資源的浪費，也降低未證實的不成案比率；然而相對的，有可

能因被篩出的案件未能獲得關注，導致通報者擔心若通報其他案件也不會被接受

與重視，而降低對於其他案件的通報意願(Albrandt, 2002; Melton, 2004)。 

二、愛達荷州現行的兒少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制度 

Palusci & Vandervort(2014)指出愛達荷州(state of Idaho)在 1963 年 3 月通過通

報法案，為美國第一個通過通報法案的州，因此以該州現行的通報規定進行探討。

愛達荷州的兒少保護服務隸屬於該州的健康福利部(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 

Welfare)，並由其中的兒童及家庭服務(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CFS)方案進行主

導。 

（一） 責任通報人員身分與通報事由 

愛達荷州規定的責任通報人員採取最廣義的定義，包含醫師、醫院工作人員、

實習生、護理師、驗屍官、教師、日托人員、社會工作者，或其他任何人相信有

18 歲以下的兒童少年遭受虐待、遺棄或疏忽，或者觀察到兒童少年處在可能導

致遭受虐待、遺棄或疏忽的情況下，即須進行通報(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b; 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03)；此外，當地亦規定

機構的通報職責，意即當上述專業人員向所屬機構報告有需通報的情況時，必須

以機構的名義或者由機構中指派的專人進行案件通報(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b)。在通報案件類型的部分，則包含了典型的身體虐待、疏忽、性

虐待/性剝削、情緒虐待、遺棄等類型(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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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03)；此外，愛達荷州特別敘明倘若家庭

成員因為宗教信仰的因素，選擇透過如禱告、其他靈性儀式等方法為兒童進行治

療，而非接受一般的醫療行為，並不能視為醫療疏忽，但法院得以在兒童生命瀕

臨危險之際以法院命令進行醫療處置(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4; 

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b)。該州法律針對責任通報者未依法

通報會處以輕罰，亦規定有責任通報人員的法律免責權，但倘若為惡意或虛假通

報則不在此保障範圍內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a; 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03)，且會針對惡意通報造成的實際損害追償

或者處以美金 2,500 元的罰鍰，再額外追討訴訟過程中的律師及訴訟費用(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c)。 

（二） 通報管道與案件處理程序 

愛達荷州除了設置一支全州通用的通報熱線之外，針對該州的波夕都會區

（Boise，又稱寶藏谷 Treasure Valley）設置專門的通報熱線，在前述的責任通報

人員知悉兒童少年有遭受不當對待情事的 24 小時內，必須透過熱線進行案件通

報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c; 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03)，並由愛達荷州健康福利部的通報熱線中心(central intake)統一接案，

蒐集有關案件以及通報者的相關資訊；若通報者堅持與地區辦公室的特定成員討

論案情，則會由地區辦公室先行蒐集案件資訊，再致電通報熱線中心進行通報

(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b)。接獲通報後，社會工作者會依據

通報資訊進行初篩，評估是否引入兒少保護服務以及案件回應的優先等級(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3; 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b)，

並於收到轉介的 5 天內進行信件回覆，讓通報者確認案件已有通報至兒童及家庭

服務方案(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b)。 

（三） 篩案機制 

愛達荷州在 2015 年所接獲的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共有 16,684 件，透過篩案機

制篩出的案件約占五成七左右，共計 11,159 件，進入兒少保護服務的則將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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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共計 8,525 件(HHS, ACF, ACYF, & Children’s Bureau, 2017)，相較於同年全

美統計平均篩出系統的 41.8%來說，該州案件的篩出比率明顯偏高。該州針對通

報案件將篩出系統不予調查的標準如下(HHS, ACF, ACYF, & Children’s Bureau, 

2016, 2017; 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b)： 

1. 行為人因素 

（1） 所通報的行為人非屬兒童少年的家長或照顧者。 

（2） 所通報的行為人已無法接觸到兒童少年本人。 

（3） 兒童少年的家長或照顧者可以提供保護，避免兒童少年遭受不當對待。 

（4） 所通報的犯罪行為已轉由司法單位進行處理。 

2. 兒童少年的年齡因素 

（1） 被通報的被害者為未滿 18 歲但已婚。 

（2） 被通報的被害者尚未出生。 

（3） 被害者所遭遇的不當對待事件雖然發生在 18 歲之前，但被害者目前已滿

18 歲。倘若被害者已滿 18 歲但仍有生理或心理障礙，會轉由成人保護服

務(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及司法單位進行處理。 

3. 案件因素 

（1） 欠缺證據指出有身體虐待或疏忽等狀況，或者所通報的虐待、疏忽、或遺

棄事件發生在過去且無證據支持該指控。 

（2） 儘管兒童及家庭服務方案認同家庭暴力對於兒童少年所造成的情緒影響，

但考量到資源分配，除了涉及到兒童少年本身的安全外，有關目睹暴力的

案件會視情形轉介到司法單位以及社區資源提供服務。 

（3） 兒童的家長或照顧者有使用毒品的情形，但並無資訊指出使用毒品與兒少

遭受不當對待的關聯。此類案件所涉及的犯罪行為會轉介到司法單位進行

處理。 

（4） 家長的生活方式令人擔心，但並未導致對兒童少年的不當對待。 

（5） 由於貧窮所導致的疏忽。此類案件會被評估為具有潛在服務需求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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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報指稱兒童有未處理的頭蝨，但無其他醫療上的問題。 

（7） 案件具有關於兒童少年監護權的爭議，但並未有虐待或疏忽情事，或者不

符合機構對於虐待或疏忽的定義。 

（8） 多次的通報資訊指出與先前已接獲過的通報內容有著相同的擔憂，若是由

多個不同的專業通報相同的事件，則應被當地的跨專業團隊討論如何規劃

回應方式。 

（四） 案件優先回應制度 

愛達荷州針對通報案件的特性，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優先回應等級，以判斷案

件的緊急處理原則(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3; 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a)。 

 

表 2-1-2 愛達荷州案件優先回應制度 

 優先回應等級一 優先回應等級二 優先回應等級三 

判斷情形 

當兒童少年處於立

即的危險情境之中，

使得兒童少年的生

命受到威脅。 

譬如兒少死亡、由於

精神異常導致的生

理傷害與威脅、身體

虐待、醫療疏忽、疏

忽等狀況造成的生

命威脅、欠繳醫療費

用導致嬰兒有生命

威脅、對新生兒或在

生產過程中測試到

毒品的陽性反應、測

試到酒精的陽性反

應、有與家庭失聯的

可能、性虐待、以及

青少年目前在司法

單位中。 

兒童少年並未處於

立即的危險當中，但

通報中明確指出有

虐待或嚴重的生理

或醫療疏忽。 

譬如未造成生命威

脅的身體虐待、生理

或醫療疏忽、性虐

待、兒童為身心障礙

者等。 

兒童少年並無立即

的危險，但通報內容

陳述家長或照顧者

未能提供符合兒童

少年年齡需求，清楚

符合對於虐待或疏

忽的定義。 

譬如不適當的監督

照顧、居家健康與安

全有疑慮、適度的醫

療疏忽、法院指派調

查案件、教育疏忽

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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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愛達荷州案件優先回應制度（續） 

 優先回應等級一 優先回應等級二 優先回應等級三 

處理方式 

兒童及家庭服務方

案需要立即做出回

應，通知司法單位立

即處理或者陪同方

案社工進行案件處

理，而兒童及家庭服

務方案的評估必須

與司法單位的調查

進行協調。針對該等

級兒童的需求皆需

要方案社工立即進

行處理，有關兒童少

年的情形在執法人

員或方案社工認為

適當時請求醫療人

員協助。 

需於 24 小時內做出

初次回應，並在接獲

通報後 48 小時內由

兒童及家庭服務方

案社工釐清通報中

所指有關兒童少年

的狀況。有關通報中

所指的狀況在司法

單位或方案社工認

為適當時請求醫療

人員協助，若可能須

要協調健康福利部

與司法單位一同調

查。 

於 72 小時內進行案

件回應，並在接獲通

報後 120小時內由兒

童及家庭服務方案

社工釐清有關通報

內容中對於兒童少

年的擔憂。 

資料來源：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3; Idaho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a. 

 

在篩案機制與優先回應制度並行之下，能有效運用資源，避免花費人力與時

間於調查非屬兒少保護系統之案件，造成對民眾的侵擾與兒少保護案件的未證實

率持續提高；並且針對個別案件的危急程度調配人力，以適時的回應兒童少年的

需求，降低社工在訪視時效上的負擔。 

 

貳、 澳洲 

一、 澳洲的責任通報制度概況 

（一） 立法情形 

澳洲為聯邦政府，共有 6 個州與 2 個領地，在責任通報制度與法令的發展脈

絡上為各州與領地各自相繼立法，最早引進責任通報制度為 1972 年的南澳大利

亞(South Australia)，且約於 1970 年代左右，各州與領地亦接續在法規中規範責

任通報制度，目前各地區皆已有相關法令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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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AIFS], 2016a; Mathews & Kenny, 2008; Mathews & Walsh, 2014; Queensland 

Law Reform Commission [QLRC], 2015; Takis, 2008)。但與美國差異甚大的地方，

在於各州對於責任通報的規範歧異性相當高，僅有地方法令規範，並無基礎一致

性的聯邦法規規定。此外，澳洲在字詞上較常使用通知(notification)，有時亦會採

取通報(report)，在本研究中皆以通報稱之。 

（二） 通報情狀與事由 

澳洲各地區對於需要通報的情況大致可以分成兩種情形，即「有合理理由相

信」(belief on reasonable grounds)與「有合理理由懷疑」(suspects on reasonable 

grounds)。前者的「相信」是對於不當對待事件有較高的確定性，如首都領地

(Australia Capital Territory)、北領地(Northern Territory)、維多利亞(Victoria)與西澳

大利亞(Western Australia)皆是採取較為嚴謹的規定；而其他各地區如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昆士蘭(Queensland)、南澳大利亞與塔斯馬尼亞(Tasmania)則

是採取僅要懷疑有地方法令中所規範的不當對待情事，即須進行責任通報之規定

(AIFS, 2016a; Mathews & Walsh, 2014; Takis, 2008)。此外，各地區對於需通報的

案件類型也有相當大的差異。有些地區僅規範需要通報性虐待（如北領地），有

些地區除了性虐待外還包含身體虐待的案件類型，有些地區則會包含情緒虐待、

疏忽、甚至是目睹家庭暴力等類型(AIFS, 2016a; Mathews & Walsh, 2014)；在需

要進行通報的虐待與疏忽案件上，亦僅針對重大(significant)的虐待或疏忽案件進

行通報，唯有性虐待的案件類型是不分嚴重程度，僅要知悉兒童少年有疑似遭受

性虐待之情形皆須進行通報(AIFS, 2016a; Mathews & Walsh, 2014; QLRC, 2015)。 

（三） 責任通報人員身分 

澳洲各地區羅列的責任通報人員身分差異甚大，首都領地、昆士蘭、南澳大

利亞、塔斯馬尼亞、維多利亞、西澳大利亞等地區皆在法令中明確列舉專業責任

通報人員身分(QLRC, 2015)。普遍來說，在各地區如醫師、護理人員、教師、警

察等專業人員皆為責任通報人員，依據當地的法律規定在知悉兒童少年有遭受不

當對待情事時須依法進行通報(AIFS, 2016a; Mathews & Kenny, 2008; Mathe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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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sh, 2014; QLRC, 2015)；其他的專業人員如助產士、藥劑師、牙科醫師、心理

師與學校諮商人員、學校校長、少年司法單位、社會工作者、宗教組織相關人員、

兒童照顧提供者…等，則會依據各地區的法令規範不同，而列為責任通報者(AIFS, 

2016a; Mathews & Walsh, 2014; QLRC, 2015)。新南威爾斯的責任通報人員雖未列

舉明確的專業人員身分，但規範從事提供給兒童的醫療、福利、教育、兒童服務、

居住服務或司法單位的專業人員或單位管理者具有通報職責，實際上亦囊括了前

述的專業人員之範疇(AIFS, 2016a; QLRC, 2015)。北領地則規範任何人有合理理

由懷疑兒童少年遭受不當對待即具有通報職責，2007 年起亦規範保健醫生或其

他相似性質的專業人員為性虐待案件的責任通報人員(AIFS, 2016a)。此外，在澳

洲某些地區會針對性虐待的案件類型特別規範通報職責，譬如北領地的保健醫師，

昆士蘭的學校教職人員，西澳大利亞的醫師、護理師、助產師、教師或其督導、

警察等專業人員身分，以及維多利亞規範任何成人知悉有對 16 歲以下兒童少年

實施性犯罪時具有通報職責(AIFS, 2016a)。 

 

表 2-1-3 澳洲各地區責任通報規範概況 

地區 通報情境 責任通報者身分 案件類型 

首都領地 
有合理理由

相信 

醫師、牙醫、護理師、助產士、心

理師、教師、教育方案相關人員、

警察、學校諮商師、兒童照顧相關

專業人員、提供兒童少年相關服務

之受雇者等 

身體虐待 

性虐待 

北領地 
有合理理由

相信 

保健醫師 性虐待 

任何人 

身體虐待 

性虐待 

精神虐待 

疏忽 

目睹暴力 

維多利亞 
有合理理由

相信 

醫師、護理師、助產士、教師與校

長、警察等 

身體虐待 

性虐待 

任何成人 性犯罪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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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澳洲各地區責任通報規範概況（續） 

地區 通報情境 責任通報者身分 案件類型 

西澳大利亞 
有合理理由

相信 

醫師、護理師、助產士、教師或督

導、警察等 
性虐待 

法院工作人員、家族諮商師、家事

調解人員、兒少程序監護人 

身體虐待 

性虐待 

疏忽 

新南威爾斯 
有合理理由

懷疑 

提供兒童健康照顧、福利、教育、

兒童服務、居住服務、執法單位等

專業人員與單位管理者 

身體虐待 

性虐待 

精神虐待 

疏忽 

目睹暴力 

昆士蘭 
有合理理由

懷疑 

照顧服務、醫師、護理師、教師、

警察等相關專業人員 

身體虐待 

性虐待 

教職人員 性虐待 

南澳大利亞 
有合理理由

懷疑 

醫師、牙醫、藥劑師、護理師、心

理師、警察、社區矯治人員、社會

工作者、宗教組織人員、教育機構

人員、照顧服務提供者、在提供兒

童少年健康、福利、教育、運動或

休閒、兒童照顧或居住服務等政府

或非政府部門的雇員、管理人員或

志工等 

身體虐待 

性虐待 

精神虐待 

疏忽 

塔斯馬尼亞 
有合理理由

懷疑 

醫師、牙科相關醫療人員、護理師、

助產士、心理師、警察、感化官、

教職人員、兒童照顧相關專業人員、

提供兒童少年健康、福利、教育、

兒童照顧或居住服務的政府機構之

雇員或志工等 

身體虐待 

性虐待 

精神虐待 

疏忽 

目睹暴力 

資料來源：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2016a). Mandatory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Victoria, Australi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四） 通報管道與案件受理 

各地區主責兒少保護的單位雖有不同，通報的管道也稍有差異。相同的是各

地區皆有通報熱線，此外，有些地區增加透過電子郵件、網路線上通報等方式作

為通報管道(AIFS, 2016b)。各地區對於「接獲通報」的認定也有所差異，有些地

區僅要接獲聯繫即認定為接獲通報，但其中可能包含了其他家庭需求的求助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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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會先進行案件的初步評估，判斷案件應分派到家庭支持服務或者兒少保護調

查程序；有些地區則是針對所接獲的聯繫資訊中提及兒童有照顧或保護的需求，

始判定為接獲通報，並且因為已評估兒童少年有遭受重大傷害的風險，而直接啟

動調查程序(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AIHW], 2017)。整體而言，

澳洲各地區在責任通報的規範歧異性相當大，從通報者身分、需進行通報的條件

情境、需要通報的案件類型、甚至到「接獲通報」的認定皆有諸多差異。以 2015-

2016 年的統計數據來說，所接獲的通報案件數有 355,935 件，約每 1,000 名兒童

即有 42 名兒童少年被通報；而進入到調查程序的案件有 164,987 件，約占通報

案件數的 46.4%(AIHW, 2017)。這些調查案件中，由於各地區規範不同而無法單

就責任通報與一般通報進行劃分，但若是以通報人的身分來看，可以發現專業人

員仍為多數，約占有七成六左右(AIHW, 2017)。 

表 2-1-4 澳洲 2015-2016 調查案件數（以通報人身分區分） 

通報人身分 
澳洲 南澳大利亞 

調查案件數 百分比 調查案件數 百分比 

專業人員 125,613 76.14% 4,206 86.56% 

醫療/健康人員 19,686 11.93% 932 19.18% 

教職人員 30,861 18.71% 691 14.22% 

警察 36,318 22.01% 1,090 22.43% 

社會工作者 20,591 12.48% 850 17.49% 

兒童照顧人員 1,641 0.99% 61 1.26% 

政府工作人員 5,966 3.62% 198 4.07% 

非政府組織人員 10,550 6.39% 384 7.90% 

非專業人員 24,133 14.63% 492 10.13% 

家庭成員 17,938 10.87% 315 6.48% 

朋友/鄰居 5,772 3.50% 167 3.44% 

兒童少年本人 423 0.26% 10 0.21% 

其他 15,241 9.24% 161 3.31% 

合計 164,987 100% 4,859 100% 

註 1：此部分統計數據為進入調查程序的案件所進行的統計。 

註 2：其他類型包含匿名通報以及未說明之數據。 

資料來源：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7). Child protection Australia 2015–16. 

(Child Welfare series no. 66. Cat. no. CWS 60). Canberra, Australi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研究者整理之。 

 



23 

二、南澳大利亞現行的兒少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制度 

南澳大利亞在 2015-2016 的兒少保護通報案件數共有 21,424 件，約占同年

度全澳洲通報案件數的 6%(AIHW, 2017)。原先負責兒少保護業務的單位為南澳

大利亞教育與兒童發展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CD)

中的家庭局(Families SA)，2016 年 11 月於兒童保護系統皇家委員會(Child 

Protection Systems Royal Commission)的建議下成立兒童保護部(Department for 

Child protection, DCP)，專責負責兒少保護業務，而有關兒少保護的相關議題多

在兒童保護法案(Children’s Protection Act 1993)中進行規範。 

（一） 通報來源 

南澳大利亞所定義兒童少年為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在通報制度上可以分

為一般通報與責任通報兩種類型，一般通報指當有人懷疑兒童少年遭受不當對待

時，即須知悉後盡速通報相關部門；而責任通報則指在工作期間（包含勞雇關係

與志願服務）或執行勤務的過程中知悉有上述情形時，需要進行通報。責任通報

人員包含有醫師、藥劑師、護理師、牙醫、心理師、警察、社區矯治人員、社會

工作者、宗教組織中的負責人、雇員、志工、教育機構中的老師、日托照顧提供

者、以及任何其他在政府或非政府組織中提供有關健康、福利、教育、運動與休

閒、兒童照顧或居住服務，在服務提供過程中會與兒童有關的受雇者、志工、管

理人員等專業人員(AIFS, 2016a; Takis, 2008)。針對未依法進行通報或者恐嚇威脅

上述責任通報人員者，最高可依法處以 10,000 元的罰鍰。表 2-1-4 可以從已進入

調查程序的案件中看出通報人員身分的差異，在南澳大利亞專業人員通報數約占

八成七左右，其中最多為警察(22.43%)進行的通報，其餘依序為醫療健康人員

(19.18%)、社會工作者(17.49%)與教職人員(14.22%)(AIHW, 2017)。 

（二） 通報事由 

南澳大利亞規範需通報的案件類型包含性虐待、身體虐待、情緒虐待與疏忽

四種類型；而一些非屬兒少保護議題的案件，如家長有藥酒癮濫用或犯罪行為，

但並未影響家長的親職照顧能力或者對兒童少年有影響、案件主訴為家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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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手足衝突）、兒童少年未穩定就學、兒童少年雖有受傷情形但行為並未有顯

著的改變或未揭露傷勢是如何造成的，欠缺證據指出兒童少年有遭受不當對待之

疑慮等類型，則不須通報兒少保護系統(Department for Child protection[DCP], 

2016)。在通報之後，責任通報人員仍應針對該家庭需求評估，判斷是否需要引進

其他兒童少年與家庭的支持性服務，並協助聯繫兒童保護部，確認是否有相關服

務可提供協助(DCP, 2016)。 

（三） 通報管道 

通報管道可以分為電話通報與網路通報，前者為全年無休的兒少虐待通報專

線(Child Abuse Report Line, CARL)，後者則為兒童保護部所設立的通報網站

(http://www.reportchildabuse.families.sa.gov.au/)，於註冊帳號後可進行線上通報

(AIFS, 2016b; DCP, 2016)；然而，針對較嚴重的案件如嚴重傷害、長期疏忽、或

者是已由兒童保護部照顧的兒少遭受虐待或疏忽，仍需透過電話的方式進行通報，

尤其針對狀況危急之案件仍建議先致電警政的報案專線以立即處理(DCP, 2016)。 

（四） 受理案件處理程序 

接獲通報的專線社工將會初步蒐集案件的相關資訊，包含兒童少年與疑似施

虐者的基本資料、不當對待情狀、通報者的相關資訊、案件揭露的過程方式、通

報者目前已進行的處理與對於通報的期待等(DCP, 2016)。專線社工接獲通報後，

會初步篩選判斷該案件是否屬兒童保護部法定的介入範疇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Child Development[DECD], 2016)，以當地 2015-2016 年總數 21,424

件的通報案件中，即有 16,565 件(77.32%)是透過其他方式進行案件處理，譬如轉

介至警政或者家庭服務等服務，或者是先前已有相同通報故判斷為不須進入調查

程序之案件(AIHW, 2017)，亦等同於篩出系統不需進行調查；而有 4,859 件

(22.68%)通報案件進入調查程序(AIHW, 2017)，由專線社工透過通報資訊中提及

對兒童少年的安全保護、風險程度、所處情境中的其他因素等面向進行風險評估，

判斷通報案件所需要的處遇服務類型以及回應的等級(AIFS, 2016c; DECD, 2016)。

倘若通報資訊指出兒童少年的風險程度較高，則會立即啟動兒少保護系統，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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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與兒少保護社工偕同兒童保護部社工一同進行案件調查，並且於 24 小時內針

對案件做出回應；但若經風險評估判斷得採取非調查的取向，則會採取替代性回

應(alternative response)機制，與家庭共同討論通報資訊，並且提供相關支持服務

(DECD, 2016)。 

 

參、 英國 

英國為聯合王國，由英格蘭(England)、威爾斯(Wales)、蘇格蘭(Scotland)與北

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組成，各地區在行政體系、法律架構等多有各自獨立的

系統，地區差異大。但其中英格蘭與威爾斯較具共通性的法律規範或協議，如

1989 年與 2004 年通過的兒童法案(Children Act 1989, Children Act 2004)即成為規

範兒少保護系統以及通報責任的主要法律架構。以下主要以英格蘭與威爾斯的兒

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進行說明。 

（一） 立法情形 

於 1989 年的兒童法案中有幾項原則，包含：視兒童的福祉為首要、不得延

遲以免損及兒少權益、法院僅於必要時進行判決命令、以及家長具有妥善照顧扶

養兒少的責任(Flynn & Starns, 2004)，並且將家長視為合作夥伴，共同保護兒童

少年(Harrison, 2006; Jenkins & Palmer, 2012)。法案中規範地方當局有責任確保與

推動地區內的福利服務，以協助有需求的兒童(children in need)能夠健康發展，而

所謂有需求的兒童包含：若無地方當局協助則健康與發展即未能維持或者達成的

兒童、發展受到損害或者若無服務協助則可能受到損害的兒童、以及身障兒童三

大類(Flynn & Starns, 2004; Harrison, 2006)，大致上囊括兒少福利與兒少保護的服

務族群。此外，法案中規範地方當局在知悉兒童少年處在具有重大傷害風險之中

或者已遭受重大傷害時，需要介入調查與採取行動以保護及推動兒童的福利；而

所謂的傷害即包含了虐待以及健康或發展上的損害(Allen, 2001; Flynn & Starns, 

2004; Harrison, 2006)，即框架出兒少保護的調查與處遇程序；而居住服務、教育、

健康醫療等專業負有通報與配合調查程序之職責，成為英國責任通報制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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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為補足原兒少保護系統的不足，英格蘭與威爾斯通過 2004 年的兒童法

案(Harrison, 2006)，主要重點在於設立地方保護兒童委員會(Local Safeguarding 

Children Boards, LSCBs)，重新整頓各專業領域在保護與推動兒童福利上的責任

以及夥伴關係，建立有關兒童少年的資訊資料(information databases)以進行資訊

分享(information-sharing)，更詳盡的帶出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的系統 (Bunting, 

Lazenbatt, & Wallace, 2010; Harrison, 2006; Jenkins & Palmer, 2012; Munro & Parton, 

2007)。根據英國政府所提出的 Working together to safeguard children 指引手冊指

出，專業機構與地方機關間的資訊分享，對於兒少受虐的辨識、評估與服務提供

相當重要，是兒少保護服務重要的一環，各機構皆需要規劃設計清楚的資訊分享

的過程與原則，並且在認為兒童少年有疑似受虐時應該要主動聯繫地方當局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DfE], 2015)。於該資訊資料中，需要包含兒童少年的姓

名、住址、性別、生日、識別號碼、照顧者姓名與相關資料、所接受的醫療與其

他特定服務的資訊、曾提供服務的專業人員之姓名與相關資料、以及過往對兒少

安全有疑慮的資料等訊息，僅有醫療紀錄以及個人資訊不需要列入(Munro & 

Parton, 2007)。然而，這樣的資訊分享規範也引發許多關於隱私保密議題的討論，

甚至擔心可能因為這樣的通報規範破壞原有的處遇或治療過程，反而降低兒童少

年揭露遭受不當對待情狀的意願(Bunting et al., 2010; Jenkins & Palmer, 2012; 

Munro & Parton, 2007; Wallace & Bunting, 2007)。 

（二） 責任通報人員身分與轉介通報情形 

英國主張保護兒童是每個人的責任，其中更包含了教師、家庭醫師、護理師、

助產士、健康關懷員、幼兒相關專業、青少年工作者、警察、緊急意外工作人員、

兒科醫師、志願與社區工作者以及社會工作者等專業人員(DfE, 2015)。由於各個

單一專業無法全面了解兒童的需求與情況，若要適時提供兒童少年與家庭協助，

即需要仰賴專業間的合作，即時發揮各自的專業角色與功能提供協助，分享資訊

與採取行動(DfE, 2015; Jenkins & Palmer, 2012; Wallace & Bunting, 2007)；此外，

當專業人員知悉兒童少年有安全上的疑慮時，亦須轉介給地方的社會服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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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ervice)提供案件協助，倘若專業人員對於地方當局的回應不滿意，應持

續追蹤兒童少年的狀況(DfE, 2015; Wallace & Bunting, 2007)，以共同建構起兒童

少年的保護與服務網絡，避免將兒少保護視為單一系統的責任。儘管英國在責任

通報制度上並無針對未通報的專業人員訂定罰則，但倘若發生重大兒虐案件，仍

會於重大案件檢討機制(Serious Case Review)中檢視專業人員是否有失職之處，

以及所需承擔的相關責任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NSPCC], 2016a; Wallace & Bunting, 2007)。 

根據英格蘭教育部的統計資訊指出，在 2015-2016 期間轉介至社會服務部門

的兒童數共有 621,470 人，等同每 1,000 名兒童中即有 53.2 名兒童需要兒少保護

服務。在已知轉介來源的案件中，專業人員轉介的案件數占所有通報案件的

79.62%，其中又以警察通報為大宗(27.58%)，其次依序為學校(16.68%)、健康專

業（包含家庭醫師、健康關懷員、學校護理師、其他初級健康服務單位等）(14.33%)

與其他的政府服務部門(13.4%)(DfE, 2016)。 

表 2-1-5 英格蘭 2015-2016 轉介社會服務兒童數 

通報人身分 轉介兒童數 百分比 

專業人員 494,830 79.62% 

學校 103,670 16.68% 

教育服務 16,900 2.72% 

健康專業 89,080 14.33% 

警察 171,380 27.58% 

居住服務 9,710 1.56% 

其他政府服務部門 83,250 13.40% 

其他法定機構 20,840 3.35% 

親友/兒少本人 57,050 9.18% 

其他來源 38,740 6.23% 

其他 30,850 4.96% 

匿名通報 13,770 2.22% 

未知來源 17,080 2.75% 

合計 621,470 100% 

資料來源：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6).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in need: 2015 to 2016. 

London, England: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研究者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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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報管道 

在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管道上，除了由各專業人員在認為有兒少保護疑慮時

直接進行案件轉介之外(Flynn & Starns, 2004)，也可以透過向全國防止虐待兒童

協會(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NSPCC)所設置，全

年無休的免付費通報專線、簡訊、網站以及電子郵件等方式通報兒少保護案件

(NSPCC, 2016b)。該協會另外針對聽語障者，於上班時段安排以視訊的方式進行

即時的手語溝通，了解通報者對於兒少疑似受虐的情形，蒐集相關資訊，進而提

供諮詢與建議(NSPCC, 2016b)。當專線工作者接獲有較高風險疑慮的兒少保護案

件，會轉介到各地方的社會服務部門甚至是警政單位，以進行後續的案件協助

(NSPCC, 2016b)。社會服務部門在接獲通報後的 24 小時內必須進行案件的回應

處理，如提供案件的諮詢建議、轉介其他服務或機構、進行初步的案件評估、進

入兒少保護調查程序、或者不予回應等作法(Flynn & Starns, 2004)。 

 

肆、 小結 

隨著各國的政府組成與法律體系差異，以及在兒童少年福利與保護背景理念

的不同，對各國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產生影響與變化。在責任通報制度的發

展上以美國最早，於 1962 年 Kempe 醫師發表受虐兒童症候群後，隔年即出現首

部通報法律，澳洲則約在 1970 年代開始有責任通報的立法與相關制度出現，在

相關法制上具有較為明確的兒少保護概念。相較之下英國的責任通報制度起步最

晚，約於 1989 年兒童法案出現責任通報制度的基本型態，且法案中缺乏針對未

依法進行通報者的罰則規範，整體而言英國在相關制度上較偏向兒童福利的概念，

提供相對弱勢的兒童少年服務與協助。 

由於不同國家的責任通報制度仍有許多細緻的差異，無法同一而論，但綜觀

美國、澳洲與英國的責任通報制度，法定通報的案件類型基本上不脫離身體虐待、

精神虐待、性虐待與疏忽四大範疇，其他如遺棄、目睹兒少、女性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等不同型態的不當對待類型案件通報規範則因地而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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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來源則皆以責任通報者占多數，約六成至七成左右，責任通報者身分多是與兒

童少年有直接接觸的專業領域，包含醫療（兒科醫師、家庭醫師、牙醫、藥劑師、

護理師、助產士等）、教育（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學校心理諮商人員等）、警察、

社會工作、兒童照顧領域等專業人員。通報的管道上則仍是以電話通報為多數，

較能因應兒少保護案件的急迫性，另隨著科技的進步，部分地區也開始針對非危

急的案件採用網路通報系統，英國的全國防止虐待兒童協會甚至針對聽語障者開

放手語視訊的方式，即時進行案情釐清與溝通。接獲通報之後，會由專線社工或

者主責兒少保護業務的單位進行案件初篩，從通報資訊中判斷通報的案件是否符

合當地兒少保護規範的範疇，以及對於通報案件的回應策略，普遍來說皆須於 24

小時內進行案件的初步處理。 

 

表 2-1-6 美國、澳洲、英國責任通報制度比較 

國家 

項目 
美國 澳洲 英格蘭與威爾斯 

首部通報法律 1963 年愛達荷州 1972 年南澳大利亞 1989 年兒童法案 

全國性法律 
1974 年 

兒童虐待通報法 
無 無 

通報情境 
合理懷疑 

處於可能受傷情境 

有合理理由相信 

有合理理由懷疑 
有安全疑慮 

虐待類型 

身體虐待、性虐待、

情緒虐待、疏忽、其

他 

身體虐待、性虐待、

情緒虐待、疏忽、目

睹暴力 

身體虐待、性虐待、

心理虐待、疏忽、其

他 

責任通報者 

身分 

醫療專業、護理師、

精神健康專業、心

理師、諮商師、社

工、兒童照顧工作

者、教職人員、警

察、司法等 

醫師、護理人員、教

師、警察、其他 

家庭醫師、兒科醫

師、護理師、助產

士、健康關懷員、警

察、教師、社工、幼

兒專業、青少年工

作者…等 

通報管道 熱線 
熱線、電子郵件、網

路 

轉介、熱線、簡訊、

電子郵件、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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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國外的責任通報制度與臺灣現行制度並無明顯差異，唯英國將兒少保護

的概念融入兒少福利制度中並行，而引發進行兒少保護調查的門檻過低之爭議

(Harrison, 2006)，與美國及澳洲有明顯不同。此外，在接獲通報後的案件篩選機

制上，雖然因為各地區在法令規定以及篩案門檻的差異無法進行比較，但觀察美

國與澳洲的篩案機制可排除約近半數的案件不予進入調查程序，並且評估轉由其

他系統或者單位提供相關協助。此外，南澳大利亞要求責任通報人員除通報之外，

仍須評估家庭需求並引入相關資源；英格蘭與威爾斯則規範儘管地方當局對通報

案件的判斷為不予回應，但通報者若對於通報資訊中所提及的事件仍有擔憂，即

有責任持續追蹤以確認兒童少年之安全。上述作法既有機會排除非屬兒少保護議

題的通報案件，又可以透過由不同的專業系統共同提供協助，維護兒童少年與家

庭之權益，避免過度單一歸責於兒少保護系統，達成網絡合作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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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兒少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制度 

我國兒童少年保護的概念與制度發展可以說是由下而上、由民間到政府的推

動過程。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透過蒐集 1987 年下半年發生的兒虐新聞資訊，並

於 1988 年與東海大學合作辦理研討會，深入探討兒童虐待事件的嚴重性（余漢

儀，1995，1996；彭淑華，2006；鄭善明、陳宇嘉，2005）；由關心兒童的立委、

社會人士與團體所組成的兒童福利聯盟於 1980年成立，推動兒童福利法的修法，

以契合當代社會的狀況，並於 1991 年底正式成立目前的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

會（侯崇文，2002）；世界展望會則於 1995 年接受省政府委託，規劃與成立全省

的兒童少年保護通報中心，開通專線（余漢儀，1995，1996；彭淑華，2011；鄭

善明、陳宇嘉，2005）。這些民間團體積極投入兒少保護工作，對於我國責任通

報制度的發展歷史與現行制度占有重要地位。本節將分別探討我國兒少保護責任

通報制度的發展、通報事由、通報管道以及篩案機制。 

 

壹、 責任通報制度之發展 

一、1993 年以前 

我國 1973 年制定兒童福利法，成為推動國內兒童福利工作的法源依據（郭

靜晃，2004；彭淑華，2011），其中雖設置有保護專章，規範不得對兒童有虐待、

遺棄等不當對待行為，但整部法律規範仍明顯簡略，僅分為 5 章、共 30 條條文，

亦缺乏責任通報制之規定；少年福利法則是直到 1989 年才制定，同樣規範有禁

止不當對待的相關條文，在少年福利法制訂通過前，針對 12 至 18 歲的少年暫時

準用兒童福利法之規定。郭靜晃（2004）指出當時兒童福利法的制定背景是為了

獲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贊助與支援，張笠雲（1983）更質疑此法並非出自於關

切兒童的需求，而是在國際政治壓力下制定（轉引自郭靜晃，2004），在此背景

之下，法律似乎還不足以對兒童少年有充分的保護作用。 

二、1993 年兒童福利法修正後 

80 年代發生多起嚴重兒童虐待事件，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重視兒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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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益的立委、社會人士與福利團體組成兒童福利聯盟，推動修法以保障兒童相

關權益，並符合當代社會需求，於 1993 年首度修正兒童福利法，除促成兒童保

護工作制度性的發展外，並確立責任通報制度以及相關罰則規定（林亭廷，2015；

侯崇文，2002；施宜君，2008；鄭善明、陳宇嘉，2005；郭靜晃，2004；彭淑華，

2011）。在 1993 年的兒童福利法第 18 條中規定，醫師、護士、社會工作員、臨

床心理工作者、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福利業務

人員在知悉兒童有遭受不當對待情狀，須於 24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進行報告，

針對責任通報者的身分予以保密，同法第 49 條的罰則規定違反者處 6,000 元以

上、30,000 元以下的罰鍰。然而，兒童福利法雖明定責任通報制度，但該法僅適

用於未滿 12 歲的兒童；少年福利法在廢止前皆未有針對介於 12 至 18 歲的青少

年遭受虐待的責任通報規定，倘若有少年遭受虐待情事發生，並無相關條文與罰

則規範專業人員的通報職責。 

三、2003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通過後 

考量到兒童與少年的福利服務實際上有其連貫與重疊，國際間亦多以單一法

令規範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的權益維護，為避免資源浪費並使服務體系整合，

臺灣於 2003 年將兩法合併，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施宜君，2008；郭靜晃，

2004；彭淑華，2011）。該次修法仍保留原兒童福利法的責任通報制度，並且進

行微幅修正，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規定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

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的通報責

任，於知悉兒童少年遭受虐待情事時須於 24 小時內進行通報。此外，同條第 2

項亦規範一般通報制度，即其他任何人在知悉兒童少年有遭受不當對待情形時，

得通報主管機關。無論是責任通報或是一般通報人員的身分皆有訂定通報者身分

保密的規範。在罰則部分，於 61 條中規定前述專業人員「無正當理由」而違反

34 條規定者，處 6,000 元以上、30,000 元以下的罰鍰。本次修法已建構目前我國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的大致型態，區分出責任通報與一般通報制度（羅瑩雪，2003），

針對責任通報人員的身分以及罰則規範有更為清楚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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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1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通過 

2011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進行大幅度的修法，更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有關通報規範訂於該法第 53 條，增列村里幹事為責任通報人員。2015

年初修法時進一步增列教保服務人員、移民業務人員、以及戶政人員為責任通報

者，期待藉由這些熟悉地方事務且易於接觸家庭的專業人員，在發現有兒童少年

遭受不當對待情事時可以通報主管機關，掌握介入提供兒童少年與家庭相關協助

與服務的時機，避免憾事發生。 

 

表 2-2-1 法定責任通報人員身分列表 

法律條文 責任通報者身分 

兒童福利法 

（§18） 

 

修正日期：1993/1/18 

公布日期：1993/2/5 

 醫師 

 護士 

 社會工作員 

 臨床心理工作者 

 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 

 警察 

 司法人員 

 其他執行兒童福利業務人

員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34） 

制定日期：2003/5/2 

公布日期：2003/5/28 

 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 

 警察 

 司法人員 

 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業務人員 

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53） 

修正日期：2011/11/11 

公布日期：2011/11/30 

 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 

 警察 

 司法人員 

 村（里）幹事 

 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業務人員 

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53） 

 

修正日期：2015/1/23 

公布日期：2015/2/4 

 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 

 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 

 司法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 

 戶政人員 

 村（里）幹事 

 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業務人員 

註：刪除、新增之責任通報者以斜體字呈現。 

 

我國逐步擴大納入責任通報制度的專業人員身分，並且往在地社區的正式資

源發展，然而從表 2-2-2 的通報案件數據可以看出，雖村里幹事納入責任通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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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 年之久，但所通報的案件比例仍極低(0.1%)，主要的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來源

仍是以教育人員(29.44.%)、警察(23.78%)與社會工作人員(21.18%)所占比例較高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b）。 

 

表 2-2-2 2016 年兒少保護案件通報數（以通報人身分區分） 

通報人身分 通報案件數 百分比 

責任通報 44,889 82.22% 

醫事人員 3,070 5.62% 

社會工作人員 11,561 21.18% 

教育人員 16,076 29.44% 

保育人員 180 0.33% 

教保服務人員 169 0.31% 

警察 12,985 23.78% 

司法人員 676 1.24% 

移民業務人員 10 0.02% 

戶政人員 35 0.06% 

村里幹事 57 0.10% 

其他執行兒童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70 0.13% 

一般通報 9,708 17.78% 

父母 2,193 4.02% 

親友 1,137 2.08% 

兒童少年本人 3,171 5.81% 

鄰居及社會人士 1,935 3.54% 

其他 1,272 2.33% 

合計 54,597 10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7b）。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處理情形。取自：

http://www.mohw.gov.tw/cht/DOPS/。研究者整理之。 

 

隨著四個階段的法規確立後，責任通報制度不斷發展，負有通報之責的專業

人員也為保護兒少不斷的增加，期能建構更嚴密的保護網；然而，此發展趨勢也

可能使兒少保護通報案件隨著責任通報來源而增加。 

 

貳、 通報事由 

通報事由主要是依據兒少權法中，禁止對兒童少年所為的不當對待事由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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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明文規範專業人員在知悉兒童少年遭遇相關情事時需要進行責任通報。大

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一、兒少暴露於有害身心的物質或不當環境之中 

如兒童少年施用毒品或管制藥物等有害身心的物質（兒少權法第 53 條第 1

項），或者擔任如酒家、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電子遊戲場等涉及賭博、色情、

暴力等場所的工作人員（兒少權法第 47 條第 1 項）。此外，由於 6 歲以下或者需

要特別看護的兒童相對欠缺自我照顧與保護的能力，若讓此類兒童獨處或者由不

適當的人照顧恐發生危險（兒少權法第 51 條），故亦須依法進行通報。 

二、兒少遭受身心不當對待 

包含兒童少年遭受身心虐待、遺棄、猥褻或性交、以各種方式使兒童少年有

自殺行為、綁架或人口販運、剝奪或妨害兒童少年接受國民教育的機會、利用兒

童少年進行犯罪行為…等（兒少權法第 49 條）。尤其出現若非立即提供保護安置

或者其他協助會使兒童少年的生命、身體、自由會有立即危險的狀況，如兒童少

年未受到適當的養育照顧、有立即接受醫療協助之必要、遭受不當對待或者其他

迫害等，更須通報兒少保護系統立即介入協助（兒少權法第 56 條第 1 項）。 

 

現行兒少權法關於通報事由的規定繁多且複雜，對於何謂身心虐待並無明確

定義，亦未特定於法條中劃分出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疏忽等類型（施

宜君，2008）。但從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a）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歷年來

兒少遭受虐待的類型多以身體虐待為大宗，於各年度皆占約三至四成不等，從

2012 年的四成二左右逐步下降，2016 年更驟降至僅剩二成四左右的比例，可能

與當年開始統計不當管教的類型有關。各年度所占比例次高的虐待類型為性虐待，

近五年來比例逐漸上升，2016 年突然攀升至 19.4%，與身體虐待類型的變化趨勢

相反。精神虐待的案件比例大多約占 11%~12%，然 2016 年驟降至 8.09%，可能

與當年列出目睹暴力的受虐類型有關。疏忽類型的案件在各年度皆落在

10%~13%間不等的比例。遺棄類型的虐待案件於各年度所占比例最低，約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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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右，在 2016 年僅有 0.78%。整體而言，在 2016 年的統計數據有較明顯的變

化，可能與當年單獨列出不當管教與目睹暴力的受虐類型有關，使得身體虐待、

精神虐待、其他等類型的比例明顯驟降；此外，不當管教的虐待類型所占的受虐

比例與身體虐待類型相近，有高達二成四的比例，實為需要關注的議題。 

 

表 2-2-3 2012-2016 年兒少受虐類型統計數據 

類型 

年度 

身體 

虐待 

精神 

虐待 

性 

虐待 
疏忽 遺棄 

不當 

管教 

目睹 

暴力 
其他 合計 

2012 
次 8,065 2,410 2,715 2,601 199 - - 5,498 21,488 

% 42.06 12.57 14.16 13.57 1.04 - - 28.67 112.07 

2013 
次 6,232 1,819 2,496 1,810 177 - - 5,115 17,649 

% 38.18 11.14 15.29 11.09 1.08 - - 31.34 108.13 

2014 
次 3,946 1,350 1,964 1,249 99 - - 3,911 12,519 

% 34.05 11.65 16.95 10.78 0.85 - - 33.75 108.02 

2015 
次 3,416 1,108 1,422 1,252 82 - - 2,885 10,165 

% 35.57 11.54 14.81 13.04 0.85 - - 30.04 105.84 

2016 
次 2,277 765 1,835 1,154 74 2,271 534 1,610 10,520 

% 24.07 8.09 19.40 12.20 0.78 24.00 5.64 17.02 111.19 

註：2016 年起新增不當管教與目睹暴力之統計項目。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7a ）。兒童少年保護－受虐類型。取自：

http://www.mohw.gov.tw/cht/DOPS/。研究者計算整理之。 

 

近五年來在通報事由的規範多已確立成形，惟 2015 年 1 月 25 日修法於第

43 條規範兒童少年不得有的行為中，增列第 5 款「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

類產品，致有害身心健康」，藉以因應近年來學童大量使用 3C 產品連帶產生的身

心健康負向影響。該次修法內容是否可能間接影響責任通報的變化，如兒少過度

使用電子產品、而家長未有適當督促及控管時間所致的兒少保護案件，有待進一

步探討之。 

 

參、 多元通報管道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 2 條明文規範有通報方

式，針對責任通報者於知悉前述通報事由的 24 小時內需填妥通報表，以網際網

 



37 

路、電信傳真、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式通報；若遇緊急狀況，得先以言詞或電

話的方式進行通報，並後續補陳通報單。整體而言，目前兒少保護責任案件的通

報管道有專線、傳真、網路通報三種管道，以下分述之。 

一、專線通報 

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現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約自 1987 年開始投

入兒童保護服務，並開辦「2085」兒童保護專線，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則於 1989

年自行設置「7048585」受虐兒童保護專線，各地方政府透過專線接獲兒少保護

案件通報之後，即轉由各地方的家扶中心進行訪視評估（余漢儀，1995，1996；

林亭廷，2015；張裕豐，2006；陳逸青，2010；游美貴，2011；蔡孟君，2015；

鄭善明、陳宇嘉，2005）。然而，此階段的專線仍是各地方政府自行辦理，欠缺

統一窗口。直至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委託台灣世界展望會，規劃與成立臺灣省兒童

少年保護熱線中心，並於 1995 年開通「080-22110」兒童少年保護熱線，以受理

全省疑似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才有較為單一的通報窗口（林亭廷，2015；陳逸

青，2010；彭淑華，2011；游美貴，2011；蔡孟君，2015；鄭善明、陳宇嘉，2005）。

2001 年，台灣世界展望會在內政部的委託之下，將「080-22110」兒童少年保護

熱線、以及原本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成立的「080-000600」保護您專線合併，並為

方便記憶而變更專線號碼，成為現今熟為人知的「113」婦幼保護專線（陳逸青，

2010；彭淑華，2011；游美貴，2011）。「113」的專線號碼意味著「1 通專線、3

種服務」，除兒少保護之外，並受理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案件的通報，2007 年

以更納入性騷擾防治業務；然而，多種類型案件的受理與服務若引起龐大的諮詢

電話，相對可能排擠緊急救援的專線功能（游美貴，2011）。 

113 保護專線為全年無休的熱線，由受過專業訓練的社工員輪班接聽，另有

提供網路對談諮詢服務，提供案件資訊並協助轉介連結其他適當資源；此外，為

因應我國新移民人口增加之趨勢變遷，專線亦有多國語言通譯人員之服務，包含

英語、印尼語、越語、泰語、柬埔寨語等，以三方通話的方式即時提供民眾協助

（台灣世界展望會，2016）。113 保護專線多提供予一般民眾求助與通報，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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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除此管道外，會透過直接撥打電話至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家防中心進行案件通

報，以避免 113 保護專線於接獲案件後仍須轉案至各地方的主管機關，延宕案件

處理時效；惟若各地方的家防中心未成立專線組、缺乏充足設備與人力提供 24

小時接線，於非上班時段仍會回歸 113 保護專線統一受理案件，遇重大危急狀況

再由 113 保護專線聯繫各地方政府的值班(on call)社工進行案件處理。然而，2017

年底傳出 113 保護專線政府委託方案流標的消息，令人疑慮臺灣未來是否持續全

國性的專線通報管道，亟待觀察。 

二、傳真通報 

求助專線外，責任通報人員仍須補陳通報表單始正式完成通報程序；在網路

未發達之前，責任通報人員經常透過紙本傳真的方式進行案件通報，於通報表單

中載明相關資訊，並直接傳真至各地方主管機關，由機關受理案件並進行後續的

兒少保護案件調查與評估處遇程序。 

三、網路通報 

由於電腦與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內政部於 2007 年設置單一網路通報的入

口網站「關懷 e 起來」(https://ecare.mohw.gov.tw/#)，提供專業人員與一般民眾多

元的通報管道（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4）。該網站除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

之外，並有高風險家庭、性侵害案件、親密關係暴力案件、老人保護事件與身心

障礙者保護事件的通報功能。使用者將先進入通報指引頁面，勾選被害人身分、

不當對待行為樣態、被害人與相對人兩造關係、是否具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等

資訊，以確認所適用的通報表單。倘若被害人年齡未滿 18 歲，又兩造關係為家

暴法第 3 條所規定的家庭成員關係，則會另外詢問是否使用兒少保護通報決策指

引，更進一步的根據兒童少年遭受虐待或疏忽的案件類型、事件的嚴重性與對兒

童少年產生影響的程度、兒童少年本身的能力發展、以及家長的配合意願程度等，

進行更精細的導引，建議是否需要立即聯繫家防中心、進行兒少保護通報、或者

進行高風險家庭通報等不同的危機程度以及服務系統的判別。通報人員再依據上

述的導引，於系統中填具案件的相關詳細資訊，完成通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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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透過專線、傳真、或網路等不同的通報管道，在進行兒少保護案件通

報時皆須提供兒少的基本資料、主要照顧者或監護人的基本資料、事由簡述、以

及所違反兒少權法的情形為何等資訊，以利受案人員進行案件的分級分類評估，

以及相關訪視及處遇進行。 

 

肆、 篩案機制建構 

各地方政府的家防中心接獲通報後，將會評估是否需要進一步聯繫通報者以

釐清相關資訊，藉以進行案件的分級分類判斷（衛生福利部，2016b）。依據兒童

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案件分級須於

接獲通報起 24 小時內進行；若所通報的事由必須立即進行保護、安置或其他處

置，即會判斷為第一級的案件，而其他情形則會判斷為第二級案件，以區辨案件

的處理時效。在分級之後，會依據兒童少年與行為人的關係、通報資訊與案件特

性分為以下三類： 

一、第一類 

指兒童少年的父母、監護人、主要照顧者、其他家庭成員等對象，由於未禁

止或者故意所造成的事件。 

二、第二類 

除了兒童少年本人、父母、監護人、主要照顧者、其他家庭成員以外者故意

造成的事件，如校園霸凌、校園性騷擾、兒童少年施用毒品等有害身心物質、校

園性侵害、非屬家庭成員犯下之兒少性侵害、非屬家庭成員犯下之不當對待事件、

兒童少年擔任不當場所之侍應等。 

三、第三類 

非屬上述二類以外之情形，包含通報資訊不詳以致無法判斷兒童少年與家庭

所在地、兒童少年身處其他縣市、所通報對象並非兒童少年、已有不同單位針對

同一事件的重複通報事件、所通報的資訊已逾 1 年以上的歷史性案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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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分類機制是為了針對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區分出不同的處遇時效與回應

策略，以更有效的運用人力與資源，但在此分級分類的過程中亦會進行案件的過

濾與篩選，針對第二類及第三類案件等非屬兒少保護情事的案件，以轉介其他單

位提供服務、不予回應等方式進行處理，篩出兒少保護的服務系統；而第一類的

案件則須進入兒少保護案件的調查程序，判斷是否確有兒虐事實與處遇計畫之評

估（衛生福利部，2016b）。 

 

伍、 小結 

臺灣的兒少保護服務無論是在歷史脈絡或者工作模型的培植上，經常受到歐

美國家的影響，於借鏡國外的兒少保護系統據以參考，並參酌地方法制的差異以

及風土民情，進行調整試辦後施行，責任通報制度亦是如此。兒少保護的通報雖

最早可以追溯至 1987 年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所開辦的專線服務，臺北市政府亦

於 1989 年亦開通保護專線，但當時並未有明確立法規定通報責任，直至兒童福

利聯盟推動修法，於 1993 年的兒童福利法中明文規範專業人員的通報責任以及

相關罰則，始確立責任通報制度；後續逐步修法，擴大責任通報的專業人員身分，

針對通報管道亦整合為單一專線，並開展網路通報等管道，訂定兒童及少年保護

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始具有目前較具完整型態的責任通報制度。 

 

 

圖 2-2-1 臺灣責任通報制度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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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國外的責任通報制度，我國法律在通報事由的規範明顯繁瑣細緻，亦

未特別限縮行為人與兒童少年之關係，而是留待受案單位接獲案件後，再根據通

報資訊判斷兩造關係，進行案件的分級分類與篩選；且於實務工作中，進入兒少

保護調查程序的通報案件不僅限於父母、監護人、主要照顧者、其他家庭成員等

親屬關係，更可能擴及至機構工作人員、教師、同儕、保母等其他家庭外成員。

目前的法規與實務工作模式雖納入更為廣泛定義的兒少保護案件類型，避免有需

要協助的兒童少年疏漏於服務體系之外，但相對亦造成兒少保護系統須乘載的案

件增多，可能連帶影響兒少保護服務目前所面臨的服務品質不精、人力不足等限

制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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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之正向成效與負向影響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推動迄今已半百年，許多國家透過政策推動與法規制

定，建構完整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與篩案制度；藉由規範專業人員的通報職責，

於知悉有兒童少年疑似遭受不當對待進行通報，及時引入資源提供協助與保護。

然責任通報制度推動以來，也引發檢視及討論此制度所帶來的正向成效與負向影

響，本節分述之。 

 

壹、 責任通報制度之設置目的與正向效益 

儘管最早期是以醫學的觀點看待兒少虐待的議題，並隨之發展出責任通報制

度；然隨著深入探討後也發現，兒童少年虐待事件的發生有著更為複雜且多元的

背景因素，包含文化、經濟、社會、個人等層面影響(Melton, 2004)，兒少保護責

任通報制度的設置也不單僅為「解決兒童少年虐待問題」的策略，其實存有更深

層的意涵與考量，並確實帶來正向效益。 

一、彰顯維護兒少權益與反對暴力的價值信念 

目前已拋除將兒少視為成人所有物的錯誤想法，認同並肯定兒童少年為具有

權利的個別主體已成為普世價值信念；且由於兒童少年的身心發展未臻完熟，因

此更須受到適當的保護與權益維護，以避免遭受侵害。此外，無論出於何種原因

與關係，暴力實為不可被容忍的犯罪行為，需要被制止且不可發生。責任通報制

度的設置即為彰顯維護兒少權益與反對暴力的價值信念，一方面落實兒童權利公

約規定，由國家制定相關措施以保護兒童少年的各項權益（何明晃，2008；林亭

廷，2015），同時也明確表達兒童少年虐待的問題為需要關注的公眾議題，而非

可被容忍或潛藏於家庭內的私人問題(Humphreys, 2008; Takis,2008)。 

二、聲明專業人員的主張立場並遵守倫理責任 

專業倫理是各專業人員在執行業務的過程中，所需符合的道德標準與行為規

範，避免專業人員在服務過程中有所偏離，出現踰矩或不當行為。責任通報制度

則為專業倫理責任的體現，藉由規範專業人員的通報責任，要求於執行職務的過

 



43 

程中若接觸到具有協助需求的家庭，透過通報以連結相關資源。除了明確主張各

專業反對兒童少年受虐的立場之外，也指引專業人員藉由責任通報以及其他更積

極的作為，保護兒童少年免於傷害，善盡專業職責（何明晃，2008；林亭廷，2015；

Alvarez et al., 2005; Takis, 2008）。 

三、建構跨專業間的網絡合作機制 

兒童少年的權益維護與保護工作非屬單一成員或單一專業的責任，而是社會

上的每一個成員都須共同努力的目標，包含家庭成員、親屬、鄰居、師長、醫護

人員、警察、社會工作者…等。責任通報制度納入各種不同專業的人員，除了提

醒各專業人員應具有的倫理責任之外，更是期待能夠建構跨專業的網絡合作機制，

促使專業人員共同積極回應兒童少年虐待的議題，協力保護兒童少年（何明晃，

2008；林亭廷，2015；Feng et al., 2010）。 

四、終止暴力行為並提升家庭功能 

除了價值信念上的意涵之外，責任通報制度最實際的目的與成效即為發掘隱

藏於家庭中的兒少虐待議題，及早引入相關服務資源。藉由評估兒童少年所處環

境的照顧與保護功能，進而提供相關處遇計畫，以提升照顧者的親職教養與保護

能力，終止暴力情境或行為持續發生，確保兒少的身心健全發展(Alvarez et al., 

2005; Takis, 2008)。 

 

貳、 責任通報制度的負向影響與疑慮 

一、造成社會烙印與侵犯家庭權益 

長久以來，兒少保護服務所帶有的法律強制介入特性被批判過度強勢、侵犯

家庭權益，並可能因為個人歸因而造成社會烙印的效果；而責任通報制度屬兒少

保護服務中的一環，必然存有相同的疑慮。即便遭通報疑似有不當對待情狀，經

調查排除有任何兒少保護的疑慮，評估不予成案；然對經歷強制性通報與調查程

序的兒童少年與家庭成員來說，仍可能感覺被指控或誣陷、認為家庭隱私遭受侵

犯，或者影響原有的親子互動關係（余漢儀，1995，2011；Alvarez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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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harov, 2005; Munro & Parton, 2007; Takis, 2008)。在實務工作中，也不乏有被

通報的個案反映相同的擔憂，認為若社工到校訪視可能使案家被標籤為「有問題

的家庭」，或引發配合訪視及輔導工作的單位過度敏感與關注該家庭的狀況，讓

家庭成員感到不舒服，並因此出現防備或抗拒服務之反應。 

二、責任通報人員處於不利處境或破壞工作關係 

責任通報人員可能會因為不清楚通報後續的案件處理程序，因而產生諸多疑

慮及擔心（何明晃，2008），如擔心身分曝光使責任通報人員本身處於危險之中，

恐將面臨相對人的恐嚇威脅或者傷害之舉；或是因通報案件涉及司法訴訟，使得

責任通報人員需要配合案件審理，面對冗長的法律處理程序等（鄭善明、陳宇嘉，

2005）。此外，由於責任通報人員皆屬專業人員的身分，往往會擔心因為進行責

任通報而破壞與個案間的工作關係，使原有的處遇工作不利進行（鄭善明、陳宇

嘉，2005；Alvarez et al., 2005; Takis, 2008）；甚至影響個案後續揭露家庭成員間

實際生活樣貌以及教養困境的意願，以避免遭通報為兒少保護個案(Wallace & 

Bunting, 2007)，更不易覺察有協助需求的家庭。 

三、削弱專業網絡間的合作意願 

儘管責任通報制度的設置用意與效益之一，是期待藉由納入各專業的通報職

責，提升各專業在兒少權益維護的意識，以及促成跨專業網絡間的協力合作（何

明晃，2008；林亭廷，2015；Alvarez et al., 2005; Feng et al., 2010; Takis, 2008）。

但也有文獻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為責任通報制度反而削弱專業人員保護兒少

的意識，將任何疑似有涉及兒少不當對待情事的案件通報至保護性系統，認為通

報之舉已善盡專業職責，出現卸責式的通報現象，更不利於提升專業人員的保護

意識與合作意願（余漢儀，2012；陳淑娟，2016；蔡孟君，2015；Munro & Parton, 

2007）。 

四、應通報情狀之定義與範疇過於模糊 

儘管法律條文已規範有關於通報情境、通報事由、專業人員身分等內容，但

仍多屬原則性規定，對於應通報情事的定義相對廣泛且模糊，未必能契合實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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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形各色的案件，使得專業人員不易辨識兒童少年不當對待案件，甚至同時出現

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的現象（何明晃，2008；鄭善明、陳宇嘉，2005；Takis, 2008）。

Besharov(2005)建議藉由提供清楚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判準指引，將可減少不正

確的通報行為；臺灣已於關懷 e 起來線上通報系統中架設有兒少保護通報決策指

引，提供通報人員自由運用，協助進行案件通報時適用的表單、以及不同危機程

度的處理情形之辦別，但專業人員的使用情形與指引成效仍待觀察。 

五、過度通報現象的形成 

Mathews & Kenny(2008)提到，雖然許多國家皆已透過立法規範兒少保護通

報責任，然仍有部分地區為了避免非屬兒少保護議題的案件湧入系統，造成過度

通報現象的出現，因此未推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顯見責任通報制度與過度

通報現象的關聯。可能引發過度通報現象的原由如下： 

1. 廣納通報事由與責任通報人員，以致更多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湧入系統，

造成通報量上升（陳淑娟，2016；Besharov, 2005; Jenkins & Palmer, 2012; Scott, 

2015）。 

2. 對於應通報情狀的規範過於廣泛、模糊，欠缺通報案件的辨別指引，且專業

人員的教育訓練不足，無法清楚辨識兒少保護案件（何明晃，2008；鄭善明、

陳宇嘉，2005；Takis, 2008; Wallace & Bunting, 2007）。 

3. 制定強制通報責任與相關罰則，使專業人員因擔憂受罰、認為缺乏判斷通報

與否的空間而一律通報之；或由不同專業人員重複通報相同案件，造成通報

案件數的浮濫（劉淑瓊，2010；Takis, 2008）。 

4. 專業人員擔憂若兒童少年發生憾事會遭究責，故於不當對待事件發生前進行

預防性通報（余漢儀，2012），或者一律通報所有疑似兒少保護案件，代表

已善盡專業人員之責的卸責式通報行為（余漢儀，2012；陳淑娟，2016；蔡

孟君，2015；Munro & Parton, 2007）。 

5. 由於兒少保護服務相對具有較多的資源挹注，有可能出現藉由通報危機程度

最高的兒少保護系統，以快速獲取福利服務的諮詢或資源，使得兒福業務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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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保化，造成過度通報現象（余漢儀，1999；Besharov & Barth, 1994; Munro 

& Parton, 2007）。 

六、低度通報現象仍存 

Besharov(2005)認為在目前的責任通報制度中，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的現象

同時存在，然 Finkelhor(2005)反而覺得相較於過度通報的現象，低度通報才是更

嚴重的問題，使具有需要協助的個案無法連結兒少保護的服務資源，錯失救援時

機；且 Wallace & Bunting(2007)認為，即便透過責任通報制度的設置，仍然無法

完全消除低度通報的現象，顯見低度通報的問題持續存在。研究指出會影響低度

通報的因素如下： 

1. 案情資訊模糊或複雜，專業人員難以釐清是否確有兒少保護情事或欠缺證據，

擔心因為判斷錯誤而錯誤通報，故而未予通報（張裕豐，2006；Takis, 2008; 

Wallace & Bunting, 2007; Webster, R. O’Toole, A. W. O’ Toole, & Lucal, 2005）。 

2. 責任通報人員的訓練不足，欠缺對於通報法規與通報職責的自覺，因而未依

法通報兒少保護案件（張裕豐，2006；Takis, 2008）。 

3. 責任通報人員擔憂通報後將破壞專業人員與個案間的工作關係，或者因通報

人身分曝光，而遭個案報復或引發其他不利於通報人的狀況，阻礙專業人員

的通報意願（張裕豐，2006；Wallace & Bunting, 2007; Webster et al., 2005）。 

4. 對於兒少保護單位缺乏信心，認為即便通報也無法有效的提供兒童少年保護，

甚至可能對兒童少年與其家庭造成負向影響，故而引發低度通報之現象（張

裕豐，2006；Takis, 2008; Wallace & Bunting, 2007）。 

七、耗費成本並使資源錯置於調查程序 

統計數據顯示各國的兒少保護案件通報量皆有增加的趨勢，然篩出兒少保護

系統、以及經調查後未證實有兒少保護情事的比例也占有半數以上的比例，成案

率偏低；另一方面，投入兒少保護服務資源未必隨之增加，或者即便增加也不足

以應付如此大量的通報案件。也因此，責任通報制度遭批判過度重視「通報」，

但卻持續消耗大量成本資源於排除無服務需求的案件上，忽視與排擠後端的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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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對的，真正具有服務需求的案件也未必能在現有的兒少保護服務體系中

獲得協助（余漢儀，1995，1999，2012；劉淑瓊，2010；Ainsworth, 2002; Besharov, 

2005; Besharov & Barth, 1994; Giovannoni, 1995; Humphreys, 2008; Mathews & 

Kenny, 2008; Melton, 2004; Munro & Parton, 2007; Takis, 2008; Wallace & Bunting, 

2007），使得兒少保護服務淪為調查機器，與原有的服務意涵有所不符(Giovannoni, 

1995)。 

 

參、 小結 

兒少保護服務與責任通報制度的設置宣示國家保護兒童少年的立場與決心，

藉由立法與政策規範各專業人員發覺兒童少年疑似遭受不當對待的情形時，聯繫

地方當局介入提供兒少保護服務，防止兒少遭受不當對待，保障其基本權益；另

一方面，也彰顯專業人員所持有的價值信念與專業職責，促成專業間協力合作以

共同保護兒童少年。然而亦有文獻指出責任通報制度反而使專業人員互踢皮球，

出現卸責式通報現象，除不利於跨專業的合作之外，也削弱個別專業對於兒少保

護工作的投入意願。此外，即便責任通報制度推行許久，仍存有責任通報制度會

對個案或專業人員造成負向影響、破壞原有的工作關係的疑慮，連帶影響專業人

員的通報意願。 

除了針對責任通報制度本身所帶來的正向效益與負向批判之外，也有許多文

獻聚焦討論責任通報的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議題，進一步探究會影響專業人員通

報意向的各項因素、檢視造成專業人員的通報與兒少保護社工的評估落差之原因、

以及過度通報或低度通報現象連帶出現的影響。從文獻中可以發現到，案件本身

的特性、責任通報人員的特性、以及組織文化特性等因素皆影響通報的判斷；而

在各個實證研究中，有些因素受到研究場域、對象以及研究設計的影響，而在不

同的研究中呈現截然不同的研究結果，或者同時影響過度通報現象與低度通報現

象的出現。Webster 等人(2005)認為這樣的現象仍與責任通報人員的裁量判斷有

關，即專業人員可能會因為傾向通報所有存有疑慮的案件而造成過度通報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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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選擇違背責任通報的規定，而未通報應通報的疑似兒少保護案件，造成

低度通報現象。而過度通報現象引發的資源錯置問題，與低度通報現象將錯失保

護兒童少年的時機，皆是相當嚴重且值得被正視的實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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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取向 

壹、 選擇質性研究的原因 

社會科學研究分為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兩種取向。量化研究主要是依循著演

繹邏輯，自既有的理論中發展出研究假設，進而透過標準化的測量與證實的過程，

了解現象中的因果關係；而質化研究則是依循歸納邏輯，從觀察社會現象中進行

經驗的蒐集、整理、分析，從中了解社會現象所具有的深層意義，並且形成理論

（潘淑滿，2003；Denzin & Lincoln, 2011; Rubin & Babbie, 2011）。因此，質性研

究取向經常被使用於探討新興的議題與現象，或者了解在社會文化脈絡之下所產

生的特殊經驗，以及該現象經驗對個體而言所具有的特別意義（潘淑滿，2003；

Rubin & Babbie, 2011）。 

從文獻中可以發現，許多的兒少保護工作實務困境可能是源自於責任通報制

度所生，如跨專業網絡間的合作困境、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現象的出現、兒少保

護制度的失衡等。儘管國內外已有許多關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的相關研究，但多

數是以量化研究方法了解影響責任通報人員通報意向的因素，有關責任通報人員

或是兒少保護社工對於現行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之想法、雙方的實務合作經

驗與困境為主題的研究仍屬少數。因此，本研究選擇採取質性研究取向，深入探

索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分別在進行兒少保護案件責任通報與受

理的實務經驗與相關困境，以及對於責任通報制度的想法與建議。 

 

貳、 研究典範的選用 

研究典範是指在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所抱持的價值信念，將引導研究者對社

會現象真實本質的假設，並影響研究者所採取的研究方法（Guba & Lincoln, 

1998:185，轉引自潘淑滿，2003；Pernecky & Jamal, 2010）。本研究將採取詮釋現

象學 (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融合現象學 (phenomenology)與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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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eutics)的特點，在探討社會現象本質的同時，也以詮釋的觀點理解現象背

後所具有的豐富意涵，發掘潛在意義（高淑清，2008；Annells, 1996, 2006; Dowling, 

2004; Kafle, 2011; Liamputong, 2009; Pernecky & Jamal, 2010）。將日常生活中人們

習以為常、隱而未現的現象，透過反思發覺這些經驗的意義，藉以讓現象的本質

得以浮現，並且突顯現象本質的普遍性（高淑清，2008；Kafle, 2011）。詮釋現象

學主張各種現象與經驗原本即存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原先雖已具備對現象的理解

與詮釋，然在不同的歷史、文化、情境之下會重新賦予意義及詮釋，並透過語言

展現，建構出新的意涵與本質，成為詮釋的循環（高淑清，2008；畢恆達，2008；

Annells, 1996; Crotty, 1998; Kafle, 2011; Liamputong, 2009; Pernecky & Jamal, 2010）。

因此，研究者則需要將自身置入研究對象在主觀經驗上的理解與詮釋，從研究對

象的生活情境與觀點了解所欲探索的社會現象與意義（高淑清，2008；Kafle, 2011; 

Pernecky & Jamal, 2010）。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需要責任通報人員以及兒少保護社工協力合作，始能

順利運行。然而當前的兒少保護工作與責任通報制度仍存有許多實務困境，且分

別位居於通報端的專業人員，以及受案端的兒少保護社工，對於臺灣的兒少保護

責任通報制度、甚至是對於相同的案件可能會存有不同的想法與判斷，連帶影響

實務工作模式與合作情形。因此，本研究選擇採取詮釋現象學，從位居第一線的

責任通報人員以及兒少保護社工的觀點出發，了解其通報或受理兒少保護責任通

報案件的經驗、實務合作困境、以及對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的想法等現況，

進而提出有關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的相關建議。研究者以此典範作為研究取向，

發現參與者討論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背後的潛在意義，本研究雖為初探，也可

以提供未來研究更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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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邀請到兒少保護責任通報人員，與任職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家防中心

的兒少保護受案社工，分別了解其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的實務情形、可能遭遇之

困境與因應作為、以及對於現行責任通報制度之想法與建議。以下分別說明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上的取樣方法與接觸管道、選取條件、以及受訪者資料。 

 

壹、 取樣方法與邀請管道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與滾雪球取樣(snowball sampling)進行

研究對象的邀請。立意抽樣指研究者運用其主觀判斷以及既有知識，選擇最能夠

回應研究問題的成員作為研究對象，有目的性的進行資訊探索（張可婷譯，2010；

Monette, Sullivan, DeJong, & Hilton, 2014; Rubin & Babbie, 2011）。滾雪球取樣則

指由一部分已選定的研究對象，繼續帶領研究者找尋更多合適的研究對象，並再

以同樣的方法持續擴展邀請(Monette et al., 2014; Rubin & Babbie, 2011)。綜合運

用上述兩種取樣方法，並透過下列的邀請管道，順利邀請到符合本研究設定條件

之研究對象。 

一、 研究者私人社交網絡 

藉由張貼研究邀請信函（參見附錄一，研究邀請信函），由親友、同事、同

儕協助引薦符合條件的研究對象人選，再由研究者直接與符合條件的研究對象說

明本研究的相關資訊，邀請專業人員參與本研究。 

二、 BBS 電子佈告欄系統 

研究者於各專業人員的分類看板張貼研究邀請信函，由符合條件的專業人員

主動與研究者進行聯繫，研究者再進一步說明研究相關資訊、核對專業人員是否

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條件。 

三、 逐一信件邀請 

透過地區區公所網頁公開資訊，由研究者逐一發送電子郵件予村里幹事，說

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資訊，並檢附研究邀請信函，由具有參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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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意願的村里幹事逕與研究者聯繫，以進一步說明研究相關資訊。 

 

透過上述管道與符合條件的研究對象取得聯繫後，無論其是否符合研究對象

的選取條件，皆會邀請專業人員協助引薦其他符合條件者與研究者聯繫，以拓展

可能的研究對象。針對已確認符合研究對象條件者，即由研究者進一步提供研究

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二，焦點團體訪談法訪談議程與大綱－主要責任通報人員場

次；附錄三，焦點團體訪談法訪談議程與大綱－增列責任通報人員場次；附錄四，

焦點團體訪談法訪談議程與大綱－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場次），澄清本研究執行

方法以及受訪者的各項權益後，始確認研究對象的參與意願。 

 

貳、 研究對象選取條件 

兒少權法歷經多次修正，納入責任通報制度之專業人員身分隨之變更。從統

計數據與實務經驗中可以發現，不同身分的專業人員可能隨著工作性質、與兒少

接觸頻率、與兒少保護系統合作機會的差異，而會有不同的兒少保護案件通報經

驗與態度。基於上述考量，研究者依據專業人員在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經驗多寡，

區分為主要責任通報人員與增列責任通報人員兩類，設定不同的專業人員身分與

通報經驗之條件；以及已累積相當實務經驗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受案社工，

分別參與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訪談，並依據其通報或受理兒少保護案件之經驗探討

不同的研究問題。 

一、目前身分屬兒少權法第 53 條所列的醫事、社會工作、教育、警察等專業人

員，於最近一年內曾有通報兒少保護案件之經驗。 

二、 目前身分屬兒少權法第 53 條所列的保育、教保服務、司法、移民業務、戶

政、村里幹事、與其他執行兒童少年福利業務之專業人員。 

三、 目前任職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從事兒少保護社

會工作服務之社會工作者或督導，所負責之業務內容須包含兒少保護責任通

報案件之受案評估，且兒少保護服務年資滿 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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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依研究對象所屬的專業人員身分差異，分別依序舉辦主要責任通報人

員、增列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總共 3 場的焦點團體訪談，共

計邀請 14 位責任通報人員，以及 5 位兒少保護社工參與本研究，相關資料如下

表。 

 

表 3-2-1 受訪者基本資料－主要責任通報人員場次 

受訪者代號 專業身分 通報經驗 邀請管道 

FG1-A 醫務社工 有 私人社交網絡 

FG1-B 醫務社工 有 私人社交網絡 

FG1-C 學校社工 有 私人社交網絡 

FG1-D 專輔老師 有 BBS 電子佈告欄系統 

FG1-E 家防官 有 私人社交網絡 

FG1-F 急診醫師 有 BBS 電子佈告欄系統 

FG1-G 護理師 有 私人社交網絡 

 

表 3-2-2 受訪者基本資料－增列責任通報人員場次 

受訪者代號 專業身分 通報經驗 邀請管道 

FG2-A 教保員 有 私人社交網絡 

FG2-B 教保員 有 私人社交網絡 

FG2-C 教保員 無 私人社交網絡 

FG2-D 教保員 有 私人社交網絡 

FG2-E 家務指導員 無 私人社交網絡 

FG2-F 里幹事 無 逐一信件邀請 

FG2-G 法官 無 私人社交網絡 

 

表 3-2-3 受訪者基本資料－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場次 

受訪者代號 任職縣市 邀請管道 

FG3-A C 市 私人社交網絡 

FG3-B C 市 私人社交網絡 

FG3-C C 市 私人社交網絡 

FG3-D B 市 私人社交網絡 

FG3-E A 市 私人社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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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 

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 group interviewing)為研究者在團體情境中運用訪談法

的技巧，透過團體互動與討論的過程，激發成員之意見與凝聚共識，藉以蒐集研

究所需的資料（潘淑滿，2003）。具有低成本、快速獲得大量且豐富的資訊、高

彈性、激發在個別深度訪談中未發現的資訊等優點（胡幼慧，2008；歐素汝譯，

1999；潘淑滿，2003；Monette et al., 2014; Rubin & Babbie, 2011）。本研究期待能

探討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受案社工，在通報與受理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的

實務經驗、合作困境、以及對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的想法與建議。考量研究

主題期待能觸及從實務工作經驗至制度性等不同層次，若能透過團體過程中的催

化、刺激，將引發更多的議題討論，因此本研究採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 

為使焦點團體訪談能夠順利進行，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與研究對象的經驗差

異，建構各場次焦點團體之議程與訪談大綱。雖然在焦點團體進行的過程中，研

究者會引導、激發研究對象針對研究議題進行討論，然而團體的運作仍有其自然

發展，訪談大綱僅作為參考與提醒之用途，實際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時仍以團體討

論的情狀調整訪談次序（胡幼慧，2008；歐素汝譯，1999）。 

研究者於徵詢研究對象的參與意願後，擇定最多成員能夠配合出席的日期與

時間舉辦焦點團體訪談，於 106 年 3 月至 7 月陸續辦理完成 3 場焦點團體，各場

次皆約進行 2 小時左右，地點位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會議室。

焦點團體訪談的過程中，於受訪者的同意下進行全程錄音，作為研究資料分析使

用；此外，研究者於各場次的焦點團體皆邀請 1 名同學協助進行即時記錄，以確

保訪談資料轉譯無誤。於邀請研究對象與焦點團體訪談前，由研究者清楚向受訪

者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受訪者之權益與可能遭遇的

風險、以及研究者聯繫方式等資訊，並提供研究參與同意書一式 2 份（參見附錄

五，焦點團體訪談法研究參與同意書），確認受訪者同意上述內容後進行簽署，

並分別由研究者與受訪者保管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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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焦點團體訪談執行情形 

團體場次 日期時間 訪談時長 受訪者身分 出席人數 

主要責任通報

人員場次 

（FG1） 

106年 3月 28日 

19：00~21：00 
2 小時 2 分 

醫事、社會工作、

教育、警察等專業

人員 

7 人 

增列責任通報

人員場次 

（FG2） 

106年 5月 13日 

14：00~16：00 
2 小時 9 分 

教保服務、司法、

戶政、村里幹事、

其他執行兒童少

年福利業務之專

業人員 

7 人 

兒少保護社會

工作者場次 

（FG3） 

106年 7月 14日 

19：00~21：00 
2小時 14分 

兒少保護社會工

作者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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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與研究嚴謹性 

壹、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採主題式分析，由研究者親自將焦點團體訪談的錄音

檔案，逐字逐句的轉譯為逐字稿，以進行本研究的資料分析編碼與詮釋。編碼是

將研究資料進行範疇分類(categorizing)的過程，藉以找出相關資料中所具有的概

念並且進行整理，找出概念之間的關聯（李政賢、廖志恒、林靜如等人譯，2007；

Rubin & Babbie, 2011）。編碼分為開放譯碼、主軸譯碼與選擇性譯碼三個階段，

然而此三個階段並未有清楚的界限劃分，亦非依循著既定的程序進行，而是反覆

的進行檢視，直至概念清楚呈現為止（李政賢等人譯，2007；潘淑滿，2003）。 

一、開放譯碼(open coding) 

開放譯碼為進行編碼最初的步驟，係先自單一的文本中擷取出與研究主題相

關的關鍵字詞、事件或主題進行標記。在開放編碼之階段有不同的分析單位，研

究者將會在理解文本內容的前後脈絡下進行逐句、逐段的分析，自訪談逐字稿中

的重要概念進行標記，如「兒虐辨識訓練」、「通報管道」、「評估面向－非偶發事

件」等，為後續跨文本的編碼進行準備。 

二、主軸譯碼(axial coding) 

主軸譯碼是針對在前一階段各文本的編碼進行綜合檢視，找出在不同文本之

中所具有的相同與相異之處，進行歸納整理，藉以進行概念的歸類編排，以找出

本研究的重要概念。此階段針對不同場次焦點團體訪談的資料進行跨文本的檢視，

將其中相同或不同的概念進行歸納整理，如各專業的教育訓練差異、通報評估面

向、對於同一案件的評估面向差異等。 

三、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 

選擇性譯碼是將主軸譯碼階段所整理的概念再加以發展，突顯本研究的核心

概念，並且釐清各概念之間的關聯與脈絡順序。研究者於此階段之譯碼即緊扣本

研究之主題，浮現訪談資料中所呈現的核心概念，如各專業領域對於兒少保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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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訓練情形、對兒少保護案件通報及受案的評估面向、實務工作與合作困境、對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的想法與建議等，以回應本研究之問題與目的。 

 

貳、 研究嚴謹性 

儘管質性研究經常飽受實證科學質疑其效度與信度，但實際上由於質性研究

重視歷史、社會、文化脈絡，若以量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作為標準亦不合適（潘

淑滿，2003；Liamputtong, 2009）。Lincoln & Guba(1989)提出質性研究嚴謹性的

四個判準：可信性與真實性、遷移性或運用性、可靠性、可確認性（轉引自潘淑

滿，2003；Liamputtong, 2009），以下將依此架構說明本研究之嚴謹性。 

一、可信性與真實性(credibility and authenticity) 

指研究者所蒐集的資訊是否符合真實的情形，以及是否為所欲觀察的現象。

本研究透過挑選合適條件的受訪者參與本研究，以蒐集符合當前實務現況的研究

資料；此外，研究者於訪談資料轉譯為逐字稿後，邀請每位受訪者確認內容符合

其原意後才作為分析用途，藉以提升本研究的真實性。 

二、遷移性或運用性(transferability or applicability) 

指研究中所蒐集到的資訊是否能夠確實轉換為文字上的陳述，並將研究發現

類推或者應用至其他相似脈絡的情境當中，因此，對於所研究的情境的脈絡具有

清楚的了解與呈現變得相當重要。研究者持續在兒少相關服務領域工作，對兒少

保護責任通報制度具有基本掌握，於研究執行與分析過程中隨時留意當前實務發

展，以及觀察記錄訪談情境中的口語及非口語資訊，以確保本研究的背景脈絡得

以清楚呈現。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可靠性所檢驗的是研究發現的描述與詮釋是否符合資料蒐集的來源，以及研

究者如何運用有效的資料蒐集策略取得上述可靠的研究資料。在提升研究可靠性

的策略上，研究者完整保留資料蒐集與分析的編碼檔案，保持與指導教授定期進

行討論，確認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的合適性，以及研究資料的分析符合邏輯，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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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地引用受訪者所提供的訪談資料內容，藉以佐證及說明研究發現。 

四、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研究應保持中立、客觀的呈現，由所研究的主題與受訪者提供的資訊引導研

究發現，而非受到其他偏誤來源所影響。因此，研究者如實記載研究中的訪談資

料與相關筆記，查核分析過程中的概念形成之邏輯，並且嚴格遵守研究倫理之規

範，透過與指導教授的討論與自我反思，隨時檢視背景經驗與個人觀點對研究資

料詮釋之影響，以確保研究的中立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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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 

壹、 研究者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亦為重要的研究工具。於接觸研究對象的過程中，

研究者需要扮演協商及溝通的角色；於執行焦點團體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需要

引導受訪者緊扣著研究主題進行分享，並於必要時激發受訪者交流討論，以豐富

研究資料的蒐集（李政賢等人譯，2007）。 

一、兒少領域社會工作者之背景 

研究者本身於大學及研究所階段皆就讀社會工作學系，由於對兒童少年及家

庭服務領域有著濃厚的興趣，在學期間修習諸多兒少領域相關課程，並選定於兒

童少年服務領域進行實習；此外，曾有 4 年於直轄市政府家防中心擔任兒少保護

社工，以及 1 年於民間單位擔任高風險家庭服務方案社工之直接服務經驗，對兒

少保護領域與直接服務工作有著清楚的認識與了解。上述求學與工作背景有助於

研究者分別自兒少保護社工與責任通報人員的角度，貼近研究對象的主體經驗，

理解與積極傾聽受訪者所分享的寶貴資訊，並聚焦於研究主題，視訪談情境與研

究需要進一步追問及釐清。 

二、 研究者之角色與能力 

上述的求學與工作背景雖有助於接觸研究對象與了解其經驗，然亦可能使得

身為研究者的角色偏頗，影響研究資料的蒐集過程與資料分析客觀性。為降低此

背景經驗對於受訪者分享資訊的影響，於邀請研究對象與執行焦點團體訪談的過

程中，皆澄清目前身為研究者之角色，根據受訪者所提供的經驗催化焦點團體之

討論，避免帶入個人主觀想法。此外，於資料分析與學位論文撰寫的過程中，研

究者亦將回歸研究參與者之主觀經驗與詮釋，於研究參與者之查核確認與指導教

授之督導下，客觀呈現研究成果。 

由於研究者本身在實務工作中具有多次會談與團體帶領的經驗，並曾以受訪

者的身分參與焦點團體訪談法；而在學術研究方面，則曾以研究助理的身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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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焦點團體訪談法，協助及觀摩焦點團體的運作進行。前述經驗有助於研究者

執行焦點團體訪談，再加上研究者本身對於實務現況具有基本掌握，以及訪談工

具的輔佐之下，焦點團體訪談得以順利引發討論及對話交流，從中蒐集到豐富的

研究資料。 

 

貳、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是指研究者必須嚴格遵守的道德責任與義務，規範研究過程中所有

的研究行為，以避免對研究對象造成傷害（潘淑滿，2003；Liamputtong, 2009; 

Monette et al., 2014）。Davies & Dodd(2002)亦指出研究倫理是在討論研究嚴謹性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顯見研究倫理的重要性（轉引自 Liamputtong, 2009）。研究

者於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皆謹慎注意下列倫理議題，時刻反思研究行為是否符合

相關倫理規範。 

一、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知情同意是基於誠實與平等的原則，充分地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研究

程序與方法、可能的風險與傷害、對研究參與者的益處等資訊，讓研究對象得以

對研究有清楚的了解，進而選擇是否參與研究（潘淑滿，2003；Liamputtong, 2009; 

Monette et al., 2014; Rubin & Babbie, 2011）。研究者在邀請研究對象時，即完整說

明研究目的與資料蒐集方法；實際執行焦點團體訪談法之前，亦再度向參與者說

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公開、參與者之權利與可能出現的風險等相關資訊，

並確認受訪者清楚了解上述資訊之後，邀請受訪者簽署研究參與同意書一式 2 份，

由研究者與受訪者分別保管留存。 

二、隱私與保密(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隱私與保密的原則可分為兩部份，其一是指研究參與者有權決定其提供資訊

的多寡程度（潘淑滿，2003）；另一部分則是指對於研究參與者身分的保密，避

免研究呈現的資料能夠辨識出受訪者的身分，而影響或破壞研究參與者的生活

（潘淑滿，2003；Liamputtong, 2009; Monette et al., 2014; Rubin & Babbi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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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究執行階段，針對不同場次焦點團體訪談中所提及之議題，欲帶到其他場次

的焦點團體訪談中進行討論交流時，僅由研究者口頭說明與討論主題相關的研究

資料，以避免受訪者的身分遭辨識與流出。此外，研究者皆向全體研究參與者口

頭確認是否有不願呈現在研究資料中的資訊，並於逐字稿轉譯完成後提供給研究

參與者，除請其確認逐字稿轉譯是否符合原意之外，也再次檢閱是否有需排除於

研究分析之外之資訊；在研究資料分析與研究呈現時，將可能足以辨識受訪者真

實身分之資料予以隱匿處理，以避免有身分曝光之疑慮。 

三、風險與傷害(risk and harm) 

研究者有責任確保研究參與者不會受到任何生理或心理上的傷害，或者於研

究過程中有影響其社會福祉的研究行為(Liamputtong, 2009; Monette et al., 2014; 

Rubin & Babbie, 2011)。在研究設計與執行的過程中，研究者皆謹慎注意是否可

能出現有損及研究參與者權益與造成傷害的任何風險；此外，於邀請研究對象以

及正式進行訪談之前，也再三向研究參與者核對是否有損及其權益或有其他存有

疑慮之處，予以澄清及進行調整。於雙方皆確認無風險疑慮，且研究參與者知情

同意的前提下，始進行本研究。 

四、互惠原則(reciprocity) 

由於研究參與者花費私人的時間與精力參與研究，提供研究者所需要的研究

資料，對研究有許多貢獻與參與（潘淑滿，2003）。因此，為表達對研究參與者

的感謝以及進行回饋，除口頭與書信表達謝意之外，提供每位受訪者 200 元便利

商店禮券，以及簡便餐盒以表達謝意；於研究完成後，視受訪者之意願與需求，

提供論文之電子全文或紙本報告 1 份，使研究參與者得以完整了解其提供的個人

經驗所產出的寶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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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責任通報端之經驗探究 

本節聚焦於責任通報端在處理兒少保護案件之相關經驗，包含各專業人員所

受過關於兒少虐待的辨識與通報訓練，各領域在進行責任通報時的單位內部分工，

受訪者判斷兒少保護案件通報的考量，以及專業人員發現疑似兒少保護案件後，

除通報外的各項作為。 

 

壹、 兒少保護相關教育訓練 

理論上，具責任通報之責的專業人員需要先敏感覺察與辨識是否有兒少疑似

遭受不當對待，才會依法進行責任通報，以利社政主管機關介入提供保護與協助。

然而，從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各專業養成訓練中鮮少有關於辨識兒少虐待以及

如何進行責任通報的教育訓練，大多是進入職場後，透過公文宣示、在職訓練研

習、聯繫會報或者私下交流等方式習得相關知能。 

一、 醫療場域 

（一）評鑑規定兒少保護訓練學分 

醫院由於評鑑規定，要求所有接觸急診的專業人員每年皆需要有兒少保護的

訓練學分。通常統一由醫院開設兒少保護課程或研討會，透過特殊案例指導第一

年的住院醫師如何辨識兒虐事件，以及向醫事人員說明通報方式。也因此，所有

醫事人員按理而言皆應具備辨識兒虐與通報的相關知能。 

他有要求每年至少每一個你會接觸急診案件的人都要至少 1 個學分，那像我

們醫院就是新人進來，因為急診室每一個輪小夜班你都要卡的，所以...大家

都會教你說你要怎麼去通報。那像我們醫院就是急診的社工他會專門上課給

PGY（第一年住院醫師），就是我們會把一些比較特別的案例，像我們之前

有碰過，就是看起來都沒事，結果腳底抬起來，哇，全部都是被針戳的，或

是很莫名其妙的，我們會把特別案例蒐集起來，專門上課給 PGY。（FG1-B） 

3 個月我們（醫務）社工會去跟 PGY 上課，每 3 個月就會上一次兒少保的

課程這樣子。（FG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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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就會安排這樣的課程，然後（醫務）社工來上怎麼樣通報兒少保，

用關懷 e 起來的部分，讓醫事人員他們去了解怎麼去做通報這樣子。（FG1-

A） 

（二）醫師著重兒少虐待辨識訓練 

醫師的專業訓練明顯以辨識兒虐為主，譬如針對兒童少年的受傷部位、形狀

等情形，判斷是否疑似為兒少虐待事件。除了急診醫師的專業養成訓練之外，醫

院會每年舉辦研討會，邀請醫事人員討論與學習辨識兒少虐待的相關知能。 

我們（醫師）在那個...急診的專業，就是有一項就是辨認兒虐，就是看到小

孩子受傷來，……譬如說你看到一個骨折，你必須要去辨認一下說他是不是

是平常那種，譬如說不小心走路跌倒會造成的骨折，還是他可能是被虐待的

骨折，然後或者說身上有沒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傷痕，或者說燙傷他的型態其

實，有一種是被直接按到那個熱水去，跟那種不小心燙上去就不太一樣。

（FG1-F） 

研討會我們就會邀請醫事（人員），像剛剛 F 有提到那個...就是有幾個比較

敏感的地方，就是大片的燒燙傷嘛、然後 1 歲以內有骨折的狀況，或是重複

的...新陳舊傷的話，其實這個就是有點兒少保的指標，那醫生他們可以去判

斷的部分。（FG1-A） 

（三）護理師訓練實質成效不彰 

受訪的護理師說明，護理人員的專業養成訓練中缺乏兒少虐待辨識課程。進

入職場後，即便院方規定兒少保護訓練時數、開設相關課程，但護理師多因工作

繁忙而虛應了事，訓練實質成效不彰。 

（兒虐辨識訓練）其實沒有，因為我們（醫院）都是由醫生評估。（FG1-G） 

其實我們真的都是去（訓練課程）敷衍了事，我們真的沒有認真在（上課）、

因為沒有辦法。（FG1-G） 

（四）醫務社工側重通報實務知能 

醫務社工可能因為在醫療團隊中的工作角色定位，於職場中的教育訓練明

顯側重如何進行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而訓練管道除了醫院內部的訓練課程或研

討會之外，與外部單位的聯繫會議、其他單位開設的教育訓練課程也會成為汲取

經驗的重要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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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醫務）社工的部分，我們可能會有一部分 focus 在說你要怎麼樣去做通

報。（FG1-B） 

除了我們（醫務社工）也一定要參加醫院的那個研討會之外，每半年就會跟

衛生局他們做一個聯繫會議，去討論可能我們現在兒少保遇到通報的狀況啊、

有什麼樣的困境在醫院這個部分，去做個交流這樣子。第三個部分就是院外

的兒少保課程，那主管有時候也會指派急診的社工一定要去上課。（FG1-A） 

二、教育場域 

（一）幼保/教育人員訓練欠缺實際操作 

師資培育的歷程中並無關於兒少保護的專業訓練，然而受訪者在考取專業證

照或者進入職場後，仍會透過公文宣導、教師研習等管道對於兒少保護通報責任

有基礎認知，但多停留在「知悉法令」，欠缺「實際操作」之說明。 

師資培育的過程當中是沒有任何課程是教我們，就是辨識兒少保的案例跟如

何通報的……我們就是進到教育現場的時候，頂多就是比如說我們週三會有

個教師研習，然後會定期有不同的主題辦研習，然後比如說介紹到...性別平

等教育啦、或者是兒少保保護的議題的時候，就會有一些講師過來講一下相

關法令責任的部分；但是，實際上教我們上機如何去做關懷 e 起來的通報，

或是打 113，倒是沒有講得很仔細。（FG1-D） 

在做老師的這個階段當中，我們都對於那個通報案件的規定跟相關的教育訓

練其實是都有...有在接觸，一定知道，那也是一定有認知。（FG2-B） 

像我專任輔導教師有時候會被行政督導，就是學生輔導中心那邊會舉辦一些

相關研習，請我們回去，那就是有時候會有一些交辦事項，那他們也會最主

要就是強調，欸...你的通報義務責任，然後法規層面；那至於執行細節上，

還有怎麼判斷，倒是比較少的。（FG1-D） 

政府單位也會有不定期的公文會來提醒我們這件事情。（FG2-C） 

由於未必能遇到與兒少保護議題相關的研習機會，基層教師需要自立自強，

在實務經驗中摸索學習；藉由與學校社工或者社政單位的合作過程中，學習辨識

兒少虐待的相關知能。 

像我接任專輔以來，關懷 e 起來我也是自己上去 try。（FG1-D） 

我個人都是直接問（家防中心）社工，欸社工你覺得、你的判斷的標準是什

麼，啊我就會聽好幾個社工跟我講他們是怎麼判斷……。（FG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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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社工著重通報網站操作訓練 

在教育場域中，另外有心理師或社工師等專業人員，分別派駐於各級學校或

者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其中，社工師屬於責任通報人員的一環。受訪的學校社工

分享到，在辨識兒少虐待案件的訓練上，多依個人意願選擇是否需要進修學習，

而其所任職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則有統一安排課程，由家防中心的社工進行關懷

e 起來通報網站的操作訓練。 

如果是個別的話可能就是像家防中心他們會有一些兒少的辨識，像剛剛說受

虐指標的那些辨識，那這種就會是個人，專輔人員各自去報名，他就不是我

們中心規定一定要上的課。（FG1-C） 

我們（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應該沒有那種比較 rutine 的就是說新人一定要經

過哪些訓練，可能比較有就是說那我們所有新進的、假如說在 1 年之內的新

進的社工，因為我們專輔人員有社工師跟心理師，所以會在我們課程中會排、

會邀請像家防中心的，會來講一下一些...家暴通報的一些相關的要注意的事

項，然後我們曾經也在我們在職訓練邀請家防中心來上關懷 e 起來，因為他

們系統會改版，就會有一些針對系統改版的時候勾選上面要注意，因為我們

可能接觸的就不是只有像是家暴受虐，還會有像是高風險的，而且校園很多

性平的，所以整個關懷 e 起來系統就會一起講。（FG1-C） 

三、警政原有勤務排擠兒少保護訓練機會 

受訪的家防官說明，在警察專科學校的性別平等課程中會指導員警如何進行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但同時也說明由於警務人員須接觸的勤務繁多複雜，實有困

難針對兒少保護案件進行專責訓練，亦欠缺相關規定。僅能利用勤前教育的短暫

時間至各派出所進行在職教育，或者在個案討論中指導轄內員警依法進行兒少保

護通報。 

我們警政有辦教育訓練，第一是在警專唸書的時候，有性別平等與暴力防治

課，所以我會針對通報的部分特別教學生們怎麼通報。……當然警專學生畢

業後，到職場上去的話，各縣市警察局會再辦理教育訓練，但訓練時間不多，

因為我們警察要學的東西太多了，這婦幼工作不過是其中一項，但是分局都

有家防官，……如果員警在受理案件上如果遇有比較不了解的，就會打電話

來問。（FG1-E） 

現在警政只有一個性侵害專責人員的，他必須一年 6 個小時的教育訓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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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家暴啊、什麼兒虐這種他沒有法規定說你一年接受要幾次的教育訓練。

（FG1-E） 

我們有可能到他們的派出所去給他們做這個勤前教育啊，利用勤前教育時間，

占用他們十幾二十分鐘，一個禮拜去個 1 次、2 次。（FG1-E） 

四、司法場域欠缺兒少保護相關教育訓練 

由於法官所分配審理的案件類型不同，所受的專業訓練也略有差異，但整體

而言並無關於兒少保護議題的專業訓練。受訪者說明若是負責少年法庭的法官，

在案件審理上會特別了解涉案兒少的生活環境、成長背景等資訊，以確保兒童少

年可以受到妥適照顧，與兒少權法的立法意旨有著相似的核心概念。因此，儘管

少年法庭的法官未必接受過兒少保護相關訓練，但其專業知能仍與兒少權法與兒

少保護概念不謀而合，具有基本掌握。 

少年法庭那邊他們可能會對於這個兒少保護的通報可能有更詳細以及更...

急迫的那種需求，就是他們會比較容易去注意到說這個兒少是必須要通報

的。……而且少年法院的法官，他們平常受的訓練裡面，也比較多是去注重

到孩子他本身周遭的環境可不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支持，那我相信這也應該

是那個兒少權法裡面，就是關於通報機制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如果孩子、

因為他的周遭環境不能給他很好的支持，然後他就是因而去做了一個偏差的

行為的話，那他同時會進入到少年法院，也同時成為一個必須要被通報的一

個對象。所以少年法院的法官他們可能會有這一方面比較集中的一個訓練。

（FG2-G） 

但若非屬少年法庭的法官，則可能透過社會案件或者立法規定，而對應通報

情事有所了解；所了解的內容也僅限於在工作中可能會接觸到的狀況，例如兒少

權法第 54-1 條之情形。 

之前有一個案子，就是有一個施用毒品的被告然後被抓了以後，然後後來才

發現說他家裏面有一個小孩好像是餓死了還是怎麼樣，因為，就是他施用毒

品被抓，然後家裡面那個小孩沒有人照顧。所以，我們在之後我們就是，呃

司法的每一個環節，都會被教育說就是，如果碰到施用毒品的被告，那可能

抓到他了……我們必然會問他說，你家裡面有沒有 12 歲以下的兒童，或者

是少年，那有的話是誰在照顧……我們會去從他卷宗的資料然後去判斷說，

他講的會不會是真的。（FG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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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村里幹事欠缺兒少保護實務知能訓練 

受訪的里幹事說明在其受訓的背景經驗中，並無關於兒少保護案件或者責任

通報的相關課程，僅約略知悉有網站、113 保護專線等通報管道，但亦欠缺更細

緻的說明與訓練。 

在里幹事這個部分其實沒有什麼受訓，比較缺乏啦我覺得。他只是有跟我們

講說有這個系統，有遇到我們可以上網去通報。（FG2-F） 

六、家務指導員透過職務習得兒少保護粗淺概念 

家務指導員屬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由於所任職的社福單位主

責高風險家庭服務，職務性質較類同受理案件的專業人員，故未針對兒少保護相

關議題進行訓練。但受訪者仍可透過該單位對外進行的宣導方案，而對於應進行

責任通報的案件類型有粗略的認識。 

因為我服務的單位就是在...做這個高風險家庭，就是已經被通報的受理的那

個家庭這樣子。所以...就是沒有特別的受訓……大概就會從我們自己宣導的

那個方案裡面會得知說，欸什麼樣的家庭會被通報，我大概就是只會知道說

是什麼樣的狀態我是可以去通報的。（FG2-E） 

 

貳、 組織內部通報分工 

在不同的專業領域與單位中，可能會因為專業人員的角色分工或者職務內容

差異，因此在進行兒少保護案件的責任通報時，也有不同的職責分工。 

一、醫療場域優先由社工師或護理人員通報 

醫療場域中尤以醫師、護理人員、醫院社工三類專業人員較常接觸到兒少保

護案件，雖然皆屬責任通報人員並具有通報知能，但仍多由社工師或護理人員進

行通報。受訪者說明，若為醫務社工日間的工作時段，醫事人員會優先請醫務社

工進行案件評估與通報；夜間假日時則大多由護理人員逕行通報，除非發生兒童

少年有人身安全疑慮之案件，醫事人員才會評估是否聯繫醫務社工立即到場協助。 

我們都是由醫生評估，然後我們（護理師）就是負責寫通報表這樣子。（FG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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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社工跟護理師的分工的話，我想大部分都是社工有值勤的時間，就

是 call 社工來通報，那像大夜沒有社工值勤就是由護理師通報。（FG1-B） 

還是先教育護理人員啦，就是他們會先找警察通報，可是如果像，比方說像

這樣子（兒少死亡），或是緊安的案件，他覺得...就是會有危及到生命危險，

他們就會 call 我們（醫務社工）過去。（FG1-A） 

二、教育場域統一由行政窗口進行通報 

無論處於何種教育階段，教育及教保人員仍有教職與行政職之差異；前者如

班級導師，後者則如園長、輔導處室之主任、組長、專輔老師等。雖然皆屬兒少

保護責任通報專業人員，但實務上會安排專責通報窗口，多由行政老師或主管擔

任，同時並成為案件通報與否的覆判角色。 

通報的帳號密碼，就是由各個學校的管理人員去負責，可是你（帶班老師）

就是要做第一線的通報這樣子，先通報給上級人員。（FG2-B） 

通常都是老師反映給我（園長），那我們會去看說這個是不是符合所謂要通

報的那個程度。（FG2-A） 

三、警政場域由執勤員警自行通報 

警察因為輪班之安排，並未針對兒少保護案件專設通報窗口，而是各員警自

行進行通報。但各地方分局皆有設置家防官，相較於一般員警在家庭暴力、兒少

保護等案件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可作為員警的諮詢對象。較為特別的是，警政單

位的通報是直接透過婦幼安全系統操作，而非如其他專業人員經由關懷 e 起來進

行案件通報。 

警政通報不在關懷 e 起來，警政的通報是有委外一個系統，那個婦幼安全通

報系統……弄完以後我們在上面所有高風險、家暴、兒少保、性侵這些、老

人保護這些，全部都在裏頭。（FG1-E） 

四、司法人員認為通報職責在於警政 

受訪者說明案件在進入司法場域前，大多已歷經警察、檢察官等專業人員進

行筆錄製作與案件審理，開庭時也可能已有家防中心的社工提供服務。法官在此

流程中位居於服務末端，若是有需要提供保護協助的兒童少年，應該早已有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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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協助；因此，在審理案件時並不會特地留意是否需要進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

此外，在專業訓練中亦指導法官，對於兒童少年生活照顧存有疑慮時，應請警方

進行實地訪查與通報。 

司法系統就是一個屬於一個流程式的、就是類似工廠一樣，就是從頭到尾的

一個流程；那法官是屬於這個流程的最尾段，基本上，就是如果到法官這邊

沒有通報，那就是來不及了。就是如果有需要通報的情況，什麼小孩子有立

即危險啊、那，從這個案子開始到法官手上，大概經過就是至少是幾個月，

那也有可能超過 1 年，那如果有需要通報的情形通常不會到我們手上才發

現。（FG2-G） 

我們（法官）是末端了，我們不太會想說我們要去通報這件事情，而且我們

通常都會看到社工就會跟著小孩子一起來。（FG2-G） 

（兒少權法第 54-1 條案件）我們就是會去請警察單位，然後直接去訪查說，

他住的那個地方是不是真的有小孩，然後會由警察再去通報社政單位。我們

好像就比較不會直接去通報社政單位了，我們在教育訓練裡面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就是請警察去處理這個事情。（FG2-G） 

然而，無論國內外的責任通報制度中，多明列有司法人員的通報責任（彭淑

華等人譯，1999；Albrandt, 2002; AIFS, 2016a;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b; Kenny, 2001; Kirk, 2006a; Takis, 2008）；若身屬責任通報者之一的司法人

員未能認知到自身的通報職責，勢必阻礙其通報兒少保護案件的意願，安全網甚

至可能出現破洞。 

 

參、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實務情形 

一、審慎看待通報責任 

整體而言，各專業人員相當審慎敏感的對待兒少保護案件，但也隨之發展出

兩極的通報態度，分別於主要責任通報人員與增列責任通報人員的焦點團體訪談

中浮現。 

（一）通報所有疑似兒少保護個案 

部分受訪者認為評估是否屬兒少虐待案件的權限在於社政主管機關，若錯漏

萬一、未能將有協助需求的個案引入社政資源，將會損及兒童少年的權益。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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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未依法通報的罰則規定、擔心事後究責等壓力下，儘管受訪者擔憂通報將造成

社政系統的負擔，仍選擇於知悉疑似有兒少虐待情事的個案皆通報之。 

我們現在會就是真的認定從寬啦，因為現在其實就卡在這個通報義務的時候，

以我們醫療這邊，我們是會鼓勵說你有懷疑你還是先通報再說。（FG1-F） 

因為家暴與否，或是兒少保成案與否的決定權是在於社政，對啊。那...所以，

有時候就是我們教育人員這邊擔心就是判斷，在社政這邊，或是跟醫療這邊

有落差的時候，那很有可能到時候究責，我們教育人員也許沒有通報的話，

勢必要承擔那個責任，對。所以我們就會想說，與其這樣倒不如那就先報吧。

（FG1-D） 

我們都認為是知悉疑似，知悉疑似，反正就像剛剛老師講的嘛，呃有通報有

保佑，沒通報這發生事情就準備扛，那總不能看醫院有（通報）我沒有（通

報）。（FG1-E） 

我覺得你要到那種精準才敢通報，我覺得那就不要設這個法，我們又不是法

官、我們又不是檢察官，我們幹嘛弄這個，我們只是責任通報人啊，你不通

報的話如果日後發生什麼事情……。（FG1-E） 

傾向通報所有疑似兒少保護個案的態度普遍出現在主要責任通報人員的焦

點團體訪談當中；再加上醫事、社會工作、教育、警察等專業確實有較多的機會

接觸到兒童少年，可能因此影響上述專業在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所占比例較高。

倘若專業人員未適當釐清案情，再加上罰則與究責的壓力，出現預防性或卸責式

的通報，甚至可能引發過度通報現象（何明晃，2008；余漢儀，2012；陳淑娟，

2016；劉淑瓊，2010；蔡孟君，2015；鄭善明、陳宇嘉，2005；Munro & Parton, 

2007; Takis, 2008; Wallace & Bunting, 2007）。 

（二）保有法規外的彈性而未予通報 

另一部分的受訪者雖然同樣謹慎面對兒少保護案件，但更多考量到如家長出

於管教而有責打情狀、通報單位與家長的工作關係等各種複雜因素，而認為應保

有法規之外的彈性。即便通報，於通報內容的書寫上也相當小心，避免衍生其他

可能遭裁罰之狀況。 

這是現場實務的經驗，這個很難說，因為他不像法律就是說，我犯了什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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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哪幾條去引用這個，那因為跟人有關係的東西，他是有所謂彈性的問題啊，

那...我們不能說看到表面，那我們就馬上做（通報）這個動作。（FG2-A） 

私立園所通常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要很小心啦，因為你不能說，覺得好像

疑似或什麼，就馬上通報，可是，有時候其實是一些所謂的...管教上的問題，

就是家長認知上的問題啦。（FG2-A） 

不只是在私立幼兒園的園長會有這層顧慮，我們公立的老師其實也會有這一

層的顧慮，就是在做責任通報這件事情上。因為，那個斟酌，真的要很謹慎。

（FG2-C） 

在 key 那個原因的時候，其實都是要非常謹慎小心的，所有的用字遣詞...像

我們就是從輔導室、訓導處、生教組、一直到校長，各處室主任都要看過那

個通報的字眼之後才能發出去。（FG2-B） 

相較之下，增列責任通報人員場次的焦點團體訪談氛圍更傾向此種態度，受

訪者普遍於兒少保護案件的接觸、與兒少保護社工合作的經驗皆屬有限，在相關

訓練知能與實務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可能使得專業人員未能認知到兒少虐待的核

心價值，或者因為對於通報存有擔憂、欠缺通報意識，都有導致低度通報情形（張

裕豐，2006；Takis, 2008; Wallace & Bunting, 2007; Webster et al., 2005）。 

二、案件通報之判斷因素 

受訪者會考量事件本身、兒童少年身心狀態、家庭因素等等諸多面向，綜合

判斷是否需進行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而責任通報人員的個人態度與經驗也將影響

其判斷結果。然而，即便為相同的因素，不同的受訪者仍可能在判斷案件是否通

報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決定。 

（一）事件因素 

1. 確有違反兒少權法之情事 

通報人於判斷案件是否需要進行兒少保護通報時，最基本即為案件本身是否

有違反兒少權法之規定，包含兒童少年處於不適當之環境、疏忽等情狀。 

兒少權法疏忽就違反兒少權法啦對不對，那當然要通報……。（FG1-E） 

這個案例（幼兒遭熱水潑灑導致二度燙傷）基本上，一定會通報，因為至少

是疏忽，或者危險的環境。（FG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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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涉及兒少權法第 56 條所指，在兒童少年的人身安全遭受立即重大危險

甚至死亡之情形，更是受訪者會認為需進行案件通報的明確指標。 

這個小孩子真的已經受傷了，有生命上的危險，或者說被性侵或怎麼樣，這

個當然就很嚴重，我們就是說，有立即危險的東西我們會馬上通報……。

（FG2-A） 

我說為什麼要通報好不好，因為那孩子死亡了嘛，死了就是家人照顧不周嘛，

一定有個疏忽責任。（FG1-E） 

2. 兒童少年具有明顯傷勢 

傷勢明確是引起責任通報人員主動關切之契機。部分受訪者說明若見到兒童

少年有明確傷勢，無論造成傷勢之原因為何，必然進行通報。 

我們學校是只要有傷，一律都通報，不管他孩子什麼狀況。（FG1-C） 

我覺得在我眼裡就是知悉疑似，知悉疑似，包括醫院，一個孩子進來那個傷，

我管你是不是被打不被打，一定通報。（FG1-E） 

3. 排除管教事件不予通報 

責任通報人員會進一步了解傷勢造成的原因，透過兒童少年對於遭受責打原

由的認知出發，判斷屬於家暴事件或者管教事件，並影響通報的決定。若屬家暴

事件，必然通報之；但若經了解是出於管教之故，則可能選擇不予通報。 

我們可能會先判斷這個孩子他自己怎麼認定，他跟家長之間的那個狀況，那

確定他能不能夠自我保護，然後我們確實會有一些案子，他如果傷勢不是很

嚴重的，可能是那種管教，然後小孩自己也覺得它是管教的，那我們可能就

會再觀察第二次。（FG1-C） 

受傷是結果嘛，可是我們要去看他的原因是什麼，你不能說，因為一看到結

果這樣子馬上去通報。當然，有些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的行為異常的時候，我

們去了解說為什麼這個會讓小孩子有這個行為，然後家長會有這個動作出來。

因為有些...有些怎麼講，有些小孩子其實他、是他自己本身的因素會造成大

人有這個動作出現，那所以說，當然就是我們會先跟家長溝通去了解說，這

個事情的背景到底是怎麼樣，才會去決定說要不要再做進一步通報的動作，

不會說馬上立即就通報。（FG2-A） 

他在家裡，拿著刀片，把家裡的沙發窗簾全部都割破了，他被打得全身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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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的都是傷，那老師知道了，他也不會去做通報，對。因為他覺得這樣子

是在、阿嬤已經解釋，他是在管教他。（FG2-B） 

比如說我跟家長平常、互動良好，然後這個家長他的一些參與學校的狀況也

都 OK，那這樣子的話他也許有時候是一時的，像孩子偷竊東西，那家長有

可能一時就氣起來，就打了。那我覺得這樣子，在我們看我們不覺得他是家

暴。（FG1-D） 

然而，並非所有受訪者皆認同這樣的判斷方式。有受訪者認為，即便釐清是

出於管教動機而有責打情事，但只要明確成傷，即屬於暴力事件，一律通報之。 

我覺得，如果孩子有明顯傷勢，或者是甚至是瘀青也好，舊傷新傷……。剛

剛老師有提到說，有時候這偷東西打下去難免會有情緒會打，這個其實也不

算家暴，在我警察眼裡他就是家暴。（FG1-E） 

4. 非屬單一偶發1事件 

事件發生頻率為責任通報人員判斷是否進行案件通報的面向之一。若兒童少

年係因遭受責打管教成傷，專業人員可能在初次發現時未予通報，並持續留意是

否再發生類似事件；倘若再度發生類似狀況，或者兒童少年反覆因傷入院，專業

人員則會依法進行通報。 

他是偶發事件或是常態事件，這個我們老師就要去...觀察，對。可能是偶發

事件來講的話，我們就會跟家長當面了解當天動手打孩子的原因啊……那，

我覺得家長他們就有發現到說，欸，老師有在關心，有在注意，那其實就之

後...在我們班來講，可能就不會再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了。所以我們就不會就

因為這樣偶發事件就進行通報這樣子。（FG2-C） 

因為家長是管教方面的，對，所以我一開始...就是因為家長也坦承說他有打

孩子，但是他基於什麼原因，喔正當理由，OK 那我們主任他就會去判斷，

喔那既然是第一次，那就不報，但是我輔導室會介入……但是如果他第二次

再打了，那我們就通報。（FG1-D） 

因為這個是持續發生的嘛，那所以說我們認為說這個應該是蠻嚴重，所以我

們才會通報。如果說，就像老師講的如果是偶發事件，是管教上的問題，當

然我們就是先跟家長溝通，如果家長他認為是...他自己個人行為上的問題的

話，他有修正，那我們可能就不會有後續的動作。那除非說家長，他這個事

                                                      
1 單一偶發事件：僅偶爾發生、單一一次的不當對待情形，且過往並無類似的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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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的時候，我們才會做所謂通報這個動作。（FG2-A） 

以機率來說，一個月要跌倒到送來醫院 3 次的小孩，這個就是有一個問題，

可能真的就是他、太過動、管不住、或者說他就是...至少就是父母沒有對他

好好教育說欸你不要這樣子...就是在危險的地方玩耍。（FG1-F） 

（二）家庭因素 

1. 家長經勸導後未改善不當對待行為 

若為責打管教案件，家長是否坦承不諱、在進行親師溝通後狀況有無改善，

也會影響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之判斷。受訪者說明，有時因熟識且知悉家長的教養

態度，會先嘗試進行教養溝通；若溝通未果，仍有責打情狀發生，專業人員認為

家長並無配合及改善意願，持續存有兒童少年遭受不當對待的風險，才會進行兒

少保護通報。 

通常有些家長比如說，他小孩已經在我們學校讀 6 年，都認識他 6 年了啊，

他個性都知道，他這一次真的是不小心...火一上來去揍，那我們當然就是...

有的老師就會主張說那就不要通報。（FG1-D） 

除非我們今天遇到的狀況是，他打了孩子，我們跟家長溝通，可是他把老師

的話就是我沒在怕你（台語），還是繼續打孩子，我們就會通報。（FG2-C） 

2. 兒童少年自保能力薄弱 

兒童少年是否具有自我保護能力也會成為責任通報人員的判斷考量，若屬

國高中、青春期階段的少年，可能因具有基本自我保護能力，專業人員判斷其危

機程度偏低，而不會在首度發生時立即通報。相對的，若為稚齡兒童或嬰幼兒，

自我保護能力薄弱甚至不具有自我保護能力，而增加通報的可能。 

我們確實會有一些案子，他如果傷勢不是很嚴重的，可能是那種管教，然後

小孩自己也覺得他是管教的，那我們可能就會再觀察第二次，然後會確定小

孩的自我保護能力好不好。（FG1-C） 

國中的孩子比較有辦法這樣子觀察跟處理，其他專輔人員在國小可能就沒有

辦法用這樣子的方式，因為孩子的自我保護能力應該都會不夠這樣子。

（FG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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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其他未成年手足 

在討論嬰幼兒噎奶死亡的通報議題中，受訪者認為若家中有其他未成年子女，

也需一併請社政主管機關評估手足的受照顧情形；儘管目前無未成年子女，也須

防患於未然，以協助照顧者日後能更適切的照顧兒少。 

通報的原因是社政進來，因為，他家裡還有其他小孩，那社政要去了解這個

爸爸媽媽在家裡是不是能夠照顧其他小孩的人。（FG1-E） 

（嬰兒噎奶死亡，若家中無其他手足是否通報）我們覺得還是完成通報，因

為日後他會生孩子。（FG1-E） 

4. 兩造關係屬家庭內成員 

實務中也會遇到兩造並非家庭成員關係，例如同儕間暴力或者霸凌案件、家

外成人不當對待案件等類型。受訪者大多認為，只有兩造關係屬家庭成員間的案

件才需要進行兒少保護通報；在實務上若接觸到家庭外成員施虐的案件，經常難

以判斷，甚至未予通報。 

可能同學吵架踹對方肚子來，類似這樣，然後家長就火冒三丈帶孩子來驗傷，

那我們常常就會很為難說，到底要不要通報。因為我們問了一些醫院，有的

醫院就是他可能寫了轉介單給學校，那他就不通報，那，我們醫院就有點...

搖擺，到底...該通報還是不通報。（FG1-B） 

（非家庭成員施暴）因為對象不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 條的成員關係你就不

能做家暴通報，不行啊！你要先辨識他雙方關係。（FG1-E） 

實際上，兒少權法規定「任何人」不得對兒童少年有不當對待情事，因此無

論兩造關係是否屬家庭成員關係，若有違反兒少權法之情事仍須進行通報。從訪

談資料中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兒少權法規定的認知仍有模糊之處。 

5. 針對兩造權力優勢判斷通報家暴事件 

受訪者針對親子衝突案件將會了解兒童少年與照顧者兩造的狀況，若雙方的

權力地位或者身體優勢不相上下，則可能會判斷除了兒少保護通報之外，另外進

行家庭暴力事件通報。 

你要去看他（兒子）的那個身體優勢有沒有可能，他如果受暴，他兒子打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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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的優勢，他的出手會比較重的，我覺得有可能會這樣打的。（FG1-E） 

確實兩個人（家長與孩子）身上都有傷勢，然後我們就會 2 張通報表，如果、

就是說家長跟孩子都互相...很僵持的時候。（FG1-C） 

6. 具有其他家庭風險因素 

受訪者提及若兒童少年的原生家庭存有如物質濫用等其他風險因素，或者家

庭組成型態屬單親、隔代教養、原住民、新移民家庭等類型，可能會造成兒童少

年未受妥適照顧，因此也會影響兒少保護通報的判斷。 

我覺得對於家暴的認定上除了身體上的損害，還有可能要去顧慮到說，他的

這個事件是因為自己的調皮，還是說他是、這個家庭本身出了問題，心靈上

受到了傷害，所以出現了某些不適合的情況，是必須由第一線的老師掌握的。

因為我們可能比較知道他的家庭狀況，單親啊、或者是父母忙碌啊、隔代教

養啊，我們就會有比較多的這一些，第一層面的認知，再去跟學校的那個主

管們討論說，是否需要通報這樣子。（FG2-B） 

在保護上來講，有一些可能吸毒的，他的精神的狀況其實是有點比較...可能

跟酗酒一樣，他會比較有精神上的問題，孩子其實都是蠻危險的。（FG2-B） 

（三）通報人因素 

1. 責任通報者個人經驗 

責任通報人員是否受過相關教育訓練、對於兒少保護與責任通報的態度、過

往通報經驗、甚至是與其他網絡單位的合作經驗等因素，皆影響通報人員在案件

通報的意識與判斷有所轉變。 

你自己本身的態度，就會影響你當下的判斷，因為你如果覺得真的很嚴重，

當然他就很嚴重，你覺得他不嚴重，他就是...不嚴重啊，那有時候你不嚴重

的東西可是出了人命，他就變得很嚴重了，所以這是...當下判斷的問題。還

是說你所謂專業訓練的問題……。（FG2-A） 

我們醫生有一次就語重心長跟我們說，我覺得還是通報好了，因為碰過幾次

學校說會通報結果沒通報，然後他就覺得被陰了，所以，呵呵呵，最後我們

不管怎麼樣，只要我們覺得疑似我們通通就通報。（FG1-B） 

2. 促使兒少保護系統積極介入 

受訪者一致認同責任通報制度是為了引入資源以提供兒童少年適當保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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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照顧者妥適照顧未成年人；必要時，會透過大量、反覆通報的手段，促使社政

主管機關積極介入作為。 

我覺得通報的目的是社政要介入，你要該怎麼去協助這個家長去帶這個孩子，

這是我們後端在期待的……。（FG1-E） 

我們也會有經驗是，我們可能有跟醫院或警察的，我們會、因為如果說像那

種反覆通報的，家防一直沒有介入的，或是沒有做很積極，我們會講好我們

三個系統同時不斷的一直通報，讓通報單塞進去。（FG1-C） 

三、判斷歧異之決策方式 

實務中，不乏有同一單位內的不同專業人員，對於案件應否進行兒少保護通

報的判斷意見相左，而受訪者也分享各單位內對此狀況的決策作成方式。 

（一）任一人支持通報即予以通報 

第一種方式，是不論持贊同意見或者反對意見的人數多寡，只要有任何一位

專業人員認為有需要進行兒少保護通報，則會尊重該成員之判斷，依法通報之。 

以我們那邊就是...如果有人覺得要通報，就是要通報了。（FG1-F） 

（二）透過會議進行投票決策 

部分單位會透過召開會議，說明案件情狀後由與會者共同投票，並依多數決

結果決定是否進行通報。然而受訪者也分享到，若會議中的決策結果是不予通報，

其他透過會議知悉案件情狀的責任通報人員恐將面臨道德上的兩難，擔心若未依

法通報會遭牽連受罰。 

後來就是我們決定要開會，就是因為兩個老師意見太不合了，所以我們決定

要開會...。（FG2-D） 

你們有開會在溝通過嘛，因為要一致性。（FG2-F） 

（三）由主責人員自行判斷是否通報 

若在單位內有負責該案件的主責人員或直屬主管，則由主責人員判斷是否進

行兒少保護事件通報，依主責人員及其直屬主管的決策作為結果，非主責人員不

予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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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管教不當對我們第一線的老師來講，到底要通報還是不通報，都是由他們

班的班導師或是他們的直系的主管做決定。那當被告知說這種不用通報了，

我們其他人即便得知，想通報就也不會再多做這一個部分的事。（FG2-B） 

 

肆、 專業人員其他保護措施與作為 

無論是否進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受訪的專業人員在接觸到疑似兒童少年不

當對待案件時，可能同時有以下的措施與作為，以提供兒童少年與其照顧者相關

保護與協助。 

一、說明通報規範以警示照顧者 

雖然兒少權法中規定通報人身分保密，但也有受訪者考量協助兒少保護社工

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建立，或者期待藉由說明通報規定，藉以警示照顧者不得有不

當對待行為，作為保護兒童少年的第一道防線。 

像那種家長也坦承不諱的，其實我們學校都會先跟家長講，也會坦白告訴他

我們一定會做通報，也會警惕他，就是說，你不管怎麼管教小孩身上絕對不

能是有責打...成傷的狀況。（FG1-C） 

我們也很直接地說，如果再類似的情況，那老師這邊如果發現孩子有傷口，

我們會通報，直接地告知。（FG2-C） 

其實我們有做、有在上課我們都知道說，他的嚴重性到底要多高才會被安置

啦，所以其實說，你這樣我們要通報你喔，是第一步的保護孩子。（FG2-B） 

二、提供照顧者關懷與情緒支持 

當責任通報人員判斷非屬嚴重兒少保護案件，如照顧者出於管教而責打、傷

勢輕微、親子衝突等情形，多會在通報之前先與兒童少年本人與照顧者進行討論。

此舉除可起提醒效果，讓照顧者知道已有人在關注家中情形之外，也可以舒緩照

顧者的壓力，在討論親子互動情形之際也提供情緒支持，降低不當對待事件再發

生的可能性。 

其實這些幫助對他們來講就已經很大了，然後就是持續的關懷啊，我覺得我

們第一線老師能做到就是這樣，對對對。感覺到就是說，因為其實孩子每天、

我們人一天 24 小時嘛，其實他 8 小時跟我們相處是很長的，那我覺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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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是扮演孩子這個階段很重要的角色，我覺得每一個階段的老師都是，啊

我們目前能做到的是這樣。那我覺得這個孩子在我們關心之下，其實他們家

現在都很好。（FG2-C） 

我們可以持續去關懷，因為你這個...案件出來你已經經過專業的人員去知道

他事情的是怎麼樣回事以後，我們去做後續的，去做關懷慰問，這個可以，

這是對的、這是可以做的。（FG2-F） 

我們也不會一下就啟動要到通報，那導師也會邀請家長跟孩子都來，先做討

論。（FG1-C） 

三、提供照顧者簡易親職教育 

擔任教育、教保人員的受訪者分享在處理兒少保護案件的經驗，有時照顧者

會因兒童少年有個別的身心議題不易管教，或者為規範兒少的行為表現而有責打

行為。此類案件若為首次發生且傷勢輕微，未必會進行責任通報，但相對的會提

供親職教育或相關教養資訊，協助照顧者有更適切的方法因應教養困境；然若再

度發生有管教成傷事件，則會依法進行責任通報。 

但是我輔導室會介入、幫你、教你親職教育，然後像這個有特教的，我們特

教組也會介入去評估，所以就是我們學校會有資源進去……。（FG1-C） 

我們後來也有陸陸續續有給那個家長一些就是教養資訊，像是遇到這樣的小

孩可以用什麼方式去教導他。然後後來的狀況是...小孩其實後來就是比較沒

有再被爸爸媽媽就是毆打，對，然後後來親師之間也比較融洽。（FG2-D） 

四、照顧兒童少年與提供自我保護訓練 

除了提供照顧者相關親職教養資源外，受訪者也會提供兒少本人相關協助，

如提供年幼兒童餐食、清潔等日常照顧，或者針對年紀較長的少年進行自我保護

的訓練，以確保兒童少年的基本需求可獲滿足。 

爸爸跟媽媽吵架的時候，可能媽媽就會憤而離家出走，那孩子就很多天都沒

有洗澡，那我們甚至就會幫孩子洗澡。（FG2-C） 

我們可能會先做很多自我保護的...訓練，然後確保他有一些...可以...臨時遇

到狀況的時候他可以去（自保）...可是因為我們是國中端，國中的孩子比較

有辦法這樣子觀察跟處理。（FG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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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其他資訊或資源 

責任通報人員也會就事件或家庭需求提供其他建議與協助，譬如鼓勵家屬可

尋求警政資源協助、聲請保護令，或者指導在面對媒體採訪的因應策略等。另外

若觀察家庭中有經濟、餐食不足等需求，則會引入經濟或者物資補助等資源，舒

緩家庭生活困境。 

（親子衝突）我會建議媽媽去聲請保護令……。（FG1-E） 

（親子衝突）會建議家長他後面、我們就會請少年隊介入協助……。（FG1-

C） 

（同儕霸凌）就是先教育家長。就是那個...其實第一線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是，

蛤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啊但是當媒體記者拍他的時候，啊不好意思啦、我

管教不當，那個其實都是（學校）指導好了，或者是下跪啊什麼，那都是教

了。（FG2-B） 

我們就跟媽媽爸爸說，就是小朋友來讀書，我們可以幫他申請什麼補助，我

們學校這邊可以協助的部分有那些，對，那我們後續也確實也有幫忙。那包

含就是...他們午餐，我們甚至我們吃剩下我們就幫他們打包回去，慢慢去協

助他們。（FG2-C） 

 

伍、 小結 

一、專業人員普遍欠缺兒少保護訓練規定與課程 

整體而言，各專業的養成歷程大多缺乏兒少保護相關訓練，普遍是進入職場

後，透過在職訓練、公文宣導、會議研討及實務經驗等管道習得相關知能，且往

往仰賴責任通報人員自主學習，主管機關與任職單位未必強制規定訓練時數及提

供訓練課程。從訪談資料中也發現，各專業的學習方向以「知悉法定通報職責」

與「辨識兒少虐待」為主要重點，然社會工作人員會以「操作通報」為主要學習

焦點，呈現出不同專業間的訓練差異。 

但值得思考的是，當兒少權法已明訂專業人員的通報責任，卻未規範及提供

兒少保護相關知能的教育訓練，勢必對責任通報人員在進行兒少保護案件通報的

實務操作造成影響。尤其文獻明確指出，專業人員若相關訓練不足，無法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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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兒少保護案件，甚至是欠缺通報職責的自覺，都可能會引發過度通報與低度

通報的現象（張裕豐，2006；Takis, 2008; Wallace & Bunting, 2007），並且建議仍

應加強專業人員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的教育訓練（施宜君，2008；張裕豐，2006；

Besharov, 2005）。 

二、「謹慎」為導致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現象的共同根本 

文獻指出影響專業人員進行兒少保護案件通報的因素，大致可以分為案件本

身特性、責任通報人員特性、以及組織文化特性等不同因素；雖然本研究為質性

研究，難以量化研究進行比較，但仍可發現本研究的受訪者分享進行兒少保護案

件責任通報的判斷考量，亦不脫離上述範疇。Webster 等人(2005)的研究指出，有

些因素可能同時會影響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的現象發生，是與責任通報人員的判

斷裁量有關，這也與本研究中發現到，不同受訪者對於進行責任通報時的「謹慎」

態度相符。 

本研究針對責任通報人員召開 2場焦點團體，第一場邀請到醫事、社會工作、

教育與警察等專業人員，第二場則邀請到教保、司法、戶政及家務指導員與會討

論，兩場受訪者呈現出不同的通報態度。第一場焦點團體的受訪者大多認為「知

悉疑似有兒少保護案件即予以通報」，概念上較貼近國家干涉主義，主張政府應

積極介入提供保護（林勝義，2012；彭淑華，2008）。此外，受訪者提及擔憂需

承擔未依法通報的道德與法令責任，可能因此會進行卸責式的通報（余漢儀，2012；

陳淑娟，2016；蔡孟君，2015；Munro & Parton, 2007）；或者透過大量通報以促

使社政主管機關積極介入處理案件，取得兒少保護資源等行為（余漢儀，1999；

Besharov & Barth, 1994; Munro & Parton, 2007），皆為產生過度通報的因素。 

而第二場焦點團體中，受訪的教保、司法、戶政、家務指導員等專業人員對

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相對陌生，雖清楚確知其專業角色為責任通報人員，但

更傾向提供照顧者支持性的協助，較類同尊重家庭與雙親權利之概念（林勝義，

2012；彭淑華，2008）。且如文獻指出，受訪者擔憂通報後與家庭的工作關係遭

破壞、有對通報人或通報單位造成負面影響等疑慮，而會阻礙專業人員進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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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之意願，可能因此產生兒少保護案件通報的黑數，出現低度通報之情形（張

裕豐，2006；Wallace & Bunting, 2007; Webster et al., 2005）。 

三、專業人員須兼顧保護協助措施與通報職責 

無論責任通報人員是抱持著何種態度與判斷是否進行通報，受訪者皆認同兒

童少年與家庭有協助的需要。除了各專業職務內容與兒少保護通報之外，也會提

供兒童少年與主要照顧者其他協助，像是確保兒少基本餐食需求的滿足，提供年

紀較長的少年自我保護訓練；提供照顧者情感層面的關懷支持，以通報作為約制

不得有不當對待行為之手段，提供教養資訊與其他資源等等，這些策略都是專業

人員認為可以降低家庭照顧壓力與受虐風險、保護兒少的方式。 

從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訪談中可以發現，身為教保、教育、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的受訪者，更多地分享除了通報以外的協助措施，這樣的現象或許與其專業訓練

背景及專長有關。由於上述三類專業人員在兒少的身心發展、管教需求與方式、

親子互動等狀況相對了解，因此更可清楚的與照顧者討論教養議題。若是針對有

特殊身心需求、教養困境、管教議題等案件，或許可提供適度的諮詢與協助。然

而，無論各專業人員是否有意願與能力提供通報以外的服務，在兒少權法明定責

任通報制度的規範下，專業人員的通報職責仍不能被怠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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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受理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之經驗探究 

本研究邀請到分別任職於北部三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家防中心，負責受理兒

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的社工進行訪談。本節將呈現受訪者所屬中心在受理兒少保

護案件的範疇與分工安排，針對通報案件應篩出系統或下派調查的評估面向，以

及在訪談中提及會篩出系統不予調查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類型。 

 

壹、 各中心受案範疇與程序分工 

由於兒少權法明文規定通報案件處理時效，包含 24 小時內進行案件分級分

類，依案件危急程度於 4 日或 30 日內提出調查報告，因此連帶影響受案單位內

部的案件處理程序規劃。本研究受訪者所屬的家防中心雖皆已依職務內容設立專

門組別，如受案組、兒少保護組、性侵害組等，但在單位內外的分工與處理流程

上仍有些微差異。 

一、A 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一）明確定位受案組別初篩角色 

A 市配置有 24 小時社工輪班的受案組別，統一受理全中心各類型的通報案

件；但受訪者說明，受案組別內近乎八成的工作焦點皆在處理兒少保護案件，明

確定位功能角色為「案件初篩」。 

在 A 市家防的部分其實可以講我們受案組大概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是在處

理兒少保護的案件。（FG3-E） 

受案組的角色在於，我們把他定義為 screen，調查在兒少（組）。（FG3-E） 

且受訪者分享，受案組大約可篩出約四成左右的通報案件。就此看來，受案

確實能發揮其初篩功能。 

一個月大概如果說進我受案組的，大概會是 200 到 250 之間……我派下去

（兒少保組）頂多 120 到 140 之間。（FG3-E） 

（二）受理案件範疇符合單位定位 

除了受案組的功能角色定位明確之外，受訪者也明確指出「主管機關」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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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簡稱兒少科），理當處理大宗的兒少保護通報案件；

中心則如其名，僅處理其中的「家庭暴力」事件與「性侵害」事件。 

對 A 市來講，就是會有很多案件要通報所謂的主管機關，那主管機關對我

們來講，分得很清楚，主管機關叫做兒少科，所以大宗是兒少科；那在兒少

科管轄的範圍裏面呢，涉及家內、家庭成員的，才推過來我家防中心做。所

以只要不是家庭成員的，他愛通報、他就去通報，但是都是兒少科要處理，

我們不收，對，就不收；啊他（兒少科）又沒有辦法說他不收，因為他主管

機關。（FG3-E） 

由於機關的立場明確，因此兒少科與中心之間已清楚協調案件處理範疇，各

自處理主責範疇內的兒少保護通報表，從受理、分級分類評估、調查等程序各自

完成。因此，A 市的家防中心僅需處理「家內成員」的兒少保護通報事件。此外，

受案組另會主動確認是否有誤填為高風險通報表、但實則屬兒少保護情事的案件，

逕行處理。 

A市比較特別是因為我們的案件分工可能又相對其他縣市又再更清楚一點，

所以家外的兒少、性騷的部分，我們其實是不做的，還有性交易（性剝削）

的部分我們通通都不做，全部都是在兒少科那邊，所以那種案子，我們已經

協調好分工，就是原則上就是各自的案子各自認領走。就是說我們會點進去

看，可是發現說他不是家內的，我們其實就不會收，我們就會留著，等他們

上班時間再收，那真的是家內的案件我們其實才收。但，我們會巡高風險通

報單，因為有的通報人他通報錯誤，他其實傷勢很嚴重，但他填了高風險通

報單，那如果真的有傷，或他明顯其實是兒虐，我們其實就高風險通報單我

們直接收下來做了。（FG3-E） 

（三）確認有無可供調查資訊並進行分級分類 

受案組會針對家內兒少保護通報事件進行分級分類評估，由受案組別的社工

聯繫相關人員，如通報人、學校、兒童少年本人、照顧者等成員，以釐清案件資

訊，確認是否有需要進行兒少保護調查的資訊。在此階段，受案組的社工也會提

醒相關證據的保全，並協助預告與溝通後續兒少保護社工處理案件的策略，以利

兒少保組能順利介入進行案件調查。 

兒少保護的案件原則上我們的標準就是追到他其實有可供調查資訊，然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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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派社工員調查，這兩個要件其實我們就下去（兒少保組）了這樣。（FG3-

E） 

像有時候調查案件我們會很重視那個證據的保留，有沒有拍照、有沒有驗傷

什麼，那個在我們這一（輪）班其實都要先做提醒。……學校可能就會開始

跟我們討論說，要不要跟家長講啊、什麼的，那我們的節奏跟步調會跟後續

的兒保社工會是一致的，譬如說我們會跟他們講說，沒有你不用先去聯絡家

長，我們的社工會先去做了解，這些我們都會先處理這樣子。（FG3-E） 

一旦確認需下派調查，會由受案組別於保護資訊系統上點選分級分類結果，

並開啟系統中的個案資料夾後轉由兒少保組續處。組內資深社工多可獨立完成初

篩評估，資歷較不足的社工則會由督導協助覆判後決定。 

紅夾是我們開，我們會開好下去（兒少保組）。（FG3-E） 

一定資深的社工可以自己分，然後就直接下去（兒少保組），啊如果是比較

資淺的要督導覆判，案子之後才能下去。（FG3-E） 

（四）配合法規要求訂定初篩時限 

受訪者分享到，由於兒少權法綁定分級分類處理時效，連帶也影響受案組別

釐清案件資訊的時限。若為平常工作日，受案組有更寬裕的時間進行案件的聯繫

與初篩評估，釐清與篩出不須進入兒少保護系統的通報個案，減輕後續調查的成

本負荷。但若是夜間假日或者傷勢明確的個案，則處理時間被大幅限縮，受案組

所能釐清的程度仍屬有限。 

因為我知道他在一定的時間內他要提調查報告，那我這邊就會變成、以前我

也沒有兒少案件只能追 2 班的限制啊，那我就只能追 2 班，有的案件你打到

第三班他就明朗化了，其實就不用去了（台語），但是就不行。（FG3-E） 

我們有一個內規是不能超過 2 班，就是說因為我們是 24 小時輪班，但大夜

班跟假日我們就為了分級分類只追那 1 班，那不然其他正常上班日我們就是

追 2 班。……大部分的案子是這一班收、交下一班處理，下一班算第一班，

除非他是緊急的，我們會有當班案的定義，就是說他傷是很明確、然後看起

來有立即的危險，那種我們會抓起來叫做當班案，那當班案就是我收通報單

這一張，我開始連絡我就叫第一班。如果我這一班資訊清楚了，就知道要調

查了，其實就下派兒少保組了；可是我這一班沒有辦法，可能追不到人，或

是沒有辦法確認訊息，或是要再多追一點什麼樣的訊息，就交下一班。但原

 



87 

則上 2 班，如果是兒少案件的話 2 班就要下去，除非他被我分他不是兒少保

案，譬如說他可能被我們暫分 3-2，資訊明確之後才做處理，但如果 1-1 或

1-2 的案件原則上不過 2 班，其實就下去（兒少保組）給他們處理。（FG3-

E） 

（五）組別間具合作共識 

由於受案組只會聯繫兒少保護通報案件，以評估是否篩出系統或下派調查，

對兒少保組來說可大幅減輕工作負荷；再加上中心主管明白支持受案組別的派案

職權，因此受案組與兒少保組之間尚具有合作共識。 

兒少保組也知道全中心受案組就對兒少保組最好，因為我們只追兒少保案，

所以他們就對我們也很好，所以兩組還不錯，就不會在那邊說，欸我下派的

案子他拒絕或什麼不行。而且其實我們歷任的主任都有要求，受案組就是有

派案權，他派了你就是要給我先做，你不可以去退他案。（FG3-E） 

在 A 市啊，我們就會有一個協議，就是，你要我受案組幫你追，那你就不要

給我唉說我佔你 4 天，所以我們有講好。（FG3-E） 

二、 B 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一）受案組為統一受案窗口 

B 市的受案組別統一受理全市各類型的通報案件，並進行案件的篩案與派案

程序，組內並無更細部的分工安排。 

負責工作就比較是受案跟篩案的部分，對，還有派案。……我們受案組就是

一組。……沒有分案件類型。（FG3-D） 

（二）以表單認定受理案件類型範圍 

受訪者表示，在 B 市由於沒有其他可受理兒少保護案件的單位，因此只要是

「兒少保護事件通報表」，即統一由中心受理通報，再由受案組評估是否轉由其

他單位處理，或者下派中心的兒少保組進行調查。舉例來說，兒少施用毒品案件

會由受案組先受理通報單後，傳真給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以下簡稱兒少科）；

若為符合兒少權法第 54-1 條、孕婦吸毒等狀況，則評估轉介高風險服務續予處

理。但保母施虐、家外成員施虐等類型的案件，則會由中心主責處理。換言之，

B 市的家防中心等同全市的兒少保護案件受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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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人可以轉出去，所以只好在中心做。……兒少保（通報表）就是，

目前收的話就是家防中心收。（FG3-D） 

（兒童少年施用毒品）我們給兒少科，就傳真給他們收。（FG3-D） 

（孕婦吸毒）就看是不是要轉高風險。……不然的話就要評估看是不是可以

轉社工科，反正就是一定在受案組這邊處理掉。（FG3-D） 

（三）僅就通報內容進行案件「粗」篩 

B 市的受案組並未配備 24 小時輪班，工作時間與人力有限，卻必須涵蓋全

市各類型的通報案件，並且擔任所有兒少保護通報表的受案窗口；在如此龐大的

工作負荷下，當然僅能發揮「粗篩」功能。B 市的受案組通常就通報單的資訊進

行判斷，若有明確受暴情狀或傷勢，就直接派由兒少保組進行調查；但若資訊模

糊或不完整，才由受案組協助釐清並取得更多案情資訊，並且於當日下班前判斷

是否派案，或者分類為「非屬兒少權法第 53 條通報情事」篩出系統。 

當天的案子，如果資訊是很明確，有受暴的狀況的話就直接兒少保派下去調

查了。除非是說他資訊不完整，或是案情比較模糊的，我沒有辦法明確說欸

他的確是有到受暴的狀況，那種的就會留在受案組繼續釐清。那釐清的時效

呢大概就是在分級分類要決定之前。（FG3-D） 

若確定需要下派兒少保組進行調查的案件，保護資訊系統上的案件分級分類

評估是由兒少保組的督導點選；除非案件留在受案組內進行釐清及處遇，才會由

受案組進行分級分類。簡單來說，保護資訊系統上的案件分級分類是由實際處理

的組別操作點選。 

就他們（兒少保組的督導）分，啊如果是留在受案組的，就是受案組自己分。

（FG3-D） 

三、C 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一）受案組內再依案件類別專責分工 

C 市的受案組內依處理的案件類型分工，由 2 名社工負責成人保護案件，另

外 4 人則負責兒少保護與性侵害案件的受案與分案。受訪者說明，雖然成人保護

通報量大，但兒少保護案件複雜度較高，因此更需要投注人力進行通報資訊的釐

 



89 

清，故衍生此組內分工模式。 

（受案組職務內容）就是受案，跟分案分出去。那我們中心原本是 3 組，就

是兒保、性侵跟成保；那現在是兒保跟性侵就是有 4 個人分案，然後成保是

額外挪出去的。所以我們就是比較單一化，就做分案的工作。（FG3-C） 

因為成保量真的很大，所以他們需要專門的，他們的量大到要 2 個人……。

那兒保的部分其實之前都是派 2 個人當窗口去分，因為我們一天的進案量大

概 30 起跳，到高峰可以到 60 啦。……其實是因為兒保的案件類型也比較複

雜，然後可能不當管教這個部分還有分，欸他到底是單純管教還是管教致傷，

那這個釐清可能就會需要花多一點的人力。（FG3-B） 

（二）中心實為兒少保護主管機關 

C 市也是以表單認定受理案件範疇，只要為兒少保護事件通報表，統一由中

心受理通報與後續處理。受訪者說明像是家外成員施暴、兒童少年施用毒品等類

型的案件，皆由中心統責調查與處遇工作；而兒童少年施用毒品的案件，也是由

中心委託民間單位提供服務。就受訪者所述，C 市的家防中心儼然成為真正的兒

少保護主管機關。 

（受理案件範疇）我們認表單，只要掛兒少保護通報表...。（FG3-B） 

（家長知悉兒少施用毒品，摑掌兒少）我們沒有派兒保，但是這種的，我們

毒品的部分會派，就是他吸毒然後坦承、陽性這種我們會派給（委外單位的）

社工去做續處。可是他的那個責打的部分我們沒有派兒保，但是會告訴...那

個毒品的社工，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親子衝突、互動議題，然後請他們要去續

處。（FG3-B） 

（三）釐清案情以進行分級分類初判 

受案組會就通報資訊判斷，若明確有不當對待情事、明顯傷勢等情形，將會

直接派案由兒少保組進行調查；但若資訊模糊，則會由受案組別的社工先聯繫案

件相關人員，蒐集更多的案情資訊，待釐清後再評估是否派案調查或者篩出不予

調查。就受訪者估算，受案組每月約會篩出五成左右的兒少保護通報案件。 

如果明確，可能說他就的確有致傷，或者是，他今天、我們就可以判定他可

能有不當照顧或是身心虐待這種，我們（受案組）就會直接下派。（FG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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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取號可以取到 3、400 號。……下派的大概也差不多一半，所以我們

至少會下派 200。（FG3-B） 

在保護資訊系統上，是由受案組別的社工進行兒少保護案件的分級分類，於

24 小時內完成系統上的受案評估，但由兒少保組的督導進行系統覆判。 

如果案情明確的話，也會直接下派給兒少組去作調查，但是我們分級分類會

在受案組這邊點出去，然後到專責組的督導去做覆判。就是比如說我們初判

他是 2 級 1 類，那我們會把下面的受案評估寫清楚以後，就會點給那個專責

組的督導去做第二次的審核，然後他們那邊會再直接下派給他們的社工去作

調查。那當然比較不明確或是需要待確認的案件，我們就會留在受案組這一

邊。（FG3-B） 

（四）在「時效規範」與「釐清案情」間求生存 

受訪者說明，為了因應時效規定，若於 24 小時內無法釐清案件資訊，會先

填寫保護資訊系統中的受案評估，但暫緩陳核，並報告督導進行案件註記。若仍

無法於 4 日內完成釐清與確認，則會以「非屬兒少權法第 53 條通報情事」結案

處理，並建置同一案件的兒少保護通報表並重新通報，釐清至確定是否派案調查

或篩出系統。此作法雖未必符合兒少權法的處理時效規定，但為了避免模糊不清

的案件落入調查程序，加重兒少保組社工的負荷或排擠調查時效，受案組的社工

只能在隙縫中求生存、發展出其他的變通之道。 

為了因應那個 24 小時的分級分類，如果今天以內沒有辦法釐清案情，例如

說都連絡不到通報人，或者沒有辦法跟重要他人確認的話，我們就會先暫點

3-2，但是不陳核。因為一般來說點完以後要陳核給主管嘛，可我們就不陳

核，先放在手上，然後我們這邊會先給督導這邊做註記，然後...盡量是希望

可以在 4 天以內，就是以前的四日調查報告要結束以前先把它處理掉。那如

果不行，時間拖太久的話，就是我們會先把它用 3-2 結，然後重新再通報，

等我釐清完，如果確定要下派，我們就會重新再通報。（FG3-B） 

 

貳、 篩派案評估面向 

雖然各縣市對於兒少保護案件的主管單位的認定不同，連帶影響各中心受理

案件的範疇有所差異。但可以確定的是，各中心於受理通報後仍會依法進行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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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處理，並初步判斷通報案件應篩出系統，或者下派由兒少保護組的社工進行

調查程序。於焦點團體的討論中，受訪者概略列出評估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應

下派調查的面向如下。 

一、 確有不當對待情事 

受訪者普遍認同兒少是否有遭受不當對待情事，會成為派案進行兒少保護調

查的基礎準則。然而，在實務上如何定義「不當」就成為最大的考驗，必須從兒

少的身心年齡與發展、時間空間環境因素、行為與後果等等面向參酌評估。 

我們就可以判定他可能有不當照顧或是身心虐待這種，我們就會直接下派。

（FG3-B） 

在 A 市是真的要問到有點、有疑似兒虐的情事。……他一定會有一個疑似

的嫌疑人，然後對孩子做了一些不適當的事情這樣子。……譬如說不當管教

他啊，或者是說故意半夜把他趕出去啊，或者是說跟爸媽衝突其實非常非常

嚴重可是打小孩出氣啊，這種也不行。……我們如果是不當管教，那不當管

教前提就是他一定會有一個管教的事件，會有一個起頭，就是必須要做管教，

然後只要管教到有傷，就下去。（FG3-E） 

二、 兒童少年具有外顯傷勢 

從訪談中發現，各縣市在相似類型的案件也會有不同的篩案標準。且由於實

務上會接觸到的兒少保護通報案件相當複雜，有時即便有外顯傷勢，仍未必會進

入調查程序。 

（一）從照顧者說法輔以互動觀察綜合判斷 

以幼兒燙傷的案例為例，有受訪者說明只要確定是大面積且嚴重燙傷，已送

醫治療的案件，必然會派案由兒少保組進行案件調查。 

如果是大面積、燙傷嚴重的，然後又在醫院，就派了。（FG3-D） 

但也有受訪者提及，此類案件通常會需要透過醫事人員或醫院社工提供的資

訊進行評估。譬如遭燙傷的部位、潑灑形狀、面積等是否有疑似兒童少年虐待的

疑慮；或者就專業人員觀察，照顧者對於傷勢由來的說明是否合理、與兒童少年

的互動關係有無異狀等等進行判斷。若綜合上述資訊後評估無兒童少年虐待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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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就可能篩出系統不予調查。 

要看醫療的面積、就是他的受傷的程度。因為，如果是很...奇怪的那個燙傷，

其實醫院是會可以辨識的。（FG3-C） 

會問就是醫院的社工，因為孩子他其實這個要換藥，然後就住燒燙傷病房，

因為怕感染。所以有問醫院社工的評估，去確認...因為有時候其實照顧者會

比較淡化，或是會比較避開，那我們還會再請醫院社工從旁邊去確認他會談

的時候，家長的態度可不可疑，然後跟小朋友的互動關係。因為他如果、其

實通常受虐的狀況有可能他們的關係會比較緊張，或小朋友會有一些不經意

的驚嚇反射，那些其實都會是我們參考的依據。（FG3-B） 

看我們能不能找的到家長，如果在受案組追案可以找到...我們一定會先打醫

院嘛，然後醫院可能會跟我們形容一下他們的犯後的態度啊、緊不緊張啊、

有沒有第一時間送醫啊、什麼的，如果這部分 OK 我們其實會聯絡照顧者，

就直接聯絡他的主要照顧者。啊主要照顧者如果態度也都很開放啊，可以解

釋得清楚啊，確實小孩那時候並不是被獨留在一個危險的空間裡，我們就結

掉了，我們不會派。（FG3-E） 

（二）自照顧者合作及改善意願進行評估 

部分受訪者表示，針對責打管教成傷的案件只要有明確成傷狀況，即會進入

調查程序，由兒少保組的社工評估是否成案。 

他如果說真的是管教成傷，這樣子的案件，不管他任何理由，不管小朋友的

身心狀況，只要他成傷，我們就會讓他去要下調查。（FG3-E） 

如果通報單上面有很明確、他受傷了，就下了。（FG3-D） 

但也有受訪者說明，在傷勢輕微的前提下，若家長可配合專業人員輔導且顯

有改善意願，則可能評估不予派案調查。然而，此類型的案件相當仰賴其他專業

人員的協力合作，提供家長親職教養資源。 

我們有擬定一個分派案的流程、指引。今天如果說...我們評估他是單純管教

事件，然後單一次性的，這種我們就不一定會派。那當然有沒有傷的部份我

們還是會去釐清說今天家長是不是故意造成的嘛，就是家長態度，然後還有

他的傷勢輕重。如果你說就是不當管教到全身多處大片烏青（台語），這種

就是不當，或是過當；但是他如果就是，比如說拿著愛的小手，然後揮了他

一下，但是就是輕微的紅痕，那這種我們可能就可以評估，就走那個流程，

他也輕傷，然後他家長態度，他（家長）當然是故意，然後輕傷，可是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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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可能學校的勸導，他是經過專業人員，不是只有社工的介入，然後是顯

有改善，或是有改善意願的，這種我們就會評估他的可能照顧功能是高的，

然後小孩自保能力也是高的，那這種我們就不會派。（FG3-B） 

（三）確認案主具自保能力與第三方保護機制 

針對親子衝突類型的案件，A 市首先會就傷勢嚴重程度與受傷部位判斷，確

認傷勢輕微且無需就醫、亦非傷及具較高風險程度的身體部位，才有可能參酌案

主年齡與自我保護能力，在與案主、安全聯絡人雙重確認無風險疑慮，始能篩出

系統不予派案調查。 

我們的確有一個規範是 15 歲以上，青少年，然後明顯是親子衝突，傷勢輕

微，那個輕微指的是就是只有紅腫而已，如果他有明顯的瘀傷、或者是說流

血、破皮，那種就不行……我們必須這種案件如果你要結的話，第一個要件

他是親子衝突嘛，然後再來他的傷勢真的輕微，是毋需就醫的那一種。……

他必須要跟案主本人談到話，跟還有跟他的主要照顧者，這兩個都要做到，

就是要跟孩子談到話，要跟主要照顧者、就是非施虐的一方的安全聯絡人聯

絡到，確定真的沒事才可以結，這種案子才能、等於我們線上做完調查工作。

（FG3-E） 

三、 兒童少年非因生理疾病因素死亡 

受訪者一致認同，若兒童少年死亡，且並非因原有生理疾病所致，皆必須派

案調查；因此若為嬰幼兒噎奶死亡的案件仍會進入調查程序。唯一的差異在於，

若案主是疑似施虐死亡、家中有其他未成年手足、未成年手足與疑似施虐者處在

同一環境等條件下，即會評估聯繫值班社工緊急出勤處遇。 

死亡一定要派。（FG3-C） 

（噎奶死亡案件）他的考驗是要不要緊急出勤，派是一定要派。（FG3-E） 

大部分就是這種死掉的都會派啦，除非比較少部分可能有的是他先天就有疾

病，身體狀況就不好，啊可能就是看起來就是因病……那種的話就可能就是

會留在受案組釐清，的確是沒有不合理。（FG3-D） 

四、 非屬單一偶發事件 

在接獲案件通報時，受案社工會確認是否為單一偶發事件，並且參酌前述的

傷勢情狀、致傷原由、家長態度等等各種因素，綜合評估是否篩出系統不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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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經了解案主有其他受虐史，甚至是戶內其他兒少也有疑似遭不當對待情形，

則會派案進入調查程序。 

在太短時間內，然後就是可能哥哥那邊有進案，然後弟弟這邊有進案，我們

可能就會評估是不是真的有照顧疏忽的部分。（FG3-B） 

五、 非家庭成員不當對待案件回歸單位受案範疇判斷 

由於兒少權法規定，「任何人」不得對兒童少年有不當對待情事，因此無論

相對人是否為家庭內成員，於法律上皆屬兒少保護案件。非家庭成員的不當對待

案件理論上仍需進行分級分類，並且回歸各中心的受案範疇進行分工。舉例來說，

C 市儼然成為兒少保護的主管機關，因此譬如同學的家長施暴、保母施虐等案件

也是由中心派案調查；但在 A 市，此類案件則回歸由社會局兒少科進行處理。但

普遍來說，若為照顧者的同居人、或者同住保母等，因為屬實際上共同生活的成

員，因此會視為是家庭成員，以家內案件的規格處理。我們外人施暴、外人性騷，

派兒保。（FG3-B） 

原則上是要法律上的關係，只有一件事情例外就是，同住的保母，啊如果就

是跟...跟他的直系親屬有一腿的，那種就算家內。……只有那種同住的保母，

通常是外傭，那種才算家內，不然其實他都是兒少科，都算家外。（FG3-E） 

六、 參酌其他專業人員意見進行評估 

受訪者認為，在責任通報制度下的專業人員，必然會就其專業職責內與兒童

少年直接接觸、掌握疑似遭受不當對待的資訊。也因此，在受理案件時會與各專

業人員進行聯繫，了解其專業評估與判斷；倘若經討論確認兒少非遭虐待致傷、

家長有合作意願、專業人員亦可提供親職協助，則可能篩出系統，不予進入調查

程序。 

我們的一順（夜間值勤受案社工）會在線上也是會聯絡相關的人，包含可能

就是醫院，可能也會跟醫生或是護理人員對到話，確認他（案件）的狀態。

（FG3-C） 

第一關會跟學校談，如果學校覺得他們可以做，（責打管教）沒有成傷的喔！

就是學校覺得他們可以做，就是說這個家長他們其實有在談、本來就是他們

輔導中的案件，那學校覺得說他們目前資源足夠、OK，那他們做，其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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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 3-2 就結掉了。（FG3-E） 

 

參、 不予調查之案件類型 

除了上述評估面向外，受訪者也分享到某些被通報為兒少保護，但受案社工

評估明顯不符合兒少保護議題的案件類型。倘若這些類型的案件是由專業人員進

行責任通報，更使兒少保護社工感到無力與無奈。 

一、欠缺事件主體或事實 

雖然兒少權法第 50 條規定孕婦不得有吸菸、酗酒、嚼檳榔、施用毒品或非

法管制藥品等有害胎兒的行為，以確保胎兒健全發展；但此條非屬責任通報的事

由，尤其胎兒尚未出生、缺乏可服務的主體，實有困難提供相關保護與服務。 

有那種孕婦吸毒，但是寶寶還沒生出來，他就通報了他寶寶，我不知道我要

服務誰。（FG3-B） 

另一種狀況，是即便有確實已出生的兒童少年存在，但責任通報人卻未釐清

事件是否確有發生，甚至是針對尚未發生的事件進行預防性通報，即有可能出現

過度通報的現象（余漢儀，2012）。 

我聽到鄰居、喔白天的時候小孩還在家，然後下午的時候小孩就不見了，然

後就通報兒少保。我真的不知道符合兒少保哪一條，他最後勾了遺棄，我不

知道遺棄他的主體在哪裡，對。因為後來那個小孩，我們...知道的狀況是，

他就是被他的親屬帶走，然後照顧得很好。（FG3-B） 

預防性通報，我擔心、我猜測、我推估……但是結果沒有發生。（FG3-B） 

抑或者責任通報人員儘管已評估並無兒少保護事件，但可能因為對於通報的

錯誤認知，或者礙於「服務民眾」的壓力而進行通報。但，既然位居第一線的專

業人員已初步確認無兒少保護情事發生，再行通報也只是浪費社政主管機關的篩

案資源。 

那種哭哭案啊，113 派警察去啊，說家中沒有打鬥的痕跡，小孩也沒有哭泣

的反應，啊我想說你這樣是給我通報幹嘛。（FG3-E） 

像警政最常是...家長說孩子有受傷，他就通報了，可是其實他當下並沒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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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孩子。……甚至是家長跟他說，我就是要你通報，然後警政明明也辨識說，

可是我聽一聽你們的案件就不是，可是他們就是怕出事，所以他們就通報了。

（FG3-C） 

二、單純意外事件 

受訪者都曾經有接獲過意外事故以致兒童少年受傷的事件，譬如車禍受傷、

跌倒、遭物品砸傷等；但這些案件並不存在疑似施虐者，也非惡意虐待，一切「純

屬意外」，因此多會在受案組別直接篩出系統，不予派案調查。 

車禍被撞的啊、溜滑梯掉下來啊、林口長庚最愛通報的啊。（FG3-E） 

因為前幾天下大雨，所以那個樹就是...已經腐爛了，可是誰知道他好死不死

那個爸爸跟小孩一起走過去的過程中，樹掉下來打到爸爸跟小孩，爸爸受傷

比他嚴重，但因為爸爸人是在新竹就醫，然後因為小孩、因為他說他們新竹

的兒科的資源沒那麼足，所以建議他們轉上來林口長庚，他們就真的就上來

了，就真的通報了。（FG3-A） 

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許多意外事件是由長庚醫療體系所通報；且由於林

口分院有兒科門診及住院服務，因此相較於其他分院有更高的通報比例。雖然是

因為「小心謹慎」而進行責任通報，但明顯的也讓非屬兒少保護議題的案件進入

兒少保護系統。 

我覺得他們謹慎啦，他們會認為，小孩的任何事情都是爸媽的疏忽，他們就

是走全部疏忽路線，就算我今天在你旁邊，我來不及抓住你，就是爸媽疏忽。

（FG3-B） 

三、兒童少年行為議題 

許多通報事由主述為兒童少年的行為議題，譬如就學不穩定、未成年吸菸、

施用毒品、鬥毆、無照駕駛、少年虞犯等事件。有些情事依兒少權法規定確實應

予通報，但卻不見得該由「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受案處理；而有些則是

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進行處理，而非由社政主管機關提供保護。 

就是一堆聚眾、鬥毆的，然後那些人被教唆利用這樣子，然後全部都進來了。

像基隆長庚就會通報那個無照駕駛的。……未成年無照駕駛，那家長是不是

知道這件事，是不是縱容他啊。（F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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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手，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少年虞犯行為，可是他不是被利用，他知情，他

也知道他自己要去收錢，可以抽成的這種。……他們就說，這是少年虞犯行

為啊，只要是少年虞犯行為都要通報進來。（FG3-B） 

蹺家的啦，或是小朋友因為感情有自傷念頭的，就全部都進來。（FG3-D） 

中輟的。……（通報事由為）剝奪就學，學校都不先進中輟通報，跑完所有

的中輟流程。（FG3-C） 

四、高風險案件 

部分案件實際上屬高風險議題，譬如兒童少年目睹暴力、違反兒少權法第

54-1 條、或者其他可能會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之虞的案件，也經常會以兒

少保護通報表而進入系統。事實上，這些狀況確實依兒少權法應進行責任通報；

但是在目前的保護性系統中，是應由位於二級的高風險家庭服務提供協助，而非

進入三級的兒少保護服務。此種狀況可能是因為責任通報人員無法區辨二三級

的服務差異，或者在通報時誤用表單所致。 

可能就是婚暴，然後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他都通報這種。……有的連目睹

兩個字都沒寫，只寫說家中有未成年孩子的。（FG3-D） 

爸媽吸毒被抓，其實人在外縣市，但是他查他全國戶役政，然後發現小孩在

本轄，就通報進來。（FG3-B） 

有一個媽媽他可能帶著小孩，然後每天白天的時候就到醫院公開的公共空間

去，他們叫遊蕩。……那個媽媽可能是他單親，然後有一些經濟的議題，然

後他為什麼長時間都要在外面，晚上大概可能 9 點、10 點才回家睡覺，就

是因為他未婚生子，所以他擔心，可能其他人會用異樣的眼光去議論他。……

他說他把醫院當家，然後醫院叫做不適合之環境，媽媽叫做不適任之人。

（FG3-B） 

五、非兒少保護服務可回應的期待 

受訪者分享到，有些案件的通報主述與期待，實際上非兒少保護服務可以回

應或滿足的，譬如協助簽署手術同意書或出院同意書。此類案件除了釐清案情資

訊、評估是否派案調查之外，更需要花費與網絡成員進行溝通，釐清通報端的期

待與受案端的功能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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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會是...我沒辦法幫忙他處理，例如簽（手術）同意書，可是我希望我

通報你社政，你社政要派人來幫他簽同意書的這種。……例如說未婚懷孕，

然後我已經生子，在你們家的產台上被你們接生剪臍的這種，可是因為他未

滿 16 歲，所以不管他從民法、從刑法，他都需要有監護人簽名。但是所有

監護人都可能不在，反正他當下只有他一個人，他就會通報給我們，希望我

們能夠去簽同意書。（FG3-B） 

 

肆、 小結 

一、受訪者身處縣市的工作模式迥然不同 

雖本研究僅邀請到位於北部的三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家防中心的受案社工

進行訪談，但從焦點團體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即便已是鄰近的三個縣市，對於主

管機關的認定、社會局與家防中心的分工、受理案件範疇已有相當明顯的不同。

再加上各地區人口數、各中心須乘載的案件量差異，各中心受案組別被定位以及

能發揮的篩案功能也隨之變化。 

（一）社會局與家防中心的分工與受理案件範疇差異 

A 市由於認為兒少保護主管機關為社會局兒少科，清楚定位中心僅負責兒

少保護案件中涉及家庭成員關係的案件，案件受理的範疇相當明確，於三個縣市

中屬最小眾。B 市家防中心雖為主要受理兒少保護案件的窗口，但如兒童少年施

用毒品等案件仍會轉由兒少科進行案件處理，實際主責的案件以兒童少年遭受

不當對待的案件為多。C 市的家防中心則儼然成為兒少保護主管機關，無論是家

內成員或家外成員的施暴案件，甚至連兒童少年施用毒品的案件亦由中心的委

外單位進行主責，受理案件範疇在於本次受訪的三個縣市中最廣。 

（二）家防中心內部受案組別編制差異 

各中心在受案組別的編制與人力上也有不同。A 市具有 24 小時的受案組別

社工輪班，相較之下更可以於案件分級分類前蒐集更完整的案情資訊，確認通報

內容是否符合兒少權法的 53 條所指情事，有機會更精準的篩出不須調查的通報

案件。B 市與 C 市皆為日間 8 小時的工時，因此在處理時限上備受壓縮，若社

工人力不足以因應大量的兒少保護通報事件，則能釐清案情的程度有限；在此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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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壓力之下，為避免有真正服務需求的個案草率篩出，受案組別評估下派調查的

比例可能隨之增高。C 市的受案組為平衡法規時效要求與避免過度派案，衍生出

其他因應策略；雖不符合兒少權法之規定，但也真實的反映出實務困境，並引發

思考在當前的兒少保護案件通報風氣下，現行的法律時效規定、組織環境與人力

配備等是否能夠相互契合。 

 

表 4-2-1 受訪者任職單位受案概況 

 A 市 B 市 C 市 

中心受理案件範疇 最狹 居中 最廣 

受案組別聯繫時效 24 小時內 當日下班前 4 日內 

案件篩出比例 約四成 約五成 約五成 

 

從訪談資料可以看出，儘管兒少保護是屬全國性的政策，但各地方仍有工作

模式、資源落差的現象存在，必然影響實務困境的發生。除了前述的人力資源不

足以因應大量的兒少保護通報案件之外，是否有適切且充足的社福、衛政、警政、

教育等資源可以共同提供兒童少年與照顧者相關服務，以及當家庭遷移到不同

縣市後，是否仍可延續原有的處遇目標與工作模式、有資源可持續提供服務等，

都會是相當現實的問題。中央政府除了制定政策走向、要求各地方政府或民間單

位補足工作人力與自籌款項之外，仍應更積極的進行統籌以消彌地方差異，避免

兒少保護服務系統成為求助資源的快速通關管道（余漢儀，1999；Besharov & 

Barth, 1994; Munro & Parton, 2007）。 

二、通報判斷與篩派案評估面向多元複雜 

從專業人員發覺並通報疑似兒少保護個案，到直轄市、縣市政府家防中心受

理、釐清、並評估是否派案調查的過程中，已分別歷經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

社工的判斷與評估。於各場次的焦點團體訪談中可以看出，通報端與受案端在評

估需要通報或派案調查的面向仍有相近之處，譬如確實有違反兒少權法規定、具

有明確傷勢、非單一偶發事件等；無論是通報端與受案端的受訪者也皆提及，若

家長態度配合、少年具有自我保護能力，則會考慮不予通報或篩出系統。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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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不可能從單一面向進行決定，仍會綜合其他因素整體評估，再加上各專業

人員的工作角色與立場差異，造就通報端與受案端在同一案件上會有不同評估

結果。 

（一）專業人員責任通報，兒少保護未予派案調查 

其中一種情形是專業人員通報，但兒少保護社工評估不須調查而篩出系統。

例如嬰幼兒燒燙傷的案件類型，本研究受訪的專業人員一致認同應進行兒少保

護通報，並認為此類案件必然有疏忽之虞；但有受訪的兒少保護社工表示，倘若

就傷勢情狀觀察並無惡意施虐之疑慮，照顧者也能合理說明燙傷情狀，觀察其情

緒態度與親子互動並無其他異常，則會篩出系統不予調查。而在親子衝突的案件

上，通報端可能考量少年身心能力居於劣勢，同時通報成人保護案件與兒少保護

案件；但受訪的兒少保護社工說明，在無外顯傷勢的前提下，經聯繫確認少年具

自我保護能力，家中又有第三方親友可提供保護與協助，即可評估不予派案。現

行的兒少權法所訂定的通報事由範疇較廣，而通報決策指引又非綁定為通報前

必經的判斷程序，使得大量模糊的兒少保護案件因此湧入系統；但受案單位早已

清楚定位應處理的案件類型，仍需投入人力、時間等各項資源進行案件分級分類

與篩選。將這些非屬受理範疇內的通報案件篩出不予調查的過程儘管短暫，但仍

舊會耗費有限的兒少保護資源。 

（二）專業人員未予通報，兒少保護評估應派案調查 

另外一種情形則完全相反，譬如照顧者基於管教而責打兒童少年作為處罰，

身處通報端的專業人員認為可以就其專業角色提供相關協助，再加上其他對於

進行責任通報的隱憂，因此即便成傷也可能未予通報。然而此類個案在受案端的

評估之下，大多因為有確切外顯的傷勢，必然會下派由兒少保護組的社工進行調

查程序，以明白展現政府保護兒童少年的立場與決心，進行法令宣示與評估引入

相關資源。在本研究的訪談中仍可以發現，應通報而未通報的案件仍舊存在，倘

若專業人員未能認知到此類案件的嚴重性，與社政主管機關持相同的立場與態

度，則可能使具有服務需求的個案未能進入系統獲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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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專業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於兒少保護案件評估落差 

專業人員判斷 

兒少保護評估 
應通報兒少保護事件 未通報兒少保護事件 

應派案進行兒少保護調查 確有兒少保護疑慮 低度通報現象 

不予派案進行兒少保護調查 過度通報現象 無兒少保護疑慮 

 

在不同的專業訓練背景與工作立場上，對疑似兒少保護案件應否通報由主

管機關介入處理必然有不同的考量面向；再加上案件的個殊性與複雜性，在判斷

上無法一概論之。儘管已有許多研究探討案件通報評估的面向、過度通報與低度

通報的相關議題，但仍難以確切定論，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的現象仍舊存在。回

歸實務，仍須仰賴身為責任通報者的專業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進行案件諮詢及

討論，始能回應個案真正的需求，又降低專業人員處理兒少保護案件的沉重負

荷，在現行的政策制度下取得平衡。 

三、錯誤定位兒少保護系統功能 

不可否認，兒少保護系統相對具有較多的資源，並可快速進行回應，這樣的

特性仍可能使部分案件透過通報途徑取得服務資源（余漢儀，1999；Besharov & 

Barth, 1994; Munro & Parton, 2007）。個案或者專業人員可能期待藉由通報達成某

些目的，例如藉由通報證明一方家長照顧不當以爭取監護權、由兒少保護社工代

為簽署醫療同意書等，但這些皆非兒少保護服務能夠回應的期待，並且瓜分有限

的可分配資源。 

此外，專業人員可能以高規格、高標準在檢視家庭的照顧與保護能力，無論

兒童少年是否已遭受不當對待、其非行行為是否因家長施虐所致或者受到其他

因素影響，為避免有任何出事的風險皆予以通報之。但這樣的現象除了隱含社會

控制的意涵之外（余漢儀，1996；甯應斌，2011；Finkelhor, 1990, 2005; Giovannoni, 

1995），也錯誤理解兒少保護服務作為三級服務系統應有的定位，混淆高風險服

務與兒少保護服務各自應發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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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責任通報制度之實務經驗與困境探究 

受訪者分別在焦點團體中分享到，通報端與受案端雙方的合作概況，以及進

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時所遭遇的困境與因應策略。研究者將各場次焦點團體中所

談及的議題，延續至其他場次的焦點團體中討論，藉以激發受訪者更全面的反應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相關法規、制度、實務操作上的經驗與困境。 

 

壹、 兒少權法規定衍生之實務困境 

兒少權法可謂為兒少保護與責任通報制度的根本，有法律依據始得依法行政，

由專業人員進行通報、由兒少保護社工介入調查及處遇。然而，法律條文並非、

也無法成為操作準則，因此在實務工作中衍生出許多其他困境。 

一、兒少保護之範疇難以界定 

（一）各自解讀「違反兒少權法」之情事 

即便兒少權法羅列不得對兒童少年所為之行為以及應通報事由，但受訪者認

為在不同專業人員眼中仍存有各自的解讀與詮釋，具有極大的彈性空間，使得許

多模糊不清、甚至是非屬兒少保護議題的案件也進入兒少保護系統，使得案量攀

升，產生過度通報之現象。尤其兒少權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其他對兒

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更是可以囊括所有狀況，

因此被受訪的兒少保護社工戲稱該條款為「帝王條款」。 

因為我們警政知悉疑似就會通報，如果大家都是知悉疑似就通報的情況之下，

量應該會很大，社政可能承接不了。（FG1-E） 

我們在面對這種個案的時候其實有時候，真的是我們沒辦法去界定他的程度

的嚴重性是什麼，所以通常我們都是依照以往的經驗，或是說上級指示我們

要怎麼做這樣子啊，其實我們現場的實務大概都是這樣子啦。……因為我們

不像法條他有一個很明確的界定是說，他那個定義是什麼，那因為這個跟人

有關的東西，他的變動性是很大的啊。（FG2-A） 

其實對於法規就是大家對於文字的認定……就是隨個人解讀。就像我們不會

解讀其他對兒少不正當情事的範圍有這麼寬。（FG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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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條款……就是其他對兒少不正當情事嘛，只要我覺得他不正當，他就是

不正當。……彈性空間非常大，只要你敢說，都符合。（FG3-B） 

（二）通報指引難以改變專業人員既存之判斷 

由於暴力樣態過於繁複，實務上難以指標化，無法確切精準的引導通報判斷。

儘管關懷 e 起來通報網站上已架設有兒少保護通報決策指引，可協助引導責任通

報人員區辨通報高風險或者兒少保護、是否需要立即連繫家防中心等判斷，但專

業人員仍可忽視該指引的建議，以自己的主觀判斷進行通報。 

兒少保的樣態、包含施虐的樣態或是疏忽的樣態其實真的太廣，我們通常其

實在告訴通報人他們就是用排除法……我覺得很明確大概只能用這種。可是

你說施虐的樣態，有可能我們羅列了 100 種，但還是會有 101 種甚至於到

1,000 種，這種太難把他細緻化。（FG3-E） 

其實像關懷 e 起來他有通報的指引啊，但他如果想要通報的話他就不管你那

個通報指引，他一定可以找到他要勾的地方……因為他總是可以，比如說有

疏忽什麼，他就覺得欸這個可以套用，他就勾了……他一定可以找到他要勾

的。（FG3-D） 

他就是寫大的 slogan 而已，那他當然通報指引有一本通報指引的書……今

天你那個指引寫歸寫，你後面的說明其實全部都在書上，人家不看就是不看、

拿去墊便當就是拿去墊便當，就算我寫的再仔細、裡面羅列的再清楚，然後

告訴你說哪一個可能是走哪一條路，反正他沒看，他想要，這件事情（通報）

就會發生。（FG3-B） 

二、罰則規定剝奪專業人員評估空間 

（一）究責與裁罰之壓力造成過度通報現象 

兒少權法第 53 條規定專業人員的通報責任，同法第 100 條則明定若專業人

員無正當理由未予通報，處 6,000 元以上、30,000 元以下的罰鍰。身為責任通報

人員的受訪者認為法律並未賦予專業人員裁量案件通報與否的判斷空間，再加上

擔憂若未予通報可能遭事後究責或裁罰；為求自保，因此選擇通報所有疑似兒少

保護個案，連帶造成通報量的大幅增加。 

法規他很死，他就沒給我們教育人員這樣的裁量空間。（FG1-D） 

就是你為了保護自己，對，你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通報。（FG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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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大事的話那一定是回去看誰沒有通報。（FG2-G） 

我們教育人員這邊擔心就是判斷，在社政這邊，或是跟醫療這邊有落差的時

候，那很有可能到時候究責，我們教育人員也許沒有通報的話，勢必要承擔

那個責任。……在我們看我們不覺得他是家暴，但是我們會擔心比如說送到

醫療那邊去，醫療報了，那社政覺得，欸這是家暴，那反過來追到我們教育，

欸你們怎麼沒有報。（FG1-D） 

（二）兒少保護社工信賴專業人員對於案件之判斷 

然而，身處在受案端的受訪者卻指出，實務中鮮少因為未依法通報而開立裁

罰的狀況，除非屢次溝通仍無改善意願的單位，才會開立裁罰。雖然針對部分案

件會有專業人員於首次發覺時未予通報、第二次才通報社政主管機關，但受訪的

兒少保護社工也大多相信身處第一線的專業人員必然有其判斷與考量，因此會釐

清前次事件未通報的原因，並討論案件後續的處理方式。 

像我們這邊會裁罰，通常都是通報單位屢勸不聽或是態度頑劣，例如說我已

經跟他說這要通報……我們會先勸導啦，但是勸導大概可能 3 次，你還是屢

勸不聽，我一直等不到你的（通報），我就只好裁你。……警察我們就會直

接跟家防官講，我們就說我們已經跟學長說過 3 次，但他都不想通報，是想

要被裁罰嗎；然後家防官就會去勸導他們或是協助他們直接通報。（FG3-B） 

未成年引產不通報的診所，那種我們會罰。（FG3-E） 

我覺得教育單位他們常常會被教育局，或是教育部下達一些命令是，你不通

報你就會被責罰，所以其實他們很害怕，就會覺得只要我多說一個字、或多

告訴你一些事情，我可能就會被罰，他們就會很反彈。但其實社政不會隨便

輕易罰任何單位，我們只是想要跟他們合作確認孩子的狀態。……我們只是

想要釐清一下是不是爸爸媽媽慣用的方式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打罵，還有因為

我相信學校會處理，然後學校前端第一次他們是做了那些處理，那他們為什

麼這次覺得他們應該要通報。（FG3-C） 

（三）罰則規定無助於提升通報品質 

擔任兒少保護社工的受訪者分享其經驗，即一旦針對責任通報人員開立裁罰，

其所處的專業領域可能一片風聲鶴唳，流傳未通報確實會遭處分的訊息；連帶使

得該段期間湧入大量的責任通報案件，許多輕微甚至非屬兒少保護議題的案件也

被通報。這樣的現象顯示，礙於罰則規定的壓力雖然可以增加通報案件量，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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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升通報品質，反而會消耗受案端的人力、時間等資源，以篩出不須下派調查

的責任通報案件。 

我們每裁一次就會爆發大戰爭……那半年啊，真的就被他們搞死了，大小事

就給你通報。（FG3-E） 

裁一次就會變成一朝被蛇咬，我們通報單就會收不完。……然後就說，因為

我有聽我的同伴說，就是被你們裁罰。（FG3-B） 

三、法定處理時效造就實務困境 

（一）迅速介入特性反遭濫用 

受訪者說明，在工作經驗中曾接觸到責任通報人員為求案件能被快速介入處

遇，因此選擇通報兒少保護而非高風險。儘管這樣的狀況僅屬少數，但也可以看

出兒少權法針對案件處理時效的規定遭到濫用，以致兒少福利服務的分級預防架

構形同虛設，本末倒置。 

之前有聽過老師就說...因為兒少保有時效性，因為我（通報人）通報兒少保

都很快就來了，但我通報高風險我等了很久，所以我覺得應該通報兒少保，

我這案件可以很快地被解決。（FG3-C） 

（二）壓縮通報案件處理空間 

案件處理時效同時也壓縮受案單位的處理空間。由於受案組與兒少保護組的

社工必須共享案件處理時效，為符合兒少權法規定、避免排擠兒少保組的調查時

效，受案組所能釐清案件資訊的程度有限，使得必須下派調查的案件量增加，或

者發展出暫緩系統陳核以及重新通報等因應策略。但也連帶造成不成案的案件比

例提升、兒少保護的人力資源錯置於調查而非處遇、未落實法律規定等情形發生。 

我覺得他從那個開始要分類分級跟四日調查報告之後就開始垮台，因為大家

為了...就是...他追時效嘛，所以他最後的結果就是兒少保案件就是回應得快

嘛，那回應得快其實...其他案子其實就會進來嘛。或者是說，譬如說我們就

少了 screening 的裁量空間，他就得派去兒少保。（FG3-E） 

為了因應那個 24 小時的分級分類，如果今天以內沒有辦法釐清案情，例如

說都連絡不到通報人，或者沒有辦法跟重要他人確認的話，我們就會先暫點

3-2，但是不陳核，對。因為一般來說點完以後要陳核給主管嘛，可我們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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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核，先放在手上，然後我們這邊會先給督導這邊做註記，然後...盡量是希

望可以在 4 天以內，就是以前的四日調查報告要結束以前先把它處理掉。那

如果不行，時間拖太久的話，就是我們會先把它用 3-2 結，然後重新再通報，

等我釐清完，如果確定要下派，我們就會重新再通報。……不然其實壓縮到

後面調查的時間，後面的社工也會不爽（台語）。（FG3-B） 

 

貳、 兒少保護體系定位與衍生的跨網絡合作困境 

兒少權法與兒少保護制度已運行多年，也隨著社會變遷而歷經修法、制度調

整的過程。雖然期待提供兒童少年保護的各項制度能夠更加完整、資源愈加豐沛，

但從受訪者的分享中仍會發現，當前的兒少保護制度定位仍存有模糊不清，並連

帶影響跨專業、跨網絡的合作困境。 

一、兒少保護系統定位模糊且資源不足 

（一）困難移植歐美的兒少保護工作模型 

受訪者認為，臺灣從歐美引進不同的核心價值與工作模式，但整體的兒少保

護系統仍欠缺明確的核心信念與定位，連帶影響實務工作的運行。譬如既存有美

國在處理兒少保護事件所持的問題取向並採強制介入策略，但臺灣欠缺法院的判

決背書，難以推動非自願個案的處遇工作；且案件量多，不如美國僅著重於少數

嚴重的兒少保護個案進行處遇。在提供服務時，又期待模仿英國以兒童少年發展

需求的觀點，結合各專業網絡共同合作，但在保護意識、資源挹注與投入方面皆

屬不足，自然無法如同英國般結合不同專業協力合作。即便意圖擷取歐美不同國

家的兒少保護服務之特色，但在風土民情、司法系統等差異之下，仍存有移植工

作模式的限制。 

我覺得臺灣的兒保體系被用得很亂啦，就是他們有各個學者引進、參考了各

國架構，可是你看嘛，簡單來講，我們講說美國他的兒保架構跟英國的兒保

架構其實就不一樣啦，那我自己有時候在看臺灣的兒保啦，我就會覺得說，

你在通報的部分你希望走美國，就認定嚴重的兒保案、問題取向，可是你在

處遇的時候你又要求我走發展的取向，要極力的、就是投入非常多的資源，

但問題是這就是四不像啊，我都不知道我該做什麼。（FG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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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支持資源匱乏使兒少保護成為唯一求助路徑 

此外，臺灣既存的社區支持服務資源相對匱乏，無法提供兒童少年與其家庭

相關的扶持與協助，就有可能使兒童少年逐漸落入風險之中；最終，通報兒少保

護成為最明確、也是最後可以提供協助的唯一路徑。然而目前的兒少保護體系所

具有的人力、經費、服務項目等資源都不足以因應龐大的案量，每個家庭無法被

分配到適切的服務，所能提供的協助有限，恐難以改善兒童少年所處的惡劣環境，

容易陷入負向循環。 

兒少保案件跟所有高風險案件裡面其實最難的那一種就是、你說打的很明確

那個好做，然後沒有打的也好做，最難的就是中間模糊的那塊，那模糊那一

塊其實最難做，大家也都不會做。那因為不會做你就只好推過來，社區想要

推給兒少保，兒少保想要推給社區，所以大家就會講說那都是別人的案，都

是別人的案，不是我的案，我覺得那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大家都不會做，因為

有可能是資源不夠。就是說欸你 worker 能力再好，其實你沒有資源，其實

你這個家你還是 hold 不起來，你就算很想要給他密集式的服務，你其實沒

有資源可以 hold。……你看譬如說那種智能障礙的媽媽，他要照顧新生兒，

他需要多密集的資源投入，你公衛護士可不可以叫得動，有沒有其他的資源

像、類似像身障那種居家治療可以進到他們家，沒有這些資源的話，你到最

後就真的看他越來越傷害小孩，因為小孩越來越大，一定會越來越危險，那

然後最後就落入兒少保，被安置起來。（FG3-E） 

我覺得那跟整個、真的整個體系就是我們有多少資源可以幫忙這些家庭跟孩

子有關，那當這些資源越不足的地方，我覺得大家越會把兒少保通報當作唯

一的一條路徑，就是我要幫忙小孩，我想不到其他的方法，不然我只好幫他

通報兒少保。（FG3-E） 

我覺得社區的資源的那個介接其實也是重要的，而不是全都仰賴你中心、政

府社工，那個其實真的緩不濟急，而且人力真的不夠。（FG3-B） 

二、兒少保護與高風險系統間的分工模糊 

（一）兒少保護與高風險體系間的關係尚未清楚定位 

臺灣以兒少保護發展在先，2005 年間才開始正式推行高風險家庭服務方案。

但受訪者分享到，高風險服務本身的定位也歷經不同的變化。究竟高風險系統應

該被視為兒少保護系統的附屬單位，協助處理相對危機程度較低的兒少保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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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獨立的二級預防體系，以兒童少年的基本生活與發展需求為主要介入焦點，

仍存有爭議。倘若此上位概念未能釐清，高風險服務與兒少保護服務必然無法清

楚分工；連身為局內人的兒少保護社工都感到困惑，身為通報端的專業人員更難

以精準區辨與正確通報。 

我們的高風險他本來就...我覺得從他發展到現在已經、我也不知道他走到哪

去了，因為當初推的時候明明就說是兒保高風險，後來就沒有啦，這個色彩

其實就不見了，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好像欸真的把他分開，就是高風險是高風

險，兒少保是兒少保。可是我就覺得，欸啊以前不是講說，他就是在中間嗎，

沒有很嚴重的那一種，為了他避免問題更惡化啊，所以才在二級做嘛，對。

可是各縣市政府也很奇怪，像 A 市也很奇怪，如果依照這樣的概念的話，家

防中心本來就不應該要有自己的家庭處遇的方案，我不應該要自己委，理論

上我應該，我家防中心處理完，就像急診一樣，我急症處理完之後我應該要

到門診，所以我應該讓他去高風險耶，我不是自己另委一個...兒少保的...對，

類似高風險這樣的單位，所以其實沒有整合，因為大家概念不一樣。就是說

我已經搞不清楚高風險的定位到底是在哪裡，他到底是所謂的單純的福利需

求的福利服務，抑或是，他其實是二級的兒少保的服務，我覺得這個不釐清

其實永遠就是推來推去啊。（FG3-E） 

我覺得困境就在於二級都不覺得那些是二級，而是三級。可是如果你把這麼

多的二級案件都無條件、無痛升級到三級，三級就會死掉，就像你講的，再

派 100 個人給我，我都沒有辦法做。（FG3-B） 

（二）責任通報者難以區辨兒少保護與高風險案件 

兒少保護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皆是以維護兒童少年的生活權益為核心信

念，但介入時機與評估面向有所不同。前者是在兒童少年遭受不當對待的危機事

件後介入提供保護，修復家庭功能，以兒少的身心安全為主要焦點；後者則是因

家庭中存有對兒童少年生活造成影響的風險因子，為避免持續影響兒少落入更加

不利的生活環境或危機事件而及早預防，以兒童少年的基本生活需求為評估原則。

由於風險與危機事件是持續變動的概念，案件可能會由「存有風險」變成「發生

危機」，亦可能於「處理危機」後「降低風險」，而在兩套系統間流動，不免會有

「高風險」但「低危機」的個案處在其中，困難清楚區辨應由兒少保護服務或高

風險家庭服務介入。但這樣的概念對於責任通報人員來說相當困難區辨，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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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現將高風險案件通報為兒少保護事件、或者輕判兒少保護事件為高風險案

件之情形。 

高風險家庭跟兒少保是完全不同的樣態，可是他就介在這個中間。……又有

高風險的社工，又有兒少保的社工，往往這個高風險的社工跟兒少保的社工

他責任分不清楚，有的時候會說，喔你講的那件我們已經到高風險家庭的社

工去，社工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就變成是說會介在這個中間，反而我倒覺得

比較難判斷的是高風險跟實際兒虐。（FG1-E） 

受訪者建議責任通報人員若要區辨高風險與兒少保護案件，可以從期待政府

介入的強度作為判準；若需要政府強制介入提供保護，則可判斷為兒少保護事件，

但若是需要提供相關協助以穩定兒童少年受照顧狀況，則可以高風險案件進行處

理。但此判斷方式難以一概適用，因此也鼓勵責任通報人員可以先與受案單位進

行諮詢討論，以更進一步的根據個案狀況進行判斷。 

我們宣導的時候會有一個說法，就說因為不管是民眾或者是系統他們其實常

常會搞不清楚說，那什麼案件要通報高風險、什麼案件其實要通報兒少保，

我們就會試著跟他們解釋說，好，那你就依你了解的資訊來判斷，這個小孩

呢，他們家跟他的狀況，他現在是需要被「幫忙」還是需要被「保護」？就

是說如果他只是需要被幫忙，他家窮了一點，或者是說，欸他可能沒有被照

顧得很好，爸爸媽媽爛爛（台語），那如果你覺得他這就是一個很需要被幫

忙的小孩，那你就先通報去高風險。可是如果你覺得說，喔不行喔，其實這

個已經有人勸過他爸爸媽媽了，而且他真的被打得、好像有受傷或什麼，你

覺得應該要有一個人，比他爸爸媽媽更強，去保護這個小孩，那如果是比較

走這個的話，那你就通報來我們兒少保。我們就是盡量這樣去做宣導，因為

沒有一個指標可以解釋你所有的狀況，然後再補就是，如果你有疑義就打電

話來，線上跟我們做討論這樣子。（FG3-E） 

（三）高風險與兒少保護系統間的轉案機制薄弱 

由於難以分辨兒少保護案件與高風險案件，實務中難免出現錯誤通報的情形。

身為責任通報人員的受訪者反映，曾有通報錯誤卻遭受案單位的社工要求重新通

報，而非由社政單位內部轉案，造成通報單位的困擾。 

我曾經碰到一個個案，我打電話去家防，家防說不好意思這是高風險，我打

去高風險，高風險的說我們覺得是家暴請你再通報一次，好我就再通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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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通報之後家防就說，恩...還是高風險，我再打去高風險，高風險說我

跟他們督導吵完了，這是家暴，那個小孩就在急診跟我待著。（FG1-B） 

我們醫院曾經有護理師因為，小朋友誤食藥物其實要通報兒少保，可是他不

知道，他就先通報高風險，但是高風險直接打來跟我們、因為上班時間直接

打來跟我們說，就是護理師通報錯了，你們再重新通報一次。那我們的問題

是，你其實，都已經收到這個單了，你不能就直接轉給、因為你們是同一個

社政體系，為什麼不可以直接轉過去就好了，然後還要我們再做、他還要退

通報，然後再做重複通報這件事情啊。（FG1-A） 

但有身為兒少保護社工的受訪者說明，針對明確屬高風險服務的案件，會藉

由要求責任通報人員重新通報的方式進行機會教育，避免再有錯誤通報的狀況。

但其他困難判斷應屬兒少保護服務或者高風險服務的通報案件，在經過局處間的

溝通協調與困境反映後，大多會由受案單位逕行協助轉介，而非退回通報表單。 

像有一種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家中有家長是吸毒的，那他有未成年子女，

那他其實就是通報單寫錯，他應該是要寫高風險，但是他就寫了兒少保，這

種我們可能就會回去叫他說你要重新通報。……因為我不希望他下次再通報

錯，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跟他講，就是請他重新通報。（FG3-D） 

那個社會局長他已經講過了，這種東西讓後端直接篩，他絕對不會再丟回

來。……後端社政想辦法篩，高風險家庭中心跟兒保那邊，你們自己講好，

自己去篩。（FG1-E） 

我們（家防中心）如果有聯絡我們就會幫他轉到兒保。（FG3-B） 

（四）大兒保計畫2有名無實 

政府雖研議整合兒少保護服務與高風險服務統一的篩派案窗口，解決二三級

服務系統對於案件判斷不一致的實務問題；但受訪社工普遍認為大兒保計畫背後

仍有資源不足、服務系統間政治角力等問題存在，恐怕無法實際改善問題。 

集中派案中心是嗎，那沒效啦（台語）。現在各縣市其實也差不多都是這樣

子啊……我只是處理通報這件事情而已，案子還是沒有去到對的地方，而且

可能會更慘，就是說他就被我 screen 掉了，他可能本來需要二級的服務，他

避免落到三級，可是因為他通報太爛了，我就整個把他 screen 掉，他連進入

                                                      
2 2017 年中央政府有意規劃成立高風險案件與兒少保護案件的統一篩派案中心，由中心統一受

理兩類的通報表後，判斷應由高風險服務方案或者兒少保護主責單位進行案件評估調查，再分

別派案，避免目前高風險與兒少保護系統評估存有落差、紛爭不斷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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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機會都沒有。（FG3-E） 

看你那個權責單位到底夠不夠強硬，或者是講話可以多大聲，如果我們（家

防中心）還是只能這麼軟，然後門戶開的這個大，整合篩派案中心有跟沒有

一樣，只是聚集一堆人在那邊而已。（FG3-B） 

三、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系統間既存的合作困境 

（一）兩端評估落差而相互責難 

責任通報者在發覺有疑似兒少保護個案的時候，究竟應依自己的專業判斷案

件是否屬於兒少保護案件，評估有無通報需要；抑或者不論案件狀況與專業評估

為何，一律通報之？這樣的疑問在訪談過程中被觸及，迄今也無法定論。位於責

任通報端的受訪者說明，確實會因為擔憂大量案件湧入兒少保護系統、造成社政

單位的負荷，因此在專業職責角色上協助釐清案情，判斷是否進行通報；但也遇

過首度發生時評估不須通報、再發生相同事件時需要社政主管機關介入的狀況，

卻因此使得專業人員遭到責難，削弱其判斷案件的意願與信心。 

我的評估標準跟家防中心的評估標準不一樣，那我在第一次評估的時候我已

經內部也做了處理，然後確實那個時候家長的狀況，我們都是很清楚的，孩

子的狀況也不是、就是真的小小的瘀傷，在指甲附近這樣子，然後可能第二

次我真的判斷，欸第二次好像安親班持續有這樣的狀況，所以我做了通報，

結果家防中心也沒有認為他是兒保案，家防中心不開，連家防中心都不開，

就是他追回去說喔那你其實前面有（受虐史），然後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有一

些民意代表的，施壓跟關心，所以他就開罰了。（FG1-C） 

他之前就是常通報，然後（兒少保護）社工就是責難他說，……就是說你也

是（醫務）社工，為什麼你不能做前端的這種家庭的評估來判斷是不是（兒

少不當對待案件），可是他就做了，結果做了之後發現，你還是怪我不通報，

所以他那次之後他就是，有就通報、有就通報，然後持續挨罵，就不管他。

（FG1-C） 

另一方面，位在受案端的兒少保護社工相當清楚應通報事由與對象等細節，

面對通報端期待有資源能夠介入、但實際上並非屬於兒少保護服務或高風險服務

的範疇，雙方可能因秉持著各自的立場與焦慮而使得溝通受阻。通報端認為受案

端互踢皮球、不願承擔責任與提供服務；受案端認為通報端難以溝通、未能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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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權法所規定的相關範疇。最終將淪為相互指責，合作更顯困難。 

一直講兒少權法，但是其實通報進來都不是兒少權法裡面的範疇，然後你跟

他講他還要見笑轉生氣（台語），然後就說你們都推案，然後反正我通報高

風險、高風險也不要受理啊，通報你兒少保、你兒少保也不要受理啊，因為

就是沒有符合（兒少權法通報事由）啊。（FG3-C） 

（二）多數責任通報人員無從了解案件處理情形 

多數身為責任通報者的受訪者反映，在通報兒少保護案件後無從得知案件後

續處理情形。有些受訪者可以諒解在個案保密的原則下不便告知，但也有受訪者

因為忙於原有的職務內容，因此在完成通報後並無意願了解案件處理狀況。 

我自己的經驗過的是，他通報出去了，他因為個資法的關係，他是不能再回

歸到第一線通報。（FG2-B） 

（回覆案件處理情形）我覺得不用，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其實我們對於花在

這邊的時間真的沒辦法很多，因為急診其實就是做緊急處理跟急救，所以這

一塊真的是...其實在我們那邊沒有看很重。（FG1-G） 

但有身為責任通報人員的受訪者說明，知悉案件後續處理概況的目的，是為

了讓社區中的個案有更多的資源網絡可以共同關心、提供兒童少年保護。若通報

端未能獲取相關資訊，除了在實務工作中無法也不知道該如何提供協助之外，也

會感覺被排除於服務網絡之外而感到不舒服。 

組長他們會抱怨的可能就是說，家防中心的社工會進來校訪，那有的時候組

長會基於因為他是輔導組長，他會要關心一下孩子的狀況，他就問那個社工

說，那這個孩子後續會怎麼樣，或是他實際上的狀況，那家暴中心會跟他說

這是保密，啊學校就會覺得，可是我要怎麼請我的輔導老師跟家防社工聯繫、

做討論。（FG1-C） 

因為緊安他不會告訴警政說，欸我這個孩子某年某月某日要回家了喔，那麻

煩你們多...，因為他如果被緊安，我員警如果三不五時去他家看，他爸說都

被你們帶走、哇都是你們警察害的，我們找挨罵嗎，不可能，那一定要他回

來以後，我有理由再進去，三不五時走一走，欸孩子最近好不好，或者是，

這個...跟鄰居講一下，欸幫忙看一下孩子，如果又有什麼哭鬧啊，什麼的，

要盯嘛。那，他有沒有再受暴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回來我都不知道，我怎

麼知道他有沒有再受暴。（FG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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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今天再回來我們這個網絡上，我們還是會期待可以知道你當初服務的一

些歷程，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是會覺得說我們是夥伴啊，可是每次都覺得，

打過去問怎麼覺得，嗯？好像不是夥伴。（FG1-B） 

我覺得有個感覺是有的時候醫院社工是被屏障在這個外面，就像一個性侵的

案子來，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好像只是一個通報的工具，就是你來，然後

完成通報跟採證盒點交，然後家防社工就不會希望你繼續待在那邊。所以，

有的時候我會...醫院社工我們常常就會自嘲說，啊我們好像是通報工具喔，

就是負責讓...呃家防的人可以跟醫療體系有個好的溝通，那剩下的他不會想

讓我們知道。（FG1-B） 

（三）橫向溝通不足為問題根本所在 

在針對同一案件進行合作時，專業人員往往對彼此抱有期待，但可能因為各

自的工作限制而有執行上的困難。從受訪者的分享中仍可以看出，通報端與受案

端、甚至是整個服務網絡之間的溝通聯繫仍有不足，也因此容易產生對彼此的誤

解或不滿，影響跨單位、跨網絡之間的合作狀況。倘若能透過召開會議或者密集

性的案件討論聯繫，了解彼此的困境與討論解決策略，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請他們（警察）協助可能還愛來不來的，然後不然就是一定要透過婦幼隊給

我警務協助單，如果你直接去找我分局、我們分局可以不理你。（FG3-B） 

他（通報人）可能一問三不知，什麼都不知道，然後什麼也沒有去評估，然

後小孩怎麼受傷也不知道，那種的當然是...我們就覺得他沒有盡到責任通報

人員該做的事情。（FG3-A） 

我覺得社會局的社工每次遇到這種兒少保案件，他都很希望問我們醫院社工

的資訊，那他在醫院，家長的態度你覺得是（兒少虐待）嗎？可是說實在，

家長來我們醫院才那麼短的時間，我們怎麼能夠，喔他加護病房半個小時，

去評估他的家庭關係、他們親子關係是好的，這是我們沒有辦法立即評估出

來的。（FG1-A） 

我覺得我們各個網絡之間的信任程度不夠，彼此之間都互相質疑對方，不管

是能力還是進入的服務，都互相質疑，然後對對方不信任跟充滿了指責，然

後橫向連結的部分其實越來越不夠，對。那個溝通平台是出問題的，如果你

今天橫向溝通是中斷的，你不知道對方在幹嘛，所以那個不信任感是源自於

這裡。可是如果今天，這些案件，比如說學校召開了個案研討會，其實大家

去了，然後講開了，然後工作的分工也清楚了，或者是大家集思廣益以後會

覺得，欸對我還可以從哪個方面再努力，其實那個個案的那個怨懟的程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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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降低，然後他的確也可以被比較精緻化跟深度的去做服務。（FG3-B） 

四、各專業系統間各自為政 

兒少保護工作相當仰賴跨專業網絡合作，但目前橫向連結顯得不足，使得各

專業各自為政，難有一致的協力合作與分工共識。尤其當中央主管機關判斷須因

地制宜發展各地方的工作模式，交由地方自治規劃，卻可能成為地方主管機關相

互推諉的理由，更造就實務工作者的困境。 

現在的分流跟分工其實就是、地方自治，就是你地方單位、各個單位自己去

協調。因為中央說這個太細碎、細瑣。……我沒有辦法規定你，我只能給你

原則，然後大家就會...你知道，爭執不休。……而且不知道要哪一個主管單

位去整合。（FG3-B） 

以責任通報制度來說，現行的兒少權法羅列 11 種類別的專業人員為責任通

報者，只要專業人員知悉兒童少年有疑似遭受不當對待情形，即須依法通報之。

受訪者舉例當同一案件、同一事由有不同專業人員知悉，有可能因此出現重複通

報的現象，但也可能因為推測其他專業人員已經通報過、而忽略自身的通報責任，

使案件未進入服務系統。此外，有受訪者認為聯繫警方到場處理就等同完成兒少

保護事件通報，將保護兒童少年視為「政府」的職責而非「社政」的職責，與當

前實務工作中將兒少保護視為「社政」主管機關的職責有所差異。 

各機關他各自為政的時候，好像漏勾（台語）就是這一點，其實以我們（醫

事人員）來看，我們的義務盡了就是讓警察知道這件事，警察代表公部門執

行公權力，我們的義務已了。（FG1-F） 

他管你什麼關懷 e 起來，我說好啦，不囉嗦，你就通報就兩個字，就報警。

（FG1-E） 

 

參、 責任通報人員所面臨的實務困境 

一、通報表單類型繁多不利責任通報人員區辨使用 

目前需要通報的保護性案件包含兒少保護事件、兒少高風險事件、老人保護

事件、身心障礙保護事件、家庭暴力事件、性侵害事件等，由於各自有不同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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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依據與主管單位，因此也設計出大同小異的通報表單，以利案件分流。但回歸

實務操作層面，責任通報人員反而需要費時辨識應填寫的通報表單，不時會有錯

誤使用表單、甚至不知道該使用哪一種的通報表的現象；除連帶造成通報案件數

的浮濫之外，兒少保護社工亦需要費時篩選、或修正為正確的通報表，對通報端

與受案端來說增添困擾與工作負荷。 

（通報表單不同）還是有差啦，因為身障的話就是身障科收，老保的話就老

人科收。（FG3-D） 

那個表單是因著法條的增設而設立的……表單這麼多會有一個競合的問題。

（FG3-B） 

我覺得最後就是無效啊，我覺得真的...以表管案……有時候很增加我們的困

擾，因為通報人用錯表單我們還要改表單……對大家（責任通報人員）來講

太難了，你說我們一天到晚在碰的人我們可能分得清楚，你叫那個學校那久

久通報一次的人他怎麼搞得清楚。（FG3-E） 

我通報完發現我通報錯誤了，所以我再通報一次。（FG3-C） 

二、保護責任通報人員的機制不足 

（一）通報後對專業人員產生的負向結果影響通報意願 

受訪者仍擔憂若進行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會對通報單位或者通報人員造成

負向後果，譬如被通報的家長到場鬧事、影響校譽、毀損機構財產或者有攻擊他

人的行為等；甚至有受訪者分享到，在關切兒少的傷勢原由時，反遭誣陷為專業

人員致傷、看顧兒少不周等。這些狀況都讓受訪者感到不安，尤其若為單位主管，

更需顧全單位整體形象與員工人身安全等議題，並因此影響通報意願。 

因為我們是社區型的嘛，那，有時候如果說比較...不理性的家長，來我們園

所的話，通常有所謂安全上的顧慮，那其實這個是很嚴重的。……家長不理

性的話，他只看到表面上說有家長在那邊，可能...喔大吵大鬧還是怎麼樣，

可是他不了解這個背景到底是怎麼樣，那就是說，後續對園所的一些...在外

面的、人家對他的觀感或什麼，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FG2-A） 

那個媽媽其實平常對我們很好，可是他發現我們發現（小孩受傷）了，媽媽

立刻就是有防禦心，就是說欸這不是你們老師自己造成的嗎。……因為我們

很擔心這個小孩，所以就是我們每天就是一來學校我們就是拍照，就是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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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他的身體，看他的身體有沒有狀況。那，就是他有出現新的瘀傷的時候，

我們就拿照片證明說，欸這個、這個是他在家裡發生的事情，那昨天其實沒

有。（FG2-D） 

政府的法令常常就是說，訂了很多的罰則，你什麼沒通報就要罰、什麼沒通

報就要罰，可是他沒有規定說，你有什麼保護的措施，就是針對你這個人，

沒有什麼保護的措施。那，當然就是...你沒有保護措施的時候，我有可能就

是選擇就是說，我就把這個事情隱匿，因為我要維護我的自身安全，除非說

等到真的是不行的時候，我才把這個通報出來。（FG2-A） 

（二）通報人員身分保密規定難以落實 

現行兒少權法在提供責任通報人員的保護機制上，僅針對通報者的身分予以

保密，但對部分受訪者來說仍屬不足。且受訪者指出，儘管兒少保護社工堅持不

透露通報來源，兒童少年與其照顧者可能仍會就日常接觸的專業人員來推測是誰

進行通報，實務中難以做到真正的「保密」。 

一旦通報，就算有保密通報人，家長用膝蓋想也知道是學校通報。（FG1-C） 

家長他其實都知道是誰、誰通報，這個你不用講，如果你那一班只有那 1 個

老師，就是你報的嘛，家長的第一個想法就是你報的嘛。（FG2-A） 

另一方面，也會有受訪者考量到後續兒少保護社工可以順利銜接個案，而主

動告知兒童少年與照顧者將會進行兒少保護通報，讓個案有心理準備，並作為約

制照顧者不得再有不當對待行為的策略。 

因為後續，畢竟社會局的人會聯繫他，我們在醫院是個橋樑啦，我們還是會

說，喔我們可能後續還是會請社會局來。（FG1-A） 

三、責任通報人員與個案間工作關係議題 

（一）擔憂破壞與個案間的工作關係 

由於責任通報人員大多是經常與兒童少年直接接觸的專業人員，往往與兒童

少年及其主要照顧者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關係。仍有受訪者擔憂通報後將會破壞

與家長原有的工作關係，影響未來的親師合作互動。 

我們通報之後不是說，我今天通報你我們就再見掰掰，我們之後還是要回去

見面的。（FG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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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報之後又會...就是造成家長跟老師之間的...誤會、反彈，對，那這樣

子我們其實親師溝通之間會有困難。（FG2-D） 

（二）通報與否都擔心事件再度發生或惡化 

受訪者分享到，若服務同一家庭的數個單位皆未進行通報，或者判斷不須通

報的狀況下，仍會擔憂所需服務的兒童少年與其家庭疏漏於服務系統之外，倘若

事件再度發生、或者有更惡化的趨勢，而使專業人員感到相當的不安。 

如果我們不通報的話，其實我們也會很擔憂，就是接下來家長持續用這樣的

方式管教小孩，那小孩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去...預

期。（FG2-D） 

即便通報，也會擔心家長決定帶著孩子轉學、搬家，使得專業人員無法繼續

追蹤兒童少年的人身安全與受照顧情形，使服務產生斷層，兒童少年也可能因此

再度陷入風險之中。 

如果家長不信任老師，那，家長可能也不想要讓老師繼續讀這間幼兒園，那

這件事情就會最後就變不了了之，他又轉去其他學校，他怎麼知道孩子被（是

否再有不當對待情事發生）……。（FG2-D） 

（三）通報後對個案造成負面影響 

受訪者在焦點團體中提到，有時在進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由兒少保護社工

介入進行案件調查的過程中，仍會擔心對兒童少年與照顧者產生心理上的負向影

響，通報變成以更嚴格的標準苛刻家庭、或者成為一種懲罰的手段。 

醫院社工會有個兩難，有時候你會覺得通報好像是變相的在懲罰這個家

長。……我們後來教育新人的方式，我們都會跟他說，你要跟家長講說我們

是想要幫助你，今天這個通報是我們讓一個資源進來，也許你不知道怎麼管

教孩子，也許你照顧壓力太大，沒關係，家防中心的社工會跟你討論，你可

以好好跟他談，你有什麼需要協助的地方。（FG1-B） 

我們也很怕說今天我們做了通報，結果是誤會一場的時候，那有的時候不曉

得怎麼跟家長交代啊，因為這個社工或警察去家裡的時候，當然對他們的心

理上的影響是很大的。（FG2-A） 

我（高風險服務方案的家務指導員）去工作服務的對象就是已經被通報的人

員的家庭，那如果再把我增列為責任通報人員的話，那我是不是要去吹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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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那個家庭的其他成員呢？（FG2-E） 

儘管極力宣導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是為了保護兒少、協助照顧者以適當的方式

進行教養，但受訪者的分享也指出在當前的社會氛圍中，仍存有「有問題的家庭

才需要社工服務」的病理觀點，兒少保護系統的介入服務仍被汙名化。 

四、責任通報端內部溝通不足 

（一）各專業領域內僅流傳片段訊息 

身為兒少保護受案社工的受訪者反映到，當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再三向行政

單位強調法律規定與通報職責，卻未針對案件通報判斷的實務議題進行細緻訓練，

則使得各單位僅依令行政，對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只有片面了解，錯誤理解

及操作通報。 

其實他們從最根本的業管單位就有問題，他們業管單位都會深植他們一個，

反正你就是通報！通報！再通報！的一個概念。（FG3-B） 

他們都會說...就他們都有收到什麼公文、還是什麼都要叫他們通報，那你就

問他說，欸那是什麼公文、哪裡發的公文、或是誰告訴你，他們又講不出個

所以然，就是這樣傳來傳去的。（FG3-D） 

不讓他們有裁量空間的都是教育局，是他們上頭的校安，他（業管單位）就

跟他（基層單位）說反正你就通報就對了……。（FG3-C） 

（二）單位內部對通報缺乏一致共識 

在本章第一節也提到，同一單位內部對於同一案件是否進行兒少保護通報可

能存有不同的見解，這也是受訪者在焦點團體中反映的實務困境。單位內仍有上

司與下屬之分，若主管未能支持與兒少及家長直接接觸的第一線專業人員，甚至

在出事之後推託責任，不僅會損害兒童少年的權益，也消磨專業人員對於組織的

信賴。 

在通報的時候就是我們那一段期間真的是跟那一位家長有衝突，家長也一直

不能去諒解。……我覺得，這中間真的很需要行政人員去幫忙協調，尤其像

是校長或是主任級的，應該要去支持老師做的事情，而不是覺得說，我不想

要把這件事情擴大、我想要維護我的校譽，然後就是把這件事情就是掩蓋下

去。（FG2-D） 

 



119 

上級主管機關選擇不通報，可是等到這件事情真的擴大到一發不可收拾的時

候，其實我覺得遭殃的通常是第一線的老師。……不是離職要不然就是要出

面道歉。其實我會覺得，有時候對第一線的老師很不公平，我明明知道這件

事情有了，但我也跟上級主管機關告知了，但是上級主管機關選擇不通報的

話，我會覺得，這樣的責任到底是歸咎誰？還是要歸咎於老師嗎？（FG2-D） 

除了正式組織編制中的上級長官未能支持基層專業人員的判斷外，受訪者也

指出在各職場文化中，也潛存有不同行政處室或職場同儕間的權力位階落差；即

便皆屬責任通報制度所列的專業人員，也可能存內部共識不足的現象。 

因為輔導室是跟我們比較常合作的，所以他們可以理解我們所謂的通報這件

事情，可是真正通報的是生教，然後生教是對教育局的那個校安系統的窗口，

然後有些老師就跟我說，因為生教比他們大，然後我們明明辨識不是（兒少

保護事件），可是生教堅持要我們通報，還要我們的帳號拿去使用，然後我

們輔導站不住腳。（FG3-C） 

他們社工是說，就是...醫護人員不同調，有的醫生、護理人員他們就覺得，

欸他的確就是一個意外，也不是什麼疏忽，就是真的是一個意外事件，所以

有的不會通報。但是有的就會覺得我還是要盡到通報的責任，就是孩子小，

我就通通都通報這樣。（FG3-D） 

除了對於通報與否的意見歧異外，另一種狀況是同單位的其他專業人員抱持

著置身事外的態度，拒絕參與案件相關的討論與提供建議。即便此種狀況相較不

會影響到通報決策以及兒少保護的介入狀況，但仍會令同單位中的專業人員感到

挫敗。 

因為兩個老師（通報）意見太不合了，所以我們決定要開會……另外兩位老

師就是覺得說，欸我們為什麼要、要去理會通報這件事，這是他們班的事

情……是他們兩位老師自己去解決就好了，那我們為什麼要去承擔這個責任，

對。（FG2-D） 

當前的責任通報制度僅規範個別專業人員的通報職責，可能因此使得專業人

員面臨需要承擔判斷通報之責、甚至獨自面對通報後的各種不利處境，未能獲得

任職單位的保障，因此阻礙其通報意願。若能參考愛達荷州的通報規定，同時規

範機構的通報職責(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6b)，或許可以有效降低

專業人員的個別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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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務負荷與人員流動影響兒少保護經驗難以傳承 

受訪者坦言，各專業人員原本即有既定的職務內容，工作負荷沉重，也因此

難以分身參與兒少保護的相關訓練課程，甚至在通報後與受案人員的聯繫也感到

吃力。在這樣的狀況下，必然影響專業人員對於兒少保護案件的辨識與通報知能

有限，也阻礙在與受案單位的合作情形。 

會再有辦那個...我們的那個長期訓練，但機會不大，因為我們警察要學的東

西太多了，真的太多了，這一塊不過其中一塊……。（FG1-E） 

因為急診真的太忙沒辦法做這麼多事，護理師真的很多事，所以我們（窗口）

就是對社工而已。……其實我們（受訓）真的都是去敷衍了事，我們真的沒

有認真，因為沒有辦法，說實在的。（FG1-G） 

除了工作負荷沉重之外，人員流動快速必然影響工作經驗無法累積，這同時

是許多專業領域都會面臨到的議題。但兒少保護案件的辨識、如何操作通報、與

受案端社工溝通合作以利處遇工作推動等，都需要實務經驗的累積，才能更順暢

地推動兒少保護工作。 

學校（教育人員）調一調他們又調走了。（FG3-E） 

（專業人員流動快速）警政也是啊，警政都說呃我才剛來。（FG3-A） 

 

肆、 小結 

一、法律與實務的斷層難以消弭 

兒少權法為兒少保護制度的根本，訂定有責任通報人員身分、應通報事由、

未通報罰則等規定，提供最基本的準則規範，本來就難以涵蓋及適切於各種狀況；

然而專業人員位在法律賦予的責任與規定，以及實務工作中複雜多元的案件之間，

多少仍會有著難以適從的處境。當法律嚴謹密實的訂定各項規定，專業人員會失

去裁量的彈性空間，國家以標準化、規格化的概念在看待人際間的互動，失去「人」

的溫度與彈性；但若僅提供原則性的概略規定，專業人員又會因解讀不一而有通

報錯誤、與兒少保護社工判斷標準不同等狀況，甚至可能使得需要協助的家庭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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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於體系之外，退回到兒少保護制度發展前的樣態。儘管文獻指出模糊不清的規

範將會造成低度通報與過度通報的現象(Takis, 2008)，但何謂「清楚」又將成為另

一個難題。 

二、兒少保護系統定位錯亂並影響實務操作 

身為兒少保護社工的受訪者指出，近年來整體兒少保護整體制度與各級系統

的發展經歷數次的轉變，就連身為局內人的受案社工都對於各級服務體系定位感

到困惑，無法理解高風險服務應作為獨立的二級預防系統，或者是三級兒少系統

衍生的前端服務，那麼非屬兒少保護服務系統內的專業人員當然更容易混淆。連

帶也產生各種實務工作中的合作困境，從對於案件是否需要專業人員介入協助的

評估落差、難以分辨案件應通報高風險案件或者兒少保護案件、通報後被要求重

新通報到另一個系統的經驗等，都顯現出實務工作中通報端與受案端雙方合作的

困境。 

此外，在兒少保護制度三級預防的概念中，高風險家庭服務作為二級預防制

度，補強家庭照顧功能之不足，避免落入兒少虐待之處境；兒少保護服務則作為

第三道防線，針對已有不當對待情狀的家庭提供相關處遇，以保護兒童少年應有

適當的生活環境（Kadushin & Martin, 1988，轉引自郭靜晃，2004；黃翠紋、葉菀

容，2012）。落實三級預防架構的概念將可提供完善的服務與協助，但其背後需

要挹注大量資源，才能夠完整建構制度。本研究的受訪者也反映，由於實務工作

中的各類服務資源仍屬不足，更使得通報兒少保護成為取得資源的策略方法，與

文獻指出的兒福業務泛兒保化相符（余漢儀，1999；Besharov & Barth, 1994; Munro 

& Parton, 2007）。 

三、橫向連結薄弱以致相互怨懟 

兒少保護服務重視網絡合作機制，需要社會福利、志願服務、醫療、衛生、

司法、警政、教育、民政等專業共同合作，以維護兒童少年的人身安全（王秀燕，

2012；衛生福利部，2016a）。但從本研究的訪談中仍可以看出，無論是身為責任

通報人員或是兒少保護社工的受訪者，都曾有過不愉快的合作經驗，真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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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橫向聯繫不足所致。舉例來說，各專業人員或者兒少保護社工針對同一案件

提供服務時，可能存有對彼此角色功能的期待，譬如期待兒少保護社工進行保護

安置、期待警察經常訪查巡邏以執行約制告誡、期待教育人員關切兒少並與家長

溝通教養策略等等。但各專業人員可能受限於原有的工作職責、法律或單位規範、

甚至是因為對案件評估考量的面向不同，因此未能依照他人的期待行事。倘若能

有更密切、實在的溝通，說明各自的困境以及需要他人協力之處與原由，才能理

解各專業人員的處境與考量，建構真正的社會安全網，以共同保護兒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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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制度性與實務層次相關建議 

本研究分別就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受案社工在焦點團體中，依其實務工

作中所經驗到的現況與困境，提出對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兒少保護整體服

務制度、以及實務運作模式等方面的建議與想法進行討論。 

 

壹、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相關建議 

受訪者針對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所提出的建議，可分為四大方向；包括對

責任通報人員的保護與保障措施、明確的責任通報指標與資訊、提升責任通報程

序的順暢性、降低重複通報情形，以及透過篩案機制與規劃專組人力以過濾通報

案件。 

一、 對責任通報人員的保護與保障措施 

（一）確保責任通報者的人身安全與工作權益 

身為責任通報人員的受訪者認為，現行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中，雖針對

通報人員身分予以保密，但仍擔心曝光後將遭遇人身、財產、名譽遭破壞或威脅

的疑慮，因此期待能有更多的保護與保障措施。 

1. 保障責任通報者人身安全 

受訪者曾有進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後，險遭被通報的家長毆打之經驗，也因

此期待能有針對責任通報人員的人身安全保障措施。 

我覺得你可能要去立個法、然後要去保護那些通報出去的人吧。因為我們自

己本身也會很擔憂，就是通報出去的後果是什麼。像我們那時候通報，然後

就是家長不諒解，那家長知道，欸通報的人是那一位老師的時候，其實家長

很氣憤，第一時間很想要衝過去打老師……。所以我覺得，可能也要保護那

些通報的人員。（FG2-D） 

然而當前的立法規定與社會制度已存有保障個人人身安全之規定，進行兒少

保護責任通報的專業人員同樣被涵蓋在內。相較於設置專法保障責任通報人員的

人身安全，更應著重當責任通報人員與警政單位於遭遇類似狀況時，如何發揮緊

急應變措施，進行即時警民連線，以保障人民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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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的部分，當然我們現在也是有法律嘛，你如果被打的話，你就去找

警察，那個其實我覺得是執行上的問題；就是他是不是一個法律可以解決的

問題，我覺得法律能做的也只有這個樣子，因為你如果被打，你找警察；可

是你如果怕被打，要找警察，我想...就是這個法律怎麼修，可能都沒有辦法

修到說你通報了以後就有警察來保護你，我想這是不太會出現的。（FG2-G） 

2. 保障責任通報人員的工作權益 

在焦點團體中，部分受訪者反映出同單位內對於通報的意見不一致，甚至出

現單位主管或者主責通報的窗口人員強勢要求不得通報的現象，使得第一線的專

業人員相當為難。 

我們怎麼去處理行政上的這個問題，怎麼樣讓基層教師可以沒有壓力的去通

報，或許就是我們常常會有聽說什麼吹哨者條款，就是吹哨子的人，不應該

被處罰，就是保護吹哨子的那個人……。像是，呃就是...其他的法律可能會

規定說如果你揭發了這個組織裡面的什麼問題的時候，那你可能不能因此而

受到不利益的待遇之類的。（FG2-G） 

就此部分，研究者認為同一單位內的專業人員大多皆屬責任通報者的範疇，

可以自行運用通報管道完成責任通報。當專業人員在履行其法定通報職責之際，

應確保其不因執行法定權責，而承受來自單位內部的壓力、甚至損害其工作權益。 

（二）以通報獎勵替代未通報裁罰之規定 

當前的兒少權法規定，針對無正當理由未予通報的專業人員會處以罰鍰。儘

管受訪的兒少保護社工說明實務中鮮少有開立裁罰的狀況，但受訪的責任通報人

員普遍對於裁罰規定相當畏懼，主張應以正向鼓勵的措施替代負向懲罰的規定。 

（責任通報制度）這個就是說...他用鞭子...打你，其實我是覺得應該是用胡

蘿蔔，就是應該是鼓勵的方式。（FG1-F） 

我們兒少法，就裡面規定是很多罰則就對了，可是他沒有所謂的，就是說...

一些鼓勵或是一些保護的一些東西啦，那當然就是...第一線人員在面對這個

問題的時候，當然是選擇就是自己的安全為優先考量。（FG2-A） 

然而，保護兒童少年的人身安全本來就是全民的責任；尤其專業人員在接觸

到疑似遭受不當對待的兒童少年後，聯繫主管單位介入提供保護，更屬專業上應

履行的基本道德與專業責任，於履行基本職責後要求獎勵的合適性仍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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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確賦予責任通報人員通報裁量空間 

受訪者皆有感於兒少保護通報量的增長，於焦點團體中表達擔憂案量攀升對

社政系統所造成的負荷。然而受訪者也指出，兒少權法並未賦予專業人員「評估」

的職權，要求發覺有疑似兒少保護個案皆須通報之，儘管受訪者認為在其專業角

色上可發揮初判、不予通報非屬兒少保護議題的個案，但也礙於法律規定而無法

執行。因此，若能透過明文立法，賦予專業人員對於通報兒少保護案件的裁量空

間，即有可能降低兒少保護系統的負荷，落實三級預防與跨專業合作的兒少保護

工作架構。 

我會覺得可能如果家暴案件報量增的話，就是那個法規那邊可能要稍微做一

下調整，讓比如說讓教育人員他有一個裁量的餘地，我們可以事先過濾一些

很明顯就不是家暴（的案件）。（FG1-D） 

如果今天社政覺得，那個（通報案件）量太多，那建議衛福部然後下放裁量

權給學校的話，那勢必可以少很多（通報案件），因為我們要跟家長工作嘛，

所以有一些我們就會覺得這個不是（兒少虐待）……然後以我們跟家長的熟

悉度、跟小朋友的熟悉度，我們來篩、可以替社政篩掉很多。（FG1-D） 

但從訪談資料中可以發現，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對於應通報與下派

調查的判斷仍存有落差，例如責任通報人員並未通報責打管教成傷的案件，然兒

少保護受案社工針對此類案件會評估應下派調查；倘若由責任通報人員進行案件

篩選，以前述狀況為例就可能使存有協助需求的家庭錯誤篩出服務系統。因此，

若欲賦予專業人員篩案空間，何謂兒少保護的上位概念仍須先取得一致共識。 

二、明確兒少保護通報情形與資訊 

（一）責任通報人員應釐清案件確有兒少保護情事 

責任通報人員在其專業角色上會與兒童少年有更多直接接觸的機會，除了各

專業知能之外，對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也有基礎的認識。也因此，身為兒少

保護社工的受訪者會認為，相較於一般民眾，責任通報人員應更清楚的掌握兒童

少年遭受不當對待的情事的相關資訊，以判斷是否需進行兒少保護通報。 

因為他是責任通報人員，所以他其實必須要做專業的通報，所以他不能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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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甲乙丙一樣，就是有個黑影他就通報，他必須要真的有比較明確的受暴事

件，因為他是責任通報人員嘛，他一定有什麼機會跟孩子很...很直接的接觸，

而且可以掌握一些資訊。（FG3-E） 

（二）兒少保護主管機關應訂定標準化的通報指標與資訊 

另一方面，責任通報人員也對於應如何判斷須通報兒少保護事件、在通報時

須提供那些資訊仍感到困惑。因此，有受訪者期待兒少保護主管機關提供標準化

的通報指標，以利責任通報人員可以清楚明確的判斷是否需要進行兒少保護事件

通報，避免有評估不一致的情形。目前雖已建構有兒少保護通報決策指引可供責

任通報人員使用，然該通報指引並非既定流程，可由專業人員自行選擇是否運用；

尤其受訪者也指出通報指引的建議仍可以被忽視，專業人員會依各自的解讀與詮

釋、或者心中既存的判斷進行通報，實施效果仍屬有限。 

每一個人對家暴的界定不太一樣，那是不是可以有一點比較...明確的（指標）。

（FG2-D） 

我覺得做量表嘛，就像親密關係危險評估量表，……因為量表一定很多樣態

嘛，那他們去做量表，那個量表到達那個分數就真的就要做通報。（FG1-E） 

除了標準化的指標，另一種則為明確訂定進行兒少保護事件通報時須提供的

案件資訊，以利專業人員可以在了解案件狀況的過程中先蒐集相關資訊，並於通

報與配合調查的過程中提供相關訊息，以利通報端與受案端雙方合作。 

（兒少保護）社工如果你要覺得我們問的不夠細，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哪些東

西我一定要寫、我一定得問……就是說我們（通報人）不去負擔說評量，那

你們（兒少保護）社工覺得進通報表哪一些項目一定要問到，然後，那個東

西你們才會覺得他是精準的通報，而不會是浮濫的通報。（FG1-C） 

三、提升責任通報程序的順暢性 

（一）單一類型通報表單 

由於目前通報表單類型繁多，責任通報人員容易錯誤使用表單，造成實務上

的困擾。受訪者指出，在責任通報制度的設計上應以便利操作為優先考量，若簡

化使用單一類型的通報表單，無須細分為家庭暴力事件、兒少保護事件、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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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等類型，對責任通報人員來說可增加其便利性，無須花費心力判斷需填寫

的通報表單。 

我有點覺得表（通報表單）太多欸……我記得古早年代真的就是只有一張表

耶，就是家庭暴力通報表……我再自己判嘛。如果是要考量通報品質這件事

情，或者是說通報的...便利性或什麼的，就是說，通報這件事情是案件的開

啟，就是如果讓那個案件開啟的比較順，應該是考量通報人的立場，不是考

量我們受案人的立場。（FG3-E） 

（二）建構以「事件」為主述的通報機制 

有身為責任通報人員的受訪者曾處理過多名家庭成員相互衝突的事件，在當

次事件中由於每位家庭成員的年紀、身分角色、家庭成員間關係皆不同，可能分

別適用兒少保護通報表、家庭暴力通報表等不同表單；且因家庭成員對事件的說

法也有所差異，受訪者難以辨別被害人與相對人的身分，最後只好通報多張通報

表，由主管單位自行判斷。由於實務工作中仍有這種令責任通報人員難以釐清事

件狀況與被害人身分的案件，因此建議除了當前以「被害人身分」為基礎的通報

方式外，也可以增加以「事件別」為主述的通報機制，發展更簡便的責任通報方

式。 

現在的通報變成一定要區分說，喔誰施暴誰受害，其實可能可以增加一種就

是事件通報。反正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寫上去了，那由社政單位他們自己去抽

絲剝繭。因為實務上也是這樣啊，就是說你有時候真的搞不清楚，到底為什

麼打他，……反正有兒童、有青少年受傷了嘛，那這個東西釐清這個事情的

經過應該是後端了。（FG1-F） 

（三）公部門統一受案窗口 

從訪談資料中可以看出，仍有部分責任通報人員對於通報責任的認識仍屬薄

弱，無意願進行責任通報；另一種狀況則是責任通報人員對於高風險與兒少保護

的分工感到困惑，難以區辨。由於上述兩種狀況，受訪者建議公部門應有單一受

案窗口，對責任通報人員來說更為單純便利，並可避免二級與三級服務系統對於

案件的評估有所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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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去幫巡守隊他們去做兒保的通報訓練，或者是鄰里長的、還有巡守隊、

義警、民防，我會教他講說你們就進到關懷 e 起來，跟我說免想啦（台語），

他管你什麼關懷 e 起來。我說好啦，不囉嗦，你就通報就兩個字，就報警，

就像剛剛講的，你就報警就覺得是通報，你只要有報警，員警到達現場，員

警就會去做那個通報了嘛，那我員警的通報就來自於你里長告訴我，這也是

一種，不見得在系統上的通報。（FG1-E） 

政府各部門之間自己要去協調啊，以我們第一線來說，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往

上報了，應該就沒有我們的事了，你要去判斷高風險還是兒少保，因為你才

是最了解這個法規的，我們即使再有研究都是懵懵懂懂的，我們每次在填那

個（通報表單）有時候你就會猶豫，欸填哪一個。但是，對我們來講應該就

是，我們有做完這件事情，剩下怎麼判就是你們的事情啦。（FG1-F） 

四、降低重複通報情形 

（一）訂定不須重複通報相關規定 

兒少權法將許多專業人員皆納入責任通報制度，以避免有需要協助的家庭疏

漏於服務體系之外。但實務中不乏有家防中心已接獲案件通報，並由兒少保護社

工攜同兒少到醫院驗傷、至警局製作筆錄，醫院與警局雖已清楚知悉主管單位已

介入協助，但仍再度通報之；兒少保護社工又需費時處理該張通報表單，耗費行

政成本。因此，受訪者建議可制定明確規範，以避免重複通報情形發生。 

可不可以就是制定相關的規範說，啊那這個我們只需要通報一遍，就是社政

單位知道了，那就可以，就不要再通報了。（FG2-G） 

（二）由第一知悉的專業人員進行通報即可 

除了前述的重複通報之外，受訪者提及另外一種相反的情形，是因專業人員

認為已有其他人員進行過兒少保護通報、故未再通報之，但反而使個案未能連結

到適當資源。也因此建議排定專業人員的通報責任先後次序，譬如由第一位直接

知悉兒童少年遭受不當對待的成員進行通報，除了可以確保兒少保護介入提供

服務之外，也可以避免非必要的重複通報情形，耗費行政處理成本。 

我覺得加入這麼多通報人員還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當有很多人都

有責任去做某件事情的時候，這個事情往往就不會有人去做，就是所謂的心

理學上說旁觀者效應嘛，就是 50 個人看到同一件事情，大家都可以去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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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那 50 個人都會想說...他會做、就其他人一定會做。那是不是也可以

決定一下責任的...就是順序，到底是誰應該要做這件事情，可能先發現的人

是不是應該要去做這件事情，等等之類的。（FG2-G） 

（三）流通兒少保護通報案件資訊 

受訪者建議，若不同專業間可流通資訊，讓不同的網絡單位確知該案件已有

進行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亦可避免重複通報現象發生。 

通報的紀錄在各個部門之間的流通，比如說警政單位他是不是可以分享給教

育單位、教育單位是不是可以分享給警政單位、那警政單位是不是可以分享

給我們上端的司法單位，以及這個社政單位在處理完這個以後，對於這個通

報單位的回饋，我想都是之後可以去避免說社政單位會重複接受到同樣的通

報的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措施。（FG2-G） 

然而，家庭成員互動情形以及兒少保護事件具有動態變化的特性，是否能隨

時知會各網絡單位將會是一個問題；且資訊流通必然會挑戰到個案保密原則，為

了減少重複通報所造成的行政負荷而暴露家庭隱私是否適當，也值得深思。 

五、持續篩案機制與規劃專組人力以過濾案件 

由於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量相當龐大，兒少保護社工往往疲於進行案件調查，

相對瓜分提供處遇的心力，資源明顯錯置（余漢儀，1995，1999，2012；Ainsworth, 

2002; Besharov, 2005; Besharov & Barth, 1994; Munro & Parton, 2007; Takis, 2008）。

在這樣的現象下，更顯見篩案機制與人力的重要性。本次受訪者所任職的家防中

心皆已規劃專組受理通報並進行分級分類初篩，但仍有少數縣市仍未成立專組篩

案。受訪者認為，過濾明確非屬兒少保護議題、不須下派調查的案件，將當前有

限的人力及資源著重於案件處遇，積極提升家庭照顧與保護功能，才能真正落實

兒少保護。 

我（兒少保護社工）就是一直在做調查案啊，我永遠湊不出時間去照顧那些

小孩（處遇個案），那些小孩怎麼辦，他問題就會越來越惡化。然後，很可

能我也沒有空做，所以我怎麼辦，我只好草草結案，草草結案之後又被通報，

又再來一次。所以我們的兒少保護到最後會變成只有調查，就是調查而已而

沒有處遇。（FG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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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東西（受案組）在目前的通報品質之下，我覺得還是有存在的...

必要性，而且恐怕要給他們再多一點點的空間。……不然我覺得，兒少保調

查社工真的，在現在體制之下他們就是疲於奔命而已，就光應付你的調查報

告，就不用做其他的事情了。（FG3-E） 

 

貳、 制度性相關建議 

受訪者除了針對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提出建議之外，也分享其他制度性的

建議，如發展社區性的兒少服務資源、積極關注嬰幼兒的受照顧情形、以及於規

定的在職教育訓練中安排兒少保護訓練課程。 

一、拓展社區服務資源以避免落入兒少保護 

受訪者認為，儘管政府已大量投入人力資源在兒少保護的服務系統中，但仍

無法因應龐大的兒少保護案件量。必須要拓展社區中的兒童少年服務資源，例如

安排課後照顧，提供兒童少年其他正向學習的場所與去處，並降低照顧者的照顧

壓力，以避免落入兒少保護的服務系統中。換言之，在 Kadushin & Martin 的三

級預防架構之中，除了不斷補強位於第三級的兒少保護系統流失的人力外，更應

該要從根本做起，結合不同的專業共同建構第一級的社區預防性與支持性服務，

並加強第二級的風險家庭服務，才能真正做到預防兒童少年落入受虐風險。 

（兒保社工費時調查而難以提供案件處遇）我覺得這跟各縣市的分工也是有

關係啊，因為像 B 市的話很多家外的案件就是在家防中心做……他其實也

擠壓了他去調查那些家內的案件。（FG3-D） 

確實分級（高風險與兒少保護）是需要的，分級是需要的，因為到兒保本來

就應該是...更高級的。（FG3-C） 

我覺得如果說，欸真的，我們願意花比較多的資源，就譬如說欸沒地方去的

小孩，他們可能有一些課後照顧的資源、或者是社區照顧的資源，你就會發

現他們就不需要一定得走到兒少保的這一條路來這樣子。所以我們有時候去

社區宣導，我們也都是講說其實，如果社區可以幫忙這些孩子，其實都會是

最好的結果。（FG3-E） 

二、主動關切嬰幼兒之受照顧情形 

若兒童少年已有進入正式的就托、就學場所，如托嬰中心、幼兒園、各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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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等，上述場域中的保育、托育、教育等專業人員在每天與兒童少年相處的過程

中，即可觀察到兒童少年的受照顧情形，若發覺兒少有疑似遭受不當對待情狀，

將可立即進行責任通報及提供協助。但未就托的嬰幼兒受照顧情形卻難以得知，

儘管在定期接種疫苗、因病就醫、或者福利身分審核的訪查過程中有接觸到正式

專業人員的機會，但相處時間太過短暫，仍難以確知實際的生活狀況。 

我們每天都會跟孩子接觸，所以我們可以很確定說今天這個孩子來讀我們園

所，他的狀況，他有沒有被打、他在家裡就是受照顧的狀況，其實我們都很

清楚。我覺得反而是我要擔心沒有來上學的孩子。（FG2-C） 

這個疫苗接種卡，其實有來念書的其實都嘛有打，是我們要怎麼樣去發現那

一些沒有來念書、沒有正常去打疫苗、沒有去接觸到其他人的那一些孩

子。……3 到 6 歲在口語表達跟自力更生能力是很弱的，我覺得是在更角落

的部分我們可以更及早發現。（FG2-B） 

衛生福利部於 98 年頒布六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即具有此用意，然

實際執行時發現投入大量資源，卻僅能發掘少數具有受助需求的家庭，不合乎成

本效益。或許應考慮如何在現有的服務架構中達到相同目的，如結合醫療衛生資

源，從出生之後開始主動關懷及訪視嬰幼兒的健康發展與受照顧情形，配合施打

疫苗的同時輔以嬰幼兒發展評估、親子互動觀察、與照顧者會談以進行親職功能

的評估等套裝項目，除可降低所需成本，並可成為普及性、支持性的福利資源。 

三、於專業訓練中融入兒少保護相關訓練課程 

各專業大多有既定的在職訓練時數規定，部分專業領域或工作職場已有訂定

例行的兒少保護相關訓練規定，但有更多的專業領域仍缺乏相關規定與提供課程。

也因此，有受訪者認為不如將兒少保護訓練課程融入原有的專業訓練中，除可滿

足訓練時數的規定外，又與實務工作息息相關，更具有實質意義。 

其實我們老師都必須要上研習時數滿多少小時，但是我們也從來沒有在研習

的條例當中有看到家防中心這種有關於家暴的聯繫，我覺得也相當的可

惜。……我們都已經被強迫性要參加（研習訓練）了，那倒不如說，把他認

真地拿來去面對說你在現場容易遇到的這類的案件。（FG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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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實務工作模式相關建議 

有關實務運作層次的建議共有 3 點，分別為提升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

工兩端的合作品質、鼓勵專業人員在進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前先完成份內職務與

程序、以及協助民眾對於兒少保護介入具有正確的認知。 

一、通報者與兒少保護社工應提升合作品質 

實務工作中經常出現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因為溝通不足而產生諸

多抱怨，久而久之必然影響跨網絡間的合作情形。但回歸根本，無論是身處通報

端的專業人員，或者是位在受案端的兒少保護社工，共同的目標皆為維護兒童少

年的人身安全權益，在此基礎上協力合作，針對案件資訊溝通討論、擬定一致的

處遇目標與策略，才能發揮更大的力量，建構兒少虐待的防治網絡。 

我覺得那是合作態度，我們可不可以合作，你不要做那種丟包式的通報，就

是說你好像你通報給我之後你就沒事，你問他什麼，他就那就交給你們啦、

我也不願意幫忙。……我會覺得當初責任通報制度他的設計原由就是，你（專

業人員）一定有什麼理由會跟孩子有一些...特別接觸，譬如說像學校，譬如

說像醫院。那，你因為這個特別的角色，大家其實是，照顧小孩是大家一起

的責任啊，不是丟給社工。（FG3-E） 

你要講說，欸處理是什麼處理方式、怎麼處理的，或是說是不是可以一起，

可不可以約著一起去看（共訪）。（FG2-F） 

二、善盡各專業角色應作為之專業職責 

擔任兒少保護社工的受訪者建議，責任通報人員在進行案件通報之前，應先

善盡各專業之角色職責。以教育場域為例，若遇到兒童少年有就學不穩定之情形，

除了依兒少權法通報兒少保護或高風險案件之外，更應先完成中輟生的通報與處

理程序；或者當老師向家長反映兒童少年在校的表現不理想，引發照顧者有不當

管教兒童少年的行為時，學校的教育及輔導人員即可與家長協力合作處理兒童少

年的行為議題。如此一來，才能真正落實跨專業的協力合作，並且分級提供兒童

少年相關服務，避免所有案件皆湧入兒少保護服務系統，造成服務體系的崩解。 

責任通報的部分其實還有一個概念是希望他們（責任通報端）其實先做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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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該做的事情。我覺得，你做為責任通報人員，那個部分（責任通報人員專

業職責）如果可以先做好，其實我們很多案件就不需要到家防、到兒少保這

邊來做處理，我覺得對孩子其實也比較真的有幫忙。（FG3-E） 

三、協助民眾對於兒少保護介入具有正確認知 

雖然專業人員因為訓練背景或者實務工作經驗的緣故，而對於通報兒少保護

案件後的處理程序具有概略了解。但一般民眾往往無從得知被通報後將面臨的狀

況，大多是從媒體報導、網路流言等管道獲取片段資訊，因此對於兒少保護服務

系統的介入有許多可怕的想像；再加上許多人認為「被通報」意味者「有問題」

或者「不適任」的照顧者，因此更加排斥相關資源。針對此狀況，受訪者建議可

以增加宣導，協助大眾對於通報後將面臨的程序與相關規定有基本的了解，降低

當事人因為錯誤的認知而產生的抗拒反應。 

我覺得，可能家長也要去了解通報之後，他可能要面臨什麼狀況。……因為

其實，會發現有些家長不知道，就是他怕你通報之後然後警察一介入，怕被

抓去關、小孩就不見了。（FG2-D） 

 

肆、 小結 

雖然政府相當重視兒少保護服務，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等資源，但由於兒少保

護通報案件量成長快速，以致現有的兒少保護系統不堪負荷。於焦點團體訪談中，

部分受訪者可以發覺此現象而憂心忡忡，也有受訪者雖對於兒少保護工作現況所

知有限，因此提出攸關自身通報職責的建議。但卻可以發現，上述建議都可直接

或間接成就減少資源的重複耗費、避免兒少保護服務制度崩解的目的。 

一、改以鼓勵「精準通報」的政策走向 

在兒少保護制度建構的初期，無論是一般民眾或者專業人員多少存有「教小

孩是我家的事，毋須外人插手」的心態，對於通報意願普遍不高，因此過往在政

策宣導上以促成通報為主要方向，藉以讓有受助需求的案件進入兒少保護系統。

然而目前兒少保護通報案件量大幅成長，政府或許應該轉而鼓勵進行適切、精準

的責任通報，以避免資源的浪費，使兒少保護系統因無法承接龐大的案件而有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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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之虞。 

就結果而言，所謂適切、精準的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即為專業人員初步判斷

兒少疑似遭受不當對待情狀，由兒少保護社工介入評估與調查後，亦評估屬兒少

保護情事之情形。可以由幾個面向著手，以拉近專業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的評估

趨於一致，包含明訂所有責任通報人員每年定期接受兒少保護相關訓練，以協助

專業人員具有辨識兒少保護案件的基礎知能；使兒少保護通報決策指引成為必經

的通報程序，作為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覆判機制；明定不需重複通報之規定，由

第一直接知悉兒少遭受不當對待的專業人員通報即可等，皆有機會降低錯誤或重

複通報的比例，避免資源重疊或無意義的耗費。 

二、借重各專業網絡共同保護兒童少年 

兒少保護服務無法單打獨鬥，實需仰賴跨專業、跨網絡的協力合作，始能達

成共同維護兒童少年人身安全與相關權益的目標（王秀燕，2012；衛生福利部，

2016a）。責任通報制度所列的專業人員位在第一線，相較於兒少保護社工，會是

更早發覺兒童少年有疑似遭受不當對待情事者；且因身處在社區之中，具有就近

提供關懷與協助的優勢。若能借重專業人員的相關知能，尊重第一線專業人員對

於兒童少年整體受照顧情狀以及照顧者親職教養功能的評估，由社區中的專業人

員初步判斷與釐清是否有不當對待情事，部分案件交由社區資源提供服務，即有

機會避免所有案件皆湧入兒少保護系統。 

但此作為必然會產生爭議，即專業人員具有各自的專業知能與訓練背景，並

非全盤了解兒少保護的核心概念與工作模式，亦不熟悉於社政主管單位受理的兒

少保護案件範疇與評估面向。然而，若兒少權法已將專業人員納入責任通報制度

的範疇內，中央主管機關本來就有責任提供兒少保護基礎訓練課程，讓責任通報

人員對於兒少保護的評估面向、工作程序具有概略圖像，才能有助於專業人員在

與個案、與兒少保護系統工作時有更多的基礎知識。 

三、建構第一級的支持性社區服務資源 

文獻指出目前兒少服務明顯側重於兒少保護服務，三級預防的架構明顯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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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漢儀，1995；黃翠紋、葉菀容，2012），本研究的受訪者也從實務工作中有

著相同的體認，指出社區支持性資源仍屬不足，使得許多案件僅能由兒少保護系

統進行服務。在當前的環境制度下，政府資源反而著重於招募兒少保護社工以嘗

試彌補缺口，努力挽救已發生不當對待事件的兒童少年與家庭成員，進行事件發

生後的補救措施。 

要解決問題的根本，應是將服務往前推進，發展各種社區支持性服務，且擴

大到社政、社福以外的服務資源，以建構真正的社會安全網。例如結合醫療衛生

與保母資源，安排衛教課程指導嬰幼兒照顧的各項知識與技巧，並安排居家關懷

訪視，了解嬰幼兒的健康發展與受照顧狀況，於疫苗接種期間輔以發展評估、親

子互動觀察、照顧狀況等資訊。另外，結合教育、民政等單位，開發課後照顧資

源以提供兒童少年正向學習的處所，另可透過舒壓課程、親職講座等活動，一方

面可以降低照顧者壓力，提供教養上的參考資訊。當前端的支持性資源已逐步建

構，才能夠及早預防兒少虐待的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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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共執行 3 場焦點團體訪談，蒐集到相當豐富的訪談資料，且各場次的

焦點團體的特性也略有差異。本節扣連研究問題，彙整呈現研究者認為於焦點團

體中蒐集到關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與實務經驗的重要議題，即責任通報人員

與兒少保護社工在進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的實務經驗、合作情形、工作困境與相

關因應作為，以及對於責任通報制度的想法。 

 

壹、 各場次焦點團體間於責任通報討論之特質差異 

本研究依據專業人員的身分不同，分別召開 3 場焦點團體進行討論，並且在

訪談大綱上進行些微調整，以更適切於各專業人員於責任通報的相關經驗；可以

發現各場次的焦點團體中分別出現不同的討論氛圍，並存有特質差異。其中因為

主要責任通報人員、兒少保護社工對於兒少權法有較為清楚的認知，因此會更加

重視「法令規定」，而增列責任通報人員則更加注重「人情關係」。另外，隨著專

業人員對於兒少權法、兒少保護系統的熟悉程度，也會有關於責任通報制度與實

務工作模式的不同擔憂，並影響其通報意願。 

一、通報態度與通報情形 

在主要責任通報人員的焦點團體討論中，受訪者多反映需要謹遵守責任通報

之規定，以避免未通報而遭受裁罰、或者發生憾事時會遭事後究責，因此於知悉

疑似有兒少遭受不當對待時皆予以通報，交由社政主管機關判斷是否屬兒少保護

事件，整體通報情形傾向過度通報的現象。在增列責任通報人員的焦點團體討論

中，受訪者則更多的表達會顧慮與家長的工作關係、家長是出於管教而有責打成

傷的狀況，同時也會擔憂對通報人自身有不利後果，因此阻礙其通報意願，出現

低度通報現象。但兒少保護社工在看待責任通報的實務現況時，則會反映認為專

業人員未必先善盡其專業角色中應盡的職務職責，甚至在通報時亦未釐清案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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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以致欲向通報人了解案情資訊時一問三不知，存有卸責通報之態度；此外，

責任通報人員可能因為過度詮釋「違反兒少權法」的狀況，使得許多非屬兒少保

護議題的案件亦遭通報為兒少保護案件。但，從受訪的兒少保護社工分享實務中

針對未依法通報開立裁罰的狀況，仍可以看出低度通報的現象仍舊存在，惟對於

過度通報現象的感知更為明顯。 

二、通報或派案之評估面向 

於通報或派案的評估面向中，各場次焦點團體的討論有同有異，也略可顯見

各場次受訪者對於法令認知、通報職責的擔憂；但也可能因為執行訪談的過程中，

隨著討論議題的差異及氣氛，存有於訪談中未提及的通報或派案評估面向，而無

法於本研究中呈現。 

（一） 受訪者普遍認同應通報或派案的評估面向 

三場焦點團體的受訪者皆認同應通報或派案的評估面向有三，包含非單一偶

發事件、兒童少年死亡、以及照顧者經勸導後並無改善之意願。其中，兒少保護

社工因為工作角色的不同，對於上述的三個評估面向有更細緻想法，例如兒少是

因「非原有的生理疾病而死亡」，以及「照顧者不具有與專業人員合作、改善之

意願」，才會進行派案。 

（二） 通報端普遍認同應通報或派案的評估面向 

包含認為需要排除照顧者出自於管教動機的事件，不予通報，可以看出責任

通報人員可能會衡量致傷的「原因」來進行通報判斷；然兒少保護社工所談及的

派案則偏向「結果」，即無論是否為管教或惡意虐待，只要造就兒童少年有不適

當的傷勢，則應派案調查。另一方面，責任通報人員普遍也會考量過往的經驗，

包含是否受過兒少保護相關訓練與知能、過去與兒少保護系統合作的經驗等，影

響其通報態度。 

（三） 主要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認同應通報或派案的評估面向 

主要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相較於增列責任通報人員，有更多接觸兒

少保護事件的經驗，因此在通報或派案的評估面向上存有相同之處。例如可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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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兒少權法具有較高的感知，因此「違法」成為基本要件；另外也會以外顯傷勢

作為判斷通報與派案與否的重要面向，但兒少保護社工則會在此要件之下，參酌

其他面向綜合進行判斷。而主要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的受訪者也會衡量

兒童少年的自我保護能力、或者是否有第三方的保護機制，以維護兒童少年的人

身安全。 

三、實務困境與因應策略 

（一） 通報事由判斷落差 

本研究受訪的責任通報人員皆反映到兒少權法規定的應通報事由範疇難以

界定，受訪的兒少保護社工也指出現行的通報指引效果有限，連帶影響通報端與

受案端的判斷落差，例如專業人員實際進行通報，然受案的兒少保護社工卻認為

該通報情事非屬兒少權法所規定的通報範疇，並因此出現合作困境。且兒少保護

社工會期待專業人員於第一線應該要先釐清所通報的案情內容，但也有受訪者認

為在與兒少及家庭接觸的時間有限，實際上是困難初步判斷是否屬兒少不當對待

事件等，反而是兒少保護社工的期待過高。 

（二） 難以區辨高風險及兒少保護 

研究結果發現，由於臺灣兒少保護服務的核心定位不清楚，連帶影響二級的

高風險服務與三級的兒少保護服務分工不清，使得責任通報人員皆反映困難區辨

高風險案件與兒少保護事件。受訪的兒少保護社工則據此提出建議，鼓勵專業人

員可從認為兒童少年應獲得的協助或保護程度進行區辨，並於有疑義時先致電諮

詢及討論，減少錯誤通報的現象發生。 

（三） 未依法通報而遭裁罰 

由於主要責任通報人員對於兒少權法的規定有較為清楚的認知，因此相當在

意未依法通報的罰則規定，影響其於知悉疑似有兒少保護事件時及予以通報的態

度。然兒少保護社工於訪談中澄清，大抵上皆相當信賴專業人員的通報判斷，若

有首度發生疑似兒少保護事件卻未予通報的狀況，會先行溝通了解未通報的原由

及本次通報的期待，以進行案件合作；僅有少數經屢次提醒與溝通卻仍未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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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或單位，才會依法開立裁罰，以提升其通報責任之意識。 

（四） 告知個案通報職責 

雖然兒少權法規定通報人員的身分保密，責任通報人員不需告知個案將依法

通報一事，但實務中仍會有不同的做法。無論是主要還是增列責任通報人員，部

分會告知通報職責，一方面為警惕家長不得再有不當對待情狀，另一方面也會考

量要為後續兒少保護服務搭建與個案間的工作關係，而告知通報一事；然增列責

任通報人員相較於主要責任通報人員，仍會較明顯的擔心通報者身分曝光，而有

不利於責任通報人員或單位的負向後果發生，並可能因此阻礙其通報意願。或許

亦顯示增列責任通報人員對於保密規定、對於案件處理原則與程序不夠清楚，或

者從根本的不信任兒少保護系統，而產生此擔憂。 

 

表 5-1-1 各場次焦點團體特質差異 

 主要責任通報人員 增列責任通報人員 兒少保護社工 

通報 

態度 

 顧慮兒少權法中

的通報責任與罰

則規定 

 擔憂未依法通報

遭事後究責 

 知悉疑似即予以

通報 

 顧慮與家長間的

工作關係 

 認同家長的管教

動機 

 擔憂通報後有不

利於通報者/單位

的後果 

 卸責通報行為 

 通報端恐過度詮

釋「違反兒少權

法」之情事 

通報 

情形 
 過度通報  低度通報 

 過度通報多於低

度通報 

通報/ 

派案 

評估 

面向 

 確有違法 

 非管教之家暴事

件 

 非單一偶發事件 

 兒少死亡 

 

 具外顯傷勢 

 

 

 

 非管教之家暴事

件 

 非單一偶發事件 

 兒少死亡 

 

 

 

 

 確有違法 

 

 

 非單一偶發事件 

 非生理疾病因素

死亡 

 具外顯傷勢，且 

 照顧者說法

有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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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各場次焦點團體特質差異（續） 

 主要責任通報人員 增列責任通報人員 兒少保護社工 

通報/ 

派案 

評估 

面向 

 照顧者經勸導仍

未改善 

 缺乏自保能力 

 

 有其他未成年兒

少 

 通報者個人經驗 

 促使兒少保護服

務介入 

 照顧者經勸導仍

未改善 

 

 

 

 

 通報者個人經驗 

 

 

 家庭含有其他風

險因素 

 照顧者無合

作改善意願 

 缺乏自保/保

護機制 

實務 

困境 

與 

因應 

策略 

 難以界定兒少權

法之規定 

 與受案端存有判

斷落差 

 受案端過度期待

通報端判斷兒虐 

 難以界定兒少權

法之規定 

 通報指引發揮效

果有限 

 通報情事未必符

合兒少權法規定 

 通報端未釐清案

情即予以通報 

 困難區辨二三級  困難區辨二三級 
 建議通報前可先

諮詢、討論 

 擔憂未通報受罰  
 信賴通報端之判

斷，鮮少裁罰 

 主動告知個案通

報一事 

 擔憂通報者身分

曝光 
 

註：研究者自訪談資料轉譯整理，其餘資訊可能因為訪談過程中未談及，故無法呈現‧ 

 

貳、 責任通報實務現況與合作經驗 

一、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現象分別顯現 

考量責任通報人員的專業身分不同，在進行責任通報的比例也有明顯差異，

因此於本研究執行階段分別召開 2 場焦點團體，第一場邀請到醫事、社會工作、

教育、警察等具有較高通報比例的專業人員與會，第二場則邀請到教保服務、司

法、村里幹事、與其他執行兒童少年福利業務之專業人員參與討論。在不同場次

的焦點團體訪談中，雖然受訪者普遍知悉專業人員的通報職責，皆以謹慎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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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看待兒少保護案件，但可以明顯發現不同場次的受訪者於通報兒少保護案件

的態度差異。 

（一）究責文化與卸責通報引發過度通報現象 

在第一場的焦點團體訪談中，受訪者普遍採取「知悉疑似即予以通報」的態

度，認為現行的兒少權法規範並未賦予專業人員裁量案件通報與否的空間，並且

更多的談及未通報恐須面臨裁罰或者承擔兒少死亡等後果。這些專業人員可能因

為罰則規定與究責文化所帶來的壓力，反而削弱其釐清案情資訊的意願與動力，

選擇將通報視為單純的法律責任；除了會使模糊不清的個案湧入兒少保護系統之

外，也可能會出現預防性或者卸責式的通報行為，引發過度通報現象。在這樣的

態度背後，可能意味著專業人員將兒少保護工作視為社政主管機關之責，忽視包

含專業人員在內的全體人民皆有提供兒童少年保護、維護兒童少年權利的責任；

使得責任通報制度成為專業人員互踢皮球的理由，降低各專業保護兒童少年的意

識。而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兒少保護的核心價值與信念如何傳達給基層工作者，以

及究責文化如何影響專業人員對於兒少保護案件通報的態度，將會是值得思考與

留意的根本議題。 

（二）兒少保護的認知不足以致低度通報現象 

第二場焦點團體訪談中呈現截然不同的態度，受訪者雖多已知悉兒少保護責

任通報之規定，但不乏有受訪者認為若家長出於管教之故責打成傷，即非屬兒少

不當對待事件；亦頻繁談及擔憂通報人員身分曝光、認為通報之舉將破壞與家長

間的工作關係、可能會使事件再度發生甚至惡化、恐對通報人員自身產生負向後

果或損害等狀況，影響專業人員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意願，出現低度通報現象。

一方面會使得有協助需求的個案無法順利連結服務資源，甚至可能錯失救援兒少

的時機之外，另一方面也顯示專業人員也可能隱藏有認同責打管教的手段、認同

暴力的意識型態，並且以尊重家庭的教養權利作為未依法通報的藉口。而專業人

員在兒少保護相關訓練普遍不足、且欠缺與兒少保護系統合作的實務經驗，即可

能為影響專業人員在兒少權益維護的核心價值信念不足、對於兒少保護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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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陌生的關鍵原因，以致專業人員存有諸多擔憂，阻礙其通報意願。 

二、責任通報人員能發揮通報與保護的雙重功能 

責任通報制度所列的專業人員，大多是在執行其專業角色與職責期間，有接

觸到兒童少年本人、或是疑似兒少保護案件的機會；藉由規範專業人員的通報職

責，除了可以即時引入社政單位的兒少保護服務資源之外，更重要的也是期待專

業人員可以發揮其專業長才與角色功能，提供兒少及時的協助與保護。換言之，

責任通報人員在兒少保護事件上所能發揮的絕不僅止於進行案件通報，更具有共

同提供兒童少年適當保護的能力。 

（一）責任通報人員實具有判斷通報之空間 

在通報責任方面，雖然有部分身為責任通報人員的受訪者會認為礙於強制通

報責任與罰則規定，因而欠缺篩案空間。但事實上，兒少權法僅針對「應通報而

未通報」的狀況予以處罰。倘若第一線的專業人員於現場判斷明確無兒少保護情

事而未予通報，例如接獲報案聽聞有幼兒哭泣聲響，然現場察看並無兒虐跡象、

甚至戶內並無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針對此種狀況當然不需再進行兒少保護事件

通報，也不會有因為未通報而受懲處之情形，實際上也是發揮其初判評估的專業

能力。反而是專業人員未能正確辨識兒少保護事件，未依法通報兒少遭受不當對

待情狀，使有協助需求的兒童少年未能獲得相關資源協助，錯誤篩選案件的狀況

更令人擔心；但此類狀況往往因為未進入到兒少保護的服務系統之中，因此未被

察覺，實務中也鮮少正式開立裁罰。 

（二）專業人員具有共同保護與提供服務之專業能力 

專業人員皆具有其專業養成的歷程，於進入職場後也大多有持續的研習、進

修等在職訓練安排，持續精進其專業知能。從訪談資料中發現，身為責任通報人

員的受訪者除了進行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之外，也會就其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提供兒

童少年與其家庭相關協助，例如提供照顧者情緒支持、陪伴討論教養策略、補強

家庭照顧功能、約制告誡暴力行為等，顯見專業人員絕對具有保護兒童少年之能

力。尤其責任通報制度所涵括的專業人員橫跨於醫療衛生、警政、教育、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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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等領域，等同於社會安全網的概念，透過跨領域的協力合作、發揮各自的專

業特長，除了進行兒少保護事件通報之外，也能於社區中提供多元支持的服務資

源，才能真正提供家庭協助，共同保護兒童少年。 

三、縱向與橫向聯繫皆存有溝通斷層 

（一）跨專業間對於兒少保護的核心價值存有歧異 

整體而言，無論是跨專業的合作協調，或者是各專業領域內的縱向資訊傳遞，

皆存有溝通斷層之情形。最顯見的合作困境即屬責任通報人員對於案件通報的判

斷，與兒少保護社工對於受理案件的評估落差。事實上，位於通報端的專業人員

對於案件通報與否的判斷面向，以及位於受案端的兒少保護社工在受案的評估考

量大同小異，不脫離確認是否有違反兒少權法之情事、對兒童少年所造成的身心

損害、事件發生頻率與次數、兩造關係與權力差異情形、照顧者是否具有改善與

保護兒童少年意願、以及兒童少年本身的自我保護能力等面向。在這些相同的評

估面向下，卻仍存有通報以及派案與否的判斷歧異，一方面是因為法規模糊定義

兒少保護事件、通報指引能夠發揮的實質效果有限，但更重要的仍是因為各個專

業系統之間對於兒少保護概念的認知差異，欠缺清楚完善的溝通所致。 

從訪談資料可以發現，雖然專業人員多可體諒兒少保護工作的沉重負荷，但

責任通報的專業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之間仍會相互抱怨，甚至對彼此產生有濃厚

的不信任之感，影響雙方的合作情形。目前於實務工作中已大量透過個別案件的

討論、個案研討會、網絡聯繫會議、甚至是宣導活動等管道，嘗試拉近通報端與

受案端的距離，但效果仍屬有限。追究根本，可能源自於各專業主管機關在兒少

保護工作的立場所致。 

（二）專業內部傳遞片面資訊與主管機關立場影響基層合作 

受訪者指出，各個專業領域內部雖會透過公文、會議、甚至是專業人員間的

私下交流等管道，獲得有關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的相關資訊；但可能因為訊息傳遞

的不完整、或者以訛傳訛，以致專業人員對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裁罰情形、

甚至是個案服務的策略上有所誤解。尤其若各專業領域的上級主管機關對於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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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工作缺乏正確的認知，將保護性業務全然歸責於社政主管機關，無積極合作

與主動維護兒童少年權益的意願，必然會產生上行下效的負向結果，影響基層專

業人員對於維護兒少權益以及與兒少保護單位的合作意願，除了加深責任通報人

員與兒少保護社工的隔閡之外，最終仍將損及個案權益。 

除了通報端的內部溝通之外，從本次受訪者所在的 3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在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受案上的差異，也可以略見社政單位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斷層。

往往為中央政府頒布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限期配合與改善，但在經費、人力、作

法上開放「因地制宜」的彈性空間，卻也由於各地方的資源落差限制，衍生工作

模式產生歧異，如各地方對於兒少保護地方主管機關的認定不同、受理案件的範

疇與服務分工差異等情形，連帶造成實務工作的困境。 

 

參、 責任通報制度之看法 

一、供給專業人員的教育訓練明顯不足 

從不同專業人員身分受訪者的經驗發現，無論是在專業養成的培訓過程中，

甚至是進入職場後的職前或在職訓練，有關兒少保護概念、責任通報操作等訓練

普遍不足。從受訪者於兒少保護案件的判斷、通報操作等議題的討論，也可以感

受到受訪者大多對於兒少保護的概念僅具有概略的了解，雖能認知到法定通報職

責，但對於暴力本質、兒少權益的維護等核心價值的認知不甚清楚。往往得自力

更生，在工作歷程中實際接觸到有兒童少年疑似遭受不當對待，或者與兒少保護

社工合作的過程中汲取經驗，從中進行學習。 

當兒少權法廣納責任通報人員的範疇，並綁定其通報職責的同時，卻未提供

專業人員應備有的相關背景知識，勢必影響專業人員對於通報職責的認知與執行

情形，以及是否疑似為兒少保護案件的判斷結果。無論是專業人員未能正確認知

到自身在共同維護兒童少年的權益與人身安全的重要性，錯誤理解成兒少保護應

屬社政主管機關的工作職責，而出現卸責式的通報行為；或者未能正確辨別兒童

少年遭受不當對待情狀，無法即時介入提供保護與維護權益之需要，錯失保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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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的重要時機，皆相當令人擔憂。此外，也有可能因為專業人員對於保護兒少與

權益維護的認知差異，影響與兒少保護社工在案件合作上的溝通，於保護性工作

上採取被動的態度，等候兒少保護社工的邀請與協調後才提供協助，不利於跨專

業的合作分工；亦使兒少保護服務僅能停留在三級的事後補救，難以推進到更前

端的預防性工作。 

二、兒少保護與兒童福利的核心定位不清 

當前實務工作有一個持續被討論的困境，即二級的高風險家庭服務與三級的

兒少保護服務分工模糊不清；責任通報人員反應難以清楚辨識高風險案件與兒少

保護案件，而發生通報至錯誤的系統而遭退回通報之情形；兒少保護社工則提出

高風險系統將案情嚴重化，讓許多可以留在更具支持性的社區資源協助的案件到

了更具強制性的兒少保護系統中服務。追溯到更根本的核心價值，應探討我國究

竟是以保護取向提供危機介入的相關服務，或是以發展取向協助滿足兒童少年的

成長階段所需。 

目前臺灣的兒少保護效仿美國的工作模型，以保護性取向為主，針對已發生

不當對待事件的兒少保護個案進行處理，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主責，進

行案件調查、判斷是否進入家庭維繫或家庭重整的後續服務。這樣的工作模型僅

聚焦於兒少虐待事件發生後的介入，相對處理較小眾的保護性個案，僅能避免事

件再度發生。然而政府亦感知到事前預防的重要性，因此將服務往前推進，開辦

高風險家庭服務，協助家庭能夠滿足兒童少年發展階段之需求，避免落入兒少虐

待情事發生；這樣的工作模型存有英國發展性取向的概念，但英國的兒少保護工

作不僅由社政單位承擔，而是結合不同的專業領域共同協力合作。當保護性取向

與發展性取向的工作模式同時在臺灣並存且未妥善整合，即發生當前的高風險與

兒少保護服務系統的分裂，連帶所產生的通報模糊之實務困境。 

當中央政府對兒少保護與兒少福利的概念定位不清，除了影響高風險與兒少

保護系統間的分工模糊之外，也衍生服務資源難以補足的困境。若兒少服務工作

僅由社政單位獨力承擔，則能投入的人力、服務等資源有限，必然僅能關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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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兒少保護服務，困難投入與發展社區中的支持性資源，以達到陪伴與協助提

升家庭照顧功能等工作目標。若政府清楚定位當前服務應採兒少福利之觀點，則

維護兒童少年的各項權益絕不僅為社政主管機關之責，而是需要投入其他跨專業

的資源，包含醫藥衛生、教育、警察、民政等，共同協力合作，才能解決資源不

足之困境，並且從根本預防兒少虐待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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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的研究建議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有關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政策面、

制度面、以及實務工作模式相關的建議。第二部分則針對未來探討兒少保護責任

通報制度相關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入探索的建議。 

 

壹、 責任通報制度相關建議 

一、綁定責任通報人員的兒少保護訓練課程 

各專業領域在兒少保護的核心價值與信念、辨識兒童少年不當對待事件與提

供家庭服務的相關知能、操作責任通報的方式的訓練參差不齊，將影響專業人員

在面對兒少保護案件時的認知與態度，並衍生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的現象、與兒

少保護社工的評估落差、對於服務期待與合作模式溝通的相關困境。 

由於各專業領域多訂有在職訓練的相關規範，建議應綁定訓練課程與內容，

協助專業人員對於兒少保護案件辨識與責任通報流程有更清楚的掌握。在課程內

涵上，可以包含下列面向。 

（一）兒童少年基本權益：協助專業人員對於兒童少年應具有的各項基本權益，

尤其是受保護權的核心概念有所認知。 

（二）兒少權法相關規定：說明兒少權法中，專業人員的通報責任、應配合訪視

調查之義務、相關罰則規定、以及對於責任通報人員的各項保障。 

（三）辨識兒少不當對待案件：包含從傷勢部位、形狀等狀態，以及兒少的情緒、

行為等表現進行觀察，以敏感覺察及辨識疑似兒少保護案件。 

（四）如何進行責任通報：包含如何透過各式通報管道進行通報與實際操作，與

填寫通報表單時應提供的各項資訊等實務內容，以及兒少保護系統於接獲

通報案件後的概略處理流程。 

（五）兒少與家庭服務：協助專業人員了解在其專業角色與職務內容上，可以如

何提供兒童少年與其家庭成員相關協助，以及如何與兒少保護社工協力合

作，以維護兒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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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設計上，可以針對不同的專業人員身分著重於不同面向。例如主要責

任通報人員對於通報操作已具有基本知能，因此可以進一步澄清兒少權法之規定，

避免專業人員因為對法規的錯誤解讀而有過度通報的情形；以及提升專業人員在

提供兒少與家庭相關服務的能力，以共構社會安全網。而針對增列責任通報人員

責可以加強兒少權法的基礎認知，協助專業人員能確實了解通報職責與相關保障，

避免應通報卻未通報而有觸法之虞；以及指導專業人員通報操作方式，協助專業

人員對於兒少保護系統受理責任通報案件後的處理方式有所了解，降低專業人員

因為擔憂而阻礙其通報意願。且可以安排相同於兒少保護社工受訓時邀請的講師、

或者由資深的兒少保護社工提供專業人員訓練，藉以消弭通報端與受案端之間的

溝通斷層情形，使專業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在相同案件的評估能有共通的準則，

共同合作以提供保護。 

二、提升責任通報行政程序順暢度 

受訪者在焦點團體訪談的過程中反映到責任通報過程中的困境，包含難以釐

清案件中的被害人與相對人身分，以致填寫通報資訊遭遇瓶頸；困難區辨高風險

案件與兒少保護案件，因通報至不正確的受案體系而遭要求重新通報；當前的通

報表單類型繁多複雜，以致有錯誤使用表單等狀況。這些實務現象使得責任通報

人員在通報過程中受阻，因而降低其通報意願或者影響與兒少保護社工的合作關

係；也使兒少保護社工需要花費時間成本，進行通報表單的轉換與資訊確認。上

述現象除了透過提供訓練課程，協助責任通報人員具有辨識保護性案件、知悉且

了解如何實際進行案件通報之外，也應提升通報過程中的行政順暢性，避免因為

行政因素而阻礙通報進行。 

（一）單一通報表單且提供標準化格式 

由於當前的通報表單所需填寫的資訊大同小異，建議採用可以一概適用於所

有案件類型的通報表單，避免責任通報人員需要費時選擇表單種類。通報表單上

除了羅列被害人與相對人的基本資訊、兩造關係之外，並於案情描述提供標準化

的既定格式，請責任通報人員填寫當次暴力事件的發生時間、地點、案情經過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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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並將暴力事件發生頻率、過往受暴歷史概述、對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傷害與影

響等項目列為選填，協助責任通報人員可以更清楚了解到在通報時可以提供什麼

樣的資訊，以利兒少保護社工可以更快速的掌握案件狀況。 

（二）統一受案與篩派案窗口 

針對兒少保護案件與高風險案件的分界模糊，連帶產生錯誤通報的情形，除

了中央主管機關應釐清我國兒童少年服務的核心價值，進而引領其他跨專業領域、

基層社政單位具有相同的認知之外，在行政處理程序上也應回歸統一的受案與篩

派案窗口，一律由社政主管機關受理合併後的兒少保護與高風險案件，再進行內

部評估與分派案件至各社政服務體系；而非由責任通報人員承擔社政機關的內部

分工之責，造成責任通報人員需要進行無謂的重新通報程序。目前衛生福利部已

有意規畫統一篩派案中心，確實與當前實務領域的需求相符；然也期待能進一步

建構完整清楚的案件處理流程與分流指標，並監督地方主管機關能落實執行。 

三、降低過度通報現象發生的可能性 

受訪者反映實務工作中的負向合作經驗，如責任通報人員在未釐清案件實際

的兒少保護疑慮即予以通報、在現場已判斷無兒少保護疑慮甚至無兒童少年存在，

但仍進行通報、對兒少保護服務系統有錯誤或者過高的期待，藉由通報引入資源、

重複通報相同事件、或者是認為在通報後已盡專業人員之責，無意願進一步提供

案件資訊或者討論案件狀況等。這些狀況有可能源自於錯誤理解兒少權法與責任

通報規定，可能是因為對於辨識兒少保護事件的知能不足，但也可能是在究責文

化的影響下而出現的卸責式通報行為；一方面使通報端與受案端產生合作困境，

另一方面也會出現過度通報的現象，連帶造成兒少保護工作的相關困境。 

（一）將具體客觀的通報決策指引成為必經程序 

要解決這樣的現象，除了前述的綁定責任通報人員進行兒少保護基礎訓練，

以協助責任通報人員對於兒少權法中的責任通報規定、兒少保護案件的辨識、通

報資訊提供有更清楚的掌握程度之外；也建議將當前的兒少保護通報決策指引成

為通報必經的程序，並且提供操作型定義、可具體測量的選填說明，一併於通報

 



151 

頁面上進行呈現，以儘可能提供客觀的判斷準則，提升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的

精準度。 

（二）免於重複通報的例外規定 

實務工作中仍有不同專業人通報相同案件，然而通報是為了令主管機關知悉

有兒童少年與其家庭需要協助，重複通報的實質效益有限，反而浪費專業人員與

兒少保護社工的行政處理時間。因此，建議制定不需重複通報的例外規定，例如

由第一知悉兒童少年遭受不當對待情事的專業人員進行通報，或者經查該案已有

社政主管機關在案服務，則以電話知會主責社工適時修正對於案件的評估與處遇

方向，降低行政成本。 

（三）強化全民皆具維護兒少權益之責的概念 

專業人員可能低估自己在提供兒童少年與其家庭相關服務的能力，認為兒少

保護工作之責在於社政，或者在究責文化的影響下出現卸責通報現象。但事實上，

兒少保護工作的核心價值是兒少基本的生存權與發展權應獲得保障，且屬全民之

責，因此包含專業人員在內皆應該要投入兒少權益維護的工作，不單僅進行基本

的通報職責，而是更應該要在自身的專業職責之中，陪伴與協助家庭成員能夠妥

適照顧未成年的兒童少年，並且提供各項服務，以避免兒童少年落入遭受不當對

待的風險之中。建議各專業的上級主管機關皆應首先成為楷模，清楚理解與認知

到此核心價值信念，才能夠進一步透過政策制度的規定、專業養成與在職訓練的

過程中，培養基層專業人員也具有相同的認知。 

 

貳、 未來研究建議 

一、增加通報端與受案端的討論交流 

本研究設計依照受訪者的專業身分不同，分別召開 3 場焦點團體進行訪談，

並由研究者將已蒐集得的訪談資料，延續至不同場次的焦點團體中討論。然而這

樣的訪談模式也使得通報端與受案端的受訪者無法直接進行對話，激盪出更多的

想法與交流。因此，建議後續進行有關責任通報主題的研究，仍可以邀請責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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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於同一場次進行訪談，藉以引發更豐富的討論與資料蒐集。 

二、探索統一篩派案中心的運作模式 

在當前的實務工作中，確實有統一受理兒少保護案件與高風險案件的實務需

求，避免因為二三級服務的分工模糊而衍生爭議。雖已耳聞衛生福利部有意規劃

統一篩派案中心，然而運作模式、案件處理流程、篩派案評估指標等訊息皆尚未

明朗，因而於本研究中所能探索的程度有限。建議後續有正式公開之訊息，甚至

在篩派案中心或實質程序已正式開始運作後，可初步探索其實務運作模式，了解

於中心成立後對於兒少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制度與相關服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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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於研究方法的設計、受訪者背景資訊的蒐集、訪談內容的討論等方面

存有部分限制，使得本研究成果的呈現仍有所不足，以下說明之。 

一、通報端與受案端間的對話交流不足 

考量同時訪談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恐影響受訪者於訪談中的揭露

程度，因此仍依專業人員身分差異分別召開焦點團體，由研究者將相關的議題延

續至不同場次的焦點團體，藉以引發對話與交流。然而，此作法僅能由研究者單

向轉述資訊，且避免過度干擾焦點團體訪談的進行，也僅轉達概略的資訊，以刺

激討論。隨著焦點團體訪談逐一完成，已累加更為豐富的訪談資料，但卻無法回

朔至已完成的焦點團體訪談中進行討論，因此難以探知不同場次的受訪者之間是

否在同一議題上具有共鳴、或者持不同的意見與想法；其中尤其欠缺專業人員與

兒少保護社工間的對話契機，也使得在通報端與受案端的合作經驗之討論較為薄

弱。 

二、未探知受訪者參與研究之動機 

本研究主要透過研究者的私人社交網絡、BBS 電子佈告欄系統、以及廣發電

子郵件等管道，順利邀請到各類身分的專業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參與訪談。然而

在聯繫研究對象與執行焦點團體訪談的過程中，均未探知受訪者參與本研究的動

機，無法了解是因為對兒少保護工作具有熱忱且樂於分享、對於現行的責任通報

制度有想法欲進行傳達、或者礙於人情壓力而應邀受訪。然而在訪談過程中也發

現，隨著受訪者邀請管道、應邀參與研究動機的不同，在焦點團體訪談的投入談

論程度、對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與實務經驗的想法也有所差異；上述資訊的缺乏

使得本研究成果的呈現仍有所不足，成為本研究限制之一。 

三、統一篩派案中心相關資訊不足以致討論受限 

本研究執行過程中，實務界持續流傳中央政府將規劃統一篩派案中心，統一

受理兒少保護案件與高風險案件後，再進行案件分流與分派；此制度變動勢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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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兒少保護責任通報與受理案件的行政程序造成影響，亦可能可以處理受訪者在

焦點團體討論中，頻繁談及的二三級服務系統分界不清的議題。但由於進行焦點

團體訪談時，有關統一篩派案中心的資訊仍未臻明確且公開，成立期程、運作方

式、對實務工作模式與程序所帶來的影響等皆為未知數，使得受訪者在此議題的

談論程度有限，無法更加深入且全面的進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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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反思 

研究者本身即為重要的研究工具，在研究設計、執行、到成果呈現的過程中，

不斷透過自我反思與對話交流，思索與激盪關於責任通報制度、兒少保護工作、

甚至是兒童少年福利與權益維護的內涵與核心價值。本節將呈現研究者在歷程中

的反思，藉以提供未來執行類似主題的研究者做為參考。 

一、期待探索卻時機未到的研究主題 

由於研究者過往擔任兒少保護社工的工作經驗，對於兒少保護案件量大幅成

長，連帶造成相關工作負荷，也驚覺我國社會對於兒少保護觀念的轉變、兒少服

務系統的失衡現象，因此期待回到源頭進行探討，並以「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

的過度通報現象」為題。然而在口試委員的提醒之下，才意識到在當前的實務工

作中並無所謂的「過度通報」現象產生，所有的責任通報人員確實是依兒少權法

的規定，於知悉疑似有兒童少年遭受法定的通報事由時予以通報，再由兒少保護

社工進行案件調查，一切依法行政；所謂的過度，是研究者站在兒少保護社工的

立場，主觀認定有太多不需進入三級服務系統的案件湧入所致。當前的兒少保護

責任通報或許有過度通報現象，也或許存有低度通報之情形，然而在當前的法律

規範之下，實不應未審先定罪，果斷認定當前實務僅存有過度通報之情形發生，

因而改由探索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的案件評估與合作情形；於執行本研

究的過程中，也確實發覺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在不同場次的焦點團體訪談中分別

顯現。在研究完成後，回頭檢視原定的研究主題，也確實意識到尚未達到可探索

過度通報或低度通報現象的時機。或許本研究之結論可以成為未來探索過度通報

與低度通報現象的基石，也於兒少權法有所修訂、或者於案件通報指引成為可明

確測量的計量指標後，才有機會探索過度通報與低度通報之議題。 

二、跨出同溫層的受訪者邀請 

在研究對象的邀請上，由於期待能增加訪談資料的豐富度，因此設定邀請不

同專業身分的責任通報人員擔任受訪者，並且盡可能嘗試觸及到責任通報制度所

 



156 

列的各類專業人員。然而這樣的研究對象設定也使得邀請受訪者的過程中相當辛

苦，研究者除了仰賴親友人脈、社群網站嘗試進行研究對象的連結與邀約之外，

也曾嘗試邀請在工作時所接觸到符合受訪者條件的專業人員、以及逐一信件拜訪

村里幹事，以發掘可能有參與研究意願的受訪者，然所獲仍屬有限。此外，在邀

請兒少保護社工的過程也遭遇未預期的困難，如因為人力流動快速以致符合受訪

者條件的兒少保護社工有限、由於組織編制等因素使受訪者身分可能遭辨識、以

及單位規定與行政程序要求而須向機關申請研究執行等。這些因素除了影響受訪

者邀請的順暢度之外，也影響在訪談資料蒐集上可能有所保留，以及不利於受訪

者身分保密；研究者必須在邀請的過程中有大量的溝通協調，甚至在訪談對象間

進行取捨，以平衡研究執行與受訪者的權益。 

三、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的不易 

在質性研究中，除了訪談大綱之外，研究者本身即為重要的研究工具。尤其

本研究採取詮釋現象學，對於如何詮釋訪談資料背後所隱含的社會現象，更是重

要但是辛苦的過程。必須重重拆解字句，看透受訪者身處的體制如何灌輸與傳達

兒少保護工作的價值信念，進而在受訪者執行責任通報的過程中、在焦點團體的

訪談中具體浮現。若研究者自身未予深究思索、欠缺指導教授的提點，恐怕僅能

停留在表面的資訊，所獲有限。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詮釋的過程中也必然參雜主

觀意識，研究者本人對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的想法、對於兒少保護與兒少福

利的概念解讀、以及對於現行的跨專業網絡合作之想法終將影響研究成果的呈現。

尤其研究者在設計研究前身為兒少保護社工，然而執行研究期間則於高風險單位

任職。隨著不同的職務身分轉換，在看待與思考兒少保護制度與受理案件範疇、

高風險與兒少保護服務系統間的分工與合作等議題也隨之變化。如何適度的回歸

到研究者的身分，擺脫無論是兒少保護社工或高風險社工的立場，進行中立客觀

的研究成果呈現仍是相當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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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附錄 

附錄一  研究邀請信函 

敬啟者，您好： 

我是目前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碩士班學生，於本所

游美貴教授的指導之下，正在進行「兒少保護服務責任通報情形之研究：以責任

通報人員和兒少保護社工觀點為例」之研究。研究者曾於某直轄市政府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擔任兒少保護社工，發現臺灣兒少保護案件通報量明顯增長，

可能顯示兒少保護觀念逐漸轉變，亦影響兒少保護制度失衡，造成兒少保護實務

工作中的相關困境。因此，期待藉由了解第一線專業人員在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

及受案經驗，以檢視兒少保護的責任通報制度，作為未來在政策面與實務面之修

正參考。 

 

一、 研究對象：徵求符合以下任一條件的受訪者參與。 

1. 目前身分屬兒少權法第 53 條所列的醫事、社會工作、教育、警察等專業人

員，於最近一年內曾有通報兒少保護案件之經驗。 

2. 目前身分屬兒少權法第 53 條所列的保育、教保服務、司法、移民業務、戶

政、村里幹事、與其他執行兒童少年福利業務之專業人員。 

3. 目前任職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從事兒少保護社

會工作服務之社會工作者或督導，所負責之業務內容須包含兒少保護責任通

報案件之受案評估，且兒少保護服務年資滿 2 年以上。 

 

二、 研究方法：採焦點團體訪談法。 

1. 方式與主題：預計邀請符合相同條件的專業人員進行焦點團體訪談，預計每

場次邀請 4 位至 6 位不等的專業人員，共同分享在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受

案與合作經驗，所遭遇的實務困境與因應作為，以及對於責任通報制度之想

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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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1.5 至 2.5 個小時不等。 

3. 報酬：針對出席者將提供 200 元禮卷以聊表謝意。 

 

若您對本研究感到有興趣或者有任何疑問者，都歡迎與我聯繫進行了解與討

論；若有其他推薦參與本研究的人選，也請您協助提供相關資訊。您的寶貴經驗

與意見對本研究而言相當重要，誠摯地邀請您一同參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游美貴 教授 

研究生：張家蒔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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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焦點團體訪談法訪談議程與大綱 

【主要責任通報人員場次】 

一、 研究名稱：兒少保護服務責任通報情形之研究：以責任通報人員和兒少保護

社工觀點為例 

二、 指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游美貴 教授 

三、 研究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張家蒔 研究生 

四、 會議時間：106 年 3 月 28 日 19：00~21：00 

五、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SW502 會議室 

六、 會議議程暨討論大綱： 

（一） 研究介紹與相關權益說明 

（二） 與會成員自我介紹 

1. 姓名 

2. 工作領域與職稱 

3.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經驗概述 

（三） 議題討論與交流分享 

1. 任職單位對於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之規範與相關教育訓練，請討論。 

2.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意向與相關考量，請討論。 

3.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通報兒少保護案件上

之合作經驗，請討論。 

4.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之實務困境與相關因應作為，請討論。 

5. 對於臺灣現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之想法與建議，請討論。 

（四） 結論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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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焦點團體訪談法訪談議程與大綱 

【增列責任通報人員場次】 

一、 研究名稱：兒少保護服務責任通報情形之研究：以責任通報人員和兒少保護

社工觀點為例 

二、 指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游美貴 教授 

三、 研究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張家蒔 研究生 

四、 會議時間：106 年 5 月 13 日 14：00~16：00 

五、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SW502 會議室 

六、 會議議程暨討論大綱： 

（一） 研究介紹與相關權益說明 

（二） 與會成員自我介紹 

1. 姓名 

2. 工作領域與職稱 

3.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經驗概述 

（三） 議題討論與交流分享 

1. 任職單位對於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之規範與相關教育訓練，請討論。 

2.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及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之

合作經驗，請討論。 

3. 兒少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可能遭遇之困境與相關因應作為，請討論。 

4. 有關增列為兒少保護案件責任通報人員之想法，請討論。 

5. 對於臺灣現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之想法與建議，請討論。 

（四） 結論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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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焦點團體訪談法訪談議程與大綱 

【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場次】 

一、 研究名稱：兒少保護服務責任通報情形之研究：以責任通報人員和兒少保護

社工觀點為例 

二、 指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游美貴 教授 

三、 研究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張家蒔 研究生 

四、 會議時間：106 年 7 月 14 日 19：00~21：00 

五、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SW502 會議室 

六、 會議議程暨討論大綱： 

（一） 研究介紹與相關權益說明 

（二） 與會成員自我介紹 

1. 姓名與職稱 

2. 職務內容概述 

（三） 議題討論與交流分享 

1. 任職單位於受理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之流程，請討論。 

2.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受案評估與相關考量，請討論。 

3. 與專業人員於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上之合作經驗，請討論。 

4. 受理兒少保護責任通報案件之實務困境與相關因應作為，請討論。 

5. 對於臺灣現行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之想法與建議，請討論。 

（四） 結論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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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焦點團體訪談法研究參與同意書 

敬啟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參與「兒少保護服務責任通報情形之研究：以責任通報人員和兒

少保護社工觀點為例」之研究。研究者是目前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

學研究所的碩士班學生，於本所游美貴教授的指導下進行此學位論文研究。由於

研究者曾於某直轄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擔任兒少保護社工，發現臺

灣兒少保護案件通報量明顯增長，可能顯示兒少保護觀念逐漸轉變，亦影響兒少

保護制度失衡，造成兒少保護實務工作中的相關困境。因此，期待藉由了解第一

線專業人員在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及受案經驗，以檢視兒少保護的責任通報制度，

作為未來在政策面與實務面之修正參考。 

 

本研究將採取焦點團體訪談法，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將一同進行面對面的交

流與分享，共同討論有關兒少保護責任通報的實務經驗與對於制度之想法，訪談

時間約 1.5 至 2.5 個小時不等。您的寶貴意見對本研究來說相當重要，非常感謝

您的參與。在此，除了再次確認您參與焦點團體的意願之外，以下事項攸關您的

權益，請仔細閱讀： 

1. 訪談過程中將全程錄音，研究者後續會將其轉譯為逐字稿，於您檢閱、確認

內容符合您的原意之後，始作為本研究資料分析處理之用途，並會適度於本

學位論文中進行引文使用。 

2. 訪談的過程中，您可以自由決定您欲分享的經驗或看法；此外，若您感覺有

任何的不舒服或其他考量因素，可以隨時向研究者反映，暫停訪談甚至中途

退出研究。 

3. 為了保障您的隱私權，您所提供的個人資訊在研究成果呈現上將會匿名處理，

訪談過程中若有提及可能足以辨識您的身分的資料，研究者也會適度的隱匿，

以避免您的身分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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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所提供的所有資料僅作為本研究所用，在未經過您的同意之前，研究者絕

不會外洩您的個人隱私資訊。 

 

若您有任何的疑慮或者想法，皆歡迎您隨時提出與研究者進行討論。若您同

意上述內容，並已確認沒有其他的疑問或不清楚之處，請於下方簽署，代表您已

清楚了解參與本研究所具有的權益，並且擔任本研究的受訪者。本研究參與同意

書為一式 2 份，於簽署後將會由您與研究者各持一份留存。最後，再次感謝您的

參與以及寶貴意見分享。 

 

 

研究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生 張家蒔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受訪者：                  （簽名）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