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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實務介入與處遇之探討 

趙國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摘要 

    國內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透過保護令的聲請對於家庭暴力受暴者的保

護、施暴者的約束雖已較以往改善許多，然而對於施暴情形嚴重的相對人或是具

有高度危險因素的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仍無法完全透過法律的約束保障受暴者

的人身安全。在參考英國 Cardiff市的 Multi-Agency Risk Assessment Conference

（MARAC）後，我國將親密關係暴力危險分級制度，以及跨機構網絡評估與合作

引進，以｢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做為服務模式，提供親密關係暴力高危

險程度案主相關服務。回顧國內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相關文獻，多聚

焦探討危險分級量表的施測，以及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對於網絡單位之

影響。本研究欲聚焦於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社會工作者的處遇與網

絡單位合作間的介入，探討社會工作者服務高危險案件的樣貌，包含：高危險案

件整個服務過程的脈絡、評估並與案主建立關係、與防治網絡合作介入。 

    研究透過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以半結構的訪談大綱訪談包含台北市與新

竹縣共 11 位提供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服務之社會工作者。研究發現，在服

務高危險案件時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判斷，仍為評估親密關係暴力案主危險程度的

主要依據。而在處遇的過程中，社會工作者面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與

案主自決的矛盾與衝突，而社會工作者也在實務中因應出不同的處理方式。而在

防護網絡行動中，仍以警政單位與社政單位的兩方互動為主要的網絡合作，透過

網絡會議中擬定之介入策略提供服務。 

    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所涉及的議題廣泛，有賴網絡單位積極介入才能更

全面性提供案件處遇與介入。而現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對於衛政



 

 

單位提供藥酒癮、精神疾病類型案件介入仍有相當的需求，因此本研究建議應於

社區中建立藥酒癮、疑似精神疾病通報機制，提升衛政單位在高危險案件的介入

參與層面。並透過建立警政單位在高危險案件上之責任歸屬，提升員警約制告誡

之品質。 

 

關鍵字：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家庭暴力、社會工作處遇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Interventions with High-Risk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Chao, Kuo-Yu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the rights of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passed, the violence of some very high-danger 

batterers still cannot be restrained by the law. The experts in Taiwan brought the 

“Multi-Agency Risk Assessment Conferences (MARACs)” into practice attempts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very high-risk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which includes the risk 

assessments and multi-agency conferences two key elements. The literature reviews 

finds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f MARACs all focus on the implements of danger 

assessm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MARACs.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s of very high-risk domestic violence,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MARACs, the danger assessments of social workers, and the strategies of MARACs. 

    This qualitative study uses semi-constructed interview guide to interview 11 

social workers who work in Taipei City and Hisnchu Coun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assessments still depend o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social workers. There 

is always paradox of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clients and MARACs in the 

intervention process. Only the police and social service system attend MARACs and 

implement the strategies more effectively. 

    The very high-risk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involv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issues, 

and it depends on each agency to attend MARACs and implement the strategies 

active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effective role of Health Department in MARACs, 

and the cases always involve the issues of alcohol and drug addiction or psychiatry. 

The study suggests Health Department to set up the notification systems in 



 

 

communities to increase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Health Department in MARACs. 

Besides, the police could build up the cas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olice officer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the warning to batterers. 

 

Key words: Multi-Agency Risk Assessment Conferences, Domestic Violence,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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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回顧台灣家庭暴力的發展歷史，總會提到鄧如雯殺夫案等幾樁伴隨著許多家庭

暴力受暴者血淚的社會案件。這些社會案件中無論是家庭暴力受暴者遭施暴者殺害，

還是在不堪受暴下將施暴者殺害，都不會是身為家庭暴力第一線社工所樂見的情形。

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簡稱「家防會」）之統計數據資料顯

示，國內每年之家庭暴力案件通報量逐年升高，而親密關係暴力案件又為總家庭暴

力案件之最大宗，顯示親密關係暴力其問題的頻繁與嚴重性。國內學者針對地方法

院與親密關係暴力間有關的殺人既遂與未遂之判決書之研究也指出，2000 年至今

十餘年間之親密關係暴力殺人案件便高達 253 件（馬宗潔、陳俐蓉，2011）。在數

字的驗證下顯示了家庭暴力案件是很有可能致命之危險暴力情境，而這樣的暴力行

為其再犯率也被證明是相當高（潘淑滿，2003a）。 

    在婦女團體的遊說與努力下，1998 年台灣於亞洲首創家庭暴力防治法。透過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規範與相關服務的開展，家庭暴力從過去私領域走入公領域，家

庭暴力受暴者透過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規範，藉由保護令的聲請連結相關的資源網絡

並獲得必要的保護，施暴者的暴力行為也在法律的規範下為被禁止的違法行為。是

為對於家庭暴力的防治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家庭暴力受暴者的安全與女性權益更

較以往有所保障。 

    然而回歸實際層面，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通過、保護令制度的實施仍無法對於所

有家庭暴力受暴者提供完整的保護。受暴者本身對於施暴者的情感依附，致使不在

少數的家庭暴力受暴者經常在暴力事件發生後仍回到暴力關係中，持續與施暴者一

起生活（潘淑滿，2007）。此外即便是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通過、保護令的聲請與

核發，這樣的法律規範對於某些家庭暴力施暴者約束力仍十分有限。國外內研究皆

指出即便在保護令核發後，仍約有四成的受暴者面臨施暴者違反保護令的情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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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成的受暴者在保護令核發後仍持續遭受相對人肢體暴力（阮祺文、梁鳳玲、伍

福生、秦紀椿、郭廷輝、黃茂穗，2004；王珮玲，2010a；馬宗潔等人，2011）。國

內學者研究我國自 1990 年至今之 253 件親密關係暴力殺人既遂與未遂案件中，也

發現其中已獲核發保護令之案件更佔了約五分之一（馬宗潔等人，2011）。由此見

得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對於家庭暴力受暴者的保護、施暴者的約束雖已較以往

改善許多，保護令的聲請與核發確實能約束部份家庭暴力施暴者的暴力行為，然而

對於施暴情形嚴重的相對人或是具有高度危險因素的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單單憑

藉保護令的保護效果仍無法完整確保受暴者的人身安全。 

    研究所期間曾於家庭暴力防治委外單位後續追蹤通報單，在電話追蹤通報單的

過程總是聆聽家庭暴力受暴者闡述其受暴經歷，很難想像這些家庭暴力受暴者究竟

是怎麼度過這些在我們認為本應該是安全的｢家｣裡的日子。而在很多次追蹤通報的

會談電話中，家庭暴力受暴者的危險性顯而易見。然而當要與受暴者討論她的安全

情形與計畫時，不少的家庭暴力受暴者在情感依附或經濟、住所或孩子等其他因素

的考量下，總是拒絕接受服務｢他只有喝完酒才會這樣子，我下次小心一點就好了｣、

｢小孩還小，我有時想想雖然生氣，但還是要顧到讓孩子有個完整的家｣。一位家庭

暴力受暴者的保護社工，除了僅能在電話那頭竭盡全力把握案主還願意聆聽的時間，

告訴案主相關的服務資源與討論安全計畫外，當家庭暴力受暴者不願意離開暴力關

係，或不願意聲請保護令時，尤其在家庭暴力受暴者保護工作強調尊重受暴者的自

由意識下，社會工作者除了不斷的苦勸、不定期的打電話了解受暴者的情形外，能

做得真的很有限。也讓我感到疑惑，當一位家庭暴力受暴者身處於暴力情境中，也

不願意做任何努力時，身為一位家庭暴力受暴者保護社工究竟應採取什麼樣的處遇

策略與案主一起工作。而追蹤通報的這段時間更觀察到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社工間的

一個普遍現象，當新聞媒體的報導中出現親密關係暴力致死或家庭暴力致死之新聞

時，實務工作者經常十分焦慮的第一個反應就先找新聞事件的發生地，直到確認不

是自己的個案才能鬆一口氣。這樣的脈絡看起來是十分無力且消極的，但卻是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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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暴力受暴者保護社工最真實的寫照。從事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服務之社會工作

者宛如是受暴者的救生艇一般，隨時揹負著案主人身安全的壓力。而在一次當我接

獲過去追蹤之案主的死訊時，也不禁思考，當必須尊重案主的自由意識又必須對案

主人身安全負責的情境，若發生在高危險案件個案時，社會工作者應如何掌握案主

的人身安全？又應如何針對案主的危機或問題擬定處遇計畫，並設定處遇的目標，

並在處遇過程中不斷評估案主的危機？ 

    實際上，家庭暴力防治以網絡概念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服務之模式，於

1998 年家庭暴力防治法頒布時，即確立了以各縣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為主管單位

統籌與家庭暴力防治有關之警政、司法、教育與衛生醫療等相關單位網絡，共同提

供家庭暴力被害人與施暴者服務。藉由各單位不同的專業背景與職權，將案主的需

求及問題進行整合後分工，由各單位提出評估並提供後續相關處遇與介入，將案主

所能得到的服務範圍擴展到最大。而這樣以網絡合作作為評估、處遇家庭暴力案主

的服務方式，在針對具有高度人身安全議題危險的案件更是不可缺少的一種服務概

念。 

    2004 年學者針對 1999 年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以後，裁定保護令中加害人處遇

計畫過低、包含緊急保護令在內之所有保護令的核發速度緩慢、社會工作者與警察

對於家庭暴力案件處遇與評估未有完整實行策略等家庭暴力實務情形，將國外家庭

暴力危險分級概念引進，將衝突策略量表（Conflict Tactics Scale）（簡稱「CT 量表」）

與 Campbell 發展之危險評估量表（Danger Assessment Scale）（「簡稱「DA 量表」）

經由研究後修正納入使用，率先在嘉義縣市、基隆市及宜蘭縣進行試辦（林明傑等

人，2005）。強調在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第一線工作人員與案主接觸時，便以量表的

方式了解家庭暴力受暴者的危險程度，將家庭暴力案件危險性以等級做區分，測量

分數高於一定標準即為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藉此提升實務工作者對於家庭暴力案

件危險性的敏感度，並針對不同危險程度之家庭暴力案件提供不同深度的處遇服務。

後在家防會參訪英國 Cardiff 市後將與危險分級概念結合之跨單位危險評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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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Agency Risk Assessment Conference, MARAC）於國內進行推展，針對家庭暴

力高危險案件結合相關單位，定期由跨單位網絡成員共同開會針對高度人身安全危

險的受暴個案，多方面評估與瞭解受暴者的危險情形，擬定執行策略。 

    研究所時於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保護服務機構實習，實習期間曾多次參與｢家

庭暴力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會議中經常看到許多駭人聽聞的家庭暴力高危險案

件。為了保護高危險案件受暴者的人身安全並約束相對人的暴力行為，社會工作者

經常必須耗費更大的心力與網絡間討論處遇策略，不斷調整對於受暴者各個環節的

處遇計畫並與網絡間達到密切的配合，而這種工作模式更是有別於一般家庭暴力案

件。在面對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社會工作者經常也必須依案件的獨特性或個案之

特殊性來擬定不同的處遇目標與計畫，社會工作者隨時要跳出既有的框架思考可行

的服務策略，而這樣的工作模式是很不一樣的。例如當家庭暴力高危險性案件中相

對人患有精神疾病，不受法律規範或員警約制行為的約束時，社會工作者如何突破

現行的服務模式改善暴力情境。又或者當相對人是警察身分時，社會工作者要如何

利用其敏感度協調溝通網絡間的約制行為，並使網絡能使家庭暴力受暴者能在安全

的情境下執行處遇計畫。這些實務工作者如何在複雜的案件情節與網絡情境交織下，

來進行其一連串處遇有待進一步深入了解。 

    在國內家庭暴力防治體系開始針對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有了有別於以往的服

務與處遇後，實務工作者似乎仍是備感壓力。而目前國內陸續針對家庭暴力高危險

案件進行相關研究，現階段與高危險案件有關之研究多聚焦探討家庭暴力危險評估

量表運用與其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之影響，以及｢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

（名稱依各縣市有所不同，以下統稱｢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實施成效

與影響。 

    林明禛（2008）透過參與觀察、座談會、教育訓練及文件分析等方法針對宜蘭

北區參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第一線警政、醫療及社政人員進行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家庭暴力危險分級制度的實施，確實能提升防治網絡成員在區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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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受暴者安全時的危機敏感度，此外也能強化防治網絡成員發展家庭暴力受暴者

安全保護措施，甚至將服務層次擴及引發致命危險之家庭暴力加害人。 

    吳啟安（2009）研究雲林縣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評估方案執行成效，

也發現隨著高危險個案跨機構網絡評估會議的進行，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成員對於｢

高致命危險｣的認知能更為清楚與聚焦。此外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單位透過跨機構網

絡評估會議溝通與連結，對於家庭暴力案件的防治工作不再是片段與分開的。 

    魏淑萍與林明傑（2009）針對參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試辦方案｣

的家暴防治官與家暴業務承辦人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多數的警察人員認為此種模式

的方案運作確實能使家庭暴力案件處理流程更加順暢，並能促進防治網絡間的聯繫。

但對於此種服務方案是否能防止加害人再犯與適時提供被害人需要之保護措施，仍

未完全達到此方案之預期。 

    王珮玲（2009）針對 9 位曾參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試辦方案之警政

及社政人員對於其危險評估經驗進行訪談，研究指出危險評估量表雖能呈現危險程

度，然而以 DA 量表進行評估在實務上仍遭遇困難，如：實務工作者訓練不足導致

量表品質不穩定、量表題義模糊在某些情況下難以回答、量表分數無法真正代表受

暴者的危險情境等，而受暴者對於分數的填答也容易依其情緒與情境而有所差異，

或有目的性的表達危險感受。但也指出透過危險評估工具的運用確實能協助實務工

作者蒐集相關資訊，透過危險評估工具做為防治網絡間溝通的平台或是與案主工作

的切入點。而跨機構危險評估會議的施行有利於危險評估的進行，藉由會議對於家

庭暴力案件達到較全面的了解與分工。 

    總觀與高危險案件有關之研究結果，顯示目前以家庭暴力危險分級為服務模式

提供處遇與介入，研究結果肯定以危險分級模式提供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服務，有

助於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對於危險辨認的能力有所提升。另外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成員

也大都肯定此種服務性亦更流暢。然目前研究結果尚未能明確指出此種服務模式是

否能完全對於加害人的暴力行為達到約束並妥善提供受暴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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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目前針對高危險案件相關研究所呈現的服務架構下，社會工作者身為家庭

暴力防治網中唯一專責協助處理家庭暴力受暴者的網絡成員，針對高危險案件究竟

整個服務過程的脈絡為何？社會工作者如何與高危險案件案主建立關係並進行評

估？而又必須採取什麼樣的策略與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及案主一起工作？在處遇可

能具有特殊議題或危險因子的高危險案件受暴者時，社會工作者該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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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在家庭暴力議題又牽涉到高度人身安全時，家庭暴力防治體系如何提供家庭暴

力案件中受暴者服務，便成為保障受暴者安全很關鍵的要素。而社會工作者在家庭

暴力防治體系中又是主責家庭暴力受暴者服務的核心，藉由家庭暴力受暴者保護服

務社工對於處遇介入高危險案件的經驗陳述，能了解目前對於高危險案件服務的樣

貌，並藉此呈現整個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對於高危險案件的服務情形。透過真實情境

的描繪，有助於實務工作者深入了解目前處遇與介入高危險案件之服務模式，對於

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之實務工作策略能有所參考。期待對於尚未以此服務模式提供

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服務之區域，能以社會工作者實務工作經驗之呈現對於危險分

級與安全防護網絡之處遇與介入模式進行未來規劃時之考量。 

    本研究期待能深入了解社會工作者在面對高危險案件時，完整的處遇與介入經

驗。如何透過社會工作專業知能與案主建立專業關係，透過對於危險評估與跨專業

網絡會議等服務內涵提供案主處遇與介入，達到保護案主人身安全的目標。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以下幾項： 

一、 呈現家庭暴力保護社工對高危險案件受暴者之處遇與介入。 

透過本研究蒐集家庭暴力受暴者保護社工在處遇介入高危險案件時之經驗，家

庭暴力受暴者保護社工如何從接案後與案主開始工作，到後續如何克服實務上的困

難透過專業工作過程協助案主處理危機情境。呈現出高危險案件受暴者處遇與介入

模式與一般家庭暴力案件受暴者服務間之差異，與高危險案件處遇與介入。 

二、 探討家庭暴力保護社工與跨單位網絡間針對高危險案件之合作樣貌。 

透過家庭暴力保護社工的主觀經驗與陳述，了解社會工作如何透過家庭暴力防

治網絡的合作，對於高危險案件的處遇與協助策略進行協調與溝通，並探討家庭暴

力防治網絡如何在以受暴者人身安全為考量下進行合作的網絡防護行動。 

三、 檢視家庭暴力保護社工於家庭暴力危險評估與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下之服務經

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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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家庭暴力受暴者保護社工在｢家庭暴力危險分級｣與｢家庭暴力網絡安全防

護｣的服務模式下，對於此種服務模式本身與實務處遇與執行之經驗，對於家庭暴

力高危險案件服務之詮釋與反思，呈現第一線社會工作者對於高危險案件服務最寫

實的想法。 

    本研究欲藉由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為主軸，探討實務工作者之服務歷程，了解

社會工作者對於實際執行之期待與服務現行的實際執行情形。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有

以下幾點：  

一、 社會工作者在服務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之案主時，所關心與聚焦的重點為

何？ 

    社會工作者在提供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案主時，其所關心與聚焦的重點是什麼。

社會工作者是透過什麼樣的依據，來決定其處遇與介入的模式。 

二、 社會工作者在服務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之際，如何處遇與介入高危險案件？

其所採取或提供服務與處遇策略為何? 

    社會工作者在提供高危險案件服務時必須與案主建立專業關係，協助案主處理

家庭暴力與人身安全議題。另一方面也必須透過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的合作，提供高

危險案件案主相關服務。從中了解社會工作者在其中的服務與工作經驗為何，與實

際由社會工作者個人或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提供高危險案件案主的實際服務情形。

了解社會工作者在提供服務過程中，是否曾遭遇困難或家庭暴力防治網的決議與案

主的自由自主發生衝突的情形？而在針對某些具有特殊議題的高危險案件時，社會

工作者如何運用策略保障案主人身安全。 

三、社會工作者如何透過跨專業網絡單位合作，達到保障被害人權益、避免再度遭

受暴力或致命暴力威脅？ 

    在與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合作工作的過程中，社會工作者如何與網絡進行溝通達

到共識？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是如何透過分工與合作對於高危險案件提供處遇與介

入？當在過程中遭遇困難時，社會工作者應如何處理其與家庭暴力網路單位間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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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建議？了解社會工作者主觀對於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在高危險案件上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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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的部分，將分為兩個章節呈現。第一節為家庭暴力高危險個案，回顧

文獻對於家庭暴力高危險個案之定義，及家庭暴力案件中之危險要素。第二節為家

庭暴力高危險案件服務模式，說明家庭暴力危險評估與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來源、

內涵與實際情形。 

名詞解釋 

壹、 家庭暴力：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將家庭暴力定義為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在第三條中將家庭成員定義為（一）配偶或前配偶、

（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有或曾為直系血

親或直系姻親、（四）現有或曾為四等親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四種類型。本

研究探究之主題為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之處遇與介入，而國內至今多數縣市針對高

危險案件之相關服務仍僅提供親密關係暴力服務對象或以親密關係暴力服務對象

為主，故本研究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親密關係暴力，亦為家庭暴力防治法中家庭成

員定義為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 

第一節 家庭暴力之高危險個案 

壹、何謂家庭暴力高危險個案？ 

    回顧國內外家庭暴力相關文獻，林明傑、史玉山與簡蕾如（2003）曾於研究將

家庭暴力中加害人之｢致命暴力｣定義為在過去一年間，受暴者曾遭受 1 次以上加害

人之｢使其不能呼吸之行為｣或｢曾有明顯致命行為｣，將有可能致命之家庭暴力行為

視為案件中之｢高危險｣。而目前國內對於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的定義，則多以家庭

暴力施暴者的暴力行為類型、施暴者的特質及容易引發較危險暴力行為的情境三者

來作為危險評估的判斷依據，並透過｢危險評估量表｣來了解家庭暴力受暴者所面臨

的危險程度，藉由危險評估量表所得到的分數作為判斷是否危險的依據，凡透過危

險評估量表所得之分數大於某個數值時，即為家庭暴力高危險個案。以危險評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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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目的而論，林明傑與沈勝昂（2004）年指出危險評估包含再犯危險、致命危險

與傷害危險三種。是故家庭暴力是否具有高度危險性，可依加害者對於受暴者再次

施暴的可能性，以及暴力行為嚴重程度視為界定高危險個案之標準，若仍有高度再

次受暴可能以及嚴重的暴力傷害行為，則是為家庭暴力高危險個案。 

    2005 年以後，我國部分縣市開始以危險分級或家庭暴力高危險防治網絡為服

務模式提供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服務，而各縣市所採用之危險評估量表仍有些微差

異。至 2009 年底國內共 13 縣市推動危險分級或家庭暴力高危險防治網絡之服務模

式（林明傑，2009a），吳淑美（2011）整理各縣市過去推動危險分級與家庭暴力高

危險防治網絡之情形顯示，各縣市皆藉由 DA 量表作為危險評估之工具，而多數縣

市除 DA 量表外更會搭配其他危險評估量表使用，如宜蘭縣、台南市、桃園縣、新

竹市、台北市皆搭配 ESSA 量表共同使用，而嘉義縣市、基隆市、雲林縣則搭配 CTS

量表進行。 

    DA 量表是為 Campbell 於 1985 年所發展，量表共 15 題，由受暴婦女進行填寫

以預測婚姻暴力的危險性。第一部分就過去一年間受暴之類型、次數、單次受暴時

間長短來進行評估，第二部分則為危險因素之評估。Campbell 以致命暴力行為與暴

力行為的再犯作為危險評估依據（林明傑，2003）。而國內過去所使用之 DA 量表

為林明傑（2008）根據 Campbell 發展之版本所進行修正之內容，為符合國情與文

化將｢家中有無槍械｣一題刪除，並增列家庭暴力受暴者對於危險的主觀感受，並將

暴力史限制於過去一年內之暴力行為，酗酒情形則聚焦了解目前之情形（轉引自吳

淑美，2011）。修正後之 DA 量表共 15 題，量表問題包含施暴者的施暴型態、藥酒

癮情形與程度與受暴者主觀對於暴力危機的評量，讓受暴者勾選有或沒有，每題之

答案或為｢有｣則為 1 分，超過 8 分即代表危險程度高。 

    各縣市雖於家庭暴力危險分級或家庭暴力高危險網絡防治上的運作狀況與模

式略有差異，然 2009 年以前各縣市仍皆以 DA 量表之分數 8 分作為高危險案件之

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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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缺乏本土型的家庭暴力危險評估量表下，內政部於 2009 年委託王珮玲

教授參照過去採用之危險評估量表，發展｢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

（Taiwa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sessment，簡稱 TIPVDA），並於 2010 年後正式

開始使用。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之題目共計 15 題陳述題項，瞭解親密

關係暴力的樣態及相關可能造成暴力事件之原因，將過去部分 DA 量表的題目刪除，

增列親密關係暴力施暴者其他暴力類型的有無（如：跟蹤、監視及持危險物品威脅

等）、暴力情境（如：加害人經濟壓力、外遇或懷疑感情生變）、對受暴者向外求援

之反應等問項（吳淑美，2011），保留受暴者主觀對於危險情境的感受，更增加了

第一線實務者對於案件之建議。藉由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依據情形填答「有」或「沒

有」來計分，每答 1 題「有」則累計為 1 分。依各題項累積之總分為 0-5 分是為「淺

在危險組」、6-7 分是為「注意危險組」、8-15 分為「高度危險組」。相較於過去的

危險評估量表，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更明確說明主要的適用對象為因為

親密關係暴力傷害而尋求協助之女性被害人，並不適用於同志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

且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在TIPVDA上的填答也僅能作為參考（台北市家暴中心，

2011）。 

    2011 年開始國內各縣市皆以 TIPVDA 量表作為家庭暴力危險評估標準之一。劉

淑瓊與王珮玲（2011）整理國內家庭暴力危險分級與家庭暴力高危險防治網絡情形，

顯示國內各縣市目前皆將量表分數大於八分作為評估指標。其餘各項評估指標依各

縣市有所不同，包含社工或防治網絡專業人員評估認定屬高危險者、重複通報或報

案（半年內兩次以上、一年內三次以上）、緊急保護令聲請者、加害人違反保護令、

安置個案、具藥酒癮、懷孕期間受暴、致命口頭威脅、致命傷害行為、致命工具威

脅、個案資源不足、長期受暴、加害人精神疾病、兒童年幼無法獨立，或透過其他

評估工具評估（強力安全服務評估量表 ESSA、初評單）具高度危險之虞。 

    而本研究欲深入了解社會工作者對於家庭暴力高危險個案之處遇與介入，故對

於｢家庭暴力高危險個案｣採廣義定義，為經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利用標準化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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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評估量表）評定分數為高危險個案；或家庭暴力保護服務社工以實務經驗、

認知，評估為高危險案件之家庭暴力個案。 

貳、家庭暴力行為中之危險要素 

    總觀國內過去至今較多縣市使用評估家庭暴力危險程度之危險評估量表共有：

強力安全服務量表（Enhanced Safety Service Assessment, ESSA）、危險評量表（Danger 

Assessment, DA）、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aiwa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anger Assessment, TIPVDA）三種。根據這三種家庭暴力危險評估量表內容，可歸

納整理出家庭暴力行為中之危險元素為何，凡家庭暴力行為中危險元素出現的件數

越多則危險程度越高。整理三種量表家庭暴力行為中之危險元素共有以下十九種

（表 2.1.1）（內政部，2009；台北市家暴中心，2010；台北市家暴中心，2011a；

台北市家暴中心，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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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危險元素 

 ESSA 量表 DA 量表 TIPVDA量表 

家庭暴力嚴重程度：受暴者於通報事件中

是否因暴力而受傷。 
v   

家庭暴力類型：施暴者對受暴者是否有控

制行為或施以性暴力。 
v v v 

家庭暴力之變化：施暴者之施暴頻率與程

度是否有增加或趨頻的趨勢。 
 v v 

家庭外之暴力行為：施暴者是否對受暴者

以外的人亦使用暴力。 
 v v 

致命性暴力行為：施暴者是否曾對受暴者

施以可能致命之暴力行為。 
 v v 

犯罪紀錄：施暴者是否曾因暴力而有犯罪

紀錄。 
v   

恐嚇殺害之威脅性言詞：施暴者是否曾威

脅要自殺或殺害受暴者。 
v v v 

經濟困難：施暴者是否承受經濟壓力。 v  v 

關係決裂：受暴者與施暴者間是否正面臨

關係的決裂或分離。 
v   

監護權問題：受暴者與施暴者間是否正面

臨監護權問題的爭議。 
v   

酗酒情形：施暴者是否具有酗酒情形及其

酗酒情形之嚴重程度。 
v 

v 

 
v 

精神疾病：施暴者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v   

藥物濫用情形：施暴者是否有吸食毒品情

形。 
v v  

懷孕期間施暴：施暴者是否於受暴者懷孕

期間仍持續施暴。 
v v v 

危險性之評估：受暴者主觀對於未來再度

受暴可能性、危險性之評估。 
v v v 

兒虐情形：施暴者是否曾對小孩施暴，或

受暴者主觀評估是否可能對小孩施暴。 
v v v 

自殺意圖：受暴者是否因不堪暴力虐待而

自殘。 
v v  

支持體系：受暴者是否有非正式系統之支

持資源。 
v   

對於求助行為之反應：施暴者是否對於受

暴者的向外求援而進行威脅或施暴。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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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傑等人（2004）針對高雄縣市 112 位男性婚姻暴力加害人，以群聚分析法

進行分類研究。研究結果將家庭暴力加害人分為｢低暴力型｣、｢酗酒高致命型｣、｢

高暴力高控制型｣、｢邊緣高控制型｣四類，而結果發現第一類｢低暴力型｣之加害人

的暴力行為多僅限於家內，而致命暴力行為的次數也相較其他類型加害人來得低。

而｢酗酒高致命型｣之加害人高達六成曾對家外的人施暴，並有九成有酗酒及威脅殺

害受暴者的情形，而其致命行為次數、肢體暴力嚴重程度也是四類型中最高的。｢

高暴力高控制型｣加害人百分之百出現控制受暴者日常生活之行為，高達九成曾威

脅受暴者若要分手就一起死。此類型家庭暴力加害人之暴力嚴重度與致命行為次數

皆為四類中次高。而｢邊緣高控制型｣則是有控制受暴者日常生活之行為，且會威脅

要自殺或與受暴者同歸於盡。學者的研究呼應了上述危險量表中大部分的問項，故

實務工作者可藉由量表中的問題來預估家庭暴力之危險程度。 

    而回顧國內外學者之研究亦能發現家庭暴力行為中，危險元素出現的頻率愈頻

繁則家庭暴力案件很可能就愈危險。而以下將這些危險元素分為｢危險要素｣、｢危

險特質｣與｢危險情境｣三個部分來進行探討。｢危險要素｣意指家庭暴力施暴者出現

的哪些暴力行為是為預測高危險案件之要素，｢危險特質｣指當家庭暴力加害人具備

哪些特質時，其暴力行為之再犯率較高，且暴力行為之嚴重性亦較危險。｢危險情

境｣則是指在哪些情境下引發較危險之暴力行為的可能性較高。文獻指出這些危險

情境有以下幾種： 

一、危險要素： 

研究指出當家庭暴力加害人的暴力行為出現某些特殊的暴力類型時，其可能 

可預測未來將有可能引發嚴重之暴力行為。其暴力類型大致有以下幾項： 

（一）性暴力 

    親密關係間的性暴力是一種很典型的強迫控制行為的展現（Stark, 2007；引自

王珮玲，2010a），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性暴力是一個預測施暴者再發生暴力與違反

保護令情形的一個重要因子。（Bennett, Goodman & Dutton, 2000；轉引自王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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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a）。 

（二）跟蹤行為 

McFarlane, Cambell, Wilt, Sachs, Ulrich,& Xu（1999）就 141 件親密伴侶殺害案件

及 65 件意圖殺害親密伴侶之案件進行研究，發現 76%之親密伴侶殺案案件之被害

人及 85%之意圖殺害親密伴侶案件之被害人均曾被跟蹤（stalking）（轉引自林明傑，

2009）。而王珮玲（2010a）的研究也顯示家庭暴力施暴者之跟蹤行為與違反保護令

之情形有顯著相關，是為預測施暴者是否會違反保護令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據研究者的文獻所提出的性暴力與跟蹤型為兩項危險要素，皆能對應整合三

種量表之第二種危險元素｢家庭暴力類型｣。施暴者透過暴力來達到對於受暴者的控

制。 

二、 危險特質：     

    由家庭暴力加害人的特質來分析家庭暴力行為，研究指出具有某些類型的家庭

暴力加害人其暴力行為之再犯率高，且對於受暴者的施暴行為也可能是較具嚴重性

或致命的。 

（一） 酒精、藥物濫用 

    家庭暴力中施暴者具酗酒甚至是藥物濫用之情形並不少見，學者亦指出｢酗酒｣

與｢藥物濫用｣這二項因素與施暴者之再度施暴有顯著相關（Cattaneo and Goodman, 

2005; Bennet et al., 2000; Chaudhari and Daly, 1992；轉引自王珮玲，2010）。在加拿

大安大略省的家庭暴力風險評估（the Ontario Domestic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 ODARA）

中，也將酒精或藥物濫用納入評估的項目之一，用來做為施暴者暴力行為再犯的風

險評估(N. Zoe Hilton, Grant T. Harris, Marnie E. Rice, Ruth E. Houghton, Angela W. Eke, 

2008)。黃翠紋（2004）對家庭暴力防治官進行調查後，也提出警察人員對於處理

婚姻暴力案件時，應特別針對｢在與被害人衝突時加害人有喝酒｣、｢加害人幾乎每

天都喝醉酒｣等狀況，事先採取預防措施以保護受暴者之人身安全（轉引自林明傑，

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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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或精神疾病 

    一些探討親密伴侶暴力加害人心理特質之研究亦指出，有部分類型之施暴者具

有心理病理等問題（Dutton, 1995; Holtzworth-Munore and Stuart, 1994;轉引自王珮

玲，2010a；林明傑、沈聖昂，2004），且相關研究也發現，在嚴重的親密伴侶殺人

案件中，加害人具有精神疾病為其中一項重要之個人特性之一（Dobash, Dobash, 

Cavanagh,& Lewis, 2004; Sharps, Campbell, Campbell, Gary,& Webster, 2001；轉引自王

珮玲，2010a）。最近一、兩年重大家庭暴力案件中也發現許多當事人不是疑似精神

疾病便就是確認為精神疾病（勵馨基金會，2010）。 

（三）人格違常 

    Gondolf（1988）經研究將家庭暴力施暴者分成三種類型：社會病態的

（sociopathic）、反社會的（antisocial）、典型的（typical）施虐者。社會病態的家庭

暴力施暴者最可能造成最嚴重之暴力行為（Saunders, 1992；Tolman&Bennett, 1990；

轉引自 Kemp, 1999）。 

    相較於 Gondolf 對於施虐者的分類，Holtzworth-Munroe 等人（1994）亦根據

文獻分析法將男性親密關係暴力施暴者分類為只打家人型（family only）、煩躁/邊

緣型（dysphoric/borderlin）、暴力廣及/反社會型（generally violent’antisocial）三種

類型。而其指出｢煩躁、邊緣型｣之男性施暴者有邊緣型人格異常，情緒易變且常煩

躁，容易有自殺及殺妻之毀滅行為。此類型男性施暴者約佔男性親密關係暴力施暴

者之四分之一。其與｢暴力廣及/反社會型｣類型之施暴者在施暴的嚴重程度、心理

虐待及性虐待、家外暴力行為、憂鬱、憤怒等向度，相較其他大多數的家庭暴力施

暴者來說是較高的（轉引自林明傑等人，2004）。儘管兩位學者對於家庭暴力施暴

者的分類有所不同，然從其分類與該分類施暴者之暴力行為仍能得知，人格中有社

會病態、邊緣型人格或反社會型之家庭暴力施暴者，其暴力的嚴重程度相較於其他

施暴者嚴重。而家庭暴力相對人於人格上的違常，亦為黃翠紋（2004）提出是為警

察人員處理婚姻暴力案件時，應注意且防範的徵兆（轉引自林明傑，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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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事犯罪前科 

    Klein（1990）的研究中發現，當施暴者具有犯罪前科及前科犯行愈多時，施暴

者不受保護令之約束而再度對受暴者施暴的可能性就愈高（轉引自王珮玲，2010）。

其他學者之研究中亦支持此種相關性，指出遭具暴力犯罪前科加害人施暴的被害者，

相較於其他同樣具保護令的被害者，有較高的再受害機率（王珮玲，2010）。姚淑

文與王秋蘭（2010）提出的危險評估之考量面向，更進一步指出有暴力史或相關刑

事前科之家庭暴力加害人是為危險加害人特質（轉引自吳淑美，2011）。 

    上述四項危險特質｢酒精、藥物濫用｣、｢心理或精神疾病｣、｢人格違常｣、｢刑

事犯罪前科｣也皆能對應到危險評估量表內容。 

三、危險階段與情境： 

    Walker 於「受虐婦女」（The Battered Women）中提出一種動態暴力循環的模

型—暴力循環論（cycle of violence），說明家庭暴力受暴者與施暴者間之關係由｢緊

張形成期｣、｢爆發或緊急期｣、｢蜜月期｣三個階段反覆不斷循環（Kemp, 1999；潘

淑滿，2003）。家庭暴力施暴者與受暴者間之衝突或緊張的情緒與關係在｢緊張形成

期｣中不斷攀升，而一般也認為在這樣的情緒與關係在到達臨界點後暴力行為便再

度引爆，即為｢爆發或緊急期｣，也是一般所知的家庭暴力最容易發生的危險階段。 

    然除了暴力循環論所述的｢爆發或緊急期｣，學者的研究也更進一步指出在某些

情境下似乎更容易引發危險程度更高之暴力行為，甚至可能有施暴者對受暴者發生

致命攻擊之情形。文獻指出這些危險情境有以下幾種： 

（一）受暴者試圖結束與施暴者之情感關係、同住關係。 

    許多家庭暴力相關的研究顯示，當家庭暴力受害者企圖或正在結束與加害人的

關係，無論是情感上的關係（如：分手、離婚），或是施暴者與受暴者間之暴力與

同住關係（如：分居），此時受暴者會經歷最大的危險（Kemp, 1999；馬宗潔等人，

2011）。 

（二）受暴者聲請保護令期間至保護令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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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法保護令制度的實施，原先期待家庭暴力受暴者能夠藉由保護令的聲

請保障人身安全，並同時約束家庭暴力加害人的暴力行為。然國內外的研究指出保

護令確實對於一定比例之施暴者能有嚇阻效果，然而卻無法阻擋部分的施暴者（馬

宗潔等人，2011）。學者針對 209 位已獲保護令核發之家庭暴力受暴者之研究發現，

近兩成之家庭暴力施暴者於收到保護令時感覺受到背叛，認為清官難斷家務事，而

值得注意的是有少部分的施暴者會因為保護令的核發而對施暴者起報復的意圖（阮

祺文等人，2004）。Harrell and Smith（1996）的研究也發現，若家庭暴力施暴者對

受暴者有較嚴重之暴力虐待、威脅、財物破壞及精神虐待等情形者，在保護令核發

後一年內，仍會有較高比例違反保護令（轉引自王珮玲，2010a）。王麗容（2002）

以問卷調查 94 位家庭暴力被害人之研究，顯示高達七成五的家庭暴力受暴者遭受

暴力的次數降低，然而有三成二的受暴者受暴次數卻是增加（轉引自王珮玲，2010a）。    

故當受暴者聲請並獲保護令的核發後，若無法或未確實報案尋求協助處理施暴者之

再度施暴行為，執法機關無法將受暴者以違反保護令之罪名進行移送，則受暴者的

危險程度仍舊相當高。然現仍未有文獻針對保護令有效時間結束後，家庭暴力危險

程度是否更及保護令核發期間進行討論，故暫僅能依現有之文獻資料進行推論。 

（三） 施暴者懷疑受暴者外遇或實質外遇。 

    馬宗潔等人（2011）針對親密暴力殺人既遂與未遂案件之研究便發現，｢懷疑

外遇與實質外遇｣是為親密關係殺人案件中殺人動機之前三名（馬宗潔等人，2011）。

另排名前三位之兩項殺人動機為上述兩項：「受暴者試圖結束與施暴者之關係」與

「保護令之聲請」。 

（四）受暴者考量子女因素留在關係中。 

    家庭暴力受暴者的懷孕或與施暴者有共同的小孩並不會直接的造成家庭暴力

高危險情境。然而學者指出近五成以上的家庭暴力受暴案主選擇留在與施暴者的關

係中，有或者最後仍會返回至他們的施虐配偶身邊（Kemp, 1999；潘淑滿，2007），

而這些受暴婦女大部分又多因考量子女關係才持續待在受暴環境中生活（勵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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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10）。 

    總歸來說家庭暴力的危險性與其脈絡中的危險元素相關程度高，而當家庭暴力

本身的危險要素頻繁出現、家庭暴力加害人具上述之危險特質、當家庭暴力受暴者

處於危險階段又或者是與施暴者間所處之危險情境時，皆對於家庭暴力危險程度能

有相當程度之評估，故危險評估量表中亦透過相關之發現對於家庭暴力之危險進行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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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暴力危險評估與網絡安全防護行動 

壹、英國 MARAC（Multi-Agency Risk Assessment Conferences）方案     

過去在回顧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時，學者經常皆會提到美國的杜魯斯

模式 Duluth Model、AMEND Model、The Third Path Model，以及澳洲之 Project 

S.A.F.E.R.(Safety Assessment for Every Response)等（林明傑，2011），多立基於在針

對家庭暴力案件上能有一個危險認定之基準，並透過網絡或社區的機制對於危險程

度高者能提供有別與一般案件的重點服務。而國內學者也在參照英國威爾斯首府

Cardiff 市之 MARAC 方案，引進於國內開始實施。以下將藉由相關文獻，探討英國

MARAC 之內涵。 

一、MARAC 之內涵 

    MARAC 在 2003 年時，首先發展於英國 Cardiff，其立意在回應家庭暴力對於系

統性危險評估的缺乏，以及對於地方機構組成會議討論受暴者面臨高度嚴重受暴的

程度等資訊之需求（Robinson,& Tredigda, 2005; 轉引自 Steel, Blakeborough,& 

Nicholas, 2011）。其服務對象，除了與我國相同以親密關係暴力受暴婦女為主，更

將受暴婦女之子女納入服務的範圍（Steel et al., 2011）。 

    而 MARAC 中則由 IDVA（Independent Domestic Violence Advisers（自主家庭暴

力顧問））負責個案管理的工作。由 IDVA 進行與家庭暴力案件之當事者的聯繫、訪

視並提供各項服務規劃（吳啟安，2009）。協助將家庭暴力案件轉介至 MARAC 會議

上，IDVA並做為代表受暴者的身分出席MARAC會議（CAADA, 2010; Coy & Kelly, 2011;

轉引自 Steel et al., 2011）。而這與我國由民事角度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由社政單

位主導家庭暴力事件之服務，並由社政體系進行個案管理大不相同（吳啟安，

2009）。 

    而在網絡單位的參與，還包含警察、社會服務單位、觀護人、Women’s Safety 

Unit1、衛政(Health)、住宅單位(Housing)等相關單位。而警察、IDVA、衛政代表、

                                                      
1
 Women’s Safety Unit 為 Safer Wales 的服務方案之一，提供威爾斯地區之家庭暴力、歧視或騷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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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護人、住宅單位、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單位及其他家庭暴力服務單位更為參與的基

本成員，有時網絡單位更邀請教育服務單位、成人心理健康服務單位、物質濫用服

務者、成人服務單位、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甚至多元性取向組織（LGBT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參與會議進行討論。（Steel et al., 2011） 

二、MARAC 之相關評估研究及其發現 

    針對 MARAC 的影響或結果的評估研究相當有限，僅一篇針對推行之始在

Cardiff 市進行的評估研究（Robinson, 2004; Robinson et al, 2005; 轉引自 Steel et al, 

2011）。 

    Robinson（2004）針對 Cardiff 市針對 MARAC 方案進行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研

究。過程評估利用訪談法訪談 10 位參與 MARAC 的成員，並透過觀察法針對 MARAC

進行觀察（2003 年 10 月-2004 年 3 月）。結果評估則是透過文件分析法蒐集警政與

MARAC 案主的相關資料，並透過訪談法訪談追蹤 27 位案主安全是否提升，並檢驗

案件重複受暴率。研究指出 MARAC 的三大功能在於：促進單位間的資訊分享、案

主之安全、單位間的重要聯繫。研究發現 10 位受暴者中有將近 6 位在 MARAC 後的

6 個月中完全沒有再度遭受暴力，而 10 位中又有將近 4 位在 MARAC 會議結束後 12

個月後仍未再度受暴（Robinson, 2004; Robinson et al., 2005; 轉引自 Steel et al., 

2011）。然而也有學者批評此研究缺乏控制組，無法說明在沒有 MARAC 時之情形。

另外在研究中僅訪談了其中 102 為案主中之 27 位，無法證明 MARAC 確實能降低案

主的再度受暴（Steel et al.，2011）。然而研究也發現所有的受訪者皆認為在 MARAC

實施後都感到工作量較以往增加約每月 2-3 天的工作。有些單位主管也無法認同，

或給予實務工作者充足的時間來完成參與會議需要做的工作（Robinson, 2004）。 

貳、國內家庭暴力危險評估與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服務 

    國內之家庭暴力通報案量逐年增加，而其中又以親密關係暴力占最大宗，約為

整體家庭暴力案件的七成，也導致提供家庭暴力服務之實務工作者負荷量節節升高。

                                                                                                                                                            
相關服務。（官方網站：http://www.saferwa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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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探究家庭暴力的類型，包含言語暴力、精神暴力與肢體暴力，而在有些情況下家

庭暴力也發生嚴重的傷害或致死案件。因此，應如何在有限的資源與人力下，提升

家庭暴力防治服務的效能，保障家庭暴力受暴者的人身安全，實為當前家庭暴力防

治迫切的課題（劉文湘，2009；台北市家暴中心，2010）。家庭暴力案件中，高致

命危險因子的早期發現與及早介入處置係對於被害人人身安全的最佳保障（吳啟安，

2009）。 

    家庭暴力危險評估與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於各縣市之名稱與實施內容方式，依縣

市的資源與服務模式而有所不同，大致上仍依照家庭暴力受暴者填寫危險評估量表、

實務工作者進行評估、納入網絡安全防護會議、對於人身安全與需求評估、處遇與

撤除列管的模式進行（內政部，2011）。 

    當家庭暴力受暴者因為家庭暴力事件，而接觸到第一線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單位

（如：醫院門診、急診、社政或警政）時，由第一線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單位透過危

險評估量表瞭解受暴者的情形，利用量表判斷家庭暴力受暴者的危險程度。若評估

為高危險案件，各防治網絡成員必須啟動體系內以及跨單位的強力安全服務（王珮

玲，2009；引自劉淑瓊等人，2011）。第一線網絡單位除加強家庭暴力受暴者的安

全意識與自我保護措施，並將進行通報至各縣市之家庭暴力主責單位。若屬中低危

險之案件，則仍按照一般的通報及服務流程。針對通報為高危險之個案，個管單位

必須在三天內與個案取得連繫並進行專業評估，若評估案件確為高危險案件，則個

管單位應在初步緊急處遇後需儘速將網絡單位間回覆表，回傳給案件通報相關網絡

成員，說明目前處遇情形以及需要網絡單位成員協助合作之處，並將案件提報列管

至之高危險網絡會議進行討論。透過高危險網絡會議邀集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核心成

員，以高危險案件為中心提報風險評估結果、強力安全服務與成效、修正社工員初

步擬定的安全計畫、交換需網絡成員協助的資訊，由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成員共同討

論與合作，採取行動防止家庭暴力受暴者再度受暴，並追蹤後續發展，有效降低風

險（王珮玲，2009；引自劉淑瓊等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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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縣市針對高危險案件運行之家庭暴力危險分級與網絡安全防護各有所差異，

然推行此服務模式之目的仍大致相同（台北市家暴中心，2009；台北市家暴中心，

2010；現代婦女基金會，2010）： 

1. 促使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發展因應高危機婚姻暴力個案的即時服務策略。 

    使家庭暴力防治網絡藉由高危險案件防護會議中，討論並研擬發展出高危險案

件適當之服務策略。在既有的規定與體制下，延伸服務的廣度與深度。 

2. 建立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對高危機婚姻暴力被害人服務與加害人社區監控之連結

機制。 

    透過網絡安全防護不僅提供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受暴者人身安全的保護，同時

對於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進行約制，並協助進行需要的轉介或服務降低受暴者人身

安全之危險。 

3. 建構整合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對於高危機婚姻暴力被害人及其家屬安全防護之機

制。 

    透過連結警政、衛生醫療、社福、教育、司法等跨機構團隊評估與決策模式，

透過網絡單位間之密切聯繫，各單位並就其本身之專業能力給予個案相關安全評估，

藉此及早發掘風險因子並據以提出各項介入方案與手段（吳啟安，2009；台北市家

暴中心，2010；吳淑美，2011）。 

4. 降低高危險案件的再度受暴率。 

    藉由危險的評估與網絡防護行動，達到對於家庭暴力案件危險程度的辨認，提

供更快速且周延的服務，期待透過這樣的服務模式降低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受暴者

再次受暴的機會。 

5. 在有限的資源下，確保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優先順序 

在家庭暴力防治服務龐大的案量下，實務工作者可以藉由危險評估的機制快速

辨認家庭暴力受暴者的急迫程度，將較多的資源放在危險程度較高的案件上，提升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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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內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網路安全防護行動實務執行情形 

（一）社會工作者於高危險網絡中之角色 

    家庭暴力防治法（2009）第 8 條中規定了各縣市政府應整合警政、教育、衛生

等各網絡單位，共同辦理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加害人之相關保護及處遇業務，及確立

了家庭暴力防治服務以社政為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中主軸核心，統籌家庭暴力防治服

務工作。而法條中更明確指出了實務工作者之服務範疇，包含：緊急服務與協助、

轉介心理輔導、經濟協助、法律協助、就學服務、住宅輔導等相關服務，而這其中

多半的服務範疇多透過社會工作者以個案管理的方式統籌，協助家庭暴力受暴者相

關的服務協助或轉介。社會工作者是為整個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中，唯一主責且負責

協調受暴者各項服務內容的主要單位，而其他與家庭暴力相關之網絡則散布在不同

之體系單位中。 

    而在針對危險議題較高的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時，社會工作者仍是為整個防治

網絡中的關鍵。｢臺北市家庭暴力危險評估與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實施計畫｣中對於各

個網路單位角色職責的規定，即將社政單位於危險分級與安全網絡防護中之角色定

位為溝通協調、會議相關行政工作與工作紀錄、被害人危險專業評估、提供安全計

畫建議、執行安全計畫策略、提供被害人相關資訊、提供被害人保護扶助與後續安

全計畫、個案管理、加害人處遇計畫（台北市家暴中心，2010）。以家庭暴力受暴

者保護服務社工而言，除了提供受暴者在情緒上的支持與後續有關之需求協助，更

必須擔任安全防治網之協調者，依據對於高危險案件受暴者之評估協調需要之網路

單位工作。 

    王珮玲（2010b）針對國內 116 位法官、152 位檢察官及 353 位警察進行問卷

調查研究欲了解警察、檢察官及法官對於社會工作者在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案件處理

上的認知，其研究發現警察及司法體系人員仍將司法體系內的被害人服務視為社政

單位的責任。總觀三體系對於在各機關內自行提供被害人服務資源的意見，結果顯

示認同度均偏低。且多數的法官、檢察官與警察都不認為自己應該擔任防治網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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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領導角色，而認為與自己與社會工作者之間是相互支持的關係。由此可見在家

庭暴力防治網絡上，即便將與家庭暴力被害人或加害人服務有關之網絡單位納入其

中，然而無論是在法律規範下的架構，亦或者是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單位的主觀認定

下，社政單位仍為整個家暴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在此研究中也顯示法官、檢察

官及警察體系中大多數的受訪者皆認為社會工作者進入司法系統，對於提升被害人

服務品質的影響最大，認為在社會工作者的參與下能對被害人有支持作用，讓被害

人權益更有保障使對於被害人的服務更好，並且能讓警察、檢察官及法官能更了解

被害人的處境（王珮玲，2010b）。顯示出社會工作者在家庭暴力防治網絡間的角色，

除了針對各個網絡單位間的資源與服務進行協調外，其更扮演了協助家庭暴力網絡

成員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在與家庭暴力受暴者建立信任的專業關係中，社會工作

者相較於其他網絡成員能獲得較完整全面的資訊。而其擔任給予家庭暴力受暴者充

權與支持的角色，也使其他防治網路成員能更順利的提供相關服務。 

（二）高危險案件網絡互動之關係與重要性 

    學者一再強調家庭暴力防治工作需要跨領域、跨專業的合作，才能有良好成效

（劉淑瓊，2002；轉引自林明禛，2008），而家庭暴力案件中的高危險案件更是如

此。故在欲納入各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單位提供高危險案件服務，家庭暴力高危險案

件之網絡互動以安全防護網作為合作的平台，在減少造成重大傷害和致死危機為前

提，以保護被害人、加害人和網絡成員之整體安全為考量，分享無隙縫的資訊及快

速處置為方法，以相互主觀的專業判斷尋求共識及共事作為其實施原則（王卓聖，

2010；轉引自吳淑美，2011）。 

學者針對地方執行危險分級與網絡安全防護的相關研究中，更指出這樣的網絡

互動與合作除了有助於家庭暴力受暴者安全的提升，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更能透過此

種服務模式提升網絡單位間之合作關係、並提升防治網絡單位對於家庭暴力之危機

敏感度。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針對家庭暴力安全網之研究顯示，在家庭暴力防治安全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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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實施後，透過工作協調、會議聯繫溝通、個案討論以及相關訓練課程下，加深了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單位間的互動。使警政、醫療能和社政單位面對面進行討論，除

了核對被害人安全危機風險情境變化與因應策略，更能逐步深化防治網絡成員對被

害人危機因子的蒐集和判斷，及現實生活所引發的風險，因此網絡成員在相關會議

中與會議後，均表達對被害人安全辨識已有較高的危機敏感度（林明禛，2008）。 

    吳啟安（2009）於雲林縣針對 11 位安全防治網絡成員深度訪談研究，研究結

果也提出透過網絡合作機制，各網絡單位能提供各自專業資源之分享與協助，使網

絡單位間能對於高危險案件之狀況有較全面之了解。且透過此種合作方式，能增進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單位間之合作。 

    吳淑美（2011）針對台南市 2008 年至 2010 年三年參加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之

網絡成員進行參與觀察、文件分析與深度訪談研究，研究結果也提出這樣的以跨機

構網絡會議的工作方式，打破以往過分分工或不合作的模式，網絡間進一步展開正

式與非正式之交流。此外，網絡成員以工作推動接續、個案安全資訊比對，甚至是

網絡共同行動聯合訪視達到對於高危險案主密切的保護，並使家庭暴力防治網絡衍

生為生命共同體。 

    在多數的學者研究中家庭暴力網絡單位成員對於安全防護網，多半皆肯定其對

於網絡間之合作關係。以會議的型式提供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主的服務模式，排除了

在服務家庭暴力受暴案主上必須處理複雜的人身安全議題，還必須面臨到網絡單位

間所造成的障礙。而藉由安全防護網不斷的討論與評估過程，也能增進家庭暴力實

務工作者對於受暴者的危險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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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主要是運用紮根理論的研究策略，透過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蒐集親密

暴力被害人服務社會工作者之經驗，了解目前國內提供親密暴力高危險案件之實務

介入與處遇模式。本章將分為四節討論，第一節著重於研究方法說明；第二節說明

研究資料分析方法；第三節說明研究過程如何提升研究之可信性與確實性；第四節

研究過程可能涉及之研究倫理與角色議題。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研究方法之選取 

    研究者計畫研究時，應考量研究之主題及研究目的而採用不同的研究策略。不

同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情境，將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簡春安與鄒平儀（2004）指出，

質性研究適用於當研究者，在進入不熟悉的社會系統、不具控制和正式權威的情境、

研究概念開發尚未建構完全、需要研究對象的主觀理念，或在定義一個新概念和形

成新假設等情境。有別於實證主義科學研究取向，質性研究主張社會世界是由不斷

變動的社會現象所組成，而這些現象會因為不同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

的意義（潘淑滿，2003）。 

    而目前各縣市針對高危險案件的運作模式儘管有些微不同，然透過家庭暴力危

險分級與網絡安全防護提供服務，仍皆透過會議的方式結合家庭暴力防治網絡進行

高危險案件相關工作與處遇。王珮玲（2009）也指出，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網絡會

議目標包含資訊的分享、掌握加害人的危險因素、共同建構並執行風險管理策略、

降低被害人再度受暴比例、提升網絡單位的責信、網絡單位間的相互支持與協助（轉

引自台北市家暴中心，2010）。而網絡安全會議的進行主要有兩個層次，一為高危

機個案的討論，二為網絡合作相關事項的協調與建議。將高危險個案視為網絡中心，

藉由會議進行提報。而各個網路單位對於強力安全服務之狀況與成效、提報風險評

估之結果。透過討論修正社會工作者擬定之安全計畫，協調網絡單位間對於高危險

個案之協助，並約定確切行動期程、追蹤案件之後續發展（台北市家暴中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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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模式脈絡下，社會工作者為安全防護網中很重要的一環，社會工作者身為

專責處理家庭暴力業務的職責，透過會議中與會議外的評估、合作與協調來使案主

之安全受到保障。而這其中許多的實務過程、處遇案主甚至是如何透過家庭暴力防

治網絡進行介入的歷程，必須透過身處於實務環境中的社會工作者才能有更深入的

了解。 

    而本研究關心的重點為從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之社會工作者，針對高危險個案

時如何進行評估、提供相關服務，面對高危險個案時之服務經驗，及介入之策略為

何。惟以提供親密關係暴力社會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才能更細緻的瞭解社會工作

人員介入提供高危險個案服務之經驗。而社會工作者是為安全防護網絡中能對於高

危險案件有最完整的接觸經驗，而針對社會工作者對於高危險案件案主的評估與處

遇亦惟社會工作者能做最全面的陳述。本研究期待深入了解社會工作者於介入處遇

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之樣貌，以紮根理論的策略歸納分析家庭暴力受暴者服務之社

會工作者實務經驗，發展社會工作者對於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實務之介入與處遇策

略。而紮根理論的策略是一種運用系統化的程序，針對某一現象來發展並歸納式地

導引出紮根的理論的一種質性研究方法。其所得致的結果是對檢視下的社會實體所

做的理論構成（theoretical formulation），而不是由一組數字或是由一羣彼此相關鬆

散的主題（themes）所構成（徐宗國譯，1998）。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作為研究資料收集之策略，了解家庭暴力受暴

者保護服務社工的實務與處遇經驗及策略。 

貳、研究資料之蒐集 

 一、研究對象之選取 

    本研究探討提供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處遇與介入之經驗，而提供家庭暴力

受暴者保護服務之社會工作者，無論在整個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或高危險案件之安全

防護網皆為服務案主、網絡間溝通協調之重要的核心角色，並扮演案主之個案管理

的角色，故本研究以提供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之社會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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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人員為主體透過社會工作者陳述與詮釋瞭解其處遇與介入之實務策略與

模式。由於研究主題的設定，研究對象必須具備深入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防治服務

之經驗，才能提供在實務處遇與介入上較豐富且完整的經驗，故研究對象以提供家

庭暴力高危險案件個案管理服務之社會工作者為主，研究對象需具備家庭暴力防治

工作一年以上資歷，並曾參與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之服務提供。而考量到家庭暴力

受暴者保護服務可能因為地區特性、範圍、資源網絡分布、合作程度等因素，而影

響實務工作者在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上的處遇與介入，以及其實務經驗，因此本研

究將研究對象的選取範圍設定為台北市及新竹縣兩縣市，邀請兩縣市各 4-6 位研究

對象。 

    研究對象的邀請以研究者所認識的實務工作者，或請機構主管或相關業務負責

人協助引薦，連結兩縣市提供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之社會工作人員為訪談對象。

考量公私部門因為機構屬性不同，可能影響服務策略與工作模式，因此研究對象的

邀請將納入公部門及委外單位私部門之社會工作者。 

    本研究總計邀請 11 位受訪者參與（表 3.1.1），在性別分配上 11 位受訪者中有

1 位男性受訪者、10 位女性受訪者。受訪者中為督導或主管階層者共有 2 位，其他

9 位皆為一線社會工作者。在受訪者的親密關係暴力工作年資上，共有 4 位受訪者

年資為 1 年以上 2 年以下，3 位受訪者工作年資為 2 年以上 5 年以下，4 位受訪者

較為資深工作年資為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11 位受訪者分別來自 5 個社政單位，1

個公部門單位，4 個委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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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性別 職稱 親密關係暴力工作年資 

SW001 女 社會工作者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 

SW002 女 社會工作者 2 年以上 5 年以下 

SW003 女 督導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 

SW004 男 社會工作者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 

SW005 女 社會工作者 2 年以上 5 年以下 

SW006 女 社會工作者 1 年以上 2 年以下 

SW007 女 社會工作者 2 年以上 5 年以下 

SW008 女 督導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 

SW009 女 社會工作者 1 年以上 2 年以下 

SW010 女 社會工作者 1 年以上 2 年以下 

SW011 女 社會工作者 1 年以上 2 年以下 

 

二、研究場域之區域情形與特性 

（一）台北市之家庭暴力服務概況 

    台北市親密關係暴力個案管理服務模式，至 2011 年年底全區皆以「家庭暴力

被人垂直整合服務」模式提供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將台北市分為北一區、北

二區、南一區、南二區、東區五個區域，將其中四個區域分別以委託之方式由委外

單位提供服務，一個區域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台北市家

暴中心）提供服務，而四個委外單位皆專責處理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由台北

市家暴中心專線組將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個案派給各委外單位之督導，再由各委外

單位之督導轉派給基金會之社工提供服務。北一區委託「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以

下簡稱新女性聯合會）」承接，提供中山區、內湖區兩個行政區域之服務。北二區

由「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婦女救援基金會）」承接，提供北投

區、士林區、大同區三個行政區之服務。南一區由「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以下簡稱現代婦女基金會）」承接，提供大安區及文山區兩個行政區之服務。南

二區由「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以下簡稱 YWCA）」承接，提供中正區、萬華區、

松山區三個行政區域服務。東區則由台北市家暴中心提供南港區、信義區兩區域之

服務。四委外單位負責親密關係暴力垂直整合服務之人力配置皆由一位督導與八位

社工（游美貴，2011）。 



 

32 
 

（二）台北市之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之服務 

    針對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之服務，台北市於 2011 年開始於台北市全區以

家庭暴力防治安全防護網的方式進行。依照親密關係暴力垂直整合服務的區域分為

五場，於警政分局開會進行（游美貴，2011）。以 TIPVDA 量表作為評估工具，主要

參與人員包括警政、社政及專家學者，其他如庇護單位社工、法院觀護人、兒少保

社工、專線組社工，以及自殺防中心、心理衛生中心、個案就讀學校之老師等，則

視高危險案件之個別情況邀請上述對象參與會議。 

（三）新竹縣家庭暴力之服務概況 

    新竹縣親密關係暴力個案管理服務模式，至 2011 年年底全區皆以「家庭暴力

被人垂直整合服務」提供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將新竹縣劃分由二個委外單位

與新竹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新竹縣家暴中心），共四個單位分

別提供服務。竹北市、新豐鄉委託「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新竹工作站（以

下簡稱現代新竹工作站）」承接。新移民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委託承接新竹縣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之「基督教女青年會（以下簡稱新竹 YWCA）」承接。上述

兩單位所承接以外之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由新竹縣家暴中心提供。2011 年

年底前現代新竹工作站承接包含所有家庭暴力類型及男性被害人服務，至 2012 年

開始僅承接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游美貴，2011）。 

（四）新竹縣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之服務 

    新竹縣自 2011 年 8 月開始於新竹縣內八個鄉鎮市利用家庭暴力防治安全防護

網提供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服務。將八個鄉鎮市分為一區及二區，兩區進行。

一區包含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三個鄉鎮市。二區則包含橫山鄉、竹東鎮、新

埔鎮、寶山鄉，四個鄉鎮市。利用 TIPVDA 量表作為評估工具，凡 TIPVDA 量表達 8

分以上則進入會議討論，複評為高危機者列高危機案，中低危機者列為報告案。經

警政與社政評估有列管需要，則在會議上提出討論。討論方式以派出所為單位進行，

原一區平均討論新舊案約 28 案，新案約 10 案，現在兩區共約 40 案。每案平均列

管約 2 至 3 次，最多列管 8 次。主要參與的成員包括警政、社政、教育、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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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司法事務官、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民間單位、專家學者（游美貴，

2011）。 

    潘淑滿（2011）針對新竹縣約 30 位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網絡成員進行焦點團體

與深度訪談，並透過社會工作者的個案記錄進行內容分析，以針對新竹縣「家庭暴

力被害人垂直整合服務方案」進行評估研究。研究進行之際僅在委外單位新竹現代

的推動下在竹北市運行以家庭暴力安全網的服務模式，提供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

件服務。研究發現在竹北市實施家庭暴力安全網會議後，由於網絡單位間對危機個

案的討論增加，而對網絡成員的角色與功能有更多了解，網絡間的信任關係也逐漸

建立。且大多數網絡成員對於家庭暴力安全網的運作，抱持著肯定。但在針對家庭

暴力安全往會議以外的網絡合作，受訪者提出與家庭暴力防治網絡間的合作仍有溝

通不足、認知不一致、單位間分工關係不明的情形，導致在處理婦保併兒虐或有精

神狀況等需要跨單位合作之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時，面臨服務過程的障礙。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透過訪談大綱，利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進行

資料收集。 

訪談大綱的設計將參考本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分

為兩個大項。在第一大項中，瞭解社會工作者如何從接案的過程開始，並在服務的

過程中提供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案主處遇。以及社會工作者在服務過程中的重點與

聚焦，並瞭解其因應困境時的處理策略。第二大項瞭解社會工作者如何以家庭暴力

高危險案件為中心，與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系統工作，以及其在與防治網絡工作中所

遭遇的困難與解決方式。第二部分則為社會工作人員對於目前高危險案件處遇與介

入模式的反思與建議，了解社會工作人員對目前高危險案件服務流程、及對於高危

險案件的處遇模式之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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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分析 

簡春安與鄒平儀（2004）指出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之策略，可以以時間順序敘

述故事，或以關鍵事件進行分析，或以不同場境進行分析，或對事件發生過程進行

分析，或以論題為主進行分析等方式進行。本研究將採取以論題為主的分析策略，

將訪談取得資料簡化後，以概念方式呈現。 

    質性研究的分析是由資料化約（data reduction）、展現（data display）與結論

三個要素組合而成（潘淑滿，2003）。研究者將使訪談錄音檔進行編號存檔，並將

訪談錄音轉譯為文本逐字稿。文本逐字稿再經由開放譯碼（open coding）、主軸譯

碼（axial coding）、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三個步驟，將資料進行化約，並

針對資料分析結果進行詮釋（潘淑滿，2003）。 

壹、 開放譯碼（open coding） 

    研究者將透過反覆閱讀文字逐字稿，已將逐字稿中的關鍵字與內容標記出來，

並將所得之概念記錄於逐字稿中。 

貳、 主軸譯碼（axial coding） 

    將從文字逐字稿中整理出來之概念進行比較與分類，將研究所得之資料進行歸

納整理，得出研究中的幾項主軸。 

參、 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 

    從研究中的主軸中釐清與研究主題相關性較高之內容，進行資料的選擇。彰顯

研究主題的主軸概念，作為研究問題詮釋的根據（潘淑滿，2003）。 

    研究者將藉由閱讀訪談逐字稿，釐清社會工作者對於訪談問題及各項概念之想

法。將訪談逐字稿中與高危險案件、處遇、介入、網絡合作、解決方式等有關之內

容進行關鍵字之標記。將標記關鍵字之內容進行整體性之歸納分類，使研究資料進

行概念式之整理，比較研究對象中對於研究問題不同的看法與作法。得出社會工作

者對於高危險案件之處遇與介入之實務經驗與採取之工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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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的嚴謹性 

    Lincoln 和 Guba（1984）曾對質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提出見解，認為信度是可

重複性（replication），效度則是指可靠性（dependability）、穩定性（stability）、一

致性（consistency）、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與正確性（accuracy）（引自胡幼慧，

2008）。其更發展出對研究「信賴程度」發展評估指標，本研究將透過下列指標，

控制研究之信、效度（潘淑滿，2003；胡幼慧，2008）： 

壹、 確實性 

確實性即內在效度，指研究者收集之資料的真實程度（潘淑滿，2003；胡幼慧，

2008）。各縣市親密關係暴力發展脈絡與資源各有所不同，為避免研究情境因單一

區域、部門屬性、工作職稱或年資而可能產生蒐集之研究資料之特殊性，而使研究

結果有所偏頗，研究者將針對不同類型之親密關係暴力實務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

增加資料來源之異質性與多元性。 

於研究訪談過程中，並透過錄音方式將訪談之內容記錄，並將研究訪談之錄音

轉譯為文字逐字稿。轉譯為文字逐字稿後，將會以郵寄或電子信箱之形式寄予研究

對象進行確認，避免研究者誤會研究對象表達之內容。 

貳、 可轉換性 

可轉換性意指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對於被研究的對象的感受與經驗能有效的轉

換成文字的陳述（潘淑滿，2003）。研究者對於訪談逐字稿反覆閱讀及轉譯過程中，

將透過與指導教授討論，避免研究者片段詮釋資料內容或涉入過多個人主觀意識，

盡量做到以客觀與中立的態度進行分析。 

參、 可靠性 

如何取得可靠性的資料，乃研究過程中運用資料收集策略的重點（胡幼慧，

2008）。研究者發展訪談大綱作為深度訪談之研究工具，訪談大綱之發展將尋求實

務工作者協助閱讀，使訪談問題能貼近研究主題。於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也將適時

給予受訪者回饋，達到資料內容的釐清與無誤。在進行訪談逐字稿轉譯及分機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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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若遇到模糊或矛盾訊息，將透過面訪、電話或電子郵件之方式再次訪問釐清訊

息，確實反映受訪者的想法與經驗。訪談逐字稿也將提供受訪者確認，避免研究者

誤解其受訪者陳述之內容。 

肆、 可確認性 

研究的重心在於對研究倫理的重建，從研究倫理的重建，從研究過程獲得值得

信賴的資料（潘淑滿，2003）。研究者將遵守研究倫理的要求，針對研究目的與內

容及相關權益對研究對象進行說明，並妥善處理研究資料避免洩漏受訪者之個人資

料與隱私。避免受訪之社會工作者因擔憂透露實務處遇與介入過程，及對於高危險

案件服務模式的真實想法而遭來責難，致使在回答過程中有所隱瞞或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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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是指研究者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必須遵守研究社群對研究行為

之規範與要求，這些規範說明了行為的適當及合法與否（Neuman, 1997，引自潘淑

滿，2003）。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親密關係暴力服務之社會工作者，透過深度訪談

了解社會工作者對於高危險案件實務之處遇與介入策略。研究過程可能經驗到的研

究倫理議題有以下列幾項（潘淑滿，2003）： 

壹、 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 

    「告知後同意」指研究者充分告知研究對象參與研究的意義及相關訊息，以便

研究對象能做出最有利、最適當的選擇（潘淑滿，2003）。 

    研究者將於邀請實務工作者接受訪談之際，即提供研究計畫予研究對象閱讀，

使其能對於研究目的與研究進行策略有進一步了解。於訪談開始前，透過訪談同意

書（附件一）之簽署，進一步說明其相關權益與訪談進行之方式，徵得研究對象同

意後進行訪談。 

貳、 隱私與保密（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研究以深度訪談之形式進行研究，研究對象將透過口語的方式將其經驗與實務

歷程提供予研究者，研究過程中可能涉及研究對象之資料與相關地區家庭暴力防治

網絡單位之情形，故研究者將針對研究對象之身分資料以及研究資料中可能涉及他

人或其他網絡單位隱私之內容予以保密。故研究分析中引用之訪談內容逐字稿，研

究者將可能涉及足以辨識研究對象或特定單位之資料以代號或類型呈現，避免洩漏

隱私。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亦謹慎避免於訪談中，透露其他研究對象之個人隱私資料，

研究完成後未來研究資料若能有進一步之貢獻或發表，若資料內容涉及受訪者之權

益，研究者將徵詢受訪者的同意後使用。 

以深度訪談進行研究資料之蒐集方式，於訪談過程中可能面臨受訪者透露觸法

或不適當處理之經驗。故於深度訪談開始之前研究者亦會針對此部分與受訪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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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若透露不法情事時訪談將會中斷，並視情況研究者可能必須進

行通報。若為受訪者透露不當處理之經驗，則將於訪談告一段落後與受訪者討論可

能之處理方式。 

參、互惠（reciprocity）關係 

    本研究的研究互惠關係包含兩部分：一為對於受訪者參與研究之物質互惠，二

為知識傳遞上之互惠關係。研究對象花費許多時間與精力參與研究，提供與研究有

關之訊息，並討論與個人有關之隱私（潘淑滿，2003），協助研究者針對研究主題

蒐集資料。研究者將準備禮物贈予研究對象，以表達對其參與之感謝。 

    而在本研究欲藉由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處遇與介入真實情境之描繪，使社會工

作者能藉由研究之結果了解目前之實務上之處遇模式與策略，有助於實務工作者在

提供服務時之參考。研究者並將於研究完成後，將研究報告寄送研究對象。 

肆、訪談者與受訪者的位置對於資料蒐集之可能影響 

    在受訪者的邀請上，可能有部分受訪者為研究者過去實習單位之工作者。在實

習期間實務工作者為具有權力之身分對於實習生之指導，可能致使受訪者懷疑研究

者的位置而對於訪談資料之呈現，表現在實務過程中較少遭遇困難。 

    此外在透過實務工作者介紹訪談對象之過程中，亦可能因為引薦者是為第一線

主管之身分，而推薦對於高危險案件實務處遇與介入擁有較佳經驗，或本身能力較

好之社會工作者參與研究。為減少此等情況之發生頻率，研究者將擴展研究對象邀

請之寬度，避免所邀請之研究對象過度集中於某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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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親密關係暴力最後一道防火牆—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 

    為了解不同縣市在區域特性與服務網絡資源之不同，而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安

全防護行動之影響，故以新竹縣與台北市兩縣市為例，做為研究資料蒐集來源。新

竹縣地域範圍廣泛，縣內除了都會型區域更包含了如尖石鄉、五峰鄉等，共 13 鄉

鎮市。台北市 12 個行政區則多為都會型區域，地域範圍不若新竹縣廣泛，然而服

務資源較新竹縣發展的較早，且類型較為多元與完整。本章將針對新竹縣與台北市

執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源起、推動及運作機制概括描述。 

第一節 由下而上—新竹縣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 

壹、 源起 

    各縣市考量縣市資源、人力以及地區範圍不同的情況下推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

全防護行動方式不同，依實施區域的選擇，大致可分為：｢一次到位模式｣、｢全區

選樣模式｣與｢實驗區模式｣。｢一次到位模式｣最常見，一開始便全面實施。｢一次到

位模式｣與｢全區選樣模式｣及｢實驗區模式｣不同，後兩者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

護行動開始實施時，僅於部分鄉鎮區進行。｢全區選樣模式｣將全縣鄉鎮區分為幾個

大區域，再從大區域中挑選重點區域開始實施。｢實驗區模式｣則是透過選擇該縣市

中的幾個鄉鎮區做為首先實施的區域，再逐漸推行至全縣市（劉淑瓊、王珮玲，

2011）。 

    新竹縣是以｢實驗區模式｣之方式實施，源起與多數縣市是由政府單位公部門開

始推動的經驗不同。新竹縣是由新竹縣政府親密關係暴力垂直整合服務方案2的委

外民間單位｢現代婦女基金會新竹工作站｣（以下簡稱「新竹現代」）開始推動，「新

竹現代」藉由參與其他縣市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經驗，帶入新竹縣。 

貳、 實施推動  

                                                      
2
 ｢垂直整合｣之概念為｢通報即啟動服務｣，即當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接獲通報，經由派案主責社工後

由同一位實務工作者提供家庭暴力受暴者相關服務與處遇，社會工作者必須身兼緊急追蹤處置與後

續長期處遇工作（游美貴，2010），即不再區分為｢一線｣的緊急追蹤與｢二線｣的後續長期處遇工作

兩階段的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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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中，「新竹現代」開始在竹北進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試辦，

以DA量表與社會工作者專業評估作為列管高危險案件之指標。年底國內親密關係

暴力危險評估量表（TIPVDA）開始使用，新竹縣也於該年12月全縣使用，但未全面

進行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2011年除竹北市外，更擴展至新豐鄉、湖口鄉、竹東鄉

三個鄉鎮市，並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行政工作轉回新竹縣政府辦理，

於2012年時擴及全縣實施。 

    全區推動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後，只要案主求助時所測得的危險評估

量表分數（TIPVDA）達八分以上，無論是否經過社會工作者的複評機制確認，皆納

入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討論。因為第一線TIPVDA評估分數經常過高，導致高估個案

危險程度使得個案量過高，會議難以聚焦。在2012年，新竹縣增列了複評的機制，

即便案主危險評估量表分數達八分或以上，透過社政與警政共同評估後，若皆認為

無高度危險程度時，則案件將列為｢報告案｣，僅針對案件的情形與不列管的原因進

行說明即可，而複評分數仍大於八分則｢列管案｣。 

    雖現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已推展至全縣實施，然而在訪談過程中也發

現在原鄉的高危險案件數仍是較少的，多數的案件仍以人口較多之竹北市、新豐鄉、

湖口鄉、竹東鄉為主要來源。推測與原鄉人口較少，以及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

行動於2012甫於全縣推展實施，以此模式做為提供危險程度較高之案件服務方式尚

未於其他鄉鎮市第一縣服務人員所熟悉與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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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現代 

圖4.1.1 2010年-2012年新竹縣推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演進 

 

 

 

 

 

 

 

 

 

 

 

 

 

 

 

 

       ：2010年進行試辦之行政區域            ：2011年擴及之行政區域 

       ：2012全縣實施 

（上圖修改自「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網頁之行政區域圖」） 

 

    新竹縣剛開始推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時，社會工作者經常因為整體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網絡對於彼此網絡單位不熟悉角色扮演，在網絡單位互動合作遇

到較多困難與挫折。在網絡單位關係尚未穩固之際，社政與警政遭遇合作上的困難。

在相對人工作尚未建立服務與合作的默契，合作策略也缺乏討論，且警政認為約制

查訪相對人是為配合社會工作者的需求，感覺受社政單位指揮，社政也因為警政單

位對於案件認定不同感到挫折，網絡間陷入互相指責。警政體系凡事要求依法行政

下，社政單位必須透過正式管道填寫提交申請單，才能請求警政單位協助配合。委

外單位不被視為具有公權力的｢公部門單位｣，申請警政協助時常遭遇困難，必須透

過新竹縣政府社會處申請，才能向警政單位提出協助。 

參、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運作 

新竹縣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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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危險案件進案流程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新竹縣現階段執行的過程中，新竹縣政府

社會處扮演整個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核心角色。在接獲危險評估量表大

於八的高危險案件通報時，新竹縣政府社會處除了將案件依行政區分派至委外單位

或社會處之外，也會一併將個案的資料以 email 的方式寄給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

的網絡單位成員。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固定召開前，新竹縣政府社會處也會統一

將該月列管高危險案件的名單進行整理，於會議前一星期寄發給網絡單位。 

    在社會工作者對於高危險案件的追蹤上，新竹縣的標準則仍遵照垂直整合服務

模式規定標準進行。3 天內社會工作者必須主動聯繫案主，若無法順利取得聯繫也

必須在十天內，早、中、晚三個不同的時段電話追蹤案主的情形。 

二、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分區 

    目前國內各縣市運行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時採｢全區會議｣及｢分區會議｣兩種

模式。｢全區會議｣為透過集中縣所有個案於一次會議中討論，而｢分區會議｣則是將

地方縣市區域劃分為若干個區域分區進行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定期分區開多次會

議（劉淑瓊等人，2011）。新竹縣過去曾短時間以｢全區會議｣之方式進行高危險案

件網絡會議，將新竹縣內所有高危險案件集中於一次會議中討論。在第一線實行危

險評估量表施測分數上，超過八分之高危險案件數量龐多，因此在會議效益的考量

下，目前已改採｢分區會議｣之方式，將新竹縣內的高危險案件依行政區分為兩區，

一區（以下稱一區）為包含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三個鄉鎮市，另外一區（以下

稱二區）則為其他十個鄉鎮市竹東鎮、寶山鄉、新埔鎮、關西鎮、峨眉鄉、五峰鄉、

橫山鄉、北埔鄉、尖石鄉、芎林鄉。｢一區｣由「新竹現代」主責，因討論以竹北市、

新豐鄉的高危險案件，「新竹縣政府社會處」負責湖口鄉案件，約佔｢一區｣案件中

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二區｣又多為「新竹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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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一區與二區之劃分 

 

 

 

 

 

 

 

（上圖修改自「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網頁之行政區域圖」） 

 

三、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之參與成員 

    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之單位，分為｢基本成員｣及｢特邀人員｣兩種。｢基本成員｣

為高危險案件會議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核心成員，是為參與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

固定成員，除了其本身的業務職責與高危險案件密切相關，也反映出該單位的認同

與承諾。｢特邀人員｣則是在面臨特定案件或問題時，邀請相關網絡單位人員參加，

其並不會出席每一次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而是任務及目的取向的提供相關之資

訊。｢基本成員｣中，警政、社政、醫療、教育、檢察及司法六個網絡單位是否固定

出席，每次會議再區分為｢全員模式｣與｢部分模式｣，｢部分模式｣中六個網絡單位不

固定出席（劉淑瓊等人，2011）。新竹縣參與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基本成員｣則

包含警政、社政、衛政、司法單位，相較於上述四個網絡單位，教育單位與檢察單

位較經常性的出席，並非每次會議皆派員參加。所以新竹縣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

的｢基本成員｣是為｢部分模式｣。 

    社政部份第一線的社會工作者、機構督導或機構主管，及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

的社會工作者參與。警政部分社區家防官、分局家防官與婦幼隊，司法單位司法事

務官或法官。針對某些與其他網絡單位有關的高危險列管案件，列管會議也曾邀請

包含庇護所、移民署新竹工作站等單位，甚至就業服務站之｢特邀人員｣參與。 

一區 

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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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危險案件網路會議之主持 

    各縣市在執行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時，依照其地區的傳統、縣市網絡的互動關

係、其他方案間的分工、實施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階段與鄰近區域的實施做法有

關，可分為｢固定模式｣與｢輪替模式｣兩種。｢固定模式｣指每次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

議皆固定由同一個網絡單位來擔任主持，而｢輪替模式｣則是由不同的網絡單位間輪

流主持。而採取哪一種主持模式各縣市依其情況於網絡單位間討論，只要網絡單位

間彼此獲得共識，會議的主持模式隨時可以更動（劉淑瓊等人，2011）。 

    新竹縣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主持模式為｢輪替模式｣，由警政、衛政及社政三

個網絡單位輪流擔任主持的工作。警政單位由新竹縣婦幼隊的隊長或副隊長代表，

衛政由新竹縣衛生局科長代表，而社政則是由新竹縣政府社會處婦幼科科長與｢新

竹現代｣的督導或主管代表，四位網絡單位的代表成員進行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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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由上而下—台北市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 

壹、源起 

    台北市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推行，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以下簡稱「台北市家暴中心」）開始推行。2009 年頒布｢台北市家庭暴

力危險分級暨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實驗計畫｣之草案，於 2009 年 4 月至 2010 年 2 月

進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實驗行動計畫，於實驗行動計畫的前半段進行

台北市家暴中心的內部協商、邀請專家學者，並邀請試辦區域包含警政、醫療院所、

親密關係暴力委外單位與家暴中心各組等網絡單位召開網絡分工協調會，由垂直整

合服務方案的委外單位與家暴中心於五個區域中各挑一區進行試辦。於 9 月時針對

試辦區之網絡單位成員進行危險評估與管理、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進行教

育訓練。並於 9 月 20 日起於內湖區、南港區、信義區、文山區及北投區五個行政

區進行試辦推動（內政部，2009），內湖區由新女性聯合會負責社政主責、南港區

由台北市家暴中心負責、信義區與北投區由婦女救援基金會負責、文山區則由現代

婦女基金會負責。 

 

表4.2.1 2009年垂直整合服務方案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試辦之行政區域

分配 

分區 行政區 主責社政單位 

第一區 松山區、信義區、大同區 婦女救援基金會 

第二區 北投區、士林區 婦女救援基金會 

第三區 大安區、文山區 現代婦女基金會 

第四區 中山區、內湖區 新女性聯合會 

第五區 萬華區、中正區、南港區 台北市家暴中心成保組 

（註：行政區中粗體字者為實施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試辦之行政區。） 

 

    於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試辦期間，將高危險案件的標準定義為：（一）

藉由｢危險評估量表（DA 量表）｣評估分數大於 8 分，（二）經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46 
 

網絡評估認為是為高危險案件者。藉由第一階段的 DA 量表與第二階段社會工作者

透過 ESSA 量表與自身的專業判斷親密關係暴力案件的危險程度。 

貳、實施推動 

    在 2009 年完成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實驗計畫的推動後，2010 年台北

市正式於前述五個行政區域內繼續進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實施。並增

列了高危險案件的認定標準，除了上述的兩項標準外更增加了｢持續通報｣一項，將

一年內重複通報或報案達三次或以上者（台北市家暴中心，2010）也視為高危險案

件之標準。 

    2011 年後台北市家暴中心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進一步拓展至全市

開始實施，依照垂直整合服務方案的行政區進行分區，由各個委外單位執行辦理。

而在學者發展並公布在地化的危險評估量表（TIPVDA）後，台北市也已 TIPVDA 表

取代原先所使用的 DA 量表與 ESSA 量表。而也將高危險案件的定義修改為 TIPVDA

量表分數達八分或以上或經由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網絡專業人員之評估為高危險者。

而｢持續通報｣的標準則更放寬至（半年通報或報案達兩次以上），對於高危險案件

的認定更為嚴謹（台北市家暴中心，2012）。 

    實務上社會工作者仍主要以上述三種標準做為判斷高危險案件之依據，然而在

台北市的實務經驗中，不同的社政單位對於高危險案件的判定依據在細部上仍有不

同標準。普遍而言，社會工作者皆會針對高危險案件重複確認其安全狀況進行複評，

若案件危險程度並沒有急迫或高度時，多數單位皆會以｢一階｣、｢報告案｣、｢提案

不討論｣之方式仍將案件帶到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但在會議中並不會進一步的

針對案件進行討論。而有些單位則是仍將首次通報之危險評估分數為八分或八分以

上之案件，不論複評結果為何仍舊列為高危險案件。 

    多數的單位在考量 TIPVDA 量表是針對女性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為對象，故針

對男性個案危險評估量表達八分或以上時，通常在複評後，並不會將男性的案件納

入高危險案件網路會議中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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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婦女基金會 

 

新女性聯合會 

 

台北市家暴中心 

 

圖4.2.1 2009年-2012年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分區 

 

 

 

 

 

 

 

 

 

 

 

       ：2009 年進行試辦之區域（      ：2011 年-2012 年未持續承接該區域） 

       ：2011 年-2012 年全區實施之區域 

（上圖修改自「台北旅遊網」） 

 

三、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運作 

（一）高危險案件進案流程 

    台北市家暴中心在接獲TIPVDA量表分數大於八分的通報案件後，便會直接依案

件的行政區域傳給委外的社政單位，由社政單位負責啟動高危險案件的服務。即便

第一線的網絡單位在接受案主求助時，即藉由量表發現為高危險案件，然而實際上

整個服務的啟動機制還是必須透過社會工作者的連繫才會開始比較立即性的服務。

在社會工作者針對危險評估量表大於八分的案件進行追蹤後，高危險案件的列管由

各社政單位啟動，由各委外社政機構主動檢視案件的危險程度並建立當月的列管名

單。整理相關資料製成高危險案件列管資料表，在每個月開會前十天傳遞給相關的

網絡單位。 

婦女救援基金會 

 

Y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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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社會工作者進行高危險案件的追蹤時，也必須遵守在拿到通報單後24

小時內便與高危險案件案主進行第一次聯繫的規定。無論是否能與案主順利的進行

電話會談或案主是否接聽電話，社會工作者都必須在24小時內也就是收到通報單的

當天打第一通電話給案主，確認案主的安全狀況與服務需求。 

（二）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分區 

    台北市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將行政區劃分為五個區域（如圖 4.2.1），五個區

域共由婦女救援基金會、新女性聯合會、YWCA、現代婦女基金會四個委外單位與

台北市家暴中心共同提供服務。婦女救援基金會負責的區域為大同區、士林區與北

投區，新女性聯合會負責內湖區與中山區，YWCA 負責萬華區、松山區與中正區；

現代婦女基金會負責大安區及文山區，台北市家暴中心則是負責信義區及南港區。 

（三）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之參與網絡 

    在台北市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並不像在其他縣市中｢基本成員｣的參與可能

包含了縣市內的警政、社政、衛政、教育、檢察及法院資源為｢全員模式｣。在台北

市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主要參與網絡單位之｢基本成員｣可以分為｢警社模式｣

與｢警社衛模式｣兩種。多數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參與單位之｢基本成員｣主要為社

政、警政、衛政，而又以警政與社政為主要的成員之｢警社模式｣。然而在有些高危

險案件網絡會議，衛政單位的參與與積極度明顯較高之｢警社衛模式｣（劉淑瓊等人，

2011）。在參與上，社政部份主要為一線社會工作者與督導參加，在某些社政單位

也會有外聘督導或機構的主管階層參與。警政部分則為一線員警或社區家防官及分

局家防官，衛政部份為健康服務中心派員參與。 

    在各區域也因應案件的需要在網絡成員的部分也有個別的獨特性。為了考量相

對人的輔導轉介，在中山區與內湖區張老師基金會的社會工作者也為高危險案件網

絡會議中的｢基本成員｣。而在北投區的｢基本成員｣中則包含了社區協會的參與，提

供在地化的支持協助。除了在每次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皆出席的基本成員外，在遇

到與其他議題有關之案件可能也會邀請其他｢特邀成員｣的介入，包含司法單位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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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自殺防治中心或家暴中心兒保組、目睹兒童社工。 

（四）高危險案件網路會議之主持 

    台北市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會議主持之方式皆為｢輪替模式｣，然而再輪替的方

式則依區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士林區、北投區、大同區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

中的主持工作主要由警政單位負責，由三位分局家防官輪流主持會議。在中山區、

內湖區、大安區及文山區則由社政的督導或機構主管與警政的家防官共同輪流擔任

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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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比較 

    本節針對台北市與新竹縣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推動與運行進行

對照。在探討社會工作者處遇與介入前，澄清兩縣市在實務脈絡上的異同。 

壹、高危險案件網絡防護行動之推動 

    探討新竹縣與台北市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推動，皆是以｢實驗區模

式｣進行，於縣市內少數的行政區域中首先進行施行，待運作一段時間後再將實驗

區的經驗帶到縣市內其他的行政區中。目前新竹縣與台北市兩縣市也全區實施高危

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以提供親密關係暴力中危險程度較高的案件相關服務。

兩縣市在推動經驗中比較不同的是，在新竹縣是由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防護行動較

有經驗的民間單位先開始推行，將運作的經驗帶到新竹縣中，民間單位在整個推動

的過程中是較為主動與積極。在這樣的服務模式運作一段時間後，才漸漸將主責工

作交回給公部門。 

    在台北市的推動經驗中，台北市家暴中心則是以制度方式，將高危險案件網絡

安全防護行動推展至委外單位，多數的民間團體則是較被動的配合推行。台北市家

暴中心在推動的過程中也扮演指導的角色，透過教育訓練與會議等方式讓各個網絡

單位來學習此種服務方式。 

貳、高危險案件網絡防護行動之運行 

    在社會工作者針對高危險案件的追蹤通報上，新竹縣與台北市對於追蹤時限規

定不同。新竹縣的追蹤規定與垂直整合服務方案的規定相同，社會工作者必須在接

到派案後的 3 天內與案主進行第一次聯繫，若無法順利與案主取得聯繫則社會工作

者必須在 10 天內分早、中、晚三個時段分別嘗試聯繫案主。新竹縣追蹤時限上，

並沒有明顯區別高危險案件與危險程度中低的案件之差別。在台北市在追蹤通報上

則有明顯的區分，非高危險案件則社會工作者僅需要按照垂直整合服務方案的規定

聯繫案主即可，若為高危險案件社會工作者則需要於派案後 24 小時內與案主進行

第一次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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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會議的分區上，新竹縣與台北市皆採取｢分區會議｣之方式進行，新竹縣主要

的分區依據為以警政分局的方式進行劃分，竹北市、新豐鄉及湖口鄉三個區域皆屬

於竹北分局之轄區，於一區中進行討論。而二區的部分則包含了竹東分局、新埔分

局及橫山分局。而在台北市的經驗｢分區會議｣的劃分方式，則是依照｢垂直整合服

務方案｣委託之委外社政單位來進行分區，一個委外社政單位即分為一區。相較之

下，新竹縣雖為｢分區會議｣然而在鄉鎮市之分區上，一區中的鄉鎮市數目較台北市

的分法來得多。 

    台北市因為社政的主責單位依分區不同，而在高危險案件會議上的執行上公部

門與委外民間單位在高危險案件網絡防護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便與新竹縣不同。新

竹縣的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其推動方向雖由民間單位向公部門，然而現

行在工作的統整與主責新竹縣政府仍扮演很關鍵核心的角色。由公部門負責統一整

理每個月的高危險案件列管名單，以及統籌各網絡單位的相關文書資料。而台北市

的運作過程則顯得有較多的自主，公部門的介入顯得較少。每個月由各社政主責單

位負責行政作業的處理，此外在高危險案件列管標準上雖仍遵守台北市家暴中心所

規範的大原則，在細部上各社政主責單位似乎有較多的自由。 

 

表 4.3.1 新竹縣與台北市高危險案件網絡防護行動之比較 

 新竹縣 台北市 

推動模式 實驗區模式 實驗區模式 

推動方向 民間單位    公部門 公部門    民間單位 

現行實施區域 全區推動 全區推動 

網絡單位之啟動 於縣政府派案時 待社會工作者主動聯繫 

追案時限 3 天內第一次聯繫； 

10 天內早、中、晚聯繫 

（與垂直整合服務方案相同） 

24 小時內第一次聯繫 

會議進行模式 分區會議（分 2 區） 分區會議（分 5 區） 

會議主持模式 輪替模式 輪替模式 

會議成員參與模式 部分模式 部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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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與台北市在會議主持上並未有明顯的差異，兩縣市皆為｢輪替模式｣。新

竹縣由警政、社政與衛政三個網絡單位輪流擔任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主持工作，

而在台北市依據不同的行政區域輪替的方式也有些許的不同，但仍多由警政與社政

輪替為主。 

    然而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網絡單位的參與情形，新竹縣與台北市則有差異。

而兩縣市最主要的不同有三：司法檢警單位的介入、警政介入的差異與移民署工作

站的介入。就網絡單位成員的參與上，司法單位、檢察單位的投入程度、在高危險

案件網絡會議中有明顯的不同，在新竹縣的經驗中司法以及檢警單位是高危險案件

網絡會議中的｢基本成員｣，在台北市的經驗中僅在少部分特殊的案件中曾經有觀護

人進入為｢特邀成員｣外，其他包含司法事務官或法官的司法單位與檢察單位的角色

皆不曾出現在台北市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 

    另外在警政部分的介入上，兩縣市之經驗也十分不同。在新竹縣的高危險案件

列管會議，婦幼隊的參與扮演警政中很重要的角色，婦幼隊主要提供親密關係暴力

被害人服務，而社區家防官或分局家防官主要的工作對象則是加害人（潘淑滿，

2011）。無論在啟動員警進行約制查訪相對人或協請員警陪同訪視，社會工作者都

必須透過婦幼隊來進行聯繫與溝通。然而在台北市的經驗卻較少看到婦幼隊的參與

或介入，社會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上較重要的警政對口則為各分局的分局家防官。此

外，在基層員警的參與上也有差異。在新竹縣的高危險案件列管個案主要由社區家

防官親自去約制查訪轄區內的高危險案件相對人，列管會議的出席也由社區家防官

出席報告約制查訪的情形，較少會由基層的一線員警進行約制或出席。而在台北市

相對人的約制查訪情形則不一，並不一定由社區家防官進行，在某些行政區可能由

固定一位基層員警或派出所家防官針對固定案件進行約制查訪，然在許多行政區中

約制查訪或列管會議的出席每個月也可能由不同的一線員警進行，而非由同一位員

警持續進行介入。此外在一線員警出席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情形也較為普遍。 

    另外在移民署工作站的參與上在兩縣市也很不相同，在新竹縣的高危險案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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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會議中針對高危險案件案主具有新移民身分時，可能邀請移民署工作站為｢特邀

成員｣提供相關的資訊與討論，然而在台北市的經驗中似乎也較少看到有移民署的

參與及介入。 

    在台北市與新竹縣的高危險案件列管會議的經驗中，在高危險案件列管會議中

所參與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網絡單位並不侷限於與人身安全直接相關之網絡單位。

在台北市的經驗中，有社區協會願意參與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由社區在地化的工

作中更貼近協助案主或案家的需求，提供的協助上也並不見得是直接針對案主的人

身安全危險，而是提供更多元且不同層次的協助與介入，如：透過協會的男社工介

入關懷相對人。在新竹縣執行高危險案件列管會議的經驗也將與人身安全並未直接

相關的網絡單位納入，在高危險案件會議的定位上，不僅是討論案主的危險議題，

有時候也將案主其他需求列入會議中，邀請相關網路的參與。新竹縣便曾有邀請就

業服務站參與會議之經驗，在會議中同時討論案主的就業媒合問題。在各縣市辦理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規定中，指出在網絡成員認為有關之重要議題時，

可以邀請勞政系統參與會議（台北市家暴中心，2010），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

護行動中，扮演職業訓練與職業媒合、勞工相關法令諮詢、提供安全計畫建議（內

政部，2009）。社會工作倫理守則（2008）規定社會工作者應遵守保密之義務，除

非涉及緊急危險等情況時才可以有程度的揭露。然而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

動以保護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主人身安全為核心考量下，在會議上邀請勞政單位

代表參與出席轉介就業媒合，是否將高危險案件案主的隱私過度曝光，違反個案保

密原則仍值得再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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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分析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將從將從社會工作者如何藉由專業來界定高危險案件開

始，探討社會工作者界定高危險案件的依據，以及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難。第二節

論述高危險案件之處遇，說明在針對高危險案件時處遇計畫的討論與擬定，以及社

會工作者在後續執行處遇之情形，探討其中的抉擇予處理方式。第三節呈現高危險

案件網絡合作是如何開始啟動，與其中的內涵。最後一節則是探討高危險案件網絡

合作與運作之情形，呈現網絡單位間擬定服務介入策略之方式與經驗，以及後續網

絡單位間執行服務介入策略之情形。期待藉由本章的分析，能對於處遇與介入之情

形能有更全面性的圖像，展現社會工作者在其中面臨各種情況時所扮演的角色與處

理的技巧。 

第一節 社會工作專業判斷的一把尺—高危險案件之界定 

    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的判斷依據，包含危險評估量表的分數、重複通報或

報案的次數與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評估主要的三種方式。危險評估量表依照固定的問

題所得之結果似乎最為客觀，然而現行的責任通報制度上，通報者多數僅將通報完

成，在對於個案的協助有限且通報資料也經常不精準（游美貴，2011）。劉淑瓊等

人（2011）針對國內各縣市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進行現況分

析也指出，各縣市在第一線受理親密關係暴力案件後，有進行危險評估之總平均比

例為 65.0%，台北市為 56.2%，新竹縣為 70.8%。顯示目前實施危險評估之情形也

未能完整，案主在第一線求助時所測得的危險評估量表分數，也往往因為求助當時

之情境、不了解問題的內容或仍處於受暴後情緒高昂的緊張情緒中，而沒有進行危

險評估量表的測量或測量分數偏高之情形。因此在危險評估量表的測量之外，社會

工作者的專業評估在判斷親密關係暴力案件危險程度便顯得相當重要。 

    社會工作者在接到案件後，透過與案主的會談中蒐集相關的資料，社會工作者

藉由專業的尺進行評估，判斷是否為高危險案件。在資料的蒐集上，不同的社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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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法不盡相同，大體上社會工作者仍藉由親密關係暴力通報表、家暴資料庫與

案主的主觀陳述中，得到與暴力事件本身以及當事人的相關資訊。社會工作者主要

透過本次暴力事件、過去暴力事件、案主情形與相對人情形，四個部分來進行資料

的蒐集與判斷是否為高危險案件。在這樣資料蒐集的過程中，除了是評估親密關係

暴力案件是否為高危險案件，也同時是針對危險程度高的案件瞭解其可能的需求與

工作的面向。 

壹、界定高危險案件的依據 

一、本次暴力事件 

    與案主討論本次通報事件，主要目的是讓社會工作者能夠更清晰的釐清本次暴

力事件發生的細節，藉由案主的陳述評估人身安全危險程度。透過｢本次暴力事件｣

的釐清，蒐集暴力事件發生的原因、相對人的施暴方式、案主所受到的傷害與案主

的因應或求助策略等，皆是判斷案主受暴情形與危險程度很重要的關鍵。從相對人

的施暴方式與案主所受到的傷害，評估暴力行為對案主致命的可能性，如：相對人

對案主勒掐脖子或持刀攻擊、案主傷勢嚴重必須住院治療等。而在案主本次的求助

與暴力因應方式，也能進一步的釐清相對人對於案主向外求助的態度、對於公權力

是否懼怕、對於施暴的解釋與說詞，了解相對人對於暴力行為的解釋與施暴後的態

度，也能做為日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評估員警約制告誡的策略與時間

點。 

 

還有另外一個部份就是他身體是不是有明顯的外傷。那如果這些部分綜

合起來就真的是高危機，譬如說他身體上受有很明顯、嚴重的外傷的話，

那那個部分其實就可以用緊急保護令去做處理，或者是用庇護安置的方

式去處理。（SW001） 

 

就是可能還是會跟他討論說那像他在醫院或是警察局的時候是不是有警

察人員有協助過他填寫過通報單，還有一個這樣子的表格，就是跟他回

憶一下那我看到他在表格上面有寫到說最近暴力的一些發生的狀況，譬

如說相對人有勒掐他的脖子或者是有用工具來威脅他，來跟他核對是不

是有發生這樣的事情，還有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在最近這三個月或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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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通報狀況發生的。（SW008） 

 

    除了上述有關本次暴力事件的資料蒐集，有些社會工作者也提到還會進一步詢

問案主與相對人之間近期的緊張情緒與引爆事件的壓力源，藉由事件的發生評估暴

力於近期內持續發生的可能性。 

 

就是專業評估可能他 TIPVDA 沒有做這麼高分，但是近期可能家裡有一些

讓他們衝突會很高的情況，那外遇是一個可能性或是家逢巨變之類的，

那可能會讓近期的暴力確實發生得很頻繁，然後嚴重度滿高的。（SW009） 

 

二、過去暴力事件 

    除了｢本次暴力事件｣之外，｢過去暴力事件｣的瞭解對於社會工作者的評估判斷

也是相當重要的依據。社會工作者透過家暴系統查詢蒐集案主過去是否有通報的記

錄，可了解案主是否為首次通報，如果是重複通報的案件也能從系統中查詢在過去

的通報紀錄中，案主的受暴史、頻率與樣態。 

 

我可能會先上家暴的系統先去查詢他有沒有一些相關的通報表，然後可

能從過去的一個通報紀錄去了解他可能他的一個受暴的型態，那或者還

有一個受暴的頻率，先稍微做一個背景資料的蒐集然後再去跟個案去談。

（SW002） 

 

可是我們會以 TIPVDA 的內容來跟個案因為我們也要做暴力史的一個資

料的蒐集。（SW003） 

 

然後我們就先大概了解這次的狀況，還有過去受暴史的狀況。（SW006） 

 

    藉由了解案主過去的受暴史，社會工作者便可進一步與案主進行討論，協助對

於自身受暴情形並無察覺的案主，看待其多年以來受暴的經驗，使案主瞭解自身的

安全狀況並提升其危機意識。避免因為案主淡化暴力情事而使社會工作者無法針對

案主的危機進行較準確的評估。同時藉由過去受暴史的回顧，釐清本次暴力事件與

過去暴力事件間的關聯，也可以進一步找出相對人可能施暴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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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發現有一些個案可能你就單一次他的受暴跟他討論啊，他也許會

告訴你就是他會淡化他可能就說這沒有什麼、偶發事件，或是想這樣就

結束掉就是逃掉的意思。可是其實我能從系統上去查詢到他有一些過去

的紀錄，我覺得我是可以從那裏面去跟他談，譬如就是告訴他我其實在

相關的資料裡面看到其實你已經長期是受暴的狀況，那甚至我也會主動

告訴他我看到了什麼，那也許有一些個案他是沒有去查覺或者是可能沒

有想到那塊怎麼樣，有時候藉由這樣的說法他可能會願意再多聽你跟他

想討論的東西。（SW002） 

 

我覺得不管危機高或是低，我都一定會跟他討論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再發

生危機的可能性，就是讓他們先知道縱使可能今天暴力不危險，可是也

是要根據過去的受暴使去評估他到底會不會再發生。不見得這一次不嚴

重，不代表之前不嚴重。（SW006） 

 

怎麼跟他釐清喔，其實還是會回到他整個這次受暴的一個脈絡，然後去

跟他討論說那他有沒有發現在他過去受暴的事件當中有沒有一些相關連

的，譬如說是他先生喝完酒之後有可能會動手施暴等等的，我們會陪他

一起找出這樣的一個危險的因子然後去跟他討論說他有沒有可能在知道

先生喝酒的時候，就先做出一些防止自己受暴的一些計畫，就會跟他進

入一些比較細節的討論，讓他可以比較敏感到他的安全狀況。（SW008） 

 

    在了解本次暴力事件與過去暴力事件的發生後，更重要的一點是評估暴力的樣

態是否有所改變，如：過去較常以徒手方式推撞案主而近期則以工具武器進行施暴。

藉由資料的蒐集來釐清相對人施暴型態是否變得更致命？從什麼時候開始改變？

藉此評估案主的危險程度是否較以往加劇。 

 

我會先問這一次，因為是這一次才變得那個高，那我可能會先問那這一

次是先生做了什麼跟以前不一樣或是更超過的舉動，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案主表達起來好像跟以前一樣的話，那我就會問說怎麼會覺得這次

感覺自己比較危險，那其實如果他覺得每一年先生的態度都一樣，那我

就會問說之前他從什麼時候就開始，那每一次都是這種程度還是有時候

比較嚴重。（SW007） 

 

三、案主的情形 

    透過危險評估量表評估得到案主危險程度的資訊外，社會工作者也會藉由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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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觀陳述得知案主對於暴力事件的詮釋、態度，甚至是求助的動機。除了與暴力

事件直接相關資訊的瞭解與評估，也會針對其他與暴力事件間接相關的資訊進行蒐

集，瞭解案主能夠面對離開暴力關係或自我保護的資源，評估案主是否具有支持系

統或離開暴力關係後的需求。當案主的自我保護能力或相關支持系統較缺乏時，案

主可能更不容易離開暴力關係或面臨較高的危險程度。 

  

那打第一通電話主要也是要確認他當下的安全，例如說假設他今天還是

回到那個家，那可能就會問一下他跟他先生現在怎麼樣、狀況怎麼樣，

那有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忙他，那他有沒有想好就是說如果再發生他可以

怎麼求助這樣子。那如果他想說他可能要離家，就是他今天並沒有回家，

那也會想說那到底他今天要去住哪裡。（SW006） 

 

然後他有沒有他周邊的支持系統是不是夠暢通…。（SW008） 

 

四、相對人的情形 

    藥物、酒精的濫用與心理或精神疾病皆是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的危險特質之一，

具有此類危險特質的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暴力行為之再犯率高，而暴力行為有時嚴

重程度也較高。社會工作者除了針對暴力事件本身與案主進行評估，也可以從案主

的陳述中蒐集相對人的資訊，得知相對人是否具有酗酒、吸毒或患有精神疾病的情

形，或是相對人的人格特質與背景，評估暴力發生的可能原因與危險程度。 

 

他樣態如果不一樣，其實還是會去瞭解一下相對人的狀況。因為其實我

們得知相對人的狀況都是從個案的描述，我們不會去跟相對人去做接觸，

所以還是會希望可以從被害人身上去知道之後再去瞭解譬如說個案他的

一些相關資源在哪裡？…所以我可能會去再跟他了解相對人的部分，或

是他本身家庭的 background。（SW002） 

 

還有關於加害人他的一個失控的程度啦，有些像是藥酒癮或是精神疾病

的加害人，他的變數可能又數更高的，所以我們會把那樣子的案件特別

放在第一優先做處理。（SW008） 

 

    心理或精神疾病雖為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的危險特質之一，然而並不能以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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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所有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的原因。探究國內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的原因，精神疾病則

不然為其中的首要原因，潘淑滿與游美貴（2012）針對 2008 年至 2010 年國內之家

暴資料庫，以及 2011 年至 2012 年各縣市接受親密關係暴力個案管理服務之受暴者

進行問卷調查之統計分析顯示，在 2008 年至 2010 年國內之親密關係暴力發生原因

為人格或精神因素者，主要原因為權控因素，而其（21.3%）之百分比則又高於精

神疾病許多（10.2%），顯示精神疾病並不為造成親密關係暴力最主要原因。而酒癮

部分則符合國內親密關係暴力發生之重要原因，在 2011 年至 2012 年各縣市受暴者

之問卷調查結果則顯示，暴力發生原因為物質原因者則多為飲酒或酗酒因素引起

（43.1%）。 

    然而相較於在高危險案件案主的資料蒐集與評估，社會工作者在對於相對人相

關資訊的蒐集上仍十分有限。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社會工作者對於相對人資訊的蒐

集是有困難的，較難從與案主的會談中便能判定相對人的危險程度。在相對人的資

訊上，則必須仰賴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透過警政的介入補充相對人的相關資訊。 

貳、界定高危險案件遭遇的困難 

一、無法與案主取得聯繫 

    在探討社會工作者在界定高危險案件時是否遭遇困難時，並沒有在界定高危險

案件上發現直接的困難，社會工作者未曾在專業判斷上面臨難以抉擇或兩難的情形，

反而是在資訊的取得上面臨間接的瓶頸。針對電話無人接聽或案主不願意與社會工

作者進行會談等無法取得聯繫的案主，社會工作者則較常面臨因為資訊的缺乏而難

以界定案主的危險程度之情形。 

    社會工作者為因應困境，通常會退而求其次選擇透過聯繫通報單上案主的安全

聯絡人來了解案主的基本資料與相關受暴情形，將親密關係暴力相關服務資訊透過

安全連絡人轉達案主。或藉由與案主曾經面對面接觸之通報單位進行聯繫，釐清案

主求助時之情形，是否有明顯的外傷、受暴的情形與需要的協助，藉此暫時性的判

斷案主可能之危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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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覺得那個案件的內容看起來有些擔心的話，或許我會先連絡那個

通報的單位，或是我跟這個案主就打好幾次我都找不到案主，然後我就

會去問通報的單位。…我會問看他那天報案的原因，看他有沒沒有受傷，

傷勢怎麼樣，那他的情緒跟精神狀況有沒有穩定，有沒有提到說他有沒

有需要什麼樣的幫忙？然後他描述他受暴的經過是怎麼樣？（SW007） 

 

通常我們就會再去查說他有沒有安全聯絡人，有可能是他的母親或是他

的兄弟姊妹，那我們會透過跟安全聯絡人聯繫來獲得案主整體的安全狀

況。（SW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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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危險案件之處遇 

    本節中主要針對高危險案件之處遇情形進行分析，將透過兩個階段來進行探討，

第一階段說明高危險案件處遇計畫的討論與擬定，探討社會工作者在針對高危險案

件時如何與案主討論處遇計畫，以及處遇計畫中的重點。第二階段則為社會工作者

對於不同類型的高危險案件案主之處遇方式。 

壹、 高危險案件處遇計畫的討論與擬定 

    高危險案件的處遇及介入與一般親密關係暴力個案最主要的不同在於集中在

前段的人身安全協助，與後續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網絡的合作介入。因此在處遇高危

險案件前，社會工作者與案主在處遇計畫的討論，仍較著重於警政約制告誡、進入

列管會議等較針對前端危險部分的處遇，針對中後端的服務，如：討論案主在婚姻

中所受的創傷、就業問題的處理仍是比較少的。以下將針對社會工作者對於高危險

案件案主的處遇計畫討論之面向進行說明： 

一、 高危險程度的釐清 

與高危險案件案主討論處遇計畫時，首先必須了解案主對於自己人身安全危

險之認知。因此社會工作者在蒐集相關的資料後，便會向案主說明何謂危險評估量

表與其所測量的問題，以及案主透過危險評估量表測得分數所代表的意義。藉由說

明期待提升案主對於危機的敏感度，並重視自己的人身安全。 

 

只是在高危機個案這個部分我會比較去強化他們對自己危險的意識，像

我會直接告訴他說現在問你的這個問題是什麼，我說它是個 TIPVDA 量表，

然後他是我們學者去參考人家國外的經驗研發出來的，它是被檢定過是

有效的一個問卷，這裡面告訴你說如果你這麼多題裡面，你有一半以上

你答的狀況都是說有你先生有這種狀況的話，那表示你是一個高危機…。

（SW001） 

 

我其實我會用這個東西，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已經發展出來確定的一個工

具，那我會讓他知道說其實透過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工具，你算是我們一

個高危險的一個案子喔，你算是我們一個危險程度比較高的。（SW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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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就是說可能在高危機案件的部份我們可以再多提醒安全的部分吧，

然後也會再跟他說明他是高危機個案這樣子。（SW006） 

 

    對於危機敏感度不高的案主，有的社會工作者會利用小孩、父母、相對

人等案主所在乎的人、事、物來與案主進行討論。提醒案主必須正視自己的

人身安全危機，讓案主重新思考為什麼要接受服務。 

 

我會跟她說可是你看這個傷口他都打在你的頭上耶，這個頭如果他力道

有時候沒有注意不小心打破了怎麼辦？然後他就說啊不會啦，我就說阿

你怎麼知道不會？…然後你就應該說看她在乎什麼如果在乎小孩你就會

告訴她如果這樣子有一天真的、我相信先生也不是故意，那可是如果有

一天他真的做了什麼事情，小孩怎麼辦？…就是她可能對她自己的自身

安全沒有那麼 CARE 可是你告訴她你如果不在那小孩怎麼辦、先生怎麼

辦？或者是說她在乎的是爸爸媽媽，那爸爸媽媽怎麼辦？其實慢慢的說

啊然後她就會意識到她不可以這麼簡單判斷，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去挖她

在乎的東西出來去談。（SW011） 

 

    社會工作者會嘗試與高危險案件案主在危險程度上進行釐清，期待在危

險程度的認知上能夠盡量與案主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以便讓案主理解後續

可能介入案家網絡單位資源的目的。 

二、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告知 

關於是否告訴案主有關｢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這件事，可分為兩個

部分進行討論，一為｢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二為｢員警約制告誡相對人｣。社會工

作者是否應該告訴案主關於其已進入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列管一事，並未有絕對的

方式，本研究僅反應社會工作者的做法。在訪談過程中卻也觀察到，當詢問社會工

作者｢是否告訴案主已進入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進行列管討論時｣，社會工作者的策

略是很不一樣的。11 位社會工作者中有 5 位社會工作者會告訴案主其已進入高危

險案件網絡會議中討論或列管，5 位社會工作者則選擇不告訴案主，1 位則依案主

的情形來決定是否告知。此外，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有些選擇不告訴案主的社會工

作者，在回答時顯得很猶豫與擔心，害怕「不向案主說明」的回答會受到責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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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針對｢是否告知案主，員警將約制告誡相對人｣的問題時，所有的社會工作者則

皆一致性的都會告訴案主關於員警的約制告誡及介入。 

表 5.2.1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告知 

 向案主說明 

其危險程度高 

進入列管案件

的告知 

警政約制查訪相對人

的告知 

順從案主期待暫

緩約制 

SW001 是 是 是 是 

SW002 是 是 是 是 

SW003 是 否 是 是 

SW004 是 否 是 是 

SW005 是 否 是 折衷 

SW006 是 是 是 折衷 

SW007 是 否 是 折衷 

SW008 是 是 是 否 

SW009 是 不一定 是 否 

SW010 是 否 是 是 

SW011 是 是 是 是 

 

（一）告訴案主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 

    在確認案主的危險程度並列入列管案件討論後，有些社會工作者會主動將案主

已經進入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列管一事，告知案主。而進一步探討社會工作者對於

告知案主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列管一事，背後的想法卻不盡相同。多數社會工作者

在考量員警必須針對高危險案件的相對人進行約制告誡，而擔憂員警的介入恐引發

相對人的情緒反應造成相對人再次施暴，使案主可能再度陷入危機的情形。因此，

社會工作者並不一定會詳細的告訴案主關於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細節，但一併會

將會議列管的機制與員警的約制查訪向案進行主說明。 

 

（研究者：所以你會告訴他說其實我們有一個這個列管會議？）恩，我

會。因為我們這邊的做法就是進入到這個高危機會議，警政會去找相對

人去約制，會去告訴他（相對人）說不能怎麼樣怎麼樣。（SW001） 

 

其實我們在跟個案談的時候都會跟他講說譬如說他的案件列入高危

機。…我會主動跟他講，就是譬如說他是大八了，確認完還是大八我就

會跟他說你的危機狀況很高，那是這樣我們現在有個服務警察是可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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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裡對你先生做一些約制的效果。（SW002） 

 

會先跟他確認他勾選的真實性，然後如果我整個跟他討論完之後判斷他

其實真的危機性滿高的話那我會告訴他我的評估是什麼，因為我認為他

可能是一個危機性比較高的個案，那我會告訴他說像我們專業網絡人員

判斷是比較高危機個案的話，我們就會啟動一些機制，然後會跟一些網

路人員進行討論。（SW008） 

 

    有的社會工作者則是認為藉由告訴案主有關高危險案件網絡列管，可以讓高危

險案件案主感受到是有人在乎自己的人身安全，並也期待藉此提醒案主其在親密關

係暴力中的危險程度。 

 

我會開始當初跟他們講的目的是我是想說去如果他們的感覺有點就是你

看很關心你、看我為了你還特地去討論這一個東西，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要讓他警覺到你看、你已經危險到我需要開會討論。（SW011） 

 

    然而也有社會工作者是在立基於｢案主有知的權益｣的思考價值下，決定告訴案

主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使案主有機會與社會工作者討論其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會

議或員警約制查訪的擔憂，而社會工作者也能進一步針對案主的擔心，進行安全計

畫的討論。 

 

後來就發現好像有些同事會跟案主解釋，然後我也就去慢慢瞭解說為什

麼要解釋，那他們也是就希望就是說讓案主有知道的權益嘛，因為畢竟

他們也是當事人，那既然會有這個機制也是希望他們可以知道，那他如

果有什麼擔憂沒關係就是我們一起再討論，就例如說他的擔憂是怕他的

安全，那我們就討論當真的這樣發生的時候他至少可以怎麼做，就變成

說是一個公開的討論啦，那案主比較可以接受這樣的狀況，然後可能案

主也知道說當發生這種事的時候，至少我們也跟他演練過，所以我後來

就覺得說好像應該要跟他們說，所以我現在就是都會跟他們講。（SW006） 

 

（二）不告訴案主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 

     有些社會工作者在｢是否告訴案主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一事上呈現矛盾的情

緒，社會工作者雖然皆會告訴高危險案件案主員警的約制告誡，但並不一定會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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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明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進行。探討不願意告訴案主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原

因，社會工作者多是擔心案主考量隱私曝光等因素而拒絕進入列管會議，而在高危

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制度下使社會工作者難以處理。然而社會工作者在對於

未告知案主高危險案件列管一事，也感到掙扎與矛盾，有些社會工作者面臨專業倫

理中的告知後同意的義務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制度規定中的拉扯，而對

於違反專業倫理規範感到擔憂。 

 

不會。基本上不會，只會跟他們講員警會去那邊做約制。因為我會擔心

說跟他講完列管會議之後他會覺得說我自己的事情要被攤開這樣子講他

會覺得不妥，但是我也覺得說這樣好像有點違反個案自己的意願跟權力

啦，我自己也會這樣覺得。（研究者：所以你是擔心他可能會比較抗拒

這個部分？）對。（SW005） 

 

我後來就比較沒有講這個，我比較多是說警察因為危險程度比較高，那

警政那邊都會主動去關心那個狀況，那一方面去約制先生讓先生知道家

暴是不對的，就是肢體暴力、動手打人那個行為是不對的。…後來就比

較少跟案主說我們會跟警察有什麼連絡，或是我們會跟警察會定期開會。

（SW007） 

 

    也有社會工作者基於認為案主並不會在意其是否進入高危險案件列管會議，而

是社會工作者如何協助其解決親密關係暴力問題，因此選擇不會特別告訴案主關於

高危險案件列管。 

 

確實不會特別去他提安全網這個部分。因為其實他們也，對個案來說他

們也不是那麼 care 說你到底安全網是什麼東西。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說

我們怎麼樣協助他維護他自己人身安全的那個部分，所以其實我確實我

也不會特別去跟他安全網那一塊，只是說就是在討論安全計劃的時候才

會再特別跟他們討論警察約制查訪的後續的維護他人身安全部分的那一

塊才會特別跟他討論。（SW004） 

 

    有的社會工作者雖不會告訴案主有關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然取而代之的則是

透過高危險案件列管的服務模式讓案主知道社會工作者非常重視其人身安全，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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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有很多服務資源願意投入，提供其相關的協助。 

 

（研究者：所以你會跟他講說我們可能要把你提報到這個會議嗎？）不

會。…應該要看說你跟他講這個東西的意義在哪裡，你今天如果是想讓

他知道比方講有一些個案他會覺得說自己是孤立無援的、沒有人幫得了

他的，或者是沒有人那麼在乎他的死活，或者是他就是很習慣說什麼事

情就是自己來，然後他覺得不會有人幫他、不會有人想幫他，或是自己

是不值得得到資源的，那像這一類個案我不見得很明白跟他講說透過這

樣的一個會議怎麼樣，可是我會讓他知道說我們很重視他的人身安全，

那我們重視的程度是我會找很多整個服務的網絡我們家暴防治的一個服

務網絡我都會幫你找，那這些人也都很重視你的安全，所以你也要很重

視你自己。比方用這樣的方式，其實比較是 empower 他，讓他知道說自

己是值得的，確實很多的資源願意入注。（SW003） 

 

    從社會工作者在對於是否告訴案主有關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列管一事的矛盾

與掙扎中，能夠進一步的看出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以制度式的方式實施

情形下，高危險案件案主對於是否進入網絡會議中其實是沒有選擇的權利。在高危

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服務模式是規定，案主並沒有辦法決定自己是否可以不要

進入列管，使社會工作者在這樣的脈絡中產生是否告知案主上的兩難。此外當是否

告訴案主有關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列管沒有一套服務策略與規範時，有些社會工作

者也在專業權威上與案主自決產生衝突，認為高危險案件案主並不會在意網絡所提

供服務的方式，而選擇不向案主說明。 

    其中一位社會工作者則在是否告知案主列管高危險案件上沒有一定的標準，在

案主危機敏感度不高、在習得無助感下對於求助失去希望，或是對於警政單位的頻

繁查訪、約制感到疑惑時，社會工作者才會選擇告訴案主有關列管進入高危險案件

網絡會議一事，讓案主感到是有人在乎他的人身安全的。 

 

因為有時候如果沒有講得必要就也不用特別講啊，但是有時候我覺得個

案…她覺得好像沒有這麼危險，或者是她滿無助的，…好像也沒有什麼用

處，有時候跟她講說其實有很多人都在關注妳的案子，然後其實我們都

很關心妳的安全、妳孩子的安全，那我們一起都在幫她想辦法，那我覺

得有時候這樣子講會讓她們覺得有點力量，然後也知道說、也理解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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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最近很多警察會去找她先生，…那有時候她們如果問到這樣的問題

的話，我也會直接跟她說啊！我就說因為妳的安全其實風險比較高，我

就說其實我們也請警方一直在關注妳的一個狀況這樣子，當然如果妳有

什麼問題的話，妳也都可以求助他們，對，我覺得有時候也是一個不錯

的策略啦，也讓個案理解說為什麼最近這麼多網絡成員跟她連絡，或者

說為什麼、她可能也沒料到說警方會這麼積極，這也是有可能的。（SW009） 

 

    對照社會工作者的職稱、親密關係暴力年資兩者與｢是否告訴案主高危險案件

網絡會議｣對照（表 5.2.2），並未發現明顯的差異。社會工作者並未因為較資深或資

淺而在告訴案主的選擇上呈現不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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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進入列管案件的告知與 VS.職稱、工作年資對照表 

社會工

作者 

職稱 親密關係暴力 

工作年資 
進入 

列管案件的告知 

SW001 社會工作者 高 是 

SW002 社會工作者 中 是 

SW003 督導或主管級 高 否 

SW004 社會工作者 高 否 

SW005 社會工作者 中 否 

SW006 社會工作者 低 是 

SW007 社會工作者 中 否 

SW008 督導或主管級 高 是 

SW009 社會工作者 低 不一定 

SW010 社會工作者 低 否 

SW011 社會工作者 低 是 

（註：親密關係暴力工作年資「高」為 5 年以上 10 以下，「中」為 2 年以上 5 年以

下，「低」則為 1 年以上 2 年以下。） 

 

（三）員警約制告誡相對人的告知與拒絕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防護行動的服務模式下，所有的高危險案件都會面對警政的

介入針對相對人進行約制告誡。然而當社會工作者在告訴案主，員警將會介入約制

告誡相對人時，社會工作者經常遇到案主拒絕的情形。並不是所有的案主對於員警

的協助都能帶來安全感，而部分的高危險案件案主對於員警的介入甚至是非常擔心

的，擔憂警政的介入可能因此激怒相對人而引發另一波暴力行為。 

 

如果被害人是告訴我是不行，我先生會更抓狂…，那我就知道這個案件

是不能由警政去做介入了。（SW002） 

 

我覺得就我的接觸的案子來講，就是擔心的比較多數，他們就是會擔心

就是說他們就會覺得今天警察介入一定是他報的警，那他先生一定又會

講這個把這個罪怪到他身上…，就是有點讓他不敢就是再多拉一個資源

進來幫忙他，所以他們就會說可不可以不要。（SW006） 

 

但有些個案比較屬於相反的狀況，他可能會很擔心說那進入這個會議員

警就要去約制他的先生，他很擔心這樣的約制會造成反效果，那也有可

能是會讓整個暴力的狀況是更加失控的，所以他會要求說他不希望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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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約制，但他同意社工繼續關心，那也有可能是不同意社工繼續關心

的都有。（SW008） 

 

    面對案主對於警政約制的擔憂或拒絕，社會工作者會進一步的與案主討論擔心

或拒絕的原因。首先釐清案主對於員警約制的擔心是基於案主的想像，還是過去曾

經發生過因為警政的介入而激怒相對人的經驗。了解過去員警介入時的情形，以及

相對人的反應。此外進一步與案主討論，澄清案主的擔憂是針對｢員警約制告誡相

對人｣，還是｢員警約制告誡的方式｣，如：案主的擔憂其實是警察穿著警察制服到

案家引起鄰居的關注。釐清案主擔心的問題，社會工作者者才能與警政討論是否仍

然進行約制查訪，或是約制查訪的方式。 

 

比方有的個案告訴你說他不用，可是我們會要再追問的是說為什麼你覺

得不用，還是你有什麼樣子的擔心，那個評估就會比較是透過跟個案的

會談來蒐集資訊，因為個案對自己的生活現況的掌握也許他的解讀不一

定是正確的，可是他一定是掌握的是最多、最正確的，他的掌握資訊是

最多的，所以我們就是幫他做那個澄清，也讓他去思考說自己是不是需

要這個東西。（SW003） 

 

我會跟他討論他不願意的原因是什麼，如果他今天告訴我的是說那之前

警察就有來過啦，他也不怕警察他還揍警察耶，那你這樣子只會讓他知

道我報警讓我變得更危險。（SW005） 

 

其實會再跟他討論說那他的擔心是什麼，跟他確認過，那是不是說以前

有曾經有過員警去做約制反而讓狀況更糟的，這是他擔心的或是他曾經

發生過的，再去跟他核對說那今天如果員警真的去約制了他的先生，那

他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那一起跟他討論說他這樣的擔憂是不是有可能

發生的，再次跟他確認。（SW008） 

 

    探究案主對於員警約制查訪方式的擔心，社會工作者會主動與案主討論在約制

查訪的策略提供可行的應變方式來解除案主的擔心。例如：協商員警不要穿著警察

制服或用戶口查訪等方式，而不是用｢家暴相對人約制｣的方式介入了解並提供關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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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也會直接跟個案討論說那如果用這樣子的方法你覺得可不可行，

或者是說我們不要讓先生知道你是因為報了家暴所以我們去找你，而是

讓妳先生就剛好有警察來做戶口調查，然後做戶口調查的時候觀察你們

家的一個狀況，然後可能連帶的做一個比較柔性的告誡。（SW003） 

 

     在處理案主對於員警約制告誡的擔憂時，社會工作者便會透過與案主討論過

去嘗試解決或處理相對人暴力行為時所使用的策略（如：隱忍、避免衝突），試圖

協助案主釐清並看待這些策略是否能改善相對人的暴力行為。與案主討論過去沒有

員警介入約制時的樣貌，並嘗試使用新的介入方式來處理相對人的暴力行為。 

 

我就會跟他討論之前如果他們的相處是沒有警察介入的時候是怎麼樣，

就幫助他回想就是說你今天警察不介入你的相處還是跟以前一樣，那既

然以前這樣子相處都還是會導致你再一次受暴，那為什麼不現在嘗試就

是我們相信這個資源的介入至少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改變，就是幫助他去

回想現在多一個並不會使他現在的情形更糟。（SW006） 

 

我會跟他討論以前的狀況會跟他討論說他覺得這麼多年來，包容先生的

話有沒有對他們改善，那如果沒有的話會不會想說用別的方式去調整看

看，就會比較鼓勵他們多試試看一種不一樣的方法啦。（SW007） 

 

    社會工作者在與高危險案件案主討論處遇計畫時，有關員警約制告誡部分社會

工作者並不一定會完全遵照案主的自決來處理。大體可歸納為三，｢尊重案主自決｣、

｢以人身安全為優先考量｣、｢折衷方式｣三方式處理案主拒絕員警約制告誡相對人的

情形。11位社會工作者中，有6位採取｢尊重案主自決｣之方式，2位採取｢以人身安

全為優先考量｣，而3位則採取｢折衷方式｣。 

1. 尊重案主自決 

    在與案主討論其對於員警約制告誡的擔心後，部分社會工作者會以案主的主觀

意願為主，基本上案主在決定是否透過警政的介入來約束相對人的行為上擁有自主

權。案主感到擔心或疑慮時，社會工作者便會扮演起經理人的角色，協助與警政聯

繫溝通暫緩約制告誡的機制。除非在確定相對人不會因為員警的約制告誡，對案主

產生報復或不利時，社會工作者才會與警政討論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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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會在跟個案結束會談之後馬上打電話給警政，請他們這個案件就

暫時不要去約制查訪。…就暫時先不要然後就由我們這邊先做一個處理，

然後先 hold 一下個案的狀況。那如果說都比較穩定了，然後甚至相對人

對譬如說太太都已經聲請保護令他也能夠接受，或是你去做那個保護令

發下來不是也會去跟相對人宣讀，那可能相對人的反應也還好，那時候

就會跟警政講說可以你們是可以做約制查訪的…。（SW002） 

 

…我們的做法我們會希望跟當事人這邊溝通，讓他知道說警政這邊的約

制查訪是能夠降低那個危險程度的一個有效的方式啦，儘量能夠讓他們

願意去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工作的模式，那如果當事人他還是覺得不願意

的話那我們就會另外再通知警政單位說這個當事人可能會覺得暫時不需

要他們去跟相對人工作。（SW004） 

 

2. 以人身安全為優先考量 

    相較於部分社會工作者選擇全權｢尊重案主自決｣，有些社會工作者在案主自決

與人身安全優先的考量下，仍會以高危險案件的人身安全為首要考量。當案主拒絕

員警介入約制告誡相對人時，社會工作者同樣會針對案主的擔憂進行了解。即便相

對人可能因為員警的約制介入而對於案主造成威脅，約制告誡仍可能會持續進行，

但社會工作者則會與員警討論是否透過其他的名義介入案家。而社會工作者也會在

會談中告訴案主因為案主人身安全的考量，警政約制查訪仍會持續進行，但為了保

護案主的安全也會協請員警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介入，降低案主的擔憂與恐懼。 

 

那跟他確認完之後如果我們判斷說的確他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如果員警

用家暴這樣的名義進入這個家庭其實是會讓加害人很抓狂的，那我們可

能在跟員警溝通上面我們就會告訴他說請他換另外一個方式，不要用家

暴去約制加害人，可能先去左右鄰居探詢一下這個家庭的狀況是怎樣，

然後或者是說他以其他訪查的名義進入這個家庭去關心一下加害人在一

般跟其他人互動的時候是呈現什麼樣子的樣貌。（SW008） 

 

但是我自己的做法是，我比較會去跟個案說，可能因為妳的危險狀況比

較危險，那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請警方去跟妳先生做一些了解，但我的

做法可能比較折衷，我就會跟她講說我可能會請警方不要提到妳叫他們

去得，就是在講得時候比較小心一點，因為警方他們應該有很多策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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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人口訪查嘛，管區啊，或者說是關心一下啊，不要可能馬上就提

到家暴的事情，但是也是去跟他聊聊說就是鼓勵他去就業、少喝一點酒

什麼的，軟性的約制，那有時候個案也會覺得這樣她們會比較放心。

（SW009） 

 

3. 折衷方式 

    有些社會工作者面對案主拒絕員警約制查訪時，則採取｢折衷方式｣。社會工作

者仍會協助將案主的意願轉知員警，但並不會直接承諾案主是否就不會有警政的介

入約制查訪。有些社會工作者也會透過與家防官溝通，由家防官親自與案主進行討

論針對員警約制的方式、案主可以接受的方式，將是否進行約制告誡的決定權交給

主責的警政進行評估。 

 

…然後他如果真的還是擔心的話，就是現在慢慢有一個做法就是可以請

家防官主動跟他聯繫，去跟他解釋說如果警察介入會以什麼樣的方式，

那他擔心的是什麼那就是由警察直接跟他討論一個他可以接受的方法去

做這個約制。…就是我們會先跟個案講他是列管個案嘛，然後他會有他

的擔憂這我們討論完就會跟他講說你的擔憂我知道，因為畢竟約制的是

警察他們，所以我說那我會把你的擔憂或是顧慮跟家防官那邊說，那看

要不要就是由他那邊再跟你聯繫去討論一個你比較放心的方式，他如果

答應我就是會說那好我打電話，可能就是之後我就會打電話跟家防官說

一下這個案主的狀況、他的擔心，跟家防官討論一下方法之後他也會自

己再打電話給個案。（SW006） 

 

我會跟他說我會盡量幫他跟警察反應說你會有這個擔心，但是這可能是

一個政府的制度，警察可能必須去做這件事情，想要維護他的安全或者

是基於讓相對人知道他要負責任，我還是會跟他說警察還是會去，那只

不過他前面的那個狀況他希望警察先跟他聯絡呢？還是他希望他有需要

再跟警察連絡呢？…我覺得也是看區域性，我覺得每個分局的家防官的

做法都不太一樣。所以我後來都會變成我跟案主講會有這個警察會主動

介入的這個機制，然後會跟他說我會幫他反應讓警員知道，但是我不會

跟他承諾說警員就一定不會去找，我可能也是會跟他說警員有他自己的

那個流程跟事情要做，我會儘量幫他反應。（SW007） 

 

    探究社會工作者不直接允諾案主暫停員警約制告誡的原因，在於社會工作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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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掌握員警約制的情形，所以無法直接向案主承諾。僅能透過協助案主傳達其意願，

並將約制查訪的啟動交由警政評估決定。因此社會工作者可以進一步的先與案主討

論針對員警約制查訪後的安全計畫，讓案主對於約制查訪有心理準備，並先對於約

制查訪後可能的危機做準備，避免因約制查訪而使案主再度陷入危機。 

 

因為我不知道員警是不是真的有認真看我們的資料表，有時候我們就是

寫了他還是去了，或是我們請他一定要去結果他也是沒有去，所以我覺

得真的是很難控制那個員警到底去不去。…但是會跟他提醒說如果員警

約制之後他的安全的危機確實提升了，他可以去尋求哪一些保護自己的

方式可能是庇護這樣子，或是住親友家，會提前跟他討論啦。（SW005） 

 

    社會工作者在｢警政是否介入約制告誡相對人｣部分，對於案主主觀想法的回應

時，也發現社會工作者對於｢尊重案主自決｣、｢以人身安全為優先考量｣或｢折衷方

式｣與社會工作者所在的網絡單位似乎有很大的關係，而在縣市整體、社會工作者

職稱或親密關係暴力工作年資上則不然。在同一網絡單位間社會工作者多傾向相同

的處理方式，推測與各地區網絡單位間彼此的合作情形、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運行

方式或高危險案件有關。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制度脈絡下，為有效約束相對人的暴力行為，

警政單位必須負起在高危險案件相對人約制查訪上的責任。因此社會工作者在與高

危險案件案主討論處遇計畫時，案主的人身安全與案主自決的抉擇，案主自決有時

卻會被犧牲。在這樣的制度規定下雖是為現行保障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人身安全最

周全的方式，然而在這樣的服務體系中網絡單位也因為擔心在自己沒有完成高危險

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的某項規定或工作時遭到責難，特別是當親密關係暴力受

暴者再度遭受暴力之際。現階段國內針對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評估研究

又多針對高危險案件撤管後是否再度報案或通報，來做為高危險案件是否有效的指

標之一。然而在這樣子的服務脈絡下，是否也可能影響某些高危險案件案主日後向

網絡單位求助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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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訪談過程中也可以發現在整個擬定處遇計畫，社會工作者已經開始處遇，透

過危險程度的釐清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協助案主人身安全自我意識提

升，及因應暴力的思考。 

貳、高危險案件的處遇 

    探討高危險案件的處遇，仍集中於前端人身安全處理，而當高危險案件的危險

程度逐漸趨緩，便會撤除高危險案件的列管，由社會工作者持續追蹤。這部分與一

般親密關係暴力案件的服務差異不大。 

    這裡所論的高危險案件類型，並非概括所有高危險進行分類，而是針對社會工

作者面臨到不同類型的案件處遇的重點方向。探討不同類型高危險案件的處遇，大

致分為危高危險案件案主的類型與相對人的類型兩個部份說明。因為親密關係暴力

社會工作者在處遇過程，工作對象是高危險案件中的受暴者，並不會直接與相對人

接觸，有關相對人的介入策略留待於第四節說明。 

    在高危險案件處遇，仍以一般親密關係暴力個案的方式為基礎。有些社會工作

者以年齡分類，針對年輕、中年或老年三種年齡層案主的特性，給予不同處遇。年

輕案主不一定與相對人有婚姻關係或有子女，支持系統佳，情感的束縛較少。社會

工作處遇目的以協助案主處理暴力，聲請保護令為主。中年案主有婚姻、同住或同

居關係，與相對人可能育有子女，情感束縛較深。社會工作者會花較多時間陪伴與

支持。老年案主較常伴隨精神問題，在情感牽絆中難以離開相對人，社會工作處遇

經常會透過與案主子女會談的方式，討論保護機制。 

 

還有我覺得年齡也可以去做一個區分，因為不同年齡層他真的危險的狀

況跟可以處理的方法，其實都還滿不一樣的。因為我覺得譬如說他是比

較年輕的，他通常都不太有，通常可能只是同居或只是他們剛結婚沒有

小孩子，所以那會比較好處理的點是他沒有那麼多的束縛，然後他通常

都會有娘家的資源，然後他也比較甘心可以跑得比較遠的地方，就是比

較不會再留在這個男的身邊通常是這樣，但是如果譬如說像比較 30 到

50 還在婚姻中，小朋友又小的，其實那個通常都離不開，所以伴隨著問

題就會很多，他不要離開那後續到底要怎麼介入會比較好會有這樣的問

題，那老年人就是有時候會伴隨精神、老年失智的那個問題，又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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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為老年人又更離不開因為他們也彼此相伴了幾十年，那你要他離

開他也會覺得很痛苦那那個家他也不願意割捨，所以老年人就是變成一

種離不開的狀況。（SW005） 

 

    有些社會工作者將案主依能力分類。因為能力較強的案主便能主動運用資源，

則工作方式也較目的取向。能力比較沒那麼強的案主，社會工作花較多時間陪伴、

充權，讓案主感到自己是有能力處理相對人的施暴或離開暴力關係。 

 

如果他能力較好的話我就可以比較針對目標性，例如說安全計畫討論或

是法律的議題，就是那種可以更聚焦就是我今天就是提供你什麼他都會

去執行，都不用再擔心說他會有一些顧慮什麼的，所以就是在這部分可

以更明確。那如果那種能力比較沒有那麼好的話，我可能必須今天也不

會講說要跟他討論一些積極的作為，就例如可能聲請保護令或是要搬家

或是庇護那些東西，可能就是不會那麼快的去跟他提，可能你還是也關

心他現在的狀態，然後就變成比較多會是在情緒支持吧。…因為我會覺

得說他今天如果都沒有能量去促使他做其他的行為的話，你說太多他也

聽不進去。（SW006） 

 

    在處遇高危險案件案主，社會工作必須面對與一般親密關暴力案件不同的情況，

處遇方式必須針對情形調整處遇。在處遇高危險案件案主，較常面臨案主沒有接受

服務意願、並不關心人身安全或暴力議題。 

一、案主接受服務的意願 

    ｢案主拒絕接受服務｣並不是在高危險案件才會遇到，社會工作在提供一般親密

關係暴力案件服務時也經常面臨。案主是否願意接受服務是案主自決中，在面對高

危險案件時，若案主的服務意願低落，將使得社會工作者陷入兩難。 

    針對有意願接受服務的高危險案件，社會工作可以順利提供案主相關的處遇。

對於仍想留在關係中的案主，社會工作者會與案主討論可能面臨的情形與安全計畫。

若案主期待離開暴力關係時，社會工作者則會與案主討論相關的準備。無論針對是

否願意離開暴力關係的案主，社會工作者也都會針對法律層面的議題與案主討論可

行的法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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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就是說會先跟他釐清他在這個家現在可以做什麼事，也幫助他釐

清不要給相對人過高的期待。那如果他今天想要離家的話，我就會先跟

他討論他離家的打算是什麼，他有沒有經濟上的困難，那他有沒有孩子，

那孩子是要繼續在這個家還是他要帶走，那他會不會對於離家之後有哪

些擔憂，那假設他都確定說他的搬家計畫已經很明確的話，那也就會再

跟他討論就是說他搬家的一個安全，畢竟搬了一個家可能就是避免要他

去搬在可能離現在這個家很近的一個生活圈，或是盡量保密啦，就是在

針對安全計畫的討論會在討論這個部分，那法律的部分就看他，另外法

律的部分可能就是不管今天在這個家或是今天要離家，都是可能可以進

行的，所以除了安全的討論之外，再來就是法律這個部分的討論告訴他

一些法律的權益，讓他決定要不要聲請保護令或是提出傷害告訴那一些

的。（SW006） 

 

    對於高危機低意願個案的處遇，一直是棘手問題。對於求助意願低的高危險案

件，社會工作者面臨難與案主會談或提供處遇的情形。案主可能會故意不接社會工

作者的來電，經常性的將電話掛斷終止與社會工作者的會談。探討社會工作者針對

高危機低意願個案的處遇，則會聯繫安全連絡人、單方面提供資訊，兩個方向因應，

或是帶到網絡會議討論。 

    對於高危險案件卻不願意與社會工作者會談的個案時，會聯繫通報單上的安全

連絡人了解案主的相關資訊、受暴情形，並傳遞服務資源資訊。 

 

可能還是會聯繫他，然後或者是他有安全聯絡人你就連繫安全聯絡人，

然後或者是傳簡訊跟他聯絡…。（SW005） 

 

然後如果說他也不理會的話就一樣是看看聯繫安全聯絡人有沒有辦法，

先跟他講說我們為什麼要打這通電話，就先讓安全聯絡人轉告他，那可

能就是也沒辦法等太久，可能就今天聯繫安全聯絡人他已經轉答了，隔

一至兩天如果還是沒有案主主動聯繫的話我還是會再打電話給他，就是

不管怎麼樣一定要跟他講到電話，或者是說約面談。（SW006） 

 

因為有時候案主真的不願意跟我們有任何一點聯繫，所以我們只好透過

他的家人來打聽他的狀況，然後也請他的家人來幫他傳達說我們可以協

助他的部分有哪些，然後請他放心的跟我們做一些會談這樣子。（SW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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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無法順利與高危險案主進行電話會談，則採取單向提供服務資訊方式，把

握案主願意聽電話的時間，將求助資訊告知案主。有些單位在面對不願接聽社會工

作者來電的高危險案件案主，會用簡訊案主說明可提供服務及降低案主對會談的擔

心。 

 

可能結束電話之後我會再傳簡訊跟他講說我們的目的是什麼，那我們的

電話那我們服務可以提供的是什麼，那如果他有什麼擔心其實就是我們

來討論，就是盡可能去想到他可能會擔心。（SW006） 

 

我覺得我可能會儘量在電話裡面跟他說至少他有狀況的時候，還是要打

110 跟 113。他如果不想跟我談，我可能也會傳個簡訊，到時候又很緊急

的狀況他現在不想談，可是到時候他想要談的時候或是想要人家幫忙的

話有哪些資源，那我的電話還有求助的管道還是會用簡訊再告訴他一次。

（SW007） 

 

那這部分也就是單方面的掏資訊給她，因為她不願意跟你談暴力，她也

不願意跟你談家暴、她願意聽，那你就把我們的資源掏給她，對就是如

果說遇到什麼樣的狀況啊，趕快跑啊，家裡哪些地方不要去不要去廚房、

不要去廁所、不要去陽台啊，這些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啊什麼，把我們的

資源提供給她，那一通電話提供給她其實你大部分都在提供資源啦。

（SW011） 

 

    當處遇一般危機程度中、低的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案主時，若案主拒絕接受服務，

則社會工作者通常在評估案主的能力後，會尊重案主的決定暫緩服務。在面對高危

險案件案主時，往往因案主的危險程度高而難掌握安全狀況，即便案主拒絕也可能

仍持續與案主聯繫，不斷確認高危險案件案主的服務意願與安全情形後。 

 

那怕就是有的個案他不聽，他可能就覺得沒事啊、不用啊我可以自己處

理，那我也會試著讓他知道他的狀況其實在我們經驗裡面算是比較危急

的情況下，那沒關係他如果現階段不想跟我談沒有關係，那是不是可以

把我的聯絡方式先抄下來，那之後他有需要他可以主動打過來，或者是

他允許我譬如說下個再打個電話追蹤一下他的情形，那如果都像他講的

都沒有問題了那沒有關係他是可以拒絕我的服務的。（SW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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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像高危險的個案，可是如果我們評估看他的書面資料風險程度確實

不高，那他跟我們講了一下他不想接受服務的原因，我們也覺得確實其

實他自己還能夠自己自主、自己控制的話那其實我們會尊重他說他拒絕

服務的這個部份，可是說比較高危險的案子或是高危機的案子他第一時

間就拒絕我們的話，我們通常還會繼續追。（研究者：…大概會追到什

麼樣的？）三個月…就是他就是拒絕我們，我們還是繼續追就是再繼續

想辦法看能不能 push 他願意接受我們的服務啦。（SW003） 

 

或者是跟他約定談話的時間，他可能覺得我很煩，那我們就說那沒關係

那是不是可能你有危險的話你主動打給我，那我可能一個月或幾天沒有

接到你的電話我就會打電話給你，或是你有沒有方便的時間，儘量讓他

覺得困擾是比較低一點，對。（SW005） 

 

    綜觀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服務，不像一般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有明確開結案

指標。在案主危險程度高時，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並沒有針對高危機低意

願案件的處遇，親密關係暴力服務社會工作者須秉持尊重案主的服務意願。在人身

安全的考量下，又無法進行結案，是目前高危險案件處遇普遍遇到的問題。社會工

作者僅能透過較消極的方式嘗試聯繫。 

二、重點不在安全或親密關係暴力 

    在處遇高危險案件時，可能面臨高危險案件案主關心的問題與焦點不在安全議

題。面對危機意識不高，會運用兩種處遇方式。先協助案主處理關注或願意處理的

問題，待與案主建立關係再進一步與案主討論人身安全上議題。 

 

（研究者：您首先會針對的是比較是他安全議題的部分？）其實不一定。

因為我們打電話過去，也許我們想要談的是安全議題，可是個案不關心

安全議題，個案要問的是我現在剛好有什麼問題我很想要問，一定是先

服務他的需求，先去處理他的需求。那他的需求處理好了，我才進入到

我要做的，我覺得那要看個案的狀況，因為有很多的個案他不想要跟你

談家暴，他只想要問他關心的問題，譬如說他要問法律問題那就要先處

理他法律方面的需求。（SW001） 

 

那我也會先讓他說譬如說把他想說的話先說完，給他一些回應從他說的

那些內容裡面，再來引導他是不是可以討論到安全的部分。當然也有那

種就是沒有辦法進行的，他就是整個情緒就是很高那就是只能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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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再退一點，可能這次沒有辦法達成那至少我鼓勵他有類似事件再發

生的時候，他可以做什麼樣的處理方式，那就是在下個月的追訪的時候

再繼續去跟他談那一塊。（SW002） 

 

當然有的個案他雖然很危險可是他關注的焦點不是安全，那這時候你可

能要先順著他的期待，然後讓他接受服務了，你才有辦法跟他談安全問

題。（SW003） 

 

    有些仍會先處理案主關心的議題，然也會利用案主關心的議題（如：就業媒合、

經濟補助）達成條件交換，讓案主願意與社會工作者會談或持續接受處遇的籌碼。 

 

我覺得譬如說有個經濟或是就業我覺得那是一個媒介嗎，就是用這個先

把關係，可以先建立關係，其實在幫他媒合一些資源的同時其實也去跟

他討論那個安全的部分。（SW010） 

 

他（案主）一開始進來的時候他要什麼其實會變成我們的誘餌，…你要

什麼好、好，我可以幫你申請，可是你要來跟你要來找我，我們要談一

談，那可是我不確定申請會不會過，所以我們要先聊一聊，…了解你的

狀況什麼之類的，然後接下來就會找東西，以後我會跟她談條件，那你

要先做到什麼我才有辦法幫你做這個部分…。（SW011） 

 

    在面對案主多元問題與需求，仍傾向將案主的人身安全為首要目標優先處理，

其他問題則會放到後面處理。 

 

因為就如果他有意願積極處理的個案，很多個案的狀況是必須全部都要

同步，因為他可能會有搬遷的問題那就牽扯到經濟，還會伴隨著就是小

孩的就讀，所以可能變成如果是有意願危機又高的話，可能他全部的議

題都要一起處理，可是像什麼諮商的可能就放到很後面，但是主要像是

你剛剛講的經濟、居住那可能全部都要一起用。…可能可以暫時給他支

持，但是沒有辦法探討到他在這一段婚姻受的傷害是什麼，可能還沒有

辦法。（SW005） 

 

    高危險案件處遇除了積極與案主討論服務介入、自我安全保護，社會工作者必

須耗費更多能量處理案主對於服務或網絡單位介入的｢擔心｣與「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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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啟動高危險網絡合作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網絡單位間的連繫與合作，並非到高危險案

件網絡會議才啟動。本節將針對啟動契機追續討論。 

壹、 資訊的確認與傳遞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很重要目的是資訊交換，要維護高危險案件受暴

者的安全，資訊交換是必要的（劉淑瓊，王珮玲，2011）。探究高危險案件網絡安

全防護行動中，網絡單位間的聯繫與討論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前便已展開。會議

前的聯繫，是以社會工作者為中心。在接到通報單後，便開始與網絡聯繫。 

    在追蹤高危險案件案主之際經常需要與網絡單位聯繫。當無法與案主取得聯繫

時，會嘗試連絡第一線通報單位或已介入案主或案家的服務系統。透過通報單位，

對案主受暴情形與服務需求有概括圖像，無法聯繫案主時能對案主最基本評估。與

已介入案主或案家的福利或服務系統進行連結，了解其他服務系統介入案家的經驗

或案主的身分類型。  

 

…我通常是先跟個案談過了解他的狀況之後，然後才比較會跟網絡有一

些聯繫。如果是還沒跟個案談過可是也跟網絡連繫，可能譬如說找不到

人，可是他要是高危機我可能打電話去醫院問一下通報的護士他晚上是

怎麼樣，大部分會是這樣的情形。（SW001） 

 

主要看他那一方面是誰在協助，因為有時候相對人也有像地段護士去家

訪，那我們也會問地段護士那你去家訪的時候是有看到這樣的狀況嗎？

那他真的現在的狀況是這麼穩定嗎，就會去問一下。（SW005） 

 

譬如說這個個案可能他自己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或是相對人有這個疾病

的話，我可能會去問健康中心嘛看看是不是他們也是再服務的個案，先

去了解。（SW007） 

 

    在與案主完成初次的會談後，會進一步的與網絡單位進行資訊的確認，核對案

主所陳述的資訊。透過不同網絡單位的權限與相關資訊內容的掌握，釐清部分的資

訊的真實性。如：案主陳述相對人有黑道背景，則可以透過警政部分查詢相對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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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前科或為治安顧慮人口。 

 

那如果說真的需要是去跟警政去做 match 是不是被害人提供的資訊是對

的，還是他提供的譬如說是把相對人給神話了，或是把他給無限的擴張

了，我覺得就是想去確認那個真實性啦，所以我們也會再跟警政做聯繫，

了解一下相對人的一個狀況是不是像他講的。…那有的時候也許是被害

人被嚇到怕了，就是喪失了那個所謂的現實感就是把對方無限的擴大，

會有這樣的情形。（SW002） 

 

    除了與網絡單位聯繫並獲得相關的資訊，有時候也會將訊息傳遞給其他網路單

位。與案主取得案主或相對人相關資訊後，也會主動聯繫網絡單位提供相關的資訊，

提醒網絡單位。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跟他聯繫是要知會，就是跟他討論現在我接到這個案

子，他的狀況不太好那相對人他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我蒐集到的資訊

是這樣所以你們那邊是不是也要特別注意一下他們家的狀況，…等於是

我們互相提醒互相討論說我們的工作可能要更緊密了，或者是我蒐集到

一些資訊 pass 給你，那你可能要 follow 緊一點。（SW003） 

 

同一個人但是一邊是警察做的（TIPVDA 表），一邊可能護理師或醫務社

工做的，…如果說今天是警政做比較低分，或是他根本沒去報警，那醫

療做八分的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會馬上先跟分局家防官聯繫，就是先跟

分局家防官說譬如說某某某個案，他醫療通報是做八分，然後他是你們

轄區的這樣子，然後我們會提報這次的高危機案件，然後跟你們說一聲，

那我們也會把他的醫療通報單還有他的TIPVDA表都 FAX一份給分局家防

官，先讓他知道這個案子，…不要在開會前一個禮拜才知道有這個案子

在列管。（SW009） 

 

貳、 網絡的合作與介入 

在高危險案件防治網絡合作與介入的機制，多數的情形下仍透過親密關係暴力

服務社會工作者主動出擊啟動網絡單位的介入機制或與網絡間的合作。大多數在與

案主會談後，會基於高危險案件案主或相對人的身分類別(如：領有殘障手冊)或服

務需求等，立即聯繫不同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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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個案有一些狀況的話我們通常會議前也會做一些聯繫，我跟個案會

談完之後發現有些東西需要趕快動啊需要趕快釐清的就直接連絡看需要

哪些網絡。（SW003） 

 

    在啟動網絡單位合作與介入，扮演案主與警政溝通的橋樑。協助針對案主的危

機程度或需求，與警政單位進行溝通，調整對於相對人的約制告誡。 

 

那通常都是跟個案談過之後，覺得有需要一些網絡協助的部分才會開始

跟網絡進行一些連繫，可能最常的就是說請警察不要去找他，這類的。

（SW001）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立刻跟案主聯絡，然後跟他確認他現在可能需要我

們立刻提供協助的地方在哪裡，那如果是跟安全有關的話那我們下一步

可能就會去聯繫我們的家防官，請他提供一些協助。…可能我們當下請

他幫忙的可能案主他需要回家拿東西，可是他又很擔心他的安全狀況，

那我們就會看看員警能不能陪同我們的案主。 

（SW008） 

 

    會議前的溝通與連繫，協助相關網絡單位的資源介入，在高危險案件會議上便

可以直接針對當月各個網絡單位的執行策略，釐清案件是否需要持續服務。 

 

那你在會議上可能就是講說我們之前做了哪些動作了，那在會議上只是

再確認說那我們後續動作是不是要繼續，或是還是需要誰來做些什麼。

（SW003）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雖以整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網絡單位間共同

提供高危險案件，從研究中也發現多數的情況下，網絡合作必須仰賴社會工作主動

聯繫，否則整個高危險案件防治網絡可能須等到高危險案件網路會議時，才能正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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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危險案件網絡合作 

    本節針對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網絡單位間對於介入策略的擬定與執行討論，

釐清服務經驗及困難。 

壹、 擬定介入策略 

    在擬定介入策略，首先探討網絡單位間於高危險案件擬定介入服務策略，其次

針對網絡單位擬定過程經驗分析，探討在擬定服務策略過程遇到的困難。 

 一、擬定方式 

    藉由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開始之前統整蒐集各個網絡單位所提供的資料，使

各個網絡單位在會議開始前先行思考各個網絡單位間處遇與介入可能的方式與面

向，會議中，針對下個月具體的服務策略討論。 

    社政與警政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重要角色，在高危險案件列管會議上社政與

警政的職責，已有既定策略：社會工作者持續關心案主、警政持續對相對人進行約

制。有時沒有明確須由哪一個單位介入，在會議中則針對討論介入效益，決定由哪

一個進行介入。 

 

我覺得都會在會議上討論比較多，就是剛好有大家一起坐下來好好講你

這個月聯繫的狀況怎麼樣，那大家資訊溝通了之後，那畢竟下個月還是

要有一個進展嘛，就會去討論現在可能性度會哪些例如社政可以持續關

心案主然後並且就是提高他聲請保護令的意願或是怎麼樣的，那警政那

邊就是如果再加強約制相對人那一塊啦，我覺得在會議上的討論會比較

有，我覺得公開討論比較好一點，才可以知道各個角色現在可以做的是

哪些事。…可能就先拋出一個議題來討論說誰比較有利去做這件事情，

就好比聲請保護令這件事情好了，可能變成是社政跟警政可以去做這件

事情，就是可能社工這邊會再跟案主討論聲請保護令的必要性，那警政

這邊也是可以利用家訪，就是有去看相對人的時候或是有跟案主聯繫的

時候去告知保護令的用途那些，就是兩方個別施力吧會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並不是說有人指派你要幹嘛、要幹嘛，而是就是說當今天一個問題

出現了，哪一個網絡就做的力量比較大就是由他去執行，那其他的網路

就互相配合這樣子。（SW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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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認為高危險案件網絡如同網絡智囊團，將服務困境丟到會議中，討論處理

方式，並由會議主席總結網絡單位的意見，並訂定服務策略。 

 

其實應該是說在我們在填那個高危機會議的時候，其實大家就有寫一些

自己想要怎麼做的一個意見，其實到了那個場合去大家就是把自己的想

法講出來，可能不同的單位他可能也會跟我們做一些交流，譬如說他們

看到的又是什麼，或者是這麼做有沒有他們有一些疑慮等等，或者是他

們有可能給我們建議可是反而是我們主責比較擔憂，那大家就是做一個

意見的交流，那最後就是由那個當次的主席來做一個總裁這樣子。

（SW002） 

 

不見得是誰提議喔，因為這個大概就有誰想到，也許我們提出來，在討

論的開始有時候是有人已經先想到一些策略了，然後提出來討論可行性，

如果大家覺得可行那就這麼做。那有的時候是我遇到一個困境，我覺得

他危險的點在那裏，可是呢要突破這個危險的點他遇到一個困境，所以

這個困境怎麼辦可以怎麼做，然後大家可能就再提意見說不然我們這樣

做好了。（SW003） 

 

    有些認為現階段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仍不理想的。網絡單位間缺乏火花，

會議中按照既定的規定與慣例決定。 

 

我覺得以現在目前在做大概就是我覺得大概是怎麼樣，然後跟你講一下

跟你交換一下訊息，然後對方覺得我可以做什麼那就做什麼。我覺得比

較是這樣啦，但是還沒有到什麼大家互相共同討論，我覺得有一些些的

落差。（SW001） 

 

二、網絡擬定服務策略之經驗 

1. 警政單位 

(1)  服務策略的擬定 

    警政單位在高危險案件的介入上，主要是在相對人的約制查訪，期待透過員警

的介入使相對人在對於公權力或司法的畏懼下，能夠改善多數的暴力情形。對於某

些高危險案件，不見得能夠確定警政的介入是否反而讓案主的情形變得更加危險。

因此在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必須針對個別案主的情形，擬定個別化的介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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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有技巧的介入方式，來獲取案家的相關資訊。如：用關心新移民婦女的在台生

活狀況、毒癮勒戒情形等。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你查訪的方式就要因個案有一些變化了，那我們最近

有一個案子就是說個案不希望我們查訪，但是如果有個人去講講他的先

生，他的先生也許會有點警惕，那我們就在想那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去跟

他先生講一講，所以我們就想說那就請警察可以派便衣的警察，然後可

能他們比較厲害的就是會比較那種側面查訪的然後去做這件事情，然後

就以不是家暴案件來去他們家做那件事情。（SW003） 

 

那我們可能就是會請警政這邊譬如說有到案家去做約制查訪，或是做訪

視的時候，譬如說他使用的方法或是他介入的方式我們也要先跟警政套

好招，因為滿多的受暴婦女他其實是沒有讓他的另一半知道他有知道家

暴的服務。…所以我們可能就會先跟警政這邊先溝通好，…是不是說去做

查訪的時候可以用別的名義，譬如說他是一個外籍配偶那就是假藉說來

瞭解說這個外籍配偶在台灣的一個生活狀況啦，我的意思就是稍微用一

個不一樣的名目進去這個家裡，可能會對相對人比較減敏感，他不會那

麼的敏感或是有一些暴力再產生。（SW002） 

 

    警政考量案主人身安全，對於個別化的介入機制也展現高配合。透過著便服、

不同名義，或藉由左鄰右舍進行側面查訪等方式，了解案家的情形，降低相對人對

於案主求助或報警的敏感。 

 

他們願意啊，…他們可能會想又是高危機的案件，然後個案也很明確他

很明確什麼樣的狀態對他有利，什麼樣的狀態對他不利，其實他們能做

到他們都會願意配合。（SW003） 

 

    當相對人有前科治安人口時也會與警政在服務介入上較多討論，是否藉由名義

約制查訪，藉由相關的事證約束相對人的暴力行為。 

 

如果說他是有前科，比如說毒品前科，或者是他是治安顧慮人，這些資

訊的話可能就會跟警政有比較密集的聯繫，對，因為警方如果是治安顧

慮人口，他們就會有一些理由或者說有一些把柄可以去約制相對人或是

去找他。（SW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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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臨高危險案件案主服務意願低落或並不關注在暴力與人身安全時也會主動

與警政單位討論在介入策略或介入分工。 

 

我們常遇到這樣的案件，比如說就是太太他只是想要先生戒酒，或是想

要他找工作或者是希望他不要有外遇，那像這些可能真的跟他的安全沒

有直接的相關，他期待的是他先生的改變而不是他獲得比較安全的生活

環境，這個時候其實要跟他直接討論安全其實是很困難的，所以很可能

需要跟警政做一個分工，那我們可能會比較負責的是進到案主的脈絡去

討論他目前認知裡面所遇到的困境，那警政那邊的分工就希望他們針對

安全的部分去提醒我們的案主，然後也讓他對於跟警政合作是比較有信

心跟安全感的。（SW008） 

 

就是說妳也不願意接社工電話，跟妳講不需要什麼的，那我自己的做法

是通常還是會請警方去了解一下狀況，就是比較保險啦，因為如果她真

的這麼危險，就算她是非自願性案主，但是她的安全風險真的這麼高的

話，我覺得就是還是要請網絡成員看有什麼辦法可以聯繫個案，至少讓

她知道說她可以怎麼求助，這樣子的話會比較好一點。（SW009） 

 

(2)  擬定過程的困難 

A. 專業立場不同，形成服務共識的困難 

    網絡單位間因彼此專業角色不同，對於介入立場也不同。在高危險案件防治網

絡中扮演處遇案主的角色，從同理、支持、陪伴的角度協助案主處理暴力，而警政

則是透過公權力、司法的角度約束相對人的暴力行為。警察要的是依法行事，而社

會工作者強調案主自決。當案主自決與法律發生衝突時，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

最常聽到的一句話便是｢社工，你就叫他聲請保護令啊！｣在服務介入點產生矛盾時，

服務策略的擬定便難以形成共識。 

 

我們可能就會覺得說要尊重案主的自決，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協助他，

可是不是要控制他接受我們、我們就是要給你這些服務，控制你就是一

定要接受，不然我們可能又變成另外一個加害人，對你有一些權力控制。

那可是別的單位可能就不覺得，他會覺得我們社工沒做好，我們社工應

該要再去找媽媽，再跟媽媽怎麼樣怎麼樣。可是這個就不同的立場就很

難對話，會有一些的限制啊。（SW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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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可能，我比較多的感受是在，安全的部分是他們都會很注重啦，

可是在聲請保護令的這個部分常常會有一些討論，就例如就是說就好比

我剛剛說的警察會覺得他今天有保護令他才會覺得他與法有據，他去約

制這個相對人更有一個法令依據，就是說我們今天不是因為什麼會議來

約制你，我們今天是因為保護令來約制你，你就必須要按照保護令上面

約束的去走，不然就怎麼樣、怎麼樣，就是他可以更有一個名目去做這

件事情。…因為有時候個案他根本沒有準備好，他有很多的擔心，…可是

他們就會覺得我們很消極這樣子，可是我們又會覺得他們好像太積極，

就是只站在他們要行使了立場去想這件事，而沒有想到案主自己本身的

感受是怎麼樣，我們其實會覺得在這個溝通上是有困難的。（SW006） 

 

    社會工作者會將警政的期待與案主做進一步的討論，但也尊重案主的決定。 

 

所以我會覺得 ok 你要我做我當然還是會回頭跟我的個案做討論，但是我

不會強迫他說這是我們會議討論的結果我們都希望你可以這麼做，我當

然還會去跟個案去衡量他那個利害關係，讓他自己去抉擇。（SW005） 

 

就可能他們就會說我就是還是要聲請保護令啊，然後我們就是會講出來

我們擔憂是什麼，可是如果他們還是沒辦法接受他就還是覺得說還是要

聲請保護令，那我們也只能就是說我們會採納這個建議，但是我們會再

跟案主討論，就是讓他知道說我們會採納，但不一定就是照他想的去達

成。（SW006） 

 

B.評估差距 

    評估是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擬定服務策略的基礎。即便同一件列管案件，在

網絡單位介入的角度與立場不同，可能使網絡對於案主或案家的情形有著不一樣看

法。｢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下，面臨與警政單位差異時甚至出現同理相

對人的情形。 

 

…像我有遇過就是說我的婦女在說謊啊，就是有點像是價值的評斷。就

說我的婦女在說謊，這個暴力根本沒有很嚴重，然後婦女只是假藉這樣

子來勒索他的先生。然後就是在會議上就是不同調啊，他們警政就認為

說這個案件根本就不是高危機，根本也不需要列到這裡來，可是對我來

說婦女都被打得這麼嚴重甚至對方都還拿刀威脅恐嚇怎麼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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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002） 

 

譬如說警察就會覺得說我覺得他們家狀況滿好的啊，那不然社工你自己

去看看啊，就是那一種我就會覺得說沒有這個必要性我要怎麼去看看我

有什麼立場啊，主要有時候警察會比較常提出這個啦，那個我覺得會比

較難做到的。（SW005） 

 

    針對評估差異專家學者或主席扮演協調網絡單位理解不同專業間立場。為了處

理評估上的差異，網絡單位間可能會透過聯合會談或聯合家訪的機制瞭解案家。 

 

就是會有那種不同調，然後那一次的狀況下也是透過專家學者來幫我們

做仲裁，他幫我們找到一個平衡點是說其實警政他只是提供一個訊息讓

社工知道說案主可能有這個風險，譬如說詐騙的風險，但是不代表他真

的有。那當然警政也要去理解的是婦女也許他沒有那個意思就是要那個

錢，但是有可能這就是相對人的說法，就是太太就是藉著我打他跟我要

錢。（SW002） 

 

好像有時候會變成那如果可以的話，警察跟社工可以聯合會談、聯合家

訪，一起去看看可能就變成分開警察去跟先生談，然後社工去跟案主談。

或是單獨約案主來那個派出所之類的，就可以比較一起看到一個不一樣

的狀況。（SW007） 

 

C. 案主陷入暴力循環的挫折 

    親密關係暴力受暴者對相對人的矛盾態度，常使員警的努力回到原點，使員警

在處理親密關係暴力的意願降低（Black,1980；葉麗娟，1996，轉引自魏淑萍、林

明傑，2009）。在社會工作服務所受的專業訓練下，社會工作者通常具備較完整的

親密關係暴力知識與認知，對於案主在情感依附、為了孩子維持完整的家等因素下

不願離開暴力關係，甚至在對外求助後又回到相對人的身邊不斷的陷入暴力的循環，

是能給予較多的同理。警政在完全不同的專業訓練下，對於案主無法離開暴力關係

並陷入暴力循環無法理解，在充滿熱忱的提供案主相關協助後，期待案主能因此擺

脫親密關係暴力，卻面對案主態度反覆而感到挫折無力，因此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

議討論的過程中有時會有責怪案主的聲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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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個工作的時候就會發現警政這邊他就會覺得說這都是被害人的

問題，因為被害人他自己一直要去跟相對人再一起，你叫我們有什麼方

法去能夠去避免那個暴力的再發生，因為連他自己都要去找他，那我們

也都已經跟相對人說你不能再去打擾、騷擾被害人，但是被害人自己又

同意他回去、自己又同意他去找他，那這樣的話我們也沒辦法提供什麼

其他的協助。那就是在討論的過程中就會有很多對被害人比較不滿的一

些說法會出來這樣子。（SW004） 

 

我覺得他不是很能夠去同理去接受被害人會有很多的狀況讓他會陷入到

這樣的循環裡面，我覺得他們不能夠接受這樣子的說法，…那一部分我

覺得他們確實也比較難去接受說其實這個當事人他就是有很多的不得已，

他會覺得說你就反正出來就好了啊，你就終止這段關係就好了，我覺得

他們確實是很難體認這個部分。（SW004） 

 

2. 衛政單位 

(1) 服務策略的擬定 

    藥酒癮與精神衛生的議題一直以來是高危險案件中經常面臨的。然而在高危險

案件網絡防安全護行動中衛生單位角色介入的主動性通常不高。劉淑瓊等人（2011）

研究針對 2011年 5月至 10月間國內每月新增列管之高危險案件加害人特性進行統

計分析，顯示高達四成之加害人有酗酒之情形，為所有加害人特性之最。然而相對

人藥酒癮的情形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通常是難以處理的，現行僅能透過保護令

的聲請使相對人進行戒癮計畫，或相對人主動至醫院於戒癮門診就診，現行似乎並

沒有更積極的作為。在精神衛生議題上會議中多僅是在相關的資訊提供，而除了在

案主或相對人精神疾病確診或是本身為健康服務中心列管案件時，也才能比較明確

的針對服務的策略進行討論。 

 

自殺防治的那塊跟戒癮，那當然也有些是精神疾病的部分，衛生局其實

幫很多忙，因為其實我們不會去知道譬如說個案訪員約制查訪的狀況，

或者是說自殺關懷員去關懷的狀況，那可能衛生局那邊有些資訊就可以

跟我們做一些交流，那我們也可以更瞭解說可能個案已經到達要強制就

醫或是說需要到精神病院去了，那我們也可以比較清楚的瞭解說到底個

案現在跟你講的是真的假的。（SW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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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接到案子的時候通常啦有發現相對人比方有的個案有講到相對

人有一些酒癮、藥癮或者是精神疾病這方面的東西的話，衛生局都會滿

願意配合我們再去幫我們查閱相關的資料。（SW003） 

 

有一些相對人他有藥酒癮的問題，或是精神上面的問題，然後這可能不

是藉由我們跟警察討論就會有一些有效的策略，我們也很想了解像這種

情況怎麼處理，所以我們專家學者就是也邀請精神科醫生過來，那另外

我們也有固定會來參加的，心衛中心…的負責人，…我們開會他是一定都

會來參加，他有時候有一些個案或是相對人他有被列管，就是有被健康

服務中心列管他都會幫我們查一些資訊，或是如果說這個個案有沒有被

通報自殺防治中心他那邊也查的到，就是他有點是衛政那邊的統合資料

他都查的到…。（SW009） 

 

    針對本身為精神疾病確診或健康服務中心列管之案件，健康服務中心便可以透

過地段護士至案家針對高危險案件案主或相對人的用藥情形進行關心，以及對於案

家進行相關的衛教。了解患有精神疾病的案主或相對人是否穩定服藥，以及近期的

狀況。 

 

有時候我們會請地段護士去關心，那地段護士他們也會去做一些衛教，

那譬如說跟他講說你吃這個藥這樣吃不好，會有什麼副作用啊，或是提

醒他說你可能如果藥吃的不舒服，你不是不吃，你可能要回去找你的醫

生調藥，這些部份可能是一方面我們不會接觸相對人，一方面警察也不

是這方面的專業，那如果請地段護士他們去也是有一些技巧的，他們會

去關心、有一些衛教的技巧，有時候也會達到不錯的效果，那甚至有些

相對人其實壓力很大，他也沒有什麼管道可以講，那如果有人去關心他，

不管是地段護士或是相對人社工，去關心他，一方面可以了解他那邊的

資訊，一方面也可以做一些衛教或是暴力教育，對，那我覺得那也是一

種做法。（SW009） 

 

然而衛政單位的服務脈絡中，大多數的情況下僅能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

行動中提供制式的協助，除了針對確診或列管病患進行訪視、自殺議題個案進行電

話會談關心、有意願的個案進行到宅鑑定。在未經確診或列管之疑似患有精神疾病

之案主或相對人時，衛政單位往往都依不符合規定而無法提供協助。然而劉淑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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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11）研究中也指出在 2011 年 5 月-10 月期間，台北市每月新增高危險案件

加害人特性中，為｢疑似｣精神疾病之相對人便佔新進案件之 12.6%。然而在衛政單

位積極度不夠的情形下，網絡單位並不清楚衛政單位的介入還能夠多做些什麼？在

會議中能夠針對服務策略的討論也十分有限。 

 

我比較想要多聽聽看衛政以他們的角度，他們是怎麼樣看待這樣子的網

絡會議的，因為我也很好奇他們其實每個月的會議他們也都會準時來參

與，可是對於整個會議上面討論案件的掌握度，我又看不出來他們能夠

掌握的資訊到底在哪裡，所以我也很希望聽聽看他們對於這樣會議形式

的想法，想要聽聽看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可以做些什麼，或是這個會議對

他們的影響是什麼。（SW008）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防護行動的合作經驗中，較缺乏正向的合作經驗。各縣市地

方政府的衛政部門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多抱持｢配合辦理｣的態度，在高危險案

件網絡會議中的參與及貢獻存在很大的落差。有些縣市面臨衛政主管認同不足、態

度消極推拖或不太參與等情況（劉淑瓊等人，2011）。而本研究中亦僅有 1 個社政

單位的社會工作者提到與衛政單位的合作是順暢與積極的，針對非精神疾病確診或

健康服務中心列管案件，衛政單位仍是願意投入提供相關的服務介入，使地段護士

或心理衛生中心至案家進行訪視。 

 

如果是高危機的個案，我們請他們過去訪視他們目前都是會幫忙。…一

般來說如果是這樣子的個案他們不一定會去啦，因為沒有被列管，但是

如果是高危機個案的話，目前我們請他們去關心一下個案的部份他們都

會去。…所以我覺得跟主管機關的那個承辦人員他的敏感度還有重視這

件事情的程度有很大的關係…。（SW009） 

 

    探討在社政單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與衛政單位有較順利的合

作情形，也發現社政單位在考量過去與衛政單位較缺乏合作的情形下，在高危險案

件網路會議中進行調整，廣邀行政區中衛生醫療人員參與會議，包含醫院精神科醫

生、技正、健康服務中心承辦人或地段護士、心理衛生中心承辦人、醫院社工。而

這樣廣邀衛政單位參與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機制，似乎在能使衛政單位增加對於

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認同與投入下，在現行與衛政單位的合作上是較為順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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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像我們是請 A 醫院精神科的醫生，然後還有現在在 B（醫院）的一

位技正，就是衛教的部分…。然後因為我們今年比較是希望，因為我們

跟警政合作得不錯，但是衛政的部分比較沒有那麼，之前可能比較沒有

連結得這麼密切，那也希望把衛政的部分納入這樣子，…我們今年度也

都會希望健康服務中心他們的家暴承辦人，或是說地段護士可能也會希

望他們可以過來。…那另外像 A 醫院就是我們轄內至少是 XX 區轄內最大

的醫院，就是通報量最高的，A 醫院他們的那個社工室的那個家暴負責

人也都會定期來開會，每次都有來。（SW009） 

 

(2) 服務策略擬定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難 

A.制度本位主義-僅針對符合標準的案件提供服務 

    在涉及精神疾病議題的高危險案件時，案件的問題通常都無法單一面向由社會

工作者能協助處理。在服務這類型的案件時，社會工作者也期待能透過網絡安全防

護行動讓網絡的資源能夠進行介入。然而衛政部份在提供服務的層次通常只能依據

其本身就有的業務來介入家庭暴力高危險案件，只針對符合｢標準｣的案主或相對人

提供協助。涉及不願意就醫的｢疑似｣精神病患時，衛政單位通常是不願意介入的。 

 

疑似比較困難因為疑似你比較難，除非他已經有自傷、傷人，現在也都

不能強制就醫了。所以那個通常都是比方講對方願意，家屬也配合，可

以到宅鑑定這個是可以做的。可是通常都要有辦法說相對人配合，然後

家屬也配合。…可是只要他們願意的話衛生局都願意出去。那衛生局他

們自己也有針對精神疾病或是自傷、酒癮這一類的病人，他們有自己的

追蹤機制。…那個要比較確診的。（SW003） 

 

跟衛政那邊的合作到現在都還合作的滿不順利的，有些像是社區當中的

精神疾病或是疑似精神疾病的患者，那我們希望衛政能夠多一點點介入，

可是衛政通常都會以違反什麼精神衛生法，或者是說他們也很困難他們

也很擔心他們自己的安全等等之類的，所以沒有辦法對這個加害人做一

些約制或是強制的治療或是就醫。…因為這些家庭有時候他的主因並不

是婚姻暴力，而是精神疾病。那像這樣的案件其實很容易被列管，那也

很容易在列管會議上什麼都不能做，因為他的主要就是因為他需要看醫

生、他需要吃藥，拿他沒轍這樣子。…對，有沒有列管，然後還有他有

沒有就醫的紀錄，就醫之後有沒有服藥這個部分可能他們掌握的資訊又

更少。（SW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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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高危險案件案主或相對人，社會工作者僅能透過與案

主會談過程中，鼓勵案主陪同相對人就醫或一起就醫，使相對人能夠符合衛政提供

符合的標準，｢進入｣衛政的服務系統中。 

 

我們也會發現所以我們可能會在跟個案談的過程中譬如說鼓勵說帶他的

相對人去就醫，讓他進到那個系統，或者是說我們有些相對人其實是有

精神疾病的，可是個案不覺得那是病。（SW002） 

 

    綜觀衛政單位在高危險案件的參與仍是較有限的。在衛政單位是否應該針對｢

未確診｣或｢未列管｣的高危險案件提供介入，在不同地區不斷討論。多數衛政單位

不願意針對未確診或未列管的案件介入，某些特定的行政區，衛政單位卻是願意配

合介入服務。 

3. 兒保單位 

(1) 服務策略的擬定 

    在高危險案件服務的過程中，有時也會同時涉及兒童保護議題，但因為未成年

的保護服務與成人的保護服務是分屬於兩個不同的體系中，在工作方式與信念上也

不盡相同。故當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涉及兒少保領域時，則必須透過兒少保、婦保兩

個領域的社會工作者相互合作。實務差強人意，在合作過程中甚至有各司其職不相

連繫之情形（Potito, Day, Carson& O’Leary, 2009，轉引自游美貴，2011）。研究中

則發現，在台北市與新竹縣親密關係暴力服務之社會工作者，在與兒保領域在高危

險案件合作與連結的經驗上，便呈現差異。在新竹縣親密關係暴力服務脈絡下，與

兒保單位一直以來的互動障礙，也延續到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在針對高

危險案件的服務介入策略的擬定，社會工作者很少會與兒保單位在高危險案件上進

行什麼樣的服務介入策略的擬定或合作，而在台北市的經驗中則不然。 

    有些有與兒保單位合作提供高危險案件介入，在服務策略的擬定上能將兒保社

工具有公權力強制介入的角色視為助力，期待能藉由兒保社工的角色對於相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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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約束。 

 

例如說我們是婚暴社工，那如果今天有牽扯到一些兒保議題的話就會有

兒保社工，所以兒保社工有時候也是會來參加會議這樣子。…然後覺得

就是一樣以我們先評估他們家現在的狀況去回應給兒保社工知道，然後

再讓他去了解就是說他今天有沒有必要趕快去跟這個爸爸做聯繫，因為

他們畢竟是比較具有強制力的那一方，那也是直接可以跟相對人工作的

那一方，所以我們就是會把我們可能的期待跟他們講，或是說相對人的

一個態樣跟他們講，然後請他們就是去安排這樣子。（SW006） 

 

(2) 服務策略擬定過程中可能面臨的議題 

1. 網絡資源的有限性 

    兒保體系服務有規定的開結案指標，在評估孩子的安全議題穩定時，兒保社工

可能就會先進行結案，而當高危險案件中涉及有關於孩子的議題時，便需要透過親

密關係暴力服務社工來協助連結相關的兒童資源與服務。 

 

像是有時候可能兒保這邊會覺得說相對人不是故意對小朋友施暴，那可

能這邊就會暫停，可能會想跟他討論說那爸爸這邊對小朋友教養的那個

部分有辦法有什麼資源去提升嗎？就會礙於他們因為要結案，或是一些

評估可能會變成先暫時中止，那就會變成我們需要去跟案主討論，是不

是用我們這邊的資源去提升，那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可惜啦。（SW007） 

 

4. 司法單位 

(1)  服務策略的擬定 

即使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推動之初，不斷強調檢察單位與司法單位

在參與重要性，在各縣市的辦理情形檢察與司法單位的參與仍是少有（游美貴，

2011）。實際藉由訪談針對檢察或司法單位的參與進行了解，發現在兩縣市中司法

單位在高危險案件防治網絡參與情況十分有限。劉淑瓊等人（2011）針對2011年5-10

月間各縣市召開之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進行調查統計顯示，六個月間台北市法院單

位代表出席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人次為0人次，而檢察單位則為1人次。新竹縣在

法院擔位代表出席則有6人次，檢察單位則為7人次。然而即便在有司法、檢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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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出席，在實際服務策略上共同擬定或相關的合作仍較缺乏。 

僅有少數社會工作者曾有與觀護人有進行合作的經驗。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

中曾邀請觀護人以及相對人處遇計畫之心理師共同參與，透過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

中的討論將相對人在家裡的情形與在法院與觀護人會談以及參與相對人處遇計畫

之情形進行對照，使觀護人及心理師能針對相對人在暴力改善的情形能有進一步的

了解。也在會議中進行服務策略的討論，藉由司法單位系統有技巧的持續對相對人

進行處遇。 

 

第一次邀請到比較像是司法那個部份的資源來，然後其實後來好像那個

觀護人跟心理師也是有些一些報告，針對相對人的一些在施以家庭暴力

的那個評估，好像也是有去寫報告整理。（SW007） 

 

    當高危險案件相對人在緩刑期間，觀護人也會成為對於相對人暴力行為很好的

約束。因為觀護人對於相對人具有較強的公權力約束，曾經遇到觀護人願意對於相

對人酗酒的情形進行約束。相對人因案入獄服刑後，主動與獄方進行討論，使相對

人在服刑期間也能接受處遇治療。 

 

如果相對人因為別的刑期還在緩刑期間，有付保護管束，那很好那就有

觀護人，觀護人對她就有非常大的約制效果。（SW009） 

 

那這個先生他是有酗酒的狀況，而且他酗酒可能跟他暴力有密切相關，…

那觀護人可能也很重視他可能，…好像是每一個月還是兩個禮拜要去報

到一次，這好像是他是可以有權限的啦，那觀護人就還滿厲害的，就是

會幫忙處理戒酒的部份，比如說他會跟相對人說你來我這邊的時候我不

能聞到有任何的酒味，否則你就回去下次再來，這次就不算有報到，那

相對人好像就會特別去寫說他會在，比如說 28 號要去見觀護人，他在前

三天就會戒酒，因為這三天如果喝就會有酒味，這是一種、也是一種讓

他不喝酒的方式，那可能觀護人兩個禮拜就是要來報到一次，所以至少

他這兩禮拜他會有一些戒酒的動作，那另外觀護人就是會交代他說另外

兩個禮拜要去找管區簽名，就是去派出所找管區簽名，簽名的時候也不

可以有任何的酒味之類的，那可能就是變成每一週他都要去做這樣的事

情，他至少都要克制自己不要去喝酒，要不然他這次的報到就會無效，

其實他們、觀護人會有一些。（SW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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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就是因為又違反保護令的那個部分，跟他那麼本身吸毒的案件然

後被關，那被關了之後就暫時沒有危險就解列了。對啊，這種狀況就是

可能大概有已經是第三次了，可能可以預期等他出來過不久可能又會再

通報了，又會再這樣的循環裡面。那現在比較好的是說，像這個案子我

們那天相對人去服刑之後我們就有討論到有沒有可能他在服刑這個期間

的一些處遇治療。…那也就有跟獄方這邊來做一個連繫，然後看怎麼樣

去做一個介入，那獄方這邊也有說這個案子他就是現在目前整個做法裡

面他們就是會移到專監那邊去做，移到專監那邊去服刑，那專監那邊就

會針對他們的狀況就會有處遇治療。（SW004） 

 

(2)  服務策略擬定過程中可能面臨的議題 

A. 案件審理跟不上進度 

    少數與司法單位合作的經驗中，即便有觀護人與心理師的介入也面臨司法單位

審理無法跟上服務的情形，使案主在法律上難得到公平而感到挫折。 

 

可是要到這個跟那個訴訟審理的快慢好像是完全的協助，就是即使他們

後來發現相對人有這樣的狀況，就是可能課堂上還好，可是回家又變成

一個樣子，就是他們寫在報告裡去呈現，可是司法那邊一樣用他的進度，

他審理的速度去處理這個案件，所以那個時候就變成家防官也會一直去

跟檢察官反應，但是法官那邊好像又停了下來，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資

源就沒有那麼順，就是好像有很多的那個證據，或是有很多相關單位的

報告好像沒有辦法就是可以達成什麼。（SW007） 

 

(三) 擬定服務策略的困難 

    除了上述針對社會工作者與各網絡單位合作經驗中，所面臨的議題與困境之外，

高危險案件防制網路在針對案件本身擬定服務與介入策略時，反而僅面臨較少之困

難。 

1. 針對高危機低意願案主形成策略的困難 

 在處遇危險程度並沒有那麼高的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時，社會工作者在評估案主

的人身安全、危機敏感度、支持系統及能力等相關資訊後，通常會尊重案主的決定

進行結案。然而在高危險案件的處遇上，以案主的人身安全為整個服務模式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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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下，進入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列管的標準並沒有參照案主的意願為指標之一。

即便在案主拒絕接受服務的情形下，仍會依照危險的程度決定是否列管。在案主對

於接受服務是低意願的情形下，透過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仍是難以有效的提供服務。 

 

可是我覺得是形成策略的那個部分是比較困難，有些個案在形成策略的

那個部分是你好像已經拿不出什麼東西來協助他解決問題。…我覺得像

類似那樣的個案可能列管的次數比較久，那已經從列管次數比較多次，

然後他本身沒有比較有意願去處理的時候，我覺得那時候要形成策略可

能是很困難。（SW004） 

 

    高危機低意願的案主首先會透過警政單位的介入針對案件的內容進行釐清，然

而即便透過警政的介入，也僅能較表面的蒐集資料，難以進行相對人的約制告誡。 

 

那如果發現我們這邊完全都找不到案主也沒辦法提供他一些比較詳細的

資料的話，我們就會講我們的聯繫困難，然後請警政因為警政可以直接

到他們家做訪視，就是可以請警政去看一下他們家的狀況順便就是聯繫

案主，請他們再多蒐集一些資料。（SW006） 

 

    在服務策略難以介入，又難以確認案主人身安全情況，僅能在高危險案件網絡

會議中持續列管。由每個月持續努力嘗試與案主聯繫、確認案主的安全與服務的需

求。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難以發揮其原先期待透過網絡單位，協助親密關係暴力高

危險案件之目的。 

 

…至少會這樣試試看，就是可能當月不會撤管，那這個方法下去實施之

後等下個月會議在上面討論就是最近社工聯繫的狀況，或是警政聯繫的

狀況，那如果再不行就是一樣在會議討論，有沒有其他再可行的方法。…

就是盡可能去想有什麼資源可以介入，然後一樣再試頂多就是試兩三個

月，如果真的再不行，那我們也還是會跟案主講他的權益在哪裡的話我

們就會先撤管，因為都找不到的話，那回歸到我們自己的就是沒有在會

議上討論，回歸社工本身，他也不會在當月撤管之後就馬上結案，就也

還是會再關心一陣子啦。（研究者：通常像這種個案的話社工手上大概

要 hold 多久？）我覺得至少也是要三個月吧!（SW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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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現在探討高危險案件網絡單位間，對於服務與介入策略擬定上所面臨到

的議題或困難，則多針對與各個網絡單位間合作所面臨的限制，反而較少是針對案

件本身而面臨困難。 

    綜觀上述從網絡單位間擬定處遇與介入的策略時，便發現現階段的高危險案件

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網絡單位合作與介入仍是社政、警政為主，有時候涉及衛政，

其他社政或司法的介入相當有限的。探討不同網絡單位的參與程度，除了網絡單位

間本身的主動性之外，可能因為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在以案主人身安全為

主要下，較直接相關的網絡單位因較能在會議中找到自身的角色而投入。 

貳、 執行服務策略之經驗 

    現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網絡單位的參與與投入仍以警政與社政

兩個網絡為最多，此部分針對網絡單位件執行服務策略之探討，將僅著重在警政單

位與社政單位。 

一、約制告誡相對人 

（一）執行約制告誡的情形 

    警政在針對高危險案件相對人執行約制告誡時的情形，在不同的區域也因為制

度或是地區的特性而呈現不同的樣貌。新竹縣在針對高危險案件相對人的約制查訪，

多由派出所內的社區家防官負責進行。而在台北市的執行經驗上，每個月轄區可能

會由不同的員警進行約制告誡。而即使在同一縣市內，也可能因為行政區家防官風

格的不同，而是約制告誡的品質也大不相同。 

 

（研究者：是社區家防官自己親自去查訪？）對，…是每個派出所裡面

的社區家防官。（研究者：就是固定那一個人喔？）對。（研究者：所

以他們不是一線員警今天看誰去就誰去這樣？）可能第一線處理是這樣

輪嘛，可是後續進了高危險案件列管之後他就要有些定期的追訪。

（SW003） 

 

有時候我會覺得，因為其實這幾區的風格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然後就

是特別會是在 XX 區會比較常發生這樣的狀況，然後我在想說會不會是有

時候家防官的訊息他是沒有辦法很準確的直接布達到他的下屬，所以會



 

99 
 

造成一個訊息上面他們知道的就是我可以這樣子做，我不知道家防官原

來要這樣子做，所以我覺得會是訊息沒有辦法傳到下面的問題。（SW005） 

 

（二）無法落實的情形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社會工作者也經常發現員警在介入約制告誡相對人

時經常發生以下幾種無法落實相對人約制告誡的情形。 

(1) 約制告誡案主而非相對人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社會工作者經常發現某些基層員警對於｢約制查訪｣

有所誤解。在執行會議討論的服務策略時，並未完成對相對人進行約制告誡，而是

不斷聯繫案主。宛如是在約制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而喪失了高危險案件網絡安

全防護行動中預期約束相對人。 

 

有時候那個警政就會一直在報告我的案主的狀況，然後就完全缺了相對

人的狀況，可是今天的立意是說案主我們自己社工聯繫就聯繫得到了啊，

那警察具有公權就比較有公權力，那又可以直接跟相對人做接觸為什麼

沒辦法去得到相對人的資訊。…可是有時候就會變成下個月又再來的時

候還是沒找到相對人，就會覺得他們在做什麼事，因為他們又報告我們

案主的狀況，就會變成說今天我跟案主聯繫了，然後我就說我這個月跟

他聯繫的狀況案主的生活就是這些嘛，那警察那邊也是問到案主，他也

是跟他講一模一樣的，然後就會變成就說『警政這方面報告的跟社政一

樣這樣』。（SW006） 

 

    在針對相對人約制告誡以及受暴者的關懷與服務上進行分工時，便可能在服務

上面臨重疊，而相對人約制告誡卻始終沒有執行的窘境。而高危險案件案主也可能

因為警政單位與社政單位不斷的重覆聯繫，而造成案主的困擾而對於求助服務體系

感到憤怒與挫折。 

 

所以他的主責社工就非常的積極要聯絡這個個案，然後警政也同時間有

收到了所以警政也很積極的要聯絡這個個案。那早上我聽到的報告是說

他就打了 2、30 通電話給這個個案，那好不容易找到這個個案了，這個

個案非常的生氣覺得說社工跟警察那麼密集的打這麼多電話，已經造成

了他的困擾，然後這個社工在會議裡面報告是說啦他是一直在很生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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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就是對著社工在咆哮，然後最後就是他（案主）就說他沒有這些問

題（親密關係暴力）、他都沒有這些狀況。（SW001） 

 

    為了改善警政不斷約制案主的情形，則直接找到承辦員警與員警溝通，協請務

必協助找到相對人。透過直接向一線員警說明社會工作者的擔心，使員警完成相對

人約制告誡的動作。直接與員警討論是否在約制告誡的過程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協助員警進行處理。而某些較謹慎的分局家防官也會協助監督一線員警的約制工

作。 

 

有時候跟家防官講沒有辦法的話，就是會直接找到那一個直接去跟負責

這個案的警員做聯繫，可不可以請他找到相對人，好說歹說要他找到相

對人，可是我覺得要慢慢努力啦。…也要看當天開會的那個人是不是承

辦那個案子的警員，因為如果是別人代替的話，你今天就算跟他講了，

他說好回去會回覆那個警員，可是他到底回覆了沒你也不知道，就是我

覺得在訊息傳達過程中會沒有那麼直接，就一開始會信任他會帶回去，

如果發現下個月又沒有找到的話就會很疑惑就乾脆就是直接跟那個人聯

繫。或是假設家防官的態度比較強硬一點的話，可能就是家防官也會去

叮那些警員。（SW006） 

 

通常怎麼做處理，我們可能也會很關心說警政他們是不是遇到什麼樣的

困難，是不是找不到加害人，那我們這邊可不可以再跟案主確認加害人

有沒有其他聯繫的管道，或是他經常會在哪裡出現，那我們會把比較完

整的資訊再提供給警察，方便他們去找人，那如果說他需要我們發一些

公文他們才有辦法跟我們一起去做家訪或是做約制的話，那我們在這部

分也會儘量的配合。（SW008） 

 

(2)  未善盡約制告誡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過程中，社會工作者更曾面臨警政十分消極的約制查

訪情形。僅透過電話的方式對於相對人進行約制告誡，而當相對人沒有接聽電話時

則便沒有完成約制告誡。或是在相對人居住於其他縣市或轄區的時候，員警也並未

連繫其他的轄區協助處理，而就逕行停止約制告誡。 

 

因為我們會覺得其實是有一些機會家訪的，那比我們是更多機會可以接



 

101 
 

觸到這個相對人可以多聽聽看，他到底需求是什麼、他生氣的地方是什

麼，想要可以多評估一下。可是他們（警政）常常都是『就是電話沒接，

或是去沒有人再、外縣市、別的轄區啊』。…我覺得還滿常遇到的。（SW005） 

 

然後他很可能我們有提供加害人的地址，但他也都一直沒有去那個地址

做約制，護者是直接告訴我們說那個地址其實是不在他們轄區的，那不

在他們轄區他們其實有其他因應的機制，譬如說他們可發文到另外一個

轄區的派出所或分局，請那邊的警察做這樣子的執行，但他們通常都沒

有做了，所以就變成說他們在會議開始之前打電話給加害人，那加害人

沒有接他們就回報說那就是約制不到，那我們就會覺得非常可惜。

（SW008） 

 

    針對員警沒有善盡約制告誡的義務時，會議中可能便需要透過再次列管，讓員

警重新進行約制。 

 

如果今天是這個婦女沒有意願的話，就會變成社工要再回去問婦女的意

願，或是家防官那邊要主動問婦女的意願，那如果今天是這個相對人沒

有聯繫的電話婦女又不願意提供的話那就沒有辦法了，不然就是其實相

對人是有連繫電話，也知道他的住址，但是員警這邊並不是這麼積極的

做，可能就變成要再列管讓員警去那邊再做約制，但是我就會覺得浪費

一次會議的時間。…有點大家都在陪你再討論這個個案一次，我會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我覺得再讓他們去做一次，確實就是要告訴你這件事

就是沒有辦法不了了之，你一定要去做。（SW005） 

 

    然而社會工作者也有提到在某些行政區的分局家防官非常具有積極主動性，除

了轄區中進行的加害人約制告誡之外，分局家防官仍會親自至案家進行訪視，對相

對人嚴以告誡，若再發生暴力行為即依法辦理。 

 

比較好的經驗也有，像我們合作的這幾個家防官就真的有的是非常的積

極主動，他會主動去他會讓社區的家防官或是勤區的人員去約制加害人

之外，他自己也會把加害人約到他的分局來，或是他親自去做就是他的

家庭訪視，然後也當面告誡加害人說你這樣使用暴力是不對的，他會親

自的去做一些告誡，然後也會告訴他說如果你再犯的話我可能就會主動

的幫你太太聲請保護令，那那個意思就是會告訴加害人是說不是你太太

不聲請你就沒事，他會告訴他你這樣使用家庭暴力是一個犯罪的行為，

我會辦你，那即使他沒有這麼做那加害人也會有所警惕。（SW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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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探討有關社會工作者遇到員警約制告誡不確實之負面經驗時，可以發現台

北市社會工作者在遇到員警約制告誡不確實的情形似乎較新竹縣頻繁，而新竹縣的

社會工作者也皆未對於員警的介入層面上提出遇到困難的地方。回歸其制度層面的

不同，台北市在許多行政區員警約制查訪多為第一線轄區員警輪替進行，而新竹縣

的經驗則是由轄區的社區家防官固定進行約制。台北市面臨員警約制告誡不確實的

情形，可能與制度層面的不同有關，在新竹縣的經驗由固定人員進行約制查訪與報

告，對於案家的瞭解能更深入，而約制告誡的情形也較穩定。 

二、共同進行訪視 

（一）警政與社政共同進行訪視的情形 

    警政與社政在面對高危險案件評估的落差時，便可能在會議中透過服務策略決

定一起進行訪視。在訪視前有些社會工作者會主動先與警政討論本次的共同訪視所

達到的目標，並與警政討論社會工作者的立場。事先的與員警進行溝通，釐清社會

工作者與員警角色的不同。 

 

之前的經驗是約在警局啦，那可能就是由我這邊會先跟個案說明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這邊啊，那當然我的立場是什麼，不過你還是可以說明你

的想法，那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是。剛剛漏掉講一個，就是我們約的時

候我們可能會先跟警察做討論，我們會有今天大概我們跟這個個案會談

的目標然後個案才會過來，那有時候當然我們社工立場是我們不能強迫

這個個案做什麼嘛，但是我把優點、缺點都告訴他。（SW005） 

 

    在社政與警政一起進行查訪時，員警的角色與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是很不

同的。員警透過查訪提供相關的求助資訊給案主，用較具有公權力的身分要

求案主正視自己的人安全危機，也有助於案主對於防治網絡與社區中的求助

信任感有所提升。而社政單位則是針對案主其他的議題進行協助，如補助、

就學、經濟等。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警察說明他的立場會比社工員說明還來的好一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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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很明白的跟你講說我覺得你先生就是有這樣的危機性，我覺得你

就是不要回家，不然改天這邊出了什麼事我們這邊也沒有辦法負擔，那

個案就說『好，我知道了』。（SW005） 

 

我覺得警察去還不錯啊，就是變成比較有那種威權，也不是威權啦。就

是大家一般的形象吧，就是對於警察就是會覺得有一點覺得要言聽計從

的感覺…可是如果他今天看到警察他就覺得警察好像很厲害，就是有警

察來了好像什麼都不用怕了，就是變成就是說我們如果跟他去的話我們

說的話他多少可以聽進去，然後再加上警察的陪同這樣子，就會變成他

比較會信任這個系統這樣子。（SW006） 

 

或是我們自己到案家去做訪案，然後可能我們還是會有各自的主要工作

的分工，那員警的部分他很可能就會告訴案主說如果說你的先生有再對

你言語暴力或是肢體暴力的話，你要立刻打給我，那有些員警也很願意

留自己的手機給我們的案主，那案主在這個時候都會覺得非常有安全感，

因為他感覺到警政是站在他這邊的，…譬如說他也有很多經濟上面的擔

憂，那警察對於這一塊其實並不熟悉，那社工就可以立即的提供他一些

經濟的資訊，或者是說他也很擔心他如果要帶著孩子離家，不知道孩子

的就學，或者是一些課業上面的適應要怎麼去做處理的時候，那社工在

場他就可以提供他這樣的資訊。（SW008） 

 

    在社政與警政共同進行訪查的經驗中，並沒有社會工作者提到遇到困難

的情形而社會工作者的經驗也幾乎都是正向的經驗，多數的社會工作者更肯

定與員警共同進行訪視對於案主求助信心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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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研究者過去實習與兼職時，接觸親密關係暴力個案面臨曾提供服務的

案主過世，所感到的衝擊而產生對於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與案主自決是否接受

服務的疑問而發展。以質性研究之訪談法方式進行資料之蒐集，訪談台北市與新竹

縣共 11 位曾提供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服務的社會工作者。本研究將從社會工

作者針對高危險案件之處遇與介入提出結論。 

第一節 結論 

    在服務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時，社會工作者從接案就開始對個案面對的危

險程度進行評估，考量是否提報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在處遇過程，社會

工作者更必須面對高危險案件不同議題，而案主對公權力介入的擔憂也是社會工作

者在提供個案服務過程必須面對的議題。除了與案主一起工作，必須承擔著網絡協

商者的角色。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議題有關的研究，大多將焦點集中於

高危險案件量表的施測、防護行動對再次通報的影響、會議執行等議題。本研究則

是聚焦於從社會工作者在社會工作者對於高危險案件的評估、處遇、及網絡合作過

程，提出六個結論：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於不同縣市脈絡運作之差異、專

業判斷是高危險評估依據、高危險案件中案主自決之反思、以保護令做為警政體系

介入的行動依據、只有雙向互動的網絡、隱私保密之過度揭露。 

壹、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於不同縣市脈絡運作之差異 

    劉淑瓊等人（2011）針對各縣市運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進行調查整

理，發現各縣市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實施的模式、區域與分區皆有所差

異。本研究中針對兩個具有不同區域特性縣市進行資料蒐集，顯示在服務資源較少、

地域範圍較廣時，服務將地區以較大範圍進行分區，使各資源網絡能較有效率的參

與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然而也能發現在縣市地域範圍較遼闊時，即便高危險案件

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服務模式於全縣實施，然而在區域人口特性不同與位置遙遠服務

無法深入時，有時這樣的服務策略並無法實際擴及到偏遠區域。 



 

105 
 

    在縣市資源較充足且完整，地域幅員較小時，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

則以較小範圍進行分區。而各區域由不同的社政委外單位進行主責，針對負責的行

政區一區一區順序性的進行討論。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上，社政單位也能針對其

需求機動性的調整會議的參與出席成員，在服務過程中擁有較多的自主性。 

貳、 專業判斷是高危險評估依據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案主在第一線求助進行危險評估量表的施測

為第一步。許多學者（林明禛，2008；吳啟安，2009）都指出透過危險評估量表進

行危險分級，以及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制度的實施，提升了網絡單位對親密關係暴

力的危機敏感度。然而在整個高危險案件防治網絡中，仍以社會工作者在親密關係

暴力案件危機判斷扮演最關鍵的角色。 

    目前在高危險案件主要運用｢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TIPVDA）｣進行

評估，但是當第一線工作人員接觸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案主時，往往無法評估是否

受到案主當下情緒而影響對危險評估的正確性。除此之外，因為危險評估量表內容

無法涵括所有危險因素，社會工作者更無法以此做為唯一評估標準。當案主在危險

評估量表的分數大於 8 分時之意義，僅在於對親密關係暴力網絡單位的提醒。網絡

單位間對於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的判斷，仰賴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知能。社會

工作者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的職掌與功能，也被定義在負責對案件進

行危險評估（現代婦女基金會，2010）。 

    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評估固然為服務案主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塊，然而在第一線網

絡單位間無法發揮原本應該針對親密關係暴評估危險程度，並立即性的針對高危險

案件啟動強力安全服務的功能，社會工作者必須承擔很多前端危險程度判斷工作，

而社會工作者專業處遇的角色與功能也因此受到壓縮。社會工作者必須付出很多的

時間透過細部評估暴力事件的發生、暴力史、案主或相對人的特性、施暴方式、暴

力樣態的改變、及暴力發生原因，綜合評估案主的危險程度。在陪伴支持案主、處

理案主在婚姻關係中所受到的創傷、充權案主、協助案主復元的專業工作與角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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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縮減。在案主在受暴後的情緒、個人議題難以得到完整的協助時，若高危險案件

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效果不如預期時，案主是否又會再度陷入暴力的循環而失去求

助的動力。 

參、高危險案件中案主自決之反思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成為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案主保護服務

模式時，並未對拒絕服務的案主提供服務方針。凡是符合縣市規定的高危險案件列

管標準，就必須進入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列管討論。然而社會工作專業強調尊重案

主自決倫理守則，在提供服務過程，必須認知、並尊重案主自由選擇與決定的權利

（Biestek, 1975；轉引自包承恩、王永慈譯，2000）。因此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

護行動與案主自決不同時，一方面要遵守案主自決，另一方面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又

將所有符合標準個案列管，兩者矛盾，形成社會工作者的兩難。在這樣的矛盾下，

有些社會工作者仍會嘗試向案主說明，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列管的部分內

容，將防護行動概括的以｢警政單位約制告誡相對人｣、｢有很多網絡單位關切案主

人身安全｣的概念來對案主說明。然而也有些社會工作者因為無法處理案主的擔心

與拒絕，選擇不告訴案主有關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列管。 

    在實務工作經驗中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告知，雖已發展不同因

應策略，然而在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介入策略或網絡意見，與案主意願不同時，社

會工作者必須再度面臨兩難的抉擇。舉例來說:當社會工作者告知高危險案件案主，

有關警政約制告誡相對人的決定時，經常面臨案主對於警政介入約制查訪的擔心與

拒絕。社會工作者在警政單位的介入立場、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服務模式，並不一

定能尊重案主拒絕的決定。有些社會工作者僅能將案主的意願轉知員警，讓警政單

位自行決定是否持續進行約制。更多的時候，社會工作者必須想辦法讓案主接受高

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決議的處遇方式，也必須確保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能

夠順利的進行。在整個處遇的過程，社會工作者更扮演案主與警政的中介，花費很

多時間協商，減少案主對於警政介入的擔憂。在這樣的脈絡下，高危險案件網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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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護行動中無法將案主自決做為優先考量，也犧牲了社會工作專業的自主 

肆、以保護令做為警政體系介入的行動依據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警政的約制告誡扮演重要角色，期待

能藉由警政介入對於相對人暴力行為約束。即便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

對於各網絡單位的職掌已有清楚規範，在對於相對人吃力不討好的約制告誡行為上，

警政單位仍會期待案主要聲請保護令，讓員警的約制告誡行動是有依據。劉淑瓊等

人（2011）指出，不少警政人士認為單憑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對親密關係暴力相

對人進行約制告誡是缺乏法源依據。因此，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上，要求社會工

作者提醒案主聲請保護令的情形，十分普遍。 

    在面臨警政對於要案主聲請保護令的要求時，社會工作者是很為難的。在暴力

循環中，親密關係暴力受暴案主可能需要經過好幾次在甜蜜期與衝突期的掙扎中，

才會願意採取自我保護行動。案主踏出第一步向外求助是很不容易的情況下，要案

主聲請保護令透過法律行動約束相對人行為，更是難上加難。社會工作者僅能持續

的與高危險案件案主討論，透過鼓勵期待案主能夠願意進行聲請。 

    親密關係暴力的防治不應該將保護令聲請，視為公權力應不應該介入的依據。

在警政系統中原本也就有｢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機制，親密關係暴力不一定符合查

訪條件，若能援引其精神加入柔性的關懷，實能成為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

中重要的介入策略（劉淑瓊等人，2011）。在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中，案主的危

險程度又更甚於其他一般案件，更應該透過警政或司法檢察等具有公權力的單位進

行介入，約束暴力行為的發生。 

伍、只有兩方非多方互動的網絡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目的，即在於透過防治網絡單位提供即時性的

強力安全服務，降低親密關係暴力個案再度受暴的風險（現代婦女基金會，2010）。

因此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將警政、社政、衛政、教育等網絡單位，

納入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警政單位負責案件後續的調查、提供並執行安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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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並在必要時對於相對人逕行拘提。衛政單位除了負責提供案件相關資訊，

更提供相關的醫療服務協助，輔導自殺、精神疾患與藥酒癮之個案。司法單位應加

速保護令之審理，審酌受暴者之危險評估資料提供相關安全計畫建議（台北市家暴

中心，2010），透過各個網絡單位的職權與功能提供高危險案件相關介入。然而在

現行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或對於高危險案件相關的介入，實際上仍不能稱為｢

網絡｣，因為其中的網絡運作仍以警政及社政的｢兩方｣互動與合作為主，其他網絡

單位如:衛政、司法、檢察等的參與和介入仍相當有限，並不符合高危險案件網絡

安全防護行動中，每個網絡單位間應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很多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所涉及的議題，不僅是警政與社政兩個單位的介

入，便能提供案主或案家相關的協助。只有警政與社政兩單位的協助與介入時，並

不能滿足案主在面對暴力議題上的需求。舉例來說:涉及藥酒癮、精神疾病之案件，

或有關於案件正面臨相關的法律議題上，社政與警政單位在專業的有限性，高危險

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又缺乏衛政、司法、檢察單位的積極介入，在針對特殊議題

案件提供服務時顯得相當吃力。 

陸、隱私的過度揭露 

    社會工作倫理中保密與尊重案主的隱私權是對於社會工作專業最基本的要求，

然而在倫理守則中也指出若案主可能遭遇嚴重、可預期或即將發生的傷害時，可以

不需要經過案主的同意而進行揭露（包承恩等人譯，2000）。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

全防護行動，是針對親密關係暴力危險程度較高的案主進行討論與介入，應是符合

保護案主人身安全的原則下，針對案主及暴力情形進行討論與在會議中進行揭露。

因此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也應該是針對與案主人身安全有較直接的議題或範

疇進行討論，而並非宛如個案研討會議般，在會議上全面性的針對案主所有的服務

需求進行討論與介入。 

    然而在實務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有時候也會將勞動單位納入，邀

請就業服務中心的代表參與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在會議中除了針對高危險案主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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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人身安全議題，也將案主的就業服務與轉介一併列入會議中進行討論。在邀請

勞政單位等非直接與案主的人身安全議題相關的網絡單位參與會議，在會議中聆聽

關於案主受暴情事，是否已違反了對於案主隱私保密的遵守。又前述許多社會工作

者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是為服務制度下，並不一定將列管會議告訴案主，

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參與單位的邀請仍應進一步思考，如何保護案主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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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限制 

    本節提出研究建議與限制，首先透過研究結論，對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

動提出四點建議。主要針對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服務模式的層面，針對

社政單位、警政單位，以及從政策制定層面提出相關建議，接續說明本研究之限制。 

壹、 對於社政單位之建議 

一、 加強高危險案件隱私保密程度 

本研究發現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社政單位有時也邀請與案主人身安全議題未

直接相關的網絡單位參加，使得案主的基本資料與受暴情形在會議中過度的曝光，

難以維持對於案件隱私的保密。而社政單位又通常擔任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

動之行政秘書工作，由主責社工名列與案件相關的網絡單位參與出席。建議社政單

位在邀請相關單位出席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時，以與人身安全議題較為直接關係之

網絡成員為主要參與對象。對於非與人身安全直接相關的服務與轉介，並不一定要

透過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進行。 

二、 擬定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告知的服務策略 

本研究發現社會工作者在擔憂案主拒絕，而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與

員警約制告誡的告知，因應出不同的處理方式。有些社會工作者在案主自決與高危

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兩者發生衝突時，採取保留的態度選擇不向案主說明有關

高危險案件列管會議一事，也因此產生社會工作倫理上的兩難。而有些社會工作者

甚至在專業權威下，產生案主並不會在意以何種服務策略進行介入的想法，而不告

訴案主。建議社政單位可主動與社會工作者討論並說明針對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

護行動的服務策略，而非皆由社會工作者主觀判斷決定是否向案主說明，使得社會

工作者在與案主擬定服務介入計劃時能有所依據，避免在提供服務過程中面臨在告

知上的倫理兩難，避免以專業權威進行判斷的情形發生。 

三、依地域特性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服務模式進行調整 

    本研究發現兩縣市因地域範圍及服務資源的不同，而使得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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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行動在分區方式有所差異，而在地域幅員較遼闊之區域即便以全區推動高危險

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然而實際上服務模式卻不一定能在許多偏遠鄉鎮市同步運

作。建議縣市公部門於推行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做為服務親密關係暴力

高危險案件之服務模式時，考量地區特性於較偏遠區域發展以社區在地服務資源進

行介入，提供社區內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服務與相對人之約束，並不一定皆以制式會

議模式將高危險案件進行列管。 

貳、對於警政單位之建議—由固定員警進行約制告誡 

研究在比較台北市與新竹縣警政約制告誡情形時發現，兩縣市員警約制告誡上

轄區派出所在人力的安排，可能影響員警約制告誡落實情形。在新竹縣中凡為高危

險案件網絡會議所列管之案件，每一案件基本上皆由社區家防官直接負責定期之約

制告誡，每個月的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也由社區家防官直接出席參加。在新竹縣的

經驗中，社會工作者也較少呈現在員警執行約制告誡不確實之情形，由固定一位員

警負責約制告誡並在會議中進行報告，也使得警政單位也更能掌握會議討論的決策

與案家的情形。因此研究者建議針對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列管之案件，警政單位應

固定指派同一位員警或社區家防官定期對於相對人進行約制告誡，並參與每個月高

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討論。增加員警對於高危險案件之責任感，確實對於案件完成

相關的介入。可藉由如同社政單位｢派案｣的機制，將列管案件逐一｢派案｣至某位固

定的轄區員警，由該位員警負責提供案家相關協助並執行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之介

入行動。 

參、 對於學校教育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社會工作者之專業判斷仍為評

估親密關係暴力為高危險的主要依據。在保護型業務社會工作人力的高流動率，提

供親密關係暴力服務社會工作者經常年資與工作經驗皆較淺，許多甫從大學畢業的

社會工作新鮮人在踏入親密關係暴力服務領域後，便直接開始提供親密關係暴力被

害人保護服務。因此建議學校教育能針對親密關係暴力領域開設專題課程，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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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能針對個人的興趣領域與實務達成接軌。邀請實務工作者進行經驗分享，透過

學習的過程提升學生對於各領域的知能與提供服務的能力。 

肆、 對於政策制定之建議 

一、 提升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對於危險評估量表之認識 

    在本研究發現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經常面臨案主在第一線求助

時所測得之危險評估量表分數失真之情形。排除案主在第一線求助時因為壓力或緊

張因素使得危險評估的分數過高，親密關係暴力案主在對於危險評估量表的理解、

較急迫性的服務需求，也應該在第一線求助時便受到重視。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對於

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危險分級概念與危險評估量表上的認知，有助於親

密關係暴力案主在第一線求助時，能透過網絡單位了解危險評估量表的題項與所代

表的意義。而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及其內容了解程

度之提升，有賴於公部門提供相關的職前與在職訓練，加強網絡成員在親密關係暴

力危險議題上的認知。 

二、 提升衛政單位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之投入 

    劉淑瓊等人（2011）也指出國內在納入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之案件，高達四成

之相對人有酗酒之習性，7.1%之加害人屬精神疾病確診或疑似精神疾病之情形，顯

示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對於衛政單位介入之需求。然而無論回顧學者的

文獻與本研究中所蒐集之資料皆顯示，衛政單位普遍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

動中，介入的程度與能在網絡會議中的功能皆相當有限，衛政單位多僅扮演資訊提

供者的角色，對於能夠提供服務的對象也多僅限於確診之精神疾病個案。在改善衛

政單位對於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的投入，應透過與衛政主管機關協商，以

政策制定之方式提升並改善衛政單位目前在防護行動中的介入程度與提供相關服

務之限制。將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介入與參與之情形，納入為承辦人員與

主管之年度績效指標之一，增加衛政單位人員或主管對於高危險案件議題的重視。 

    此外為使未主動尋求協助之藥酒癮與疑似精神疾病之案件，也能納入成為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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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的服務對象。建議在社區中建立藥酒癮、疑似精神疾病之關懷機制，提供不願

主動求助或未經確診之患者能藉由通報方式，由社區健康服務中心提供關懷與追蹤

輔導，能由衛生醫療的角度了解案主或案家相關的需求，提供衛教資訊與轉介服

務。 

伍、研究限制 

一、受訪者類型的有限性 

    本研究資料收集主要來自台北市與新竹縣，未擴及到其他縣市。然而高危險案

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在各縣市的運作經驗，差異很大，開始實施的時間點也不同。

有些縣市甚至將非親密關係暴力案件也進行危險分級，並納入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

中討論。不同縣市中參與的網絡單位與網絡單位所介入的程度也不盡相同，網絡單

位間不同層次的介入，也可能影響社會工作者所提供之處遇情形。本研究在台北市

與新竹縣的經驗上，與司法、檢察單位間合作經驗較少，無法呈現高危險案件網絡

防護行動中司法與檢察單位介入的著力點。在高危險案件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中與衛

政單位的合作也受到較多的限制，然而學者研究也指出有些縣市仍有很優秀的衛政

代表（劉淑瓊，2011），能針對高危險案件提供｢規定｣外的介入與協助。 

二、僅能透過社會工作者的描述了解網絡單位介入的樣貌 

    基於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的保密性，研究者僅能透過受訪社會工作者對於高危

險案件的處遇與網路單位的介入情形與策略進行資料的蒐集與了解。難以實地深入

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觀察網絡單位間於高危險案件會議上的互動與討論情形，

與各個網路單位在會議中的涉入程度。較難以直接呈現網絡單位間在會議上的討論

情形、承辦人員對於高危險案件的態度、主持者的背景對於介入策略的影響。僅透

過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無法較全面性的了解社會工作者在其中可能面臨的情

形，與社會工作者在高危險案件網絡會議中最直接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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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訪談同意書 

您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學生，目前正在進行「親密關係暴力高危

險案件實務介入與處遇之探討」論文研究。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了解，提供親密關係暴力案主服務之社會工作者，於執行高

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時處遇與介入之實務經驗，期待透過本研究了解親密關係

暴力高危險案件之實務樣貌與其中的服務困境。 

    本研究會以深度訪談方式來進行資料蒐集，非常感謝您願意撥空受訪，您的參

與將使研究內容更為充實，以下有關研究中您的基本權利，請您先閱讀以下內容： 

 

1. 為了忠實紀錄您的經驗與意見避免流失重要資料，研究者將會於本次訪談

過程中全程錄音，但您有權隨時終止錄音。 

 

2. 研究者遵守研究倫理之隱私保密原則，本次訪談錄音檔將由研究者本人進

行錄音檔之轉換為文字逐字稿。研究者將謹慎儲存訪談錄音檔與逐字稿，

並以匿名與保密方式處理研究資料。於研究結束後，將全數銷毀訪談錄音

檔與逐字稿。 

 

3. 本研究訪談預計進行一次訪談，本次訪談約需花費您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

時的時間。為確保研究資料之完整性，研究者可能於本次訪談結束後去電

與您釐清本次訪談中未能完整提問之議題。 

 

4. 為確保研究資料之正確性，避免研究者錯誤解讀您的意思，在本次訪談後

研究者將會寄送訪談逐字稿予您，請您協助確認。 

 

5. 在訪談過程中，您可以隨時提出您的想法與意見。在您簽署訪談同意書後，

您仍有權力隨時退出本研究。訪談結束後若您有相關意見或疑問，也歡迎

您與我聯絡。 

 

在您閱讀完以上說明後，若同意參與研究訪談，請您在以下簽名！ 

受訪者：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者：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生 趙國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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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訪談邀請 

您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學生，目前正在進行「親密關係暴力高危

險案件實務介入與處遇之探討」論文研究，本研究會以深度訪談方式來進行資料蒐

集，邀請的對象為台北市或新竹縣年資超過一年以上之親密關係暴力服務實務工作

者（包含社會工作者、督導）。邀請您參加我的訪談，您的參與將使研究內容更為

充實。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了解，提供親密關係暴力案主服務之社會工作者，於執行高

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時處遇與介入之實務經驗，期待透過本研究了解親密關係

暴力高危險案件之實務樣貌與其中的服務困境。 

 

 

在您閱讀完以上說明後，若同意參與研究訪談，請您與我聯繫！ 

受訪者：                 

聯絡方式：                 

    服務之縣市：□臺北市；□新竹縣 

    工作單位屬性：□公部門；□私部門 

    親密關係暴力之服務年資：□1-2 年；□2-3 年；□3-4 年；□4-5 年； 

                            □5-6 年；□6-7 年；□7-8 年；□8-9 年； 

                            □9-10 年；□10 年以上 

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生 趙國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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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訪談大綱 

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實務介入與處遇之探討 

【訪談大綱】 

受訪者編號：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壹、社會工作者之基本資料 

 一、社會工作者服務之縣市：□臺北市；□新竹縣 

 二、工作單位屬性：□公部門；□私部門 

 三、親密關係暴力之服務年資：□1-2 年；□2-3 年；□3-4 年；□4-5 年； 

     □5-6 年；□6-7 年；□7-8 年；□8-9 年；□9-10 年；□10 年以上 

 四、職稱：              

貳、社會工作者執行高危險案件之處遇與介入經驗 

（一）與高危險案件案主之處遇經驗 

一、請問當您拿到一個危險評估量表大於八分的高危險案件時，您會如何開始與

個案進行接觸？ 

二、請問依您的實務經驗，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的類型有哪些？您認為在處

遇這些不同類型的高危險案件，處遇的方式有什麼不同？ 

三、請問您用了什麼樣的方式進行處遇？當個案接受服務意願低落時，請問您用

了什麼樣的方式去說服案主？您可否說明在處遇的過程中您關心的是什麼？ 

四、請問在處遇高危險案件案主時您是否曾遭遇困難？請問您用了什麼樣的方式

去解決這樣的困難？ 

五、請問在您處遇高危險案件的經驗中，是否曾經遇到特殊的案件或事件？請問

您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處遇？ 

（二）與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網絡系統間之介入經驗 

 一、請問當您安全網會議時，您都怎麼報告您的個案呢？可否舉例說明，當您拿

到一個什麼樣的個案時，您會怎麼報告？ 

二、請問您在服務高危險案件時，如何與網絡單位間共同擬定策略？請問您與網

絡單位間擬定處遇策略之過程中，是否曾遭遇問題與困難？請問您如何因

應？ 

三、請問您在服務高危險案件時，如何與網絡單位共同執行會議決策與介入？請

問您與網絡單位共同執行會議決策與介入之過程中，是否曾遭遇問題或困難？

請問您如何因應？ 

参、社會工作者對於高危險案件處遇與介入之反思與建議 

 一、請問您對於現行高危險案件服務模式之流程之想法與建議？ 

 二、請問您對於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網絡對於高危險案件防治網絡之想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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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強力安全服務量表（ESSA） 

強力安全服務評量表 (Enhanced Safety Service Assessment, ESSA) 

案主姓名  電話  住址  

相對人姓名  電話  住址  

通報日期  回覆日期  

回覆單位  主責社工  

是 否  

□ □ 1.這次事件是否受傷？ 

□ □ 

2.他是否有犯罪前科？  □不知道 

  如果是，是否與家庭暴力有關？（如違反保護令罪、傷害…等） 

  □是  □否 

□ □ 
3.他以前是否有家暴通報紀錄？（如對前妻、親密伴侶、家人..等） 

  □不知道 

□ □ 

4.他是否威脅要殺害任何人？ 

  □他自己。  □被害人。  □小孩。 

  □其他人（誰：       ） 

□ □ 5.他目前是否有經濟上的困難？（如失業、欠債…） 

□ □ 6.你目前是否與他面臨關係分手的情況？（如談離婚、分手…） 

□ □ 7.他是否會跟蹤你？ 

□ □ 8.你目前是否與他發生有小孩監護（歸屬）的問題？ 

□ □ 
9.他目前是否有下列的問題？ 

  □酗酒  □精神疾病 □濫用藥物 

□ □ 10.你是否正懷孕中？ 

□ □ 

11.你是否害怕會再遭受到他的暴力傷害？ 

   When：               Where： 

   What：                      How：  

□ □ 

12.你是否害怕他會殺你？ 

   When：                     Where： 

   What：                      How： 

□ □ 

13.你是否害怕他會傷害小孩？ 

   When：                     Where： 

   What：                      How： 

□ □ 14.你是否有自殺的念頭？ 

□ □ 15.當危險發生時，你是否感到沒有親友可以幫忙？ 

回

覆

欄 

受理單位  受文者  

處遇現況  

需網絡成員協助事項  

列管情形 
□ 列為    月份跨機構危險評估與安全計畫會議     

□不須列管 

主責社工簽章  督導簽章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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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危險評估量表（DA） 

危險評量表 (Danger Assessment, DA)  [由案主填寫或詢問幫填] 

被害人姓名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      居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   

加害人姓名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      居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   

兩造關係為____________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 __ 

協助填寫人員單位__    ______姓名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___                                                

若被害人親自填寫者，請簽名於此______  ______ 

◎妳 /你首次暴力行為發生時間是何時：□婚前 (或同居交往 )時   □婚後        年  

◎妳 /你覺得自已受暴時間持續多久          年  

請就每題在右邊的有或沒有的框內打勾  (ˇ )  

 婚暴版 

沒有 有 

1. 他在過去一年中對你身體暴力的次數是否有增加？ □ □ 

2. 他在過去一年中對你身體暴力的嚴重度是否有增加？ □ □ 

3. 他有沒有曾用方法要你不能呼吸(如 □ 掐脖子、□ 悶臉部、□ 按頭入水、□ 開瓦斯或其他)？ □ □ 

4. 當你並不想要有性行為時，他有沒有曾經強迫你跟他進行性行為？ □ □ 

5. 他在過去一年中有沒有用過毒品？(譬如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古柯鹼等.) [此處不含酗酒]？ □ □ 

6. 他有沒有曾威脅要殺你？ □ □ 

7. 你是否相信他能殺掉你？ □ □ 

8. 他有沒有一週四天及以上喝酒到酒醉？ 若“有”，務必再續填 8-1 及 8-2 □ 

 

□ 

    8-1  他若沒喝酒就睡不著或手發抖？                   □ 有  □ 無  

   8-2  他早上一睡醒就喝酒？                           □ 有  □ 無  

9. 他有沒有控制你大部分或全部的每日生活？（例如，你只能跟誰交朋友，你購物時只能帶多少

錢，你甚麼時候才能用車或出門等)。 

□ □ 

10. 你懷孕時他有沒有曾經打過你？（假如你“未曾”懷孕，請在此打勾 : □ ） □ □ 

11. 他有沒有對你說過「要分手、離婚、或聲請保護令等就一起死」或「要死一起死」 □ □ 

12. 你有沒有在跟對方感情不好後曾威脅要自殺，或曾經嘗試要自殺過？ □ □ 

13. 他有沒有在跟你感情不好後曾威脅要自殺，或曾經嘗試要自殺過？ □ □ 

14. 他有沒有曾對你的小孩施過身體暴力？（假如你“未有”子女，請在此打勾 : □ ） □ □ 

15. 他有沒有對親戚以外之人也使用身體暴力？（親戚係指血親或姻親） □ □ 

              [婚暴版計分此前 15 題，每題答「有」計一分，答「沒有」不計分]   總分[___________] 

你對於目前自身危險處境的看法（0 代表無安全顧慮，10 代表非常危險），請你在 0-10 分中勾選： 

０－1－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警察/社工員/醫療人員對於本案之相關評估意見註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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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TIPVDA） 

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       
被害人姓名：        相對人姓名：        兩造關係：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人單位：            填寫人姓名：            聯絡電話：                                  

本表目的：本評估表的目的是想要瞭解親密暴力事件的危險情形，幫助工作者暸解被害人

的危險處境，加以協助；也可以提醒被害者對於自己的處境提高警覺，避免受

到進一步的傷害。 

填寫方式：請工作夥伴於接觸到親密關係暴力案件被害人時，詢問被害人下列問題，並在

每題右邊的有或沒有的框內打勾 (ˇ) 。 

（下面各題之"他"是指被害人的親密伴侶，包括配偶、前配偶、同居伴侶或前同居伴侶） 

※你覺得自已受暴時間已持續多久？       年       月。 

評估項目 沒有 有 

1. 他曾對你有無法呼吸之暴力行為。 

（如：□勒/掐脖子、□悶臉部、□按頭入水、□開瓦斯、或□其他         等） 
□ □ 

2. 他對小孩有身體暴力行為（非指一般管教行為）。（假如你未有子女，請在此打勾 □） □ □ 

3. 你懷孕的時候他曾經動手毆打過你。（假如你未曾懷孕，請在此打勾 □） □ □ 

4. 他會拿刀或槍、或是其他武器、危險物品（如酒瓶、鐵器、棍棒、硫酸、汽油…等）威

脅恐嚇你。 
□ □ 

5. 他曾揚言或威脅要殺掉你。 □ □ 

6. 他有無說過像：「要分手、要離婚、或要聲請保護令…就一起死」，或是「要死就一起死」

等話。 
□ □ 

7. 他曾對你有跟蹤、監視或惡性打擾等行為（包括唆使他人）。 

 （假如你無法確定，請在此打勾 □） 
□ □ 

8. 他曾故意傷害你的性器官（如踢、打、搥或用異物傷害下體、胸部或肛門）或對你性虐

待。 
□ □ 

9. 他目前每天或幾乎每天喝酒喝到醉（「幾乎每天」指一週四天及以上）。若是，續填下面兩

小題：  (1) □有 □無 若沒喝酒就睡不著或手發抖。 

  (2) □有 □無 醒來就喝酒。 

□ □ 

10. 他曾經對他認識的人（指家人以外的人，如朋友、鄰居、同事…等）施以身體暴力。 □ □ 

11. 他目前有經濟壓力的困境（如破產、公司倒閉、欠卡債、龐大債務、失業等）。 □ □ 

12. 他是否曾經因為你向外求援（如向警察報案、社工求助、到醫院驗傷或聲請保護令…等）

而有激烈的反應（例如言語恐嚇或暴力行為）。 
□ □ 

13. 他最近懷疑或認為你們之間有第三者介入感情方面的問題。 □ □ 

14. 你相信他有可能殺掉你。 □ □ 

15. 過去一年中，他對你施暴的情形是否愈打愈嚴重。 □ □ 

被害人對於目前危險處境的看法（0代表無安全顧慮，10代表非常危險） 

請被害人在 0-10級中圈選：  

０－1－２－３ ４－５ ６－７ ８－９－１０ 

  不怎麼危險 有些危險  頗危險   非常危險 
 

上列答「有」

題數合計 

 

警察／社工員／醫事人員對於本案之重要紀錄或相關評估意見註記如下： 

1.未填寫本表之原因: □當事人拒答 □未遇當事人 □其他        
2.本案經評估達 8分以上，或經判斷具高危險者，請填具現場相關情形： 

3.本案經評估達 8分以上，經電話聯繫本市家暴中心社工       。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