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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兒童青少年性議題的結與解─安置機構生活輔導員觀點 

洪素珍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為性議題是成長中兒童或者青少年最重要的身心發展任務，

但安置機構在回應此發展需要時，生活輔導員卻常備感壓力，固透過此研究探究其困

境。二是生活輔導員如何預防安置機構內性侵害之發生。安置機構中的男童及少男不論

是否曾受到性侵害，性議題在身心發展上均是重要的議題，尤其是當遭受性侵害的安置

個案加入安置機構開始與其他個案互動的集體生活後，不論是否曾遭受性侵害的兒少，

其性議題的複雜度都將升高。因此，生活輔導人員也會面對很大的挑戰。本文針對男性

之主要原因為男性與性侵害的議題是專業人員較陌生的，所以在安置機構中如何預防男

性受安置之院生免於性侵害議題的干擾是安置工作的挑戰。 

本研究邀請四位在台北市安置機構服務的生活輔導員參與研究，以跨機構焦點團體

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訪談後將訪談資料謄錄成逐字稿，運用質性研究資料編碼的分

析，期待了解與探究生活輔導員在機構照護相關工作時，處理男性兒童和少年性議題的

困難、期待等面向。由於安置機構為混齡安置，年齡在 18歲之前，又機構中通常以國

小以下兒童、國中及高中為分野來分小家，而研究中受訪者中所討論的男童為國中以下

之兒童青少年，故為 15歲以下。受訪者所討論之性議題包含了性探索、性遊戲及性侵

害，因此包含了所有受訪者所照顧的男童及 15歲以下的少年，又不論是否曾受過性侵

害，是混合居住，故受訪者所談之男兒少不一定只限於性侵害受害者或加害者。 

本研究結果發現：安置機構生活輔導員處理兒童及少年性議題的經驗中可以分為九

個方面：性發展而引發的性好奇、性別角色的發展、性探索、關係界線與身體界線、不

當的性接觸、原生家庭所帶來的不當的性訊息、異性朋友的相處之道、及色情媒體的使

用等。機構所面臨的困難，共有九方面：認知發展遲緩與性發展的衝突、工作人員在性

別上的限制及男性工作人員的缺乏、擔心相關專業知能的不足、工作人員共同參與相關

訓練的不易與性價值觀的差異、機構對性議題處理可能過度反應、生活輔導員與社工的

分工問題、困難與案家工作、危機處理過程可能影響院童與生活輔導員的信任感，最後

是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可能太大需要機構的支持。從研究中也發現機構可以支持的是男

女生活輔導員的配置與兒童發展的需要搭配、寒暑假的性教育團體、建立團隊共識與提

供在職訓練、及機構外部資源的建立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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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對於兒少人權觀念與內涵的認識增加、社會福利的進步，以及對於兒童

保護議題的了解……等，兒少保護工作在我們社會越來越受重視。在保護工作的

技術以及結構的實際操作上，安置機構、寄養家庭、親屬寄養等的家庭外安置處

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翟宗悌、鄔佩麗，2003）。 

安置機構中的性議題需要協助卻又缺乏管道與專業介入，相關研究計畫和設

計貧乏（林月琴，2009；洪素珍，2008），第一線工作人員有許多擔心和煩惱。

再加上本土研究中，對於安置機構中的兒同及青少年性的行為評估研究甚少、安

置機構內的性教育與性侵害防治計畫研究亦不足，使專業人員難以了解機構內兒

少的、空間的、設備制度的，以及專業成長的需求等，對於預防的計畫、政策、

或措施也難有所規劃與設計（彭淑華，2007）。 

台灣的兒童、少年受性侵案件的人數，根據台灣內政部的統計報告指出，男

童與少年受性侵的人數也從民國九十四年的 127 人，逐年增加到民國一百零三年

的 1190 人（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13）。另一部份，在安置機

構的相關研究中也指出，這十年來，安置孩子的案型變化，也從經濟型個案逐漸

的轉變成有性經驗、性侵、家暴的個案（洪素珍，2008）。多數性侵害的研究對

象集中在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基於社會文化的強者迷思與偏見，讓他們

成為被忽略與漠視的一方（Black & DeBlassie, 1993）。 

綜合社會趨勢、兒少發展以及機構需求等面向來看，探究安置機構內男性兒

少的常見性議題重要性不言而喻，且其議題的廣度從健康的性/別發展到跨越界

線的性騷擾及性侵害均有可能。而在探討機構內兒少性議題可著手的線索不多，

以及參考文獻不足的狀況下，機構生活輔導員的經驗便顯得相對寶貴，他們在第

一線與兒少有最直接的互動關係，對於兒少和機構需求了解最深入，探討與分析

他們對議題的觀點和做法，不只對機構內之性侵害防治計畫會有所貢獻，也會對

專業人員的專業成長有所幫助。 

 

貳、文獻探討 

 

一、安置機構內的性議題與性侵害 

 

安置服務雖然提供了需要保護的兒少受害者安全環境，但是來自不同社會與

家庭背景，以及不同受害經驗創傷的孩子共同生活，很容易引發其他問題，其中

最常見也最複雜的就是性議題的產生。這些性議題可以包括在兒童與少年的發展

歷程中，其性別發展與學習、性生理發展所面臨的情況，包含了青春期的身體變

化（如勃起、夢遺等）、性別認同議題（如同性戀）、身體界線議題（如性騷擾、

性侵犯等）、親密關係議題（如伴侶交往）、性探索行為的議題（如自慰、看色情

漫畫等）、以及性行為問題（如避孕、懷孕等）（郭玲君，2010；廖梨伶、洪栩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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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所以從健康的性探索、性遊戲、性別認同、情慾關係、身體界線的議題

到不健康的性騷擾及性侵犯等的議題是相互交錯的（洪素珍、徐依婷、郭玲君，

2008）。所謂性侵害的定義是指包括任何成人以兒童或少年為性刺激的對象，而

發生與兒童或少年有任何性的接觸。加害年齡在 18 歲以下者，但其年齡長於受

害者或對於受害者居於控制或強勢的地位者（內政部兒童局，2006；蔡漢賢，

2000）。所以不論是否曾遭受性侵害的兒少，在安置機構的環境中其性議題的複

雜度都將升高。因此，生活輔導人員也會面對很大的挑戰。 

遭受性侵害的兒童與少年會受到短期、長期的影響，其影響的範圍廣泛的包

含了個體的認知、情緒、行為、自我概念與人際行為等（洪素珍，2008；鄭瑞隆，

2006；葉寶玲，2004；Browne & Finkelhor, 1986; Farmer & Pollock, 2003; Friedrich, 

Urquiza & Beilke, 1986）。在 Farmer 和 Pollock（1998）的研究中蒐集二個當地

的政府機構資料所做之研究，取 40 個曾被性侵犯的個案與曾侵犯 10 歲以下的年

輕人為研究個案，其超過半數在安置機構中，研究採訪了其寄養家庭的父母、社

工與個案，有了一些重要的發現。 

曾被性侵犯的孩子裡少於 20%是因為被性侵犯的原因而進入安置機構中，因

此會忽略他們之前的經歷。並且性虐待事件的檔案中缺乏大量的證明文件；因為

涉及隱私，也不易記錄下其被性侵犯的行為，因此少了很多細節和資訊。使得新

接手的社工並未知道孩子曾有被性侵犯的經驗。曾被性虐待的孩子中，有 42％

的個案並未向被安置的照顧者告知其曾被性虐待，但 40%的照顧者抱怨在孩子安

置前並未獲得該生完整的相關資料。又 40 個曾被性侵犯的個案中有 17 位曾被騙

去性侵犯另一個孩子，而 17 位中的其中 3 位曾在安置機構中重複此行為。而且

在安置期間超過 75%被性侵犯的兒童出現了參與性活動或是表現出性行為的風

險。另外，當發現了孩子曾有被性侵犯史時，他們一半以上會在同時期侵犯其他

孩子，通常是另一個被安置的孩子。這顯示了曾有被性侵犯史的孩子應被視為其

日後發展性侵犯行為的重要高風險因子，應於安置之時讓安置機構清楚知曉其被

性侵犯史。 

因為安置機構的生活輔導人員不一定在第一時間就知道收安置男兒少過去

的性歷史，因此對於所照顧的男兒少所展現的各種性議題必須要有敏感度，以回

應男兒少的性發展階段及他們可能的過去創傷歷史。 

 

二、男童與少年受性侵害的因素 

 

Finkelhor（1990）提出對於性侵害發生的先決條件理論，認為性侵害的發

生，有四項重要的條件，當這些條件同時存在的時候，則性侵害無法避免。包含

潛在加害者有性侵害的動機：潛在加害者失去內在的自控力；潛在加害者必須克

服外在的阻礙；潛在加害者必須克服受害者對於性侵害可能會有的反抗。在男童

與少年的受侵害者身上，不難發現，權力的議題在其身上發酵。因此，可就三部

分理解男童與少年受性侵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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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權力共構，讓受害男童與少年成為權力關係的底層 

社會並不允許一個成功男性成為受害者或失敗者，男性被認為應該是勇

者，不只要照顧好自己，還要保護他人，並且要理智、合邏輯、不被期待表

達自己的各種感覺，例如，想依靠、害怕、無力感、脆弱的感覺等等，一些

男性的受害者，對於自己曾經受到性侵犯感到非常羞愧，且覺得他們應該在

於當時掌握整個狀況，不應該是受害者的角色（Monaco & Gaier, 1988），如

果男性也可能是受害者的這個觀念不存在我們的社會，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

麼男性受害者如此困難啟口說他們受害，並且覺得自己的經驗是很怪異的。 

在文化上，父權社會的壓迫，不僅只是壓迫在女性身上，同樣的也影響著

成為受害者的男性，我們的文化期待男性的男子氣概，很困難接受男性成為受害

者、被欺負者，在文化底下大多人相信女性較容易受害，而會受害的男性是娘娘

腔，一定也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受害者與女性劃上等號，讓受害男性遭受文化

的壓迫（Lew, 2004）。且通常性侵害是被保密與隔離的，因此這些受害男性也無

從得知，其實也許多人和他有相同的經驗，而他們只會變的越來越孤獨，認為只

有他才發生這樣的事件（Lew, 2004），而這樣的相信會一直持續到他長大成人。 

從這些研究，可以發現性別的議題，在受性侵害的男性身上，會因為社會的

期待而使得受害男性成為文化的被壓迫者，一為權力的結構，與對於權力的想

像，讓男性與受害者的身分彼此之間無法相容，而產生困縛住受害男性的現象。

在往個人層次的，即為在文化中被困住的受害男性的攻擊與自我攻擊現象，讓男

性受害者的心理動力出現混亂與複雜的攻擊與被攻擊--他們可能攻擊自己，繼續

成為受害者，也可能過度反應自身的性別而成為加害者（Rutter, 1997）。 

只要是兒童性侵害的對象，依據性侵害的內涵可以發現，多是受害者的家

人、陌生成人或是只比受害者大幾歲之不同發展階段的人，而這些加害者在受害

兒童與少年的生活脈絡裡，多半是比受害者有權力的人。從林佩儀（2000）的研

究當中，可以發現，童年時期受到性侵害的特徵，是加害者以暴力入侵的方式，

讓受害者經驗到無法理解與同意的性活動。郭雅真（2007）的研究指出，性侵害

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權力是不平等的，性侵害的本質呈現強欺弱與權力的控制，尤

其在天生弱勢的兒童身上，更凸顯權力議題的重要。也因此可以知道，兒童性侵

害不是單純因為性慾所發生的犯罪行為，乃是一複雜的現象，其中還涉及個體的

權力議題（呂瓊華，2005）。而在男童與少年受害者身上，可以發現其生活脈絡

多半也都是在權力的底層，根據洪素珍等人（2008）的研究報告中，機構專業人

員發現在機構裡遭受性侵害的男童與少年，可能因為心智能力較為低下，像是智

能中下的孩子，同時，孩子的權力共構，讓性侵犯的事件不斷發生，因為大小孩

會不斷的要求小小孩，而小小孩則會因為需要大小孩的保護，而出現依附的現象。 

 

（二）親密與依附關係的需要 

在發展理論上，性與關係的關聯密不可分，精神分析理論認為，性就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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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客體關係的展現。在兒童與少年的性侵害裡，可以發現，在性侵害的歷程裡，

牽涉著一種與人的親密和依附的感覺。因此，有許多研究發現，受害者在成長之

後，仍會不斷的找尋加害他的人，或是從事性交易，透過與他人性的連結，來完

成個體親密與依附的感覺（洪素珍，2008；Farmer & Pollock, 2003；Finkelhor & 

Browne, 1985）。 

 

（三）男性生殖器官的探索遊戲 

根據安置機構男童性教育預防計畫的研究發現（洪素珍，2008），許多的性

侵犯事件，來自於性探索遊戲的極端，男孩必經的成長路，必須透過與人打架、

試探身體界線、身體極端的碰觸，像是阿魯巴的性遊戲來表達他們對於男性同儕

的文化認同；而性遊戲中曖昧的身體感覺，讓男童與少年在此時期陷入混亂，倘

若配合著權力結構，與親密與依附感的交錯，則性侵犯的行為就可能產生。而男

生的性器官是外顯的，與女生不同的是，容易觸碰的感覺，讓男性對於性的探索

更容易冒險與嘗試（洪素珍等人，2008）。 

綜合上述三部分對於男童與少年受性侵害的因素，可以發現，不論是權力

的議題，或是找尋親密依附的感覺，抑或是因為生殖器官的易於探索，讓男性與

少年在遭受性侵害的比率應該也是不少於女性的。只是，因為文化的壓抑與對於

男性受性侵害者的偏見，讓男童與少年受性侵害者被關注的機會缺乏許多。 

 

二、安置機構的安全保護與危險因子 

    安置的目是為了要保護兒童及少年，以免安置前對他們有傷害的人、事及物

持續危害。又機構內住了一群不同原因受害的兒童及少年，因此，安置機構所設

立的一些規範，其目的是為了保護，而這些規範也提供少年正面的影響（余瑞長，

2003；林玉潔，2005；彭淑華，2006；蔡明珠，2006）。安置兒童與少年是二十

四小時都住在機構，因此日常生活與學習、和同儕及工作人員的人際關係、過去

歷史的創傷與現在生活的適應等都會相互影響。從文獻中發現安置機構的主管機

關、安置機構本身的組織、機構工作人員、機構內同儕關係及安置院童本身的因

素等五項因素會影響院童的適應及安全，分述如下（林月琴，2009；陳麗惠，2012）： 

 

（一）主管機關的因素 

主管機關對安置機構的權力關係與合作關係是在機構發生疑似性侵害事件

時立即面臨的議題。雖然主管機關對安置機構有監督管理之責，也同時有協助之

責。但公部門與機構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不可改變的，在行政體系裡，制度的完善

與階層的管理分明對於社會福利工作的完整性是重要的。而主管機關本身所主管

的安置機構不夠及各縣市經費不夠也都使的安置工作的安全評估更加困難（林月

琴，2009）。 

對於發生在機構中各種兒童成長中會面臨的性與性別的議題，並不一定有最

標準的答案，性遊戲、性興奮、性探索等，都是健康的性成長過程，但性的隱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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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卻增加了協助兒童的困難，所以需要協助安置機構增加回應兒童成長的需要

（洪素珍等人，2008）。 

 

（二）安置機構的因素 

   完整的人事制度與培養工作人員的專業素養關係著安置機構院童發生疑似

性越界事件的頻率。身為主管人員，在任用工作人員時，須考量人員之成長背景

與人格特質，必要時最好能簽屬性犯罪防治切結書。考慮的面向愈廣愈深入，在

用人上就能愈精進，除了找到更適合機構工作的工作人員之外，也在性越界事件

的預防上有一個基礎，因為對孩子來說工作人員的穩定得以建立成孩子與照顧者

的信任關係，這對於處理與面對孩子的疑似性越界狀況是所助益的（洪素珍等

人，2008）。 

    又安置機構的管理型態及安置機構內部組織的紛擾都會影響到機構處理其

性議題的態度及方式（林月琴，2009）。例如機構的規範，促使被安置的兒少在

機構中的作息規律，其行為也有可以遵循的標準，並可增加自我控制能力（余瑞

長，2003；林玉潔，2005）。也有研究就發現機構內缺乏隱私權的生活空間、感

到拘束不自由、團體生活壓力大，是最讓安置兒童、少年不適應的（林俐君，2000；

林小雅，2007；林玉潔，2005；黃貞容，2002；鄭貴華，2001）。大部分的安置

機構都會經驗到機構內空間上的配置不夠完善的狀況，包括空間中具有死角，讓

工作人員必須多花心力去注意死角的地方是否有孩子進入，同時也認為機構無私

我空間對孩子身體界線學習上有所限制（洪素珍等人，2008）。 

而在安置前的評估，確實知道被安置的兒童青少年的背景也是重要的保護因

子。在研究（Farmer & Pollock, 2003）中發現，被安置的兒少有 42﹪並未將他們

的性行為告訴照顧者，且研究者從檔案中發現這些訊息都被忽略了，例如性侵犯

的嚴重性和程度、侵犯人的身分、性侵犯發生的地點或被多個犯罪者侵犯。研究

者認為這些細節對有效管理是有影響的。例如：了解她們過去的創傷、親戚或其

他人使他們感到被背叛、安置狀況使他們害怕性侵犯再度發生、高度性侵犯的風

險。從以上的訊息，可告訴照顧者要有高度的監督，以防止性侵犯問題的再發生，

也使照顧者或其他孩童知道在和這些被安置的兒同青少年接觸時的安全界線。 

 

（三）機構工作人員 

研究發現，被安置兒童青少年除了期待有良好的安置空間與環境等硬體設備

外，更在乎的是機構工作人員所能提供的支持與關心（陳毓文，2008），他們普

遍感受到工作人員的支持（林玉潔，2005），大部份認為照顧者細心照顧、管理

嚴格及有正向影響（余瑞長，2003）。他們也希望生活輔導員在其心情不好時能

陪在他旁邊（蔡明珠，2006）。 

因為工作人員長時間接觸被安置的兒少，也最能掌握住他們在性議題上的狀

況，然而若無敏銳到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舉動和性有所相關，自然無法適時地介

入；但照顧者專業能力和經驗，包括工作人員本身性別是否會造成處理上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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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是對特定性相關議題的處理經驗是否足夠，及照顧人力是否足夠，這些因

素都會影響對性議題的回應與處理。 

因此可看出機構內的工作人員對他們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不過礙於機構現實

困境，工作人員流動率高，會影響少年的安置品質、生活適應及情緒的穩定度（余

瑞長，2003；林俐君，2000）。 

 

（四）安置機構內的同儕關係 

   被安置的兒童青少年除上學外，幾乎和機構內的同儕生活一起，彼此同病相

憐，因而得到情緒支持、相互安慰、鼓勵、分享快樂，同時也能相互幫助完成工

作（余瑞長，2003；林玉潔，2005；林俐君，2000；黃麗娟，2000）。機構內的

團體關係也會透過同盟、形成次團體等方式建立，次團體給予少年歸屬感而使少

年滿意其所得到的支持（Bender & Losel, 1997，引自林玉潔，2005）。另方面，

也因機構內同儕間互動頻繁，彼此常為了爭漫畫、隨身聽（黃麗娟，2000）、看

電視或玩電動等，導致發生口角爭執，衝突不斷，或是同儕間的語言挑釁（鄭如

安，2002），或經常發生利益糾葛，爭吵衝突或大欺小的事件（余瑞長，2003），

讓生活輔導員疲於處理這些大小紛爭，他們的情緒也隨之擺盪不定。 

如果曾受過性侵害的男童與少年在安置過程中，可能利用其身體對其他的安

置者的壓迫，展現對於自己及他人的控制感，或是以這樣的身體被侵犯的模式，

依附在感覺熟悉與親密的輪廓之中；或會因機構的權力結構使得有陰柔特質的個

人被要求像是口交、曖昧擁抱等，發生不當性接觸的事件（洪素珍、郭玲君、徐

依婷，2008）。在性遊戲裡身體曖昧的感覺，傳遞了親密和壓迫的雙重訊息，讓

曾經有過性經驗的孩子再度被喚起親密的感覺，默許著侵犯事件的發生，這也是

在受性侵害男童與少年的常見性議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邀請四位在台北市安置機構服務的生活輔導員參與研究，以跨機構焦

點團體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訪談後將訪談資料謄錄成逐字稿，運用紮根理論分

析法進行資料分析，期待了解與探究生活輔導員在機構裡照護相關工作時，面對

男性兒童和少年性議題的困難、期待等種種面向。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受訪者為台北市及新北市安置機構的生活輔導員，邀請機構主管推薦

適合參與焦點團體之生活輔導員進行研究，經過篩選後，一共有四位服務年資兩

年以上，且有遇過與處理機構內男童與少年性議題經驗的生活輔導員接受訪談

（如表 1）。而機構的選擇則以混齡及混性別的兒童與少年之育幼機構及兒少之

家，因為混年齡及性別的生活照顧可以觀察到成長縱觀面較豐富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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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代號 性別 服務年資 安置機構屬性 

CB 女 2.5 年 兒童少年混齡混性別

之育幼機構 

CS 男 2.5 年 兒童少年混齡混性別

的兒少之家 

CT 女 2.6 年 兒童少年混齡混性別

之育幼機構 

CU 男 2 年 兒童少年混齡混性別

的兒少之家 

 

二、訪談大綱 

 

焦點團體採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進行訪談，著重於了解機構生活輔導員面對

機構內男童及少年性議題的因應、困難及需求，以及與此經驗相關的因素，大綱

包括下列問題： 

1. 機構中常見的兒童及少年之性議題。 

2. 個人處理兒童及少年性議題之經驗。 

3. 兒童及少年在性議題的需要是什麼？ 

4. 機構曾經對兒童及少年在性議題的需要提供哪些協助？ 

6. 在協助兒童及少年處理性議題的過程中常遇到的困難。 

 

三、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以訪談大綱題目作為核心主題，使用質性研究法中的「開放性編碼」與

「主軸編碼」的資料處理步驟，來回比較資料分析過程，具體步驟如下： 

1. 逐字稿資料的整理：繕稿員將焦點團體錄音帶謄錄為訪談逐字稿，重新

修正內容語句不清部分或贅字刪除。 

2. 閱讀與理解逐字稿資料：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閱讀逐字稿資料，形成初

步整體脈絡之理解。 

3. 進行開放編碼：將重要句劃記、摘要並編碼，編碼方式為「生活輔導員

代號（C）-機構代號-訪談大綱編號-對話編號」，如 B 機構受訪者針對訪

談大綱第三題回答的第五句話，則編碼為 CB-3-005；接著，研究者與協

同研究者分別逐句解讀重要字句，使之成為有意義的單元，並予以命名；

最後將這些意義單元聚攏成更高層的概念，形成類別。 

4. 主題編碼：完成開放編碼後，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經相互討論、修正與

取得共識後，將各類別形成次主題，再找出訪談大綱各題中的的核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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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次主題，形成初步結果。 

5. 不斷回到資料檢核資料的意義與資料彼此的關連後，直到無新概念發現

時，開始進行結果撰寫。 

6. 在結果書寫完畢之後，寄給四位研究參與者，請他們檢核分析的結果， 並

給予意見， 研究者再做最後的修改成文。 

 

肆、研究結果 

 

一、機構中常見的兒童及少年之性議題 

 

機構生活輔導員處理兒童及少年性議題的經驗中可以分為八個方面，如下所

述：性發展而引發的性好奇、性別角色的發展、性探索、關係界線與身體界線、

不當的性接觸、原生家庭所帶來的不當的性訊息、異性朋友的相處之道、及色情

媒體的使用等。 

 

（一）性發展而引發的性好奇 

兒童及少年在發展過程中自然的對性與身體會有好奇，生活輔導員會依遊戲

場所、內容、或頻率來判斷是否合宜，但也會注意到有較多性經驗的院童的反應

是不同的。 

男生會調皮，知道不可以冒犯別人卻還是愛玩，摸別人的生殖器，但我的判

斷有時只是在玩和好奇（CB-2-005）。也會用看場所如在房間玩還是客廳玩，或

是注意頻率來判斷（CU-2-026）。有性議題背景的孩子反而敏感，會閃開這些討

論或玩（CU-2-025） 。 

 

（二）性別發展與父親的角色 

從發展的角度而言，幼兒對母親形象的照料者有較強的依賴，生活輔導員認

為父親角色的照料者若能參與較大的小孩的成長則對兒童的發展是有助益的。而

青春期的男孩正在學習男性的性別角色，對於同性戀話題的也過度敏感，可能對

於同性戀有錯誤的認知，害怕自己的陽剛不夠就是同志或被誤認為是同志，卻也

因此可能對有較強陰柔特質的同儕產生敵意，這也是需要被協助的。 

    學齡和學齡前需要一個母親的角色（CB-5-002） 。 

    機構生活輔導員男性少，而孩子需要穩定的男生活輔導員。有一男諮商師就

很好，固定跟他合作，可以跟他說設計相關兩性的課程，他可以跟孩子有MAN’S 

TALK（CU-4-006） 。 

    我本身會注重孩子心理的需要，覺得自己對於他們的角色像是父親

（CS-2-001） 。 

    男生比較討厭陰柔的男生，也不喜歡聊同性戀的話題（CU-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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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探索─自慰、偷窺 

性的發展在青春期再度變的活躍，性需求也更明顯，但因機構空間、機構原

則或管理上的為難，使的性探索的行為需要被關注。在處理上也有其困難度，畢

竟性探索的行為是隱私的，並不想被知道。而偷窺與自慰是生活輔導員常需要處

理的，偷窺是對於性發展的好奇，雖然生活輔導員以同理心的方式讓當事者體會

到他自己也不喜歡被窺視，此為內控能力的增加，但若不能完全阻止此行為，第

二個方式便是加強關注當事者的行為，增加外控的機制。雖然偷窺行為是不恰當

的，但是其偷窺的動機卻是需要被照料者思考的，其動機可能是成長中的好奇，

可能是情慾的展現，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如果機構管理者及照顧者有足夠的資源

不止處理行為層面，也思考其動機，就有機會從成長的需求來協助當事者。 

因為兩家安排在一起，所以發生國小偷窺國中生的偷窺事件（CS-1-001）。

偷窺事件發生後個別約談，引導偷窺的人思考，你洗澡喜歡別人看你嗎？孩子說

不要，但後來還是發生了很多次（CS-2-007）。國小生分齡洗比較沒有偷窺的問

題，國中生有聽說，也是因為好奇，老師的處理就是特別隨時注意他（CS-2-009）。 

如果是成長在家庭中的孩子，因隱私空間較有彈性，除非已造成孩子其他的

問題，否則照顧者並不見的會特別關注孩子自慰的狀態，但是當是集體式的生活

時，自慰變成是要處理的事件，因為容易被其他人看見、可能互相模仿學習、可

能轉變成不當的性遊戲，所以照顧者必須有所關切，但是卻不一定被當事者接受

的，因為這本是青少年的隱私，除非關係非凡，否則談「性」事是尷尬的，當事

者可能也想像會被處罰，或是照顧者也不確定如何處理是較恰當的。簡而言之，

如果機構認為自慰是成長正常的現象，那需要思考的似乎是如何創造資源提供有

需要自慰的人一個不干擾他人，也不被干擾的安心空間。 

    我是機構裡的男生，但還是有遇過看到男生在打手槍，我嘗試去問他在忙什

麼？他們都不回答我（CS-3-035）。 

    當下去處理孩子的自慰問題，孩子也會很尷尬（CU-2-036）。 

    孩子會在廁所裡解決自慰的問題，老師會觀察，比如發現他本來打球一下子

不見了，就會提高警覺（CB-1-008）。 

 

（四）關係界線與身體界線 

有生活輔導員認為在機構中角色扮演和界線要很清楚，或許是擔心院童有不

當的期待，例如把工作人員當作小女朋友（投射），在關係上就可能變的複雜。 

孩子的稱謂叫錯，在機構裡角色扮演和界線要很清楚，就要馬上指正

（CB-3-018）。 

因為有同事較嬌小或是溫柔，機構裡的男生就會把他當小女朋友，幫他做很多事

情，後來由愛生恨，常常跟他唱反調（CU-2-014）。也會以對孩子的瞭解來判斷，

在玩鬧中究竟是侵犯還是玩鬧（CU-2-024）。 

而擁抱、同床而眠、及沐浴後裸體的狀況也都是生活輔導員要面對的。被擁

抱是嬰兒可以健康長大的因素之一，因這被擁抱的經驗，嬰兒開始學習體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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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美好感，與未來的身體形象與界線都是相關的，身體形象與身體界線不只

是長大後知識性的學習，嬰幼兒期身體的經驗已經奠基了最重要的資料庫，如果

這些童年的經驗值夠健康，未來知識性的學習也就較容易。雖然擁抱與被擁抱是

人一生的需要，但擁抱與身體界線也要考慮文化的因素，在不同文化、不同的年

紀，會展現出不同的樣貌。許多在機構中的兒童青少年在原生家庭並沒有夠健康

的身體親密經驗，機構照顧人員在提供修復性的擁抱工作有時順利，因為健康的

擁抱提供了安全感與親密感。 

會與孩子擁抱，但都正面擁抱，那是對他們在親密方面的滿足（CS-3-044） 。

被打的小孩也喜歡被擁抱，我後來跟他〈被打的小孩〉擁抱，就會是有距離，就

是抱肩膀（CS-2-029）。 

然而，有時兒童可能因過去的成長經驗，或進入青春期對親密與性的探尋而

令工作人員難以提供修復性的擁抱，因為兒童的擁抱帶有太多的性意涵而使工作

人員感到不適。如受訪者所言： 

有孩子抱人的方式很不舒服，他已經小五，每個工作人員都有這樣的感覺，

他的身體界線很不清楚，不管誰都抱，跟你講話還會調戲你（CU-2-016）。 

睡在同一張床，可能單純好玩，可能生理親密的需要，可能心理親密的需要，

不論是哪一種需求，都可能不是機構照顧者可以立即回應的，所以可能最佳的方

式可能就是以幽默的方式來處理行為。 

    曾經發生過，兩個男生睡在同一張床，就跟他們說，不要睡同一張床，把床

壓壞怎麼辦（CU-3-011）？ 

幼兒喜歡裸身是正常且愉悅的事，而且在台灣許多家庭的男性都會裸露上

身，但安置機構中國小國中如裸體就會令照顧者擔心身體界線的問題。 

    後來出現的問題是裸身，都會說忘記帶衣服出來，唸他們還是沒用

（CS-1-002）。國小洗澡後不穿衣服跑出來，國中生就穿小內褲跑出來

（CS-1-003）。 

 

（五）不當的性接觸 

院童的性發展、性好奇、性探索、性遊戲，乃至不當的性接觸，時時都挑戰

著工作人員的性價值、機構的性價值，以及處理的智慧。如果是不恰當的性接觸，

工作人員就需要瞭解其發生的脈絡、主被動、有無脅迫等，並且做行為上的處置，

而分開行為的雙方是就直接的保護。如果有涉及需要更多法律介入的時候，也會

透過通報系統，由相關單位一起協助被安置的院生。 

    被國小生抱的很不舒服，後來他發生與另一個陰柔的男生口交。他可能是主

動的、沒有被脅迫。就在那陣子不讓他們一起玩（CU-2-030）。 

 

（六）返家的不當家庭性訊息影響兒童 

生活輔導員也發現不只兒童需要協助，案家的親職及性教育都可能需要被關

注，但此重要部分的工作卻不知有誰來幫忙，因為機構所核心關注的是院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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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但如果不處理家庭狀況，工作人員也會擔心兒童由家庭習得的不當性行為可

能影響其他院童。 

    孩子的家長做特殊行業，關係複雜（CT-2-023）。案家的父母親離婚了，帶

孩子回去後，父親和他的女朋友在孩子面前有親密動作，像是舌吻或是抱在一起，    

孩子回來就有這些動作，追問了才發現。於是告訴孩子說，這不能學。對父親，

也要教導，因為他們的親職和兩性教育不足夠（CT-2-021）。              

 

（七）結交異性朋友 

結交異性朋友是青春期的展任務之一，而生活輔導員也再其中扮演亦師亦友

的角色，來協助院童，行為面會以幽默的方式帶入界線的準則─不可同住，再以

機會教育的方式及性別上的優勢，和院童討論異性朋友交往的議題，面對青春期

的性教育，照顧者需要以「朋友」的角色來介入期中而非以「長輩」的角色，不

論是在家庭的性教育或安置機構的性教育都是一樣的。 

    他們會在客廳裡講女朋友等的兩性話題，工作人員也趁此可以教育孩子

（CU-2-035）。 

    他們交女朋友會來找生活輔導員聊，我們會跟他們說，不可以讓女朋友住進

來，因為沒有床位（CU-3-012）。因為工作人員是女生，所以可以跟他們以女生

的觀點聊天，也會跟他們聊跟女友到幾壘（CU-3-013）。他們會在客廳裡講女朋

友等的兩性話題，工作人員也趁此可以教育孩子（CU-3-037）。 

 

（八）色情媒體、頻道與網路 

有意無意的觀看色情媒體幾乎是青春期的小孩必經的「成年禮」，工作人員

可以理解其好奇心，卻較擔心院童回家時看到限制級的頻道；又因機構中混齡的

安置，固擔心影響到其他兒童。 

    普遍問題不是偷窺，是成人雜誌或是 A漫（CU-1-004）。機構裡也有半夜起

來看電視或是下載 A片（CU-1-007）。A書在機構裡比較普遍發生，但認為青少

年一般都會好奇（CU-1-006）。有個國一生，發展較慢，看我的眼神不一樣，會

欺負女生，還是偷哥哥的 A書，他因此被其他機構中的人排斥，但不知道他是

什麼原因會這樣（CU-2-012）。 

    高中生會在電腦上發現影片、照片，會用防堵軟體隔絕做處理，但還是會被

破解（CT-1-009）。高中生會在電腦上發現影片、照片，會用防堵軟體隔絕做處

理，但還是會被破解（CT-3-050）。或是孩子回家後，會亂轉一些頻道看

（CT-2-022）。 

青少年對色情媒體的使用的界線何在？是機構需要思考的，因為混齡的安置

而擔心幼童看見而過早誘發其性好奇、也擔心可能因而學到不當的性態度及對女

性錯誤的觀點、或投注過多的精力在這些媒體上，所以不止要處理看色情媒體的

行為，也要思考使用色情媒體的動機和可能的影響，進而發展出多元的處理方

式，不只是禁或不禁的規定，或可不可以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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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輔導人員處理機構性議題之原則 

 

從資料的分析中發現，生活輔導員要以自然的態度及幽默感來處理院童的性

議題，以免孩子感覺被處罰，因為性需要被教導和討論，而非處罰；在教導的過

程，生活輔導員善用機會教育，但當遇到智能障礙的兒童，也就困難教導。 

生活輔導員也會利用對孩子的理解來判斷院童行為的意圖，在生活空間、生

活作息及院童間年紀的差距上加以關注，以防止以大欺小的狀況出現。有的生活

輔導員希望諮商可以協助員童面對他們性發展的議題，但也有生活輔導員覺得諮

商在性議題上是無效的，因為短期諮商的關係不夠信任，且性教育是隨機的教

育。最後團隊討論是生活輔導員的重要資源和支持，機構如何建立互助支持的團

隊是一大挑戰，因為有任何危機事件發生，均會牽動生活輔導員和院童的信任關

係，及機構與生活輔導員之間的信任關係，即生活輔導員易在危機處理過程被質

疑是否處理得當，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所以對機構主管而言，最大的挑戰之一

是如何讓生活輔導員感受到是共同處理危機，而非指責他們處理的不夠好。 

 

（一）自然的態度之處理原則 

性教育是關係教育也是機會教育、也是愛的教育，所以是每個小孩在成長過

程中都會被關注到的部分，但如果是身心障礙的兒童，就如其他方面的學習，也

需要照顧者費更多的思量。在小心處理與不嚇到兒童之間考驗著照顧者的反應，

而主管的協助是必要的支持，或和學校的討論，希望可以形成較完整的支持保護

網。 

    身心障礙的兩個孩子，放學回來到地下室的樓梯間，躺在地上，被別層樓的

老師剛好發現，就輕輕說，〝好了，起來了〞，不激動的處理，然後再去跟主管討

論，希望可以小心的處理，不要嚇到他們。並且和學校連路，追脈絡以便瞭解事

情的發生，然後才有機會教育和溝通（CB-2-019）。 

 

（二）運用適度的幽默感 

因著兒童年紀的差別，工作人員處理性議題的內容及態度也將有所不同，對

於青少年院童而言，觀看情色媒體是常見的現象，有些機構瞭解這種成長的必

然，因此叫考慮的是觀看的時機與地點，擔心幼童看到，而處理的態度上則幽默

以對來減少當事者的尷尬，其原則希望不要地下化否則更難有對話的機會。 

   對於國高中生的 A漫，知道孩子會有這需求，所以叫他們要收好，不要污染

年齡小的室友（CU-3-010）。處理 A漫，就是用幽默的方式，把他收起來，然後

放聖經，或是放紙條，叫他要身體要顧好（CU-3-009）。處罰的理由是不可以在

不對的時間起來看電視，而不是下載 A片或看 A片，因為擔心成為地下化

（CU-3-016）。 



- 42 - 

 

 

（三）兒童可能感覺被處罰 

當照顧者發現兒童間有不當的性遊戲，而進行一些處理時，即使並非用處罰

的方式，也沒有這種意圖，但很難避免兒童有被處罰的感受，因為兒童在發展過

程，就知道這些遊戲似乎是不被允許的，卻有探索的好奇，因此即使只是被照顧

者發現，都會有罪惡感，就好像知道不能偷吃糖，被發現了就會害怕被處罰，所

以當下的處理，要同理兒童對性好奇的正當需求，不只是做行為上的處置。 

    有幾個孩子已經不是第一次（性遊戲），而這些孩子看起來可能小小的、肉

肉的。第一次嘗試的小孩會有罪惡感，被發現了有被處罰的感覺，因為我們將他

們隔離（CU-2-031）。 

 

（四）日常生活中的性教育 

生活輔導員能不能利用機會和院同討論性議題和幾個因素有關，和院童的關

係、相同的性別、談論時的自然態度等均可使生活輔導員更有能力協助院童學習

性教育。 

1. 和院童的關係 

「關係」是和院童討論隱私議題的基礎，生活輔導員通常和孩子的關係是最

親近的，如果可以擁有與孩子談論隱私議題的知能，不會造成彼此的尷尬，又有

足夠的精力，定期的與孩子會談，將達到一定的協助兒童成長的效果，因為這樣

的關注是穩定且是孩子可以預期的。 

    生活輔導員一個禮拜固定跟一兩個孩子聊，效果不錯。因為，孩子保密程度

很高，諮商介入有時不是很有效因為時間太短，談性這種問題應該要先培養信任

關係（CS-3-043）。知道他們可能在談戀愛， 就會藉由不同的機會關心他們，比

較能有機會和他們討論他們真的關心的問題（CU-3-043）。  

2. 合宜的討論時機與方式 

同為男性可能可以減輕談性時的尷尬，也較可能有類似的成長困擾，而可以

和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但卻也要考慮到年紀與主題之間的關係，不同年紀

的兒童所需要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不知道該如何和男生談他們的內在變化，有一次就冒險的大膽的問，結果孩

子很驚訝和害羞（CB-2-004）。後來會用不經意聊天的方式去支開他們大孩子跟

小孩子的聊天（CB-3-030）。而且男生談男生的問題比較好（CB-3-034）。 

3. 談論時的自然態度與普同化 

性教育教的不是知識，而是態度，態度不止是口語表達的，如以下的例子，

老師自然的態度，讓孩子知道性是可以談、可以討論的，孩子也就經驗到性議題

是成長過程中自然會討論的部分。 

   如果在看電視，如外國影集有親密的鏡頭，孩子會摀眼睛偷看，就剛好趁機

機會教育，說要跟你愛的人才可以做這件事（CB-2-017）。孩子會去看老師的態

度，如果我說這有什麼關係，孩子就會降低敏感度，很容易聊出來（CB-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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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一個孩子也就坦承的聊，一開始小孩嚇到，後來因為我說這又沒關係，並跟同

事一搭一唱，表示這些發育很正常，他的態度就變得比較自然（CB-3-041）。 

 

4. 機會教育 

成功的性教育是協助孩子可以享受親密關係、喜歡自己的身體也尊重他人的

身體，而不是用罪惡感來當成性的禁令，所以如以下的例子，老師利用機會教育，

讓孩子經驗什麼是身體界線；以聊天的方式來澄清破除性的迷思。 

    小孩會喜歡男老師，會摸我屁股或生殖器，我會抓住他的手，告訴他，可以

摸哪裡（CS-3-046）。就是主要處理時，不要讓他們感覺這是罪惡事情，把他當

一般性話題聊 CU-3-038）。會跟青少年聊性行為的迷思（CU-3-014）。多一點人

聊，男生就會講，我在適時進去參與討論（CU-3-036）。碰到會直接去講，小孩

有時會用口語戲弄，就要不斷提醒，他會慢慢知道（CU-3-047）。 

 

（五）空間與年紀的分隔 

1. 院童的年紀與權力 

院童因年紀的差異自然造成權力的差異，為了保護幼小者，機構會特別思考

大孩子如何在展現他們的權力，調家是阻隔權力暴力的方式，但不知能否改變院

童權力展現的方式？ 

    處理方式就是大的不可以跟比他小的玩（CU-3-027）。 

    有兩個小孩，半夜起來輪流鞭打另一個小孩，後來因為事情嚴重，找社工談，

發現是帶頭的小孩教唆別人打，後來發現這孩子的身體界線很不明確，處理方式

就是調家（CS-3-022）。 

2. 生活輔導員對院童的監督 

生活輔導員如同院童的替代父母，故有監督之責，但其辛苦之處是似乎要「很

自然」的隨時注意院童的動向。 

    孩子在哪裡，老師就要在哪裡，是不成文規定，所以在房間太久或太安靜，

老師就會知道，會假借關心的名義去問（CB-3-020）。 

3. 院童的背景與房間分配 

如果院童進院之前就比較清楚其成長背景，在房間的分配就可以考慮到適配

性，在其生活作息上也會特別注意。 

    對於有性議題背景的就特別處理，剛進來時，讓他一人住一間房，或是會特

別思考一下讓他跟誰睡，較陽剛的就不搭配較陰柔的，然後，告訴其他孩子，因

為他是剛來的，再者是，注意他和別人的互動，叫他們洗澡不要鎖門，如果太常

在房間，就會跟他約談一下（CU-5-006） 。 

但並不是每個院童在入院之初的評估就都會清楚其原生家庭的狀況，或成長

背景，或許入院前的評估可以有越多的訊息，也就越能掌控與院方的適配性。 

 

（六）注意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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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時間的調整與規定，雖然不能完全阻擋孩子對性的好奇，但至少可以減

少因好奇而有過多彼此不恰當的肢體接觸，卻也看到生活輔導員工作的辛苦。性

知識課程是生活輔導員希望對院童性探索有幫助的資源，但性知識可能也只能滿

足兒童一部份的好奇吧。 

    孩子知道老師熟睡時間所以會到三點才會去做那些不被允許的事

（CB-3-031） 。發生很多次之後（偷窺），處理就是洗澡到浴室那裡看他們、以

及跟國高中生說給我他們的洗澡時間、加緊注意行蹤、上性知識的課

（CS-3-005） 。 

 

（七）團隊討論與諮商服務 

當院童發生疑似不當性遊戲或身體界線時，第一線工作人員可以和機構社工

及主管討論處理方式，這是機構內資源，或使用機構外的諮商資源來協助，而監

督之責也自然的落在第一線工作人員的身上。 

    處理的步驟和方式是先跟機構主責社工討論，有必要再往上通報，然後跟主

管討論，看可做什麼，最後主管會回復我接下來的動作（CS-3-032） 。 

    小孩一直有去接受諮商，我們就是要多注意告訴他們不要再做（CU-3-026） 。 

 

三、協助兒童及少年處理性議題的困難 

 

前述分析機構使用七個策略來回應院童在性發展上的需要，但從生活輔導員的觀

點可以看到機構所面臨的困難，共有十方面，如下所述： 

 

（一）認知發展遲緩與性發展的衝突 

性所帶給人類的生理愉悅、心理親密、掌控與被掌控的感受，不會因身心障

礙而消失，但認知學習上的限制，使的照顧者的協助更困難，尤其在機構安置的

環境，如何適度滿足其性的自然需求、又考慮機構整體的性價值觀、及協助其他

安置兒童可以理解個別差異而不污名化當事者都是極大的挑戰。如下所述生活輔

導員擔心教太多似乎會引發更強的性需要，但性需求不論由無教導性知識都是存

在的，因為生理的愉悅感是可以自我探索而來的。 

  對於輕度身心障礙生，講太多怕啟蒙太多，講太少又怕他們有需要，很難拿捏

面對他們的尺度（CB-9-003）。 

 

（二）工作人員在性別上的限制及男性工作人員的缺乏 

1. 男性工作人員的缺乏 

因為文化因素、薪資因素、社會聲譽等因素，男性要成為兒少機構的生活輔

導員的困難重重，缺乏男性照顧者的兒少安置機構，在面臨兒少的性議題時，生

理性女性的生活輔導員擔心自己對於男性成長經驗的陌生而不能協助兒童或青

少年，也想像如果同是男性，他們是否就比較不會害羞去討論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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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差異會有性議題討論的困難（CU-9-009）。跟男生討論怕他會害羞

(CT-9-010）。男女生不一樣，擔心自己是女生，無法從外在線索來看男生發生的

事情或是內在變化（CB-9-001）。 

 

2. 男生活輔導員與男諮商師的配合 

生活輔導員認為到穩定的生理性男生活輔導員和諮商老師配合，可以配合兒

童在性議題上的成長來設計協助的課程，其核心是男性之間可以進行男人的對

談，只是在大環境尚不能改變時，這樣的可能性是較低的。 

    機構生活輔導員男性少，而孩子需要穩定的男生活輔導員。有一男諮商師就

很好，固定跟他合作，可以跟他說設計相關兩性的課程，他可以跟孩子有MAN’S 

TALK（CU-9-011） 。 

 

（三）擔心相關專業知能的不足 

雖然與兒童談性要有信任關係、要有機會、可能和工作人員的性別也有關

係，但相關的知能卻是基礎，何況性的議題很廣，知識與價值觀不只有文化的脈

絡，也因不同的時代而轉變，而個人性成長的經驗更是環扣在其中，所以性議題

的知能，一定不只是知識的閱讀與傳授，畢竟有許多性議題是是價值觀的思考而

不一定是對錯的規則，所以有能力帶領兒童思考性價值觀是專業知能之一，而除

非個人也對自己的性價值觀做過探索與深思，否則大概也難與兒童青少年針對性

議題做討論。 

    有和社工一起帶過團體的經驗，可是因為經驗不足、知識也不熟，所以有卡

住的感覺（CS-9-012）。我是機構裡的男生，但還是有遇過看到男生在打手槍，

我嘗試去問他在忙什麼？他們都不回答我，我的困擾是這個（CS-10-008）。 

 

（四）工作人員共同參與相關訓練的不易，且亦有不同的性價值觀的見解 

生活輔導員因需要輪班的工作性質，休假也都不一，造成不太可能有機會一

起參與訓練課程，尤其是性議題的部分，如果帶同一群兒童或少年的工作人員，

可以透過訓練的平台，澄清個人的價值觀，並且有機會瞭解同事間價值觀與態度

的異同，就可能在面對被照顧者的議題時，可以較有共識的解讀與處理或教導。 

    生活輔導員上下班時間一樣，很難聚在一起（CU-9-007）。要聚也要共同空

間可以顧小孩（CU-9-008） 。 

    時間安排其實會有點困難，加上每個人講的不太一樣，會讓孩子困惑

（CT-9-013）。 

 

（五）機構對性議題處理可能過度反應 

就如前所述，性議題的解讀是綜合這文化、時代、個人性價值與性經驗、機

構性價值等所組合而成，而安置的兒童青少年也帶著他個人的家庭性經驗和價值

與機構和工作人員互動，因此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困難只是如下例以禁令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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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個性議題背景國中生，跟小孩玩，就把他抬進廁所，而被嚴厲告誡，其

實他很喜歡小孩，他只是覺得在玩，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因此，感覺自己的

事情被很多人知道，所以被標籤了（CU-9-006）。 

 

（六）生活輔導員與社工的分工問題 

社工的優勢是可以有較固定的時間與孩子會談，因為不用如生輔在值班時要

有許多的照料工作，而生輔的優勢為有較多的機會教育來進行性議題的對話，或

許機構可以思考的是如何增加社工與小孩有較多的機會教育，使機會教育與固定

會談連結，或協助生活輔導員有精力與兒童做更有品質的會談，不只是機會教育

的一閃即逝。 

    生輔和社工職責不同，生活輔導員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跟孩子單獨講太久，

社工則可以（CU-9-015）。 

 

（七）案家的背景對案主的影響大，卻又困難與之工作 

因為照顧者的存在，所以兒童存在，許多安置兒童在性發展上的困難，是來

自原生家庭不夠健康的性價值或態度，兒童又是會返家的，因此機構所謂兒童建

構起來的性價值與態度，可能因返家而消失，工作人員挫折是可以想像的，所以

原生家庭的重建工作應是必要的，只是誰來做？又如何評估是否值得做？ 

    跟案家工作也是一個困難，因為案家生活環境很複雜，教他也不知道可以吸

收多少（CT-9-005）。 

 

（八）危機處理與信任感 

如果疑似超過身體界線的事件發生，機構中的整體信任感、生活輔導員和當

事者的信任關係都將受到傷害，非當事者的小孩們也會呈現焦慮情緒，而令人遺

憾的是有些工作人員會因此轉變對當事者的態度。在危機處理過程，生活輔導員

有極高的壓力，但如果機構以支持的態度和生活輔導員共同處理，生活輔導員也

就可以不自責。 

1. 與當事者信任關係的破壞 

    如果發生這些疑似超過身體界線的事情，小孩壓力會很大，因為被發現及瞭

解情況過程就會覺得被懲罰，大人壓力也很大，因為生活輔導員會被追究責任。

大家信任感就會不夠（CU-10-003）。 

2. 其他小孩的焦慮 

    對於知道疑似超過身體界線事件的其他小孩，就也會很緊張，大人也緊張，

看到小孩在同一個房間裡就會很緊張（CU-10-004）。 

3. 工作人員態度的轉變 

    有的工作人員會認為那個小孩是問題，所以會比較不想理他、比較討厭。有

時候也會比較不敢去太接近他，會比較注意那個界線，一舉一動。其實關係會受

到一點影響（CU-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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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構對生活輔導員的支持 

    如果疑似超過身體界線事件發生時，我們會很敏感，大孩子也會感受到，機

構會輔導我們用平常心，不要驚慌和自責（CB-10-005）。 

 

（九）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 

工作人員的壓力，不見的來自機構或主管的期待，而是來自對自己工作品質

的思考，及情感投入後孩子流動所帶來的壓力，雖然這是人類情感的自然反應，

但承受最多情感波動的還是生活輔導員，就如一般家庭中，孩子與父母的反應牽

動的情緒，在安置機構中生活輔導員與孩子生活及情感的互動最多，雖然因專業

訓練而多了一些專業距離，但生活輔導員如同家長是孩子情感與生活的函容者

（container）本質是一樣的，所以工作壓力不只是有形的工作，更是無形的心理

承受力的壓力。生活輔導員所付出的代價可能如下所述的睡眠品質及情緒壓力。 

    我自己因此壓力很大，晚上無法睡覺（CB-10-006）。 

    我會思考我做的對不對，有很多疑問，跟孩子的關係建立要花很多時間，但

孩子流動也高，所以生活輔導員感受最明顯（CS-10-007）。 

 

（十）過度處理可能帶來的傷害 

即使在成人的世界中也常只是從行為的判斷而誤解了別人或感覺被誤解，如

何看懂兒童行為背後的動機，需要成人世界許多主客關因素的組合，當越瞭解其

可能的動機，也就越能回應兒童看似問題的行為。會過當處理院童的行為可能有

幾個因素，一是對院童還不夠瞭解、二是沒有足夠時間思考及感受院童透過某行

為真正要表達的是什麼、三是過度將兒童現在的行為與他過去的歷史相連，也就

是刻板化印象、四是機構或照顧者對某些議題感到特別敏感，對於院童的疑似行

為也就可能過度解讀，或過度的不敏銳。以下的例子可以說明要細膩處理院童疑

似性遊戲行為的困難度，及可能的不良後果。 

    但有個性議題背景國中生，因為倒垃圾，跟小孩玩，把他抬進廁所，而被嚴

厲告誡，其實他很喜歡小孩，他只是在玩，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因此，感覺

自己的事情被很多人知道，所以被標籤了（CU-2-032）。生活輔導員和孩子接觸

多，可以觀察，所以，對小五生，感覺處罰是不是過當，會標籤他。因為他也曾

經有過這樣被標籤的經驗〈在學校偷竊，長期就被老師盯〉，後來每次跟他講話

他就很緊張，無法放鬆（CU-3-029）。 

 

四、機構對兒童及少年在性議題的需要可提供之協助 

 

    從生活輔導員的觀點，機構運用了五種策略來協助院童的性發展：男女生活

輔導員的配置與兒童發展的需要搭配、提供寒暑假的性教育團體、團隊合作與在

職訓練、外部資源的運用，及機構對生活輔導員支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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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生活輔導員的配置與兒童發展的需要搭配 

雖然生活輔導員認為男女生活輔導員的配置與兒童發展的需要搭配是重要

的，但在機構中只有少數的男生活輔導員，且不穩定，也造成配置上的困難， 其

根本的因素之一應是生活輔導老師的薪資是底的，社會的專業形象也是弱的，且

傳統觀念上照料是女性的工作。 

    學齡和學齡前需要一個母親的角色（CB-5-002）。國中男生由男生活輔導員帶，他

們需要父親的角色（CB-4-001）。男工作員在機構裡很不穩定，但孩子需要男性的角色

（CB-4-007）。希望男的生活輔導員帶少年，可能比較有幫助（CS-5-004）。女性的生活

輔導員帶年齡較小的小孩（CT-5-005）。 

 

（二）寒暑假的性教育團體 

雖然有些生活輔導員願意和孩子談性，但是也需要許多因素的配合，否則

可能不得其門而入，例如之前陳述的，要有信任關係、要有機會、要有知能、態

度要自然等。雖然學校或寒暑假有相關團體，但能否深化及更深的思考，就需要

靠生活輔導員、社工員或諮商師持續的和有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工作。 

    面對國中生，就跟他們聊青春痘、身體的變化、性教育，但是還是感覺只是在外圍

繞，無法進入內心（CB-3-003）。國中孩子會害羞，他們也懂得保護自己，機構和學校

都有教兩性的課程（CB-5-005）。或是不斷提醒孩子在寒暑假上的團體（CB-5-015）。 

 

（三）建立團隊共識與提供在職訓練 

允許非十全十美的照顧者是重要的，因為沒有完美的母親，即使受過訓練

的專業照顧者，也是一樣，這樣的概念對機構及第一線的照顧者是重要的，因為

當期待照顧者不可犯錯的同時，照顧者對孩子犯錯的容忍度也就下降了，可能造

成更多的禁令來管理。相反的，如果是允許照料者可以有不懂的空間，壓力也就

可以在團隊中被共同承接，如以下的例子所述： 

    遇到有不對的狀況，就邊做邊學，找主管或社工討論（CB-3-017）。例如因為偷窺

事件，機構一起討論洗澡時分年齡層洗（CS-3-007）。可以跟社工討論，也有社工督導

可以討論，我們像一個團隊，可以一起討論，心理壓力比較不大（CS-3-033）。也可以

跟社工反應要開什麼課（CU-5-016） 

 

（四）外部資源的建立與合作 

    通常安置機構如同一個家，穩定而傾向封閉的系統，可以提供給小孩平穩可

預測的生活常態，這有助於兒童安全感的建立，但是如果一個家的系統過於僵化

的封閉，則可能是危險的，許多家庭的暴力發生在過度封閉的家，類似的，一個

有能力適度開放運用相關資源的安置機構，自然較容易回應兒童在成長過程中複

雜的身心靈需求。而不同機構間生活輔導員如果可以有彼此安全的分享空間，也

就如家長的支持團體，賦權照顧者，也分享照料經驗中，有空間思考不同的可能

性。但也需要機構願意提供時間及人力的調配，才有可能，例如如果需要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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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假來進行跨機構的支持團體，恐怕只是更沈重的負擔。 

    跨機構的分享是有幫助的（CU-5-012）。有諮商、志工、社工的男性角色，長期的

穩定就比較容易介入（CB-6-002）。特殊個案就到相關的基金會去做性的諮商

（CT-5-018）。諮商或輔導領域很重要，對院生的輔導技巧很重要（CB-7-010）。親師溝

通也很重要，和學校老師溝通是很重要的（CB-7-003）。讓諮商師進入機構，用遊戲讓

孩子認識身體，讓大孩子進入法律議題，對老師提供預防和處理的方式，都是必要的能

力（CS-6-003）。 

 

（五）機構的支持：不指責 

生活輔導員是機構照顧兒童的主力，機構很容易就把大部分照料之責放在

生活輔導員身上，當兒童發生狀況，機構似乎期待生活輔導員是一個兒童的全知

者，如此沈重的期待，容易讓生活輔導員經驗到工作上的孤單。通常一個家庭中

只有兩三個小孩，如果父母有一方對孩子關注較少，另一方就會感到孤單，更何

況機構安置中一位老師可能要照顧六到八位兒童或青少年，如果機構沒有提供很

好的支持系統給生活輔導員，生活輔導員的壓力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機構的組織

系統中，因分層負責的制度，所以當兒童有事情發生，而生活輔導員非第一時間

知情者，在追究責任的歸屬時，機構如何不指責生活輔導員，將是一大考驗。 

    我們機構比較是生輔和社工的溝通比較重要，因為社工是對外的，如果發生事情，

生輔不是第一線知道就完蛋了。我們因為跟小孩相處比較久，所以有我們照顧小孩的觀

察與判斷，但那會不會被成為專業的判斷？我覺得很重要。那社工就是對外的專業人

員，像諮商師來，都以跟社工接觸為主（CU-5-011）。所以，機構不指責就是好協助，

有安慰就是很好的心理輔導（CB-6-001）。 

機構主事者及文化如何認知院童照顧工作將影響對生活輔導員的期待，如

果強調團隊工作，責任歸屬的壓力可能較小，若強調分層負責，各級工作人員被

指責的壓力就較大，而機構安置的照料工作如何在團隊共同照顧小孩及分層負責

中取得平衡，是重要的管理議題。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生活輔導員處理兒童及少年性議題的經驗中可以分為八個方

面：性發展而引發的性好奇、性別角色的發展、性探索、關係界線與身體界線、

不當的性接觸、原生家庭所帶來的不當的性訊息、異性朋友的相處之道、及色情

媒體的使用等。而機構所面臨的困難，共有十方面：認知發展遲緩與性發展的衝

突、工作人員在性別上的限制及男性工作人員的缺乏、擔心相關專業知能的不

足、工作人員共同參與相關訓練的不易與性價值觀的差異、機構對性議題處理可

能過度反應、生活輔導員與社工的分工問題、困難與案家工作、危機處理過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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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響院童與生活輔導員的信任感，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可能太大需要機構的支

持，最後是過度處理可能帶來的傷害。雖然有許多困難，機構還是運用了五種策

略來協助院童的性發展及預防性侵害的發生：男女生活輔導員的配置與兒童發展

的需要搭配、提供寒暑假的性教育團體、團隊合作與在職訓練、外部資源的運用，

及機構對生活輔導員支持的態度。以下就三方面進行討論： 

 

（一）安置機構與主管單位的關係 

機構確實需要一個主管機關監督與引導，但，同時，機構更需要主管機關的

協助與支持。機構期待主管機關發揮更多的權力和能力協助機構在處遇孩子時所

遭遇的困難，但有時主管機關基於監督管理的角色，似乎亦不明白該如何協助處

在危機之中的機構與孩子，這讓許多機構工作者在與主管機關的合作上出現隔

閡，而這樣的隔閡不僅影響了雙方的信任關係，更影響著雙方都關心也希望能獲

得幫助的案主。且機構認為，行政部門對於機構文化與制度的不熟悉，可能是使

得公部門無法真實使上力幫助機構的原因。因此，能夠更開放的態度面對彼此之

間的合作與溝通，是一項重要的因素（洪素珍等人，2008）。 

 

（二）生活輔導員瞭解性活動被後的意涵 

解決孩子的不當性行為很重要，但了解兒童和青少年這些不當性行為背後的

需求也很重要。如果不處理這些背後的需求，問題很難解決。照顧者如果有能力

願意鼓勵青少年談他們過去的生命經驗，不一定是被侵犯的事件，告訴青少年願

意聽他們說，這是一個清楚的准許，讓青少年知道和照顧者之間是可以有誠實的

對話的空間，但非一定要帶領他們開放討論。而照顧者也需要機構或其他專業人

員的支持，讓他們有能力傾聽青少年被侵犯、被原生家庭虐待、或所愛的家人死

亡等未處理的經驗（Lamb, 2006）。這些分享和被了解的經驗使青少年有機會改

善他們的行為。 

一些研究（Farmer & Pollock, 2003; Lamb, 2006）也認為照顧者應對被照顧者

的歷史有清楚的了解，如此才知道受照顧者未被滿足的重要需求。例如被安置的

小孩常有被疏忽的歷史，因此從小可能就沒有被滋養和保護，或被性侵犯的兒童

學到以性或肢體接觸的方式來建立人際關係或得到被關注的需要。因此照顧者不

難發現他們的心智年齡可能比實際年齡小，即他們心中有一個更小的內在小孩，

需要被照料者滋養，所以照料者要創造及發現可行的方法來接近和滋養其內在小

孩。 

 

（三）心理治療的必要性 

從 Farmer 和 Pollock（2003）的研究對象中發現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接受

此服務，而只有 44%接受諮商服務的人直接處理了和性侵害有關的經驗。更糟的

是在 22 個有性侵犯他人行為的青少年中，只有 5%接受了治療的干預。在他們的

研究中，曾接受過諮商服務的行為問題明顯的比未接受的要好。本研究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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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諮商的服務看法兩極，兒童青少年不願接受諮商服務可能因之前被協助的經

驗不好或怕被貼標籤，而使願意被諮商的比例降低，或效果不好，所以很需要照

顧人員和他們討論諮商的好處，如此被安置的兒童及青少年才有機會開始有系統

的理解與解構過去的經驗，他們才有機會打斷以過去不當行為來滿足內在需求的

模式，因為他們可能經歷與以往不同的經驗並且放棄此不當行為。 

 

二、研究建議 

 

從以上生活輔導員焦點訪談資料的分析整理，針對安置機構內男童性議題的

處理可以形成以下幾項建議： 

 

（一）跨機構、跨專業的團隊合作 

許多研究均指出（Farmer & Pollock, 2003; Lamb, 2006）發現未接受治療的兒

童及青少年，及照顧者無法開放的和這些兒少討論他們受到侵犯的經驗，都會使

問題變嚴重。照顧者過於輕忽兒少的侵犯行為，也使照顧者困難承認這些兒少可

能已經性侵犯了其他兒童；而社工員未告知照顧者被安置兒童及少年受侵犯的背

景，及未提供諮商服務，均使兒童及青少年性侵犯他人的行為變嚴重。為了預防

安置機構的性議題變成複雜的性侵害事件，應該認知到教養兒童及少年不是安置

機構單獨的責任，過於封閉的安置機構就如同過於疏離的家庭，對於家中成員都

沒好處，因此主管單位應鼓勵安置機構有跨機構、跨專業的團隊合作。 

1. 機構可考慮與醫療單位兒童心智科及學校特教科系形成專業團隊：隨時代變

遷，進入安置機構的兒童背景和因素越形複雜，情緒困擾或性議題等佔很高比

例，已非如過去單純多為經濟弱勢所致。為因應新趨勢，機構非常需要心智科醫

療的協助，進行個案功能評估，並提供心理治療及照顧上的意見。而智能邊緣的

兒童，不會被特別安置在收容身心障礙兒少的機構，多安置在一般機構，但他們

又需要特別的教導，在一位生活輔導員照料六位兒童的一般機構裡，實在很難有

餘力給予他們需要的特別的訓練，如果機構有訓練師進駐，就可協助這些兒童包

含性議題上的更好的學習。 

2. 與性及性別議題相關的專業機構長期合作：性與性別是一生的學習與探索，

不是幾堂課可以結束的，所以長期合作才能實驗出有效的方式來協助院童，或協

助生活輔導員幫助院童。 

3. 與固定的諮商團隊合作：諮商團隊的工作不只是諮商個別的院童，也應提供

照顧者諮詢，共同協助院童的成長。 

4. 建立諮詢平台或巡迴專業人員：建議可以在同一區域內建立跨機構的諮詢網

絡合作平台，提供區域內的資源共享制度，並提供巡迴專業人員到機構內協助處

理困難的議題，增加區域資源的整合並減少機構的疏離感，也增加機構間的彼此

支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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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的評估工作 

評估工作包括對院童、院童原生家庭、及工作人員的適配性的評估，透過不

斷的評估，才能提供適切的處遇計畫。需要注意兒童與青少年和原生家庭成員或

其他人的接觸，因為這些人可能會再次促使兒童有性的行為，例如是從事性交

易。在研究中亦發現有 56%有被性侵犯歷史的年輕人，大部分的此類原生家庭的

接觸對他們是無幫助的。因此如果沒有足夠的保護行動，或一直以來的懷疑沒被

確認，那麼和家庭成員的接觸可能導致末來再度發生性侵犯（Farmer & Pollock, 

2003）。所以從本研究中發展出來的具體建議如下： 

 

1. 原生家庭的評估與協助：原生家庭雖非安置機構協助的重點，卻會影響院童

的處遇，尤其是原生家庭對常返家的院生的影響力還很大，不良的原生家庭

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會使機構努力毀於一旦，因此主管機關和安置機構，需要

正視如何協助原生家庭的問題。 

2. 對院童持續的評估工作：院童入住時，可能因各種因素不能立即全面了解掌

握其家庭史及成長史，有時要過一段時間才會發現院童曾有被性侵或其他的

性經驗歷史。因此，持續了解院童的性歷史，才能協助照顧者、該院童及和

此院童同住的小孩對性的相關議題有合宜的敏感度。 

3. 工作人員的適配性的評估：因工作型態、工作內容、機構對照顧者的期待、

照顧者的自我期待、照顧者與院童的性格特色等因素，使得專業照顧工作複

雜而辛苦。因此，機構自然須有機制來思考工作人員與院童之間的適配性，

讓合適的人在對的位置上發揮才能。 

 

（三）機構結構性的議題 

如前面所述，機構安置有其優勢與限制，為了呼應社會複雜度及回應兒童在

此脈絡下的發展需求，從訪談資料中歸納，建議機構及主管單位需要思考以下的

議題： 

1. 輪休的工作型態：由於機構工作人員輪休是必要的，不同工作人員雖照料同

一群院童，卻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方式與價值觀，這是團隊默契與共識的挑戰，

機構應該積極思考如何協助；第二個挑戰是有關輪休的思考是什麼？是工作

人員與機構搭配方便為主？還是也思考照顧結構的穩定性及可預測性？當然

希望是以穩定的照顧結構來增加院童的安全感為重。 

2. 工作人員與院生比例：除了公部門對機構人力比的重新規劃，降低了工作人

員的負擔與壓力之外，機構實務人員更從經驗中發覺到用人也需朝向質的思

考。當有較特殊如學習障礙、情緒障礙或邊緣性的智能不足的院童同住時，

需要更多工作人員投入，為了維持照顧品質，生活輔導員照顧的院童比例降

低。機構必須思考此需求，主管單位要協助此現象，並在評鑑過程中特別關

注。這些院童可能是性侵害事件中的弱勢，如此才能真實達到預防性侵害的

目的。因此除了降低人力比外，更重要的是增加較嚴謹的專業標準，以維護



- 53 - 

 

與控管機構人員品質，因為工作人員的特質、專業能力才能真正預防孩子的

疑似性越界事件之發生。 

3. 照顧者的性別：孩子在性別學習發展上有許多因素與外在環境有關，他們建

立起的性別概念與大人給予的典範和所觀察到樣貌息息相關。受訪者發現男

性角色對孩子在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男性有重要幫助，然而安置機構中普遍缺

乏男性照顧者的客觀現實，更突顯男童對有男性角色能陪伴渡過成長過程的

渴望。主管單位與機構必須正視機構男性工作人員比例偏低的事實，並提出

有效對策。 

4. 空間設置與隱私需求：客觀來說，性的隱私權與成長需求在機構中不容易被

重視。然而，性隱私卻是個人的性發展裡，以及處遇或是教育裡的重要原則。

機構式的管理以及團體的生活作息，讓性的隱私性經常被忽略和犧牲。因此，

機構在硬體設施上，需要重新思考與規劃，顧及隱私權與空間的平衡，畢竟

性發展與隱私的學習主要是從經驗而來，而非全然知識性的教導。 

5. 工作人員的任用評估：工作人員長時間接觸院童，最能掌握住院童在性議題

上的狀況，若無敏銳知覺，自然無法適時地介入或預防相關狀況。更進一步

來說，工作人員能夠敏銳察覺到孩子不適切性行為時，也要考量處理的專業

能力和經驗，包括工作人員本身性別是否會造成處理上的限制？或對特定性

相關議題的處理經驗是否足夠？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對孩子立即的回應與教導

之品質。 

因此，重整人事制度與培養工作人員的專業素養，關係著安置機構院童發生

疑似性越界事件的頻率。主管人員在任用工作人員時，須考量人員成長背景與人

格特質，必要時最好能簽署性犯罪防治切結書。考慮的面向愈廣愈深，用人就能

愈精進。適合的工作人員除可以有效預防性越界事件之外，穩定的工作人員也有

助於建立與孩子的信任關係，這對實際處理與面對孩子的疑似性越界狀況是所助

益的。 

 

（四）機構應提供的支持與訓練 

性教育的必要性 

除了監控，應確保兒童及青少年有合宜的性發展知識和健康的性概念。被性

侵犯兒童常有對於性關係和性發展的扭曲認知。除此，他們不知道在他們的年紀

中應該或不應該知道什麼？然而他們的被侵犯經驗會給性教育一個棘手的任

務，亦即痛苦的回憶會被喚起，這個問題必須被處理，因為他們將來可能會涉入

性接觸，也可能會成為性犯罪者，或成為父母。 

 

機構應該要思考注意專業進修不只是工作人員對自己的投資，或為了符合法

規，也是對機構的貢獻，因此機構應以具體的方式支持在職訓練，而不是使其成

為工作人員的負擔。 

1. 機構提供性價值澄清團體：工作人員不見得思考過許多性議題，參加的性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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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澄清團體整理個人的性歷史、性價值觀，不只協助自己的成長，也可實質

增加專業效能。不過同一機構工作人員參加在同一個談個人性歷史的團體會

有極高的壓力，所以可以考慮以跨機構的方式進行。 

2. 機構的組織與對工作人員的協助：機構發生性議題事件時，主管如果指責工

作人員，工作人員自然指向院童的不是。指責第一線人員不是個好辦法，只

有照料者穩定，兒童才會穩定，所以機構需要思考的是執行團隊工作，穩定

照顧者是重點。 

3. 兒童親密的需求、監督系統與管教的平衡：兒童有被愛與被管教的需求，曾

有性歷史的兒童則必須被保護和監督。由於兒童可能用性的方式來滿足親密

的需求，工作人員要有能力看懂兒童不當行為背後的正常發展需求，才能夠

回應需求，而不只是阻止不當行為。 

4. 性教育的必要性：應確保兒童及青少年有合宜的性發展知識和健康的性概

念。被性侵犯兒童常有對於性關係和性發展的扭曲認知。除此，他們不知道

在他們的年紀中應該或不應該知道什麼？然而他們的被侵犯經驗會給性教育

一個棘手的任務，亦即痛苦的回憶會被換起，這個問題必須被處理，因為他

們將來可能會涉入性接觸，也可能會成為性犯罪者，或成為父母。 

5. 危機事件處理與信任關係的破壞：危機隨時可能出現，機構不只可在過程中

累積處理經驗，透過吸取其他機構的經驗，與相關的諮商專業或是公部門等

機關單位，共同思考與發展屬於機構的危機處理模式是很重要的。這樣的模

式應透過不同事件和經驗修正、改善與不斷更新，讓機構在處理危機的過程，

可以有更多的掌握性。每一機構都有其特殊性與專屬性，能夠透過與其他專

業以及行政單位的共同合作，讓危機處理工作有較穩定的脈絡，可以使機構

的工作者在處理危機時多一點心安、少一點慌亂。此外，危機處理過程會使

機構進入高焦慮的狀態，尤其需要做責任歸屬時會引發機構、照顧者及院童

間的互不信任或指責。因此，如何從不同機構過往的經驗中整理出來較有益

的處理模式非常重要，特別是疑似性騷擾案件有公部門介入，討論責任歸屬

與協助之間更要有平衡的智慧。 

6. 對常見性議題的處理能力與工作人員間的共識：在研究訪談過程中發現，性

議題的隱諱性不僅讓工作人員在處遇時有許多焦慮。因其敏感，機構工作者

需要補充與複習更多相關的性發展、性知識或是性價值觀的思考與討論。因

此，建議機構主管提供與鼓勵機構工作人員參與和體驗相關研討或工作坊課

程。機構主管可以透過性發展知識的理論以及對性價值觀的澄清，在工作時

會以機構整體性和安置兒童的性需要為思考重點。而在機構裡的社工人員與

生輔人員也可以透過這些課程和工作坊，獲取更多更細緻與深入的性知識，

也讓機構工作者有機會與同業分享討論工作心得和經驗。至於性專業課程所

涉及的內容，可依照機構所需而與帶領者進行討論，本研究訪談歸納出以下

幾項：面對性議題的專業敏感度、性理論知識（含性發展、性概念發展與性

的相關理論知識）、面對性議題的實務工作之可行策略、性議題之自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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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含性別認同與同志議題）、兩性交往與網路交友的議題等。 

7. 提供兒童所需之人際親密的需求與探索性好奇的需求：文獻及機構工作者都

發現，安置在機構裡的孩子多半依附關係經驗不佳，而性別的認同以及身體

界線的議題，可能都源自於過去依附經驗裡的學習與認同。而機構生活輔導

員畢竟不是媽媽，老師會下班、需要照顧其他小孩。因此，在依附經驗不佳

的孩子心裡，其依附創傷經驗以及因依附品質不佳而有的身體界線或性別議

題很困難因安置而被修復。為此，有些機構思考扮演代理父母親的角色的可

能；有些機構思考在孩子被安置期間能有一對真實的父母代理原生父母的職

責，而不是以會下班的機構工作人員擔任這樣的工作，像機構式的寄養家庭

即以這樣的思考為藍本。期待孩子獲得的依附雖然短期，卻可以有較好的依

附品質與真實感。不過此類創新方案仍需要先被思考清楚一點，或進行詳細

評估再進行。 

8. 思考院童間權力與依附掛勾的現象：親密與依附的需求可以快速的以身體接

觸來達成，大小孩與小小孩間的掌控和照料的依附關係可能演變成高危險的

性侵犯事件。但若為了預防身體的侵犯而阻止了健康的肢體接觸與親密，卻

又非利於成長。因此，如何協助院童間以合於發展年齡的方式來滿足健康的

親密接觸會是一大挑戰。在前文細項的分析中可找到可資運用的方法，供機

構工作團隊思考回應與處理方案的參考。 

 

參考文獻 

 

內政部兒童局（2006）。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指南。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編撰。 

余瑞長（2003）。育幼機構受虐兒童之社會適應研究—以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為

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嘉義。 

呂瓊華（2005）。橫跨一生的傷痛～童年性侵害。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8，263-272。 

林小雅（2007）。家的意義轉變—長期安置育幼院者的生命敘說（未出版碩士論

文）。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台北。 

林月琴（2009）。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中性侵害加害者主觀經驗之探討（未出版

碩士論文）。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台北。 

林玉潔（2005）。影響少年安置滿意度之相關因素探究－以機構安置為例（未出

版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臺北。 

林佩儀（2000）。三位童年性侵害女性成人復原歷程研究—以社會文化脈絡觀點

詮釋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台北。 

林俐君（2000）。育幼機構院童成長脈絡之探討－以受刑人子女為例（未出版碩

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臺北。 

蔡漢賢（主編）（2000）。社會工作辭典。台北：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 

洪素珍（2002）。台灣性受害生存者創傷復原之歷程。載於謝臥龍（主編），性



- 56 - 

 

別平等教育：探究與實踐（pp. 304-331）。台北：五南。 

洪素珍（2008）。內政部「男童及少年安置機構性教育及性侵害防治計畫」結果

需求評估。台北：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研究。 

洪素珍、徐依婷、郭玲君（2008 年 11 月）。從安置機構機構主管看機構內男童

及少年之性與性別議題上的現狀與需求。「97 年度男童及少年安置機構性

侵害防治研討會」。台北。 

郭玲君（2010）。諮商師個案概念化之初探研究—以受性侵害男童、少年個案為

例（未出版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台北。 

郭雅真（2007）。童年期遭受性侵害成年女性倖存者個別諮商經驗之研究（未出

版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彰化。 

陳毓文（2008）。國內接受機構安置少年憂鬱情緒之探究：問題陳顯與解決因素。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1（1），75-101。 

彭淑華（2007）。「寧缺勿濫」？「寧爛勿缺」？兒童少年保護工作人員機構安

置決策困境之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0（2），127-154。 

黃貞容（2002）。育幼機構安置服務院童權益維護指標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南投。 

黃麗娟（2000）。保護處分之安置輔導少年機構內生活適應之探討（未出版碩士

論文）。中國文化大學兒童福利學系，台北。 

翟宗悌、鄔佩麗（2003）。諮商心理師支援台灣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之現

況與困境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02，261-276。 

蔡明珠（2006）。影響安置少年院內生活主觀感受因素之研究－以花蓮縣少年安

置機構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花蓮。 

鄭貴華（2001）。身體受虐兒童對「家庭重聚」接受意願之探討——以內政部中

區兒童之家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台中。 

鄭瑞隆（2006）。兒童虐待與少年偏差問題與防治。台北：心理。 

葉寶玲（2004）。性侵害防制課程與青年晚期男性學生—思考可能性模式之運用。

諮商與輔導，218，37-40。 

陳麗惠（2012）。安置少年生活適應經驗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台北教育

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台北。 

彭淑華（2006）。保護為名，權控為實？－少年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的觀點分析。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5，1-36。 

洪素珍、郭玲君、徐依婷（2008 年 11 月）。從安置機構觀點看機構內男童及少

年之性議題—社工人員焦點團體結果分析。載於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委員會主辦之「97 年度男童及少年安置機構性侵害防治研討會」（頁

78-107），台北。 

洪素珍、郭玲君、徐依婷（2008 年 11 月）。解讀機構性議題—生活輔導老師之

觀點。載於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主辦之「97 年度男童及少

年安置機構性侵害防治研討會」（pp. 46-77），台北。 



- 57 - 

 

廖梨伶、洪栩隆（2006）。主要照顧者與青少年於性議題之溝通現況調查研究。

台灣性學學刊，12（2），1-12。 

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13）。性侵害事件被害人數統計（年齡、

性別、籍別）。2014 年 4 月 2 日，取自

www.mohw.gov.tw/cht/DOS/DisplayStatisticFile.aspx?d=31898 

鄭如安（2002）。假想遊戲的內涵及應用。諮商與輔導月刊，196，12-16。 

Black, C.A. & DeBlassie, R. R. (1993). Sexual abuse in mal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dicators, effects, and treatments. Adolescence, 28(109), 123-134. 

Browne, A. & Finkelhor, D. (1986).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9, 66-77. 

Farmer, E. & Pollock, S. (2003). Managing sexually abused and/or abusing children 

in substitute care.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8, 101-112. 

Farmer, E., & Pollock, S. (1998). Sexually Abused and Abusing Children in Substitute 

Care. New York, NY: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Finkelhor, D. (1990). Early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 updat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1, 325-330. 

Finkelhor, D., & Browne, A. (1985). The traumatic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Conceptu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5, 530–541. 

Friedrich, W., Urquiza, A. J., & Beilke, R. L. (1986). Behavior problems in sexually 

abused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11, 47-57. 

Lamb, S. (2006). Sex, Therapy, and Kid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Lew, M. (2004). Adult male survivors of sexual abuse: Sexual issue in treatment and 

recovery. Cotemporary Sexuality, 38(11), 1-8. 

Monaco, N. M., & Gaier, E. L. (1988).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disclosure of child 

abuse among boy and girl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Care, 30, 97-103. 

Rutter, M. L. (1997). Nature–nurture integration: The example of antisocial behavi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4), 390-398. 



- 58 - 

 

Issue of Sexuality among Male Children in Placement 

Situations—Perspectives of Guidance Counselors 

 

Su-Chen Hu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purposes in this study. First, the sexuality issu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al topics for male children or youth. Second purpose is to 

prevent sexual assault from happening within the placement institution. Sexuality 

issue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male children or youth in the institution regardless 

whether they were abused or not. When any sexuality abused children or youth enter 

the placement and interacts with other children or youth who might or might not been 

abused before, the complicity of sexuality issues will increase. Therefore, daily-life 

counselors face enormous challenge. The reason this study focus on male is because 

professional community is less familiar with the issue of male and sexual abused. 

Therefore, it is a challenge for institution to prevent male placement children or youth 

from being disturbed with the sexual abused issue.  

The researcher invites four daily-life counselors from the placement institutions 

in Taipei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collects information in the focus 

group, transcribe the interviews, and apply qualitative method to analysis the 

inform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and explore what are the 

difficulties and expectations daily-life counselors have when they are handling 

sexuality issues in the placement institutions. The placement institutions house all 

children or youth under who are under the age of eighteen and institutions usually 

divide them up to smaller groups with children, middle school ages group and high 

school age group. Children or youth under the age of fifteen (middle school and under) 

is discussed in this research. The daily-life counselor discussed topics include sexual 

exportations, sex game, and sexual assault. It includes all male children or youth who 

are under the care and cases daily-life counselor discussed does not necessary has to 

be a sexual assault victims or offenders.  

The researcher discovered eight different aspect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sexual 

issues. There are the curiosity from sexu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sexual role, 

sexual exploration, relationship and body boundary, improper sexual contact, 

incorrect sexual message from their original family, relationship with boy or girl 

friend, and use of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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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researcher categorized nine different challenges that daily-life 

counselors faces in the institution. It includes developmental delay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s on sexuality development, counselor’s gender related 

limitation and lack of male counselor, 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difficulty to 

coordinate training and different value, over-reaction on sexuality relate issues from 

institution, work boundary with daily life counselor and social worker, difficulty to 

work with claim’s family,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 or youth’s trust with their 

daily-life counselor during the crisis management process, and counselors’ need of 

institution support when the pressure is too high. Daily-life counselors would want the 

institution provide sexual education group during the summer and winter vacation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counselor, provide on the job training, and assist counselor to 

utilize exter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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