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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家庭暴力的發生自古而有，百年來也一直提出解決的方法，近

30年來東西方也開始立法嘗試解決此一問題但仍是治絲益棼，然而
人類如何透過真實面對問題與整合研究發現來確認其全貌並重新思

考有效方案則是現在與未來的挑戰。 

筆者在2004年夏天提出「嘉義縣市家庭暴力危險分級管理試辦
方案」以來，在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的支持下，

2005年起試辦5年已證實得到成效，在全國每年通報案件平均成長
10%，嘉義縣市在開辦後至2010年平均每年降低0.85%，前後多篇研
究也均證實此一效果，這個結果讓人感到興奮，也感謝嘉義縣市各

政府與機構同仁的辛苦支持。畢竟我們一起找到方法來降低這一自

古以來的難題。內政部也正式從2011年1月起全國開辦此一方案，並
名為「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經統計開辦前後7年各為平均年
增7%與年減-0.7%，確認了危險分級方案確實有效。 

當然目前危險分級方案只能改善舊案的再犯率，而日後還需要

面對如何降低新案發生的大難題，筆者雖已有如末章所述的腹案，

尚待日後積極倡導。 

家庭暴力怎麼來？其實是來自幼年與社會環境、想法的選擇、

與行為的習慣化，本書更補充了營養的改善神經細胞。因此，幼年

成長環境實在重要，長期在目睹暴力、受虐、或遭霸凌的環境將造

成長大後的思維暴力化與偏差化。引爆二次大戰的希特勒就是來自

嚴重酗酒父親長期毆打妻兒的暴力家庭，而他父親則是自幼被虐的

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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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也邀請專攻被害人輔導的內人陳慧女教授幫忙寫一篇「家

庭暴力對被害人的影響及社會工作與心理諮商」，在此要特別感

謝。 

最後邀請也關心家庭暴力的您一同來探索家庭暴力的全貌與有

效改善策略，如果可能也邀您一起來思考人類和平行為的未來及方

向，關於此，筆者提出只有倡導墨子的兼愛才能摒除人類的自私而

將人類文明推往禮記禮運篇的大同之世，否則循環難出只能困於小

康之世。筆者輔導家暴者20餘年，常思暴力根源，再讀和平學之父
Johan Galtung著作與墨子論述，近來終於恍然大悟，悟出自私才是
暴力與戰亂的來源，家暴的代代循環只是促因。2500年前的墨子說
的是對的，若人人或多數人能兼相愛、交相利，兼愛就是不分親疏

來愛，家暴才會減少而人類才會和平，而若繼續推展儒家根據親疏

遠近的仁愛，只是給人類可以繼續自私的合理藉口。筆者也倡議華

人須能開始正視墨子為和平先師，而儒墨兼倡各取其優將是華人本

世紀的任務，只有如此，才能開始「平和在心、和平處世」，筆者

堅信「世界的和平先由華人開始，華人的和平先由台灣的和平教育

開始，台灣的和平教育先由墨子的兼愛教育開始」，若沒能使兼愛

遍行與自私根除，則霸凌、暴力、與戰亂將永不停歇。此在第十二

章有說明，若您有任何建議也請不吝來信賜教。         

 

林明傑 
2020/1/12   

於民雄鄉間晨嵐山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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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問題背景與解決順序 

第一節 問題背景 

1987年我國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後簡稱家暴法）後，國內的家

庭暴力防治已經進入一個新歷程，但理應能改善國內家庭暴力現況的新

法卻又似乎陷入了另一個泥沼。家庭暴力案件自1999年6月起進行通報

統計，由2000年之2萬多件起至2010年正式突破一年10萬件。每年成長

幅度約為一成甚至超過。眼看問題即將失控。
1 

筆者曾在多次演講場合問為何每年均增加？很多官員或社工員想想

後說可能因為這表示我們有認真宣導家庭暴力要通報。筆者認為這可能

對。 
但筆者會想接著問：那何時會下降？這將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了。

不論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犯罪學家、法學家、心理師、社工員、精神

科醫師、政府官員、甚至是女性主義者等，相信很難有人能回答這問

題，但可能大家都希望知道答案或找到答案。 

                                                        
1 筆者自2005年起向中央建議並開辦「嘉義縣市危險分級試辦方案」，以全面
實施危險評估與根據危險高中低分級以高中低密度訪查兩造，終於使每年通

報數在嘉義縣市開始降低。而2011年起全國開辦並更名為「家庭暴力安全防
護網計畫」也使全國通報案件數在連升6年後開始連降兩年，證實方案確實有
效。但此方案只對已發生之舊案有效抑止再犯，至今全台尚未開辦能有效預

防新案發生的方案，詳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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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找到釐清家庭暴力的真實問題後，找到一實證

有效的防治方法，避開一直以來的傳統男性至上或新近女性主義等意識

型態之爭而漸漸脫離泥沼，並努力推廣改善，如此才能真正使每位國人

或整體人類社會都能漸漸脫離家庭暴力的陰影，讓人類社會與全體人類

真正能有清平與文明。 

第二節 家庭暴力問題的理解順序 

一、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什麼 
家庭暴力的問題在多數的人類社會自古就有，如中西方社會或原住

民社會之殺嬰、虐待子女、「管教」妻子（中西方歷史之家暴各見第

8、9頁註1與註2）等，在漸漸注重人權的今天已經被認定為犯罪行為或

偏差行為而需予以制止。但是是否立法後真的就改善問題了呢？ 
釐清上述問題前可能要先釐清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什麼。 
那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什麼？家庭暴力的原因究竟是社會文化的問

題？還是家庭的問題？還是個人偏差的問題？ 
依美國司法部所委託之研究報告，美國在提供家庭暴力者之處遇治

療技術上，可歸納由三種不同家庭暴力產生原因之理論基礎，也因而有

所不同，但在實際處遇上，仍以下列之與為主（Healey, Smith & 
O’Sullivan, 1998）： 

社會及文化原因論而衍生之女性主義模式（feminist model） 

強調家庭暴力主因係社會及文化中長期男性至上及縱容男性對女性

伴侶之暴力行為，因此，處遇上應給予施暴者教育課程，而非治療，教

育其應體會男性至上社會文化之影響，強調兩性間應平等與尊重，而改

以非暴力及平等之行為，且應對自己行為負責。反之，如果強調治療而

不是教育則只會使施暴者卸責。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665



 第一章 前言：問題背景與解決順序 

 

3

家庭原因論而衍生之家族治療模式（family therapy model） 

此模式認為家庭暴力係由家庭內之溝通、互動、及結構所造成。因

此認為促進家人間之溝通技巧能避免暴力之發生，而主張家族治療，然

此模式因無法達到刑事司法中對被害人之迅速保護之要求，因而美國有

20州明令禁止用家族治療為主要治療模式（筆者註：但不禁止為次要治

療模式，筆者曾參與的密西根州的治療方案即告知加害者，若想要家族

治療者則可於加害人方案結束後，邀伴侶來做婚姻治療）。 

個人原因論而衍生之心理治療模式（psychotherapy model） 

此模式認為家暴是因施暴者個人可能之人格異常、幼年經驗、依附

模式、或認知行為模式等所造成，因而應以心理治療之方式加以改善。

此模式可分認知行為治療模式（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為主強調施

暴者對暴力之認知及行為之改善，並增加自我肯定訓練及社交訓練。此

外尚有精神動力模式，而新近又有將依附模式（attachment model）加入

認知行為模式中。 
看完以上您覺得哪一個對呢？其實這正是本書的目的，鼓勵大家一

起釐清家庭暴力的原因究竟為何。讀者將在依序看完分類學與原因學後

豁然開朗。其實，家暴者是有分類的，以男性親密暴力加害人為例，若

能分清楚分類學，就可以知道哪一類受到哪一類的原因多，再來就是設

計出不同的監督或輔導策略，就較能改善這類的家暴者。當然也可根據

此脈絡來做好社會宣導、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等來預防該類家暴者之

成形。 

二、美國專家與筆者的反省來加以釐清家庭暴力的 
原因 

美國近來釐清家庭暴力的真正原因與釐清理念之爭 

為了解美國相關專家有無相關的省思與檢討，筆者在網路上尋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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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一個在2007年在加州舉行的家庭暴力改革會議並去參加。當然部分

原因也是本次會議有不少重量級之專家學者共同參與。 
會中美國研究家庭暴力的大師Murray Straus在2007年某次在舊金山

舉辦的家庭暴力改革會議所提出之呼籲（詳見本章末之附錄A，林明

傑，2008）。他是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社會系教授兼該校Family 
Research Lab（網頁為www.unh.edu/frl）之主任，研究家庭暴力已經40
年，也是測量家庭暴力嚴重度之著名量表CTS量表（Conflict Tactics 
Scale）的發展人。他演講中提出他的研究均顯示婚姻暴力是男女均有之

親密伴侶暴力，但是在投稿出版時常會被莫名拿掉女性施暴之部分，他

秀出兩張投影片，一張是審稿後之版本，但是登出後卻是被拿掉女對男

親密暴力之統計數字。他更提出自從1980起女性主義興起後已經如宗教

般排斥其他宗教之作法，如他有一年提出之政府委託研究案為女性施暴

之親密暴力研究，卻被拒絕提供經費。Straus表示如果沒有實證研究之

支持則任何理論與方案都是空言，對於任何研究結果實在不應扭曲或執

意某意識型態。其更指出親密暴力之真正主要原因不是父權社會之因

素，反而研究均指出真正原因是兒童虐待，有親密暴力之父母或有虐待

子女之父母，其子女長大後多會持續以不成熟之方式因應親密伴侶間的

衝突。這才是應該面對並設計處遇方案與防治策略。筆者也贊成Straus
的看法。只是對照本書第五章之文獻分析再加上筆者之實務經驗體驗還

應增加目睹父母親之不成熟互動與暴力也是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 
會中令人很感動是一位叫做Erin Pizzey的英國女士，其發表家庭暴

力在西方社會的運動史之論文，她在1939年在中國之上海出生，日軍佔

領後移民至中東再返回英國。她在1971年在英國開全世界第一做家庭暴

力庇護所。受邀移民至美國協助各城市設立庇護所。之後至義大利與阿

拉伯開設庇護所。演說時她說她母親是一位脾氣非常糟且常情緒虐待父

親與所有家人之人。她說她認為家庭暴力從來不是性別問題，反而是個

人與家庭之問題，所以她成立之庇護所是男女被害人均有收容。但是在

1980年女性主義興起後申請經費或募款就有人要她改只收女性，她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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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照辦也就關掉。她說美國在處理家庭暴力已經浪費40年，而不能再這

樣下去。演說 後，她哭了，她說這是 近40年來唯一在會議上她可以

安心的描述自己的論點。聽到 後所有聽者均站起來給予鼓掌且持續不

停。 
Straus與Pizzey以外，長期執行家庭暴力處遇且研究之加拿大重要

學者Donald Dutton、提出性別中立處遇模式（gender-inclusive treatment 
model）之美國治療師John Hamel、與提出修復式正義處遇模式之美國

學者Linda Mills等均一起倡導發起這次的改革會議。對於目前家庭暴力

防治過度偏向女性主義理念憂心之美國與加拿大實務界、學術界、與民

間關心之團體在2007年初更成立一家庭暴力立法資源中心（National 
Family Violence Legislative Resource Center，網頁為www.nfvlrc.org）並

主 張 應 跨 出 意 識 型 態 到 性 別 中 立 涵 化 （ gender neutral or gender 
inclusive）為主要論述，強調政策與方案均需要有研究之實證為基礎，

否則只以一種意識型態為依據作出之政策是不會有效果。 
在後面的第四章中也將整理並探討相關研究，也均會提出實證研究

的資料而避免落入意識型態之爭。 

找出能有效防治犯罪方案之流程 

筆者協助國內規劃與諮詢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政策20餘年之經歷

後，在林明傑（2011）提出一個整合三級預防、危險管理的「犯罪防治

分類整合模式」。強調犯罪防治學之研習或犯罪防治政策之提出應先後

掌握該類犯罪與犯罪者之統計及趨勢、分類學、原因學、危險評估、輔

導治療處遇、監督，而 後才是方案與法律，如此才能對該類犯罪的有

正確的了解與規劃出有效的犯罪防治方案，使犯罪防治能成為以實證為

基礎之整合學科（詳見林明傑，2011）。 
雖然在實務上非一定依照上述的順序，但若在改善犯罪或家庭暴力

問題上能根據此一流程，則犯罪問題較能被正確理解與找出有效改善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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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以從事實務與研究工作至今20年之經驗提出以下對家庭暴

力解決順序的看法，即改善犯罪問題須先從「正確了解犯罪問題」下

手，再來才是「找出有效防治方案」。 
而規劃防治技術上，筆者也認為 先須先從區分案件的來源是新案

還是舊案，如果是已發生而被通報到防治機關之案件可稱為「舊案」，

不論有無聲請保護令或被害人主張需要協助與否，因為防治機關已有該

案件兩造之資料理應可進行防治作為而降低再犯率。而如果是從未通報

過之家庭暴力案件而第一次通報到防治機關的案件則可稱為「新案」，

此類提供直接服務的防治機關事前無法防範，理論上只有靠社會教育、

婚前教育、學校教育、與衛生教育等教育來預防發生。再來就是加害者

的分類學，能弄清楚不同的分類才能找出改善的方法。 
釐清上述問題後，接下來幾章則繼續鋪陳家庭暴力的相關統計與分

類學，如此才能有好的現象理解並找到好方法來做好各類型家庭暴力之

預防與處遇。 

第三節 名詞定義 

在了解家庭暴力的問題前須先了解什麼是家庭暴力及其他重要名

詞。 

一、家庭暴力的定義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第2條規定：「家庭暴力是指

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尚可區分以下二項。 

家庭暴力包含哪些親屬關係？ 

家暴法第3條 
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 

一、配偶或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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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筆者須補充以下幾點： 
算親等的兩大原則即「算血親親等上須算至同源之生父母，且算

姻親親等上夫妻算同一人」。而親戚關係還要區隔有血緣關係的血親與

因為婚姻關係而成立的姻親。如父子為一親等血親、兄弟為二親等血

親、祖孫為三親等血親、堂兄弟或表兄弟為四親等血親，而因為夫妻算

同一人而不算親等，因此兄弟之妻（也就是妯娌）為兩親等姻親、姊妹

之夫（也就是俗稱東西仔）為兩親等姻親。雖然算四親等之表兄弟姊妹

或堂兄弟姊妹，但規定其未成年子女也納入保護範圍，因此毆打表妹之

未成年子女也算家暴行為，但毆打表妹之成年子女則不算家暴行為。 
同性戀關係且有同居者亦包含在內。原本第3條第2款「現有或曾

有事實上之婚姻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但為清楚包含同性

戀者而修正為本條條文。因我國夫妻關係在我國民法的規定，以同財共

居為原則，以其他約定為例外，並未清楚包含同性戀者。 
2015年修法增未同居之親密暴力可以準用部分條文：第63條之1

明訂「被害人年滿十六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

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準用第九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九款至第十三款、第三項、第四項、

第十五條至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五款、第

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之一、第五十

二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及第六十一條之規定。前項所稱親密關

係伴侶，指雙方以情感或性行為為基礎，發展親密之社會互動關係。」

也就是未滿16歲者即使沒有同居但有追求關係而受暴者可以聲請保護

令，但警察、社工員、老師、醫護等沒有強制通報的義務。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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