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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家暴防治策略之比較－社區預防方案與熱點預測模式導入

評估」研究摘要 

吳楨翔1
 

前言 

醫藥科技評估源自對新醫藥品、特材或醫療服務之評價，但是近來先進國家也逐漸

將醫藥科技評估方法運用於政策性議題之評估，英國在 2012 年通過健康與社會照顧法

《The Health and Social Care Act 2012》後，英國國家健康暨社會照顧卓越研究院（NICE）

開始將社福政策納入評估項目，且逐步發展評估方法學。 

醫藥科技評估的原則即是由各種面向對新科技產品進行分析評估，例如對新藥之療

效評估、經濟評估等，而這些評估面向也已發展出可用的方法學。然而醫藥品之使用，

作為治療或使用對象的民眾更具切身關係，如何導入民眾意見已成為重要課題。不過，

民眾意見提供機制與蒐集方法雖在英國與加拿大等國行之有年，國內則尚無明確機制。 

由於民眾意見提供機制較常運用於社會科學領域研究，查驗中心 2015 年所承辦之

社福政策研究「國際家暴防治策略之比較－社區預防方案與熱點預測模式導入評估」一

案，當中即運用民眾參與機制蒐集意見評估，可以作為建構相關機制之借鏡。 

研究背景 

家庭暴力存在已久，但過去因為國人對於家庭暴力，常視之為他人家內事或家醜不

可外揚的觀念，因此非家庭成員不易察覺或加以漠視。民國 87 年公告之家庭暴力防治

法及規範[1]，意在突破這些舊觀念，提供相關的保障。全國家庭暴力案件通報資料分析

顯示，家庭暴力通報案件逐年增加，平均每年約成長 10%，但家庭暴力發生原因複雜，

防治工作難度高。爰此，衛生福利部保護服務司有意推動家庭暴力社區安全防護網。初

步構想以家庭暴力通報資料結合地理資訊系統（Gi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建立保護事件高危機潛勢圖（風險圖），仿犯罪熱點預防模式，將現行的家庭暴力案件

密集社區，作為初級預防的重點區域，鼓勵此類社區組織、規劃並執行適合當地特色與

需求的防治方案。這樣的想法主要期待透過科技運用及技術研發，有效引導社區行動和

資源，減低家暴事件之發生及影響。 

然而，新制度之推動有賴完整規劃，對政府來說，若以熱點預測模式預測家暴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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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可有效掌握家暴案件之分布與消長動態，也能以實證資料為基礎設定分級防治的

資源配置；惟對於社區組織及居民參與意願的影響未明，而社區在規劃及執行方面往往

也需要有實施選項和適當誘因模式，有必要參酌國際經驗並收集實務意見，以提出具體

的可行方案。 

研究問題與理論運用 

一、熱點預測模式 

在犯罪學各家的理論學派中，有三項理論觀點提及地點對犯罪行為的影響[2]，包括

理性選擇論（Rational Choice）、日常活動理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以及犯罪型態

理論（Crime Pattern Theory）。這些不同的理論，運用不同的面向來分析犯罪者的犯罪行

為選擇與產生，與地緣的關連。 

若以理性選擇論解釋犯罪行為，犯罪者因為人們趨樂避苦的本性，在經由理性的抉

擇歷程而決定犯罪後，加以計算犯罪行為的利益得失，選擇最有利於己的模式與地點犯

罪。在日常行為理論中，則認為犯罪行為與動機是常態分布於人群中，若犯罪要發生，

須在有犯罪動機者、有合適標的物與無人監控等三項要素符合時，犯罪才會發生。在犯

罪型態理論上，則認為犯罪者在一定的場域當中活動，當犯罪者有注意到犯罪的機會或

標的物，犯罪者就會犯罪。對於地點的選擇模式，在上述三種的犯罪學理論觀點即可以

提供足夠的解釋。 

以現況而言，大多數有集中趨勢的犯罪行為防治（例如竊盜或強盜），警政單位能

透過某些犯罪數目較高的小區域（如街區、社區或鄰里）加強巡邏訪查，能有效的降低

部分的犯罪行為發生。 

二、家庭暴力社區防治的國際作為 

國際間對於家庭暴力防治的層次和作法十分多樣，針對研究所關注以社區為主體的

作為而言，可發現到大規模的家庭暴力社區防治往往與國際援助結合，施行於發展中國

家，例如 Wagman 等人[3]評估的是在烏干達的親密關係暴力防治計畫，Krishnan 等人[4]

研究的印尼家庭暴力防治方案，主題偏向愛滋病防治等公共衛生議題，或是女性自主權

益、性侵害防治等人權議題倡議，與我國社會現況及家庭暴力防治法制化階段仍有差距。

另外，已開發國家的家庭暴力的社區防治，則多是區域性或先導性的方案，未必能有系

統性的實證研究檢視其成效。 

蒐尋國外資訊，發現在美國、加拿大、英國與新加坡已有類似本評估案的方案，了

解其精神與內容後，研究者擇定在美國執行的三個方案做為研究的案例，其分別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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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暴力介入與教育方案[5]、奧斯汀社區家暴防治方案[6]、與韓裔社區家暴防治方案[7]。

摘要該三種方案之重點整理如表一： 

表一、文獻蒐集之美國家暴防治方案 

項目方案 
家庭暴力[5]

 

介入與教育方案 

奧斯汀社區[6] 

家暴防治方案 

韓裔社區[7]
 

家暴防治方案 

理論依據 熱點預測模式 社區動員理論 旁觀者理論 

背景 

1980年代中期，由紐約警方

與受害人服務體系發起的

方案 

1996年，由芝加哥受虐婦女

聯合會（CAWC）在奧斯汀

社區發起 

2000 年，由非營利組織東灣

區韓國社區中心（KCCEB）

推動 

主要內容 

DVIEP 方案結合了熱點模

式以及危機介入小組策略 

聯結社區各種資源，動員社

區成員一起參與社區家暴

防治行動 

聯合各組織及團體聯盟，向社

區提供家暴防治服務 

目標 

DVIEP 方案的短期目標為

增強受害人打電話給警察

的自信，提升通報率、為受

害人進行資源連接，進而提

高服務使用的意願。長期目

標在為受害者增權，提高加

害者的社會及個人成本，促

進受害者離開關係，來預防

及減少家暴案件 

找出社區需求與服務間的

差距、支持社區外展工作、

聯結社區各種資源、協助並

培訓預防家庭暴力工作的

＂公民領袖＂ 

提供直接服務、宣導活動及與

其他社區合作等防治，旨在創

建一個健康的韓裔美國人社

區 

重要步驟 

1. 一名社工及一名警官

成為一個家暴危機工

作小組，進行家庭訪

視，告知受害人相關服

務以及尋求法律救援 

2. 社區中的公共教育，發

放與家暴相關的宣傳

單張、張貼宣傳海報，

並召開社區會議宣導

家暴有關之內容，認識

家暴危機小組的工作人

員 

1. 成立家暴防治小組委

員會 

2. 進行宣導活動，激發社

區成員參與意識 

3. 舉辦課程，培訓社區內

＂公民領袖＂ 

4. 聯結社區企業及宗教

團體 

1. 舊金山亞洲女性庇護

所、東灣韓國人社區中

心、韓國人綜合服務社區

等機構合作 

2. 針對家暴議題，向社區成

員提供 24 小時免費熱線

服務、個案管理服務、法

律諮詢服務等多個服務 

3. 推出社區互動劇場，提高

社區成員面對家暴事件

時的因應技巧 

主導者 警官與社工 家暴防治小組委員會 KCCEB 等多個機構、組織 

參與者 
家暴之受害人、加害人、社

區民眾 

社區所有成員、社區企業、

社區內宗教團體等 
社區所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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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暴防範之相關理論 

國內尚無針對社區參與家庭暴力防治的角色和模式，進行系統性探討的本土研究。

但國外的研究及理論應可作為參考，茲將相關理論模型依理論背景與運用模式整理呈現

於表二，包括社區動員理論[8]、旁觀者干預[9]與行為階段變化模型[10]。  

表二、家暴防範理論之整理 

模型 社區動員[8]
 旁觀者干預[9]

 行為階段變化模型[10]
 

背景 

1990年代，對家暴倖存者及

加害人的直接服務的防治

並不能達到預防之效果，社

區的角色就能夠漸漸展現 

1970年，旁觀者介入模式作

為一種社會心理學行為被

提出。近年該模式被大量運

用在校園及社區的約會暴

力、親密關係暴力等犯罪防

治上 

19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從

「如何使吸煙者放棄自己

的吸煙習慣？」研究的過程

中被整合，形成一套模型 

基本概念 
是一個能力構建的過程，激

發社區成員廣泛參與 

預防各種暴力事件的策略

性介入方式 

經過一系列具體步驟，改變

一個人的認知及其行為模

式 

目標 

社區成員主動參與到方案

行動的各個階段，憑藉自己

的力量並結合社區各種資

源，達到一個特定的社區發

展目標，或解決一個特定的

問題 

旁觀者運用一些巧妙的方

式，阻止家暴、親密關係暴

力等暴力犯罪的發生 

協助加害人或潛在加害人

行為認知改變，達到犯罪防

治效果 

重要步驟 
社區評估、提高意識、網絡

建構等 

培養干預技巧、提升社區成

員責任感 

認知改變帶來行為的改

變，並加以鞏固 

主導者 

社區組織（促進會、自救會）

或外部組織（社會團體、基

金會） 

社區組織（社區內學校等）、

外部組織與團體 

心理諮商師、社工等專業人

員指導 

參與者 社區所有成員 

社區所有成員，特別是鄰

居、家人或朋友正遭受家暴

者 

家暴加害人 

共同點 
三者都提到提高意識（Raising Awareness），只有提升成員們對社區問題的認知，才能進

一步形成「要解決問題」之共識，從而促進解決方案的產生及實施行動。 

四、我國社區家庭暴力防治之現況及展望 

本研究為瞭解目前國內家暴社區防治現況，邀請專家學者及社區人士分別進行焦點團

體，其中針對專家學者群於北區（台北）進行二場焦點團體；針對社區人士則分別於北

（台北）、中（彰化）、南（屏東）各辦理一場。經二場專家學者及三場社區人士之焦點團

體的討論，研究團隊將資料分析及類別化，並歸納出國內家暴社區防治現況，及對未來的

展望，摘要如表三：  



 
 

RegMed 2016 Vol. 63  5 

表三、依三場焦點團體討論整理歸納之國內家暴防治現況 

內容 作為 

社
區
家
暴
防
治
現
況 

組織 

及人力運用 

家暴社區防治工作最基本的作法即是與在地社區組織合作，或者運用社區中

的組織共同推動家暴防治工作，例如社區關懷據點做為推廣點。其他結合的

在地組織尚包括了學校、醫療院所、24 小時安全愛心商店、社區管理委員

會及非營利組織等 

宣導方式 

宣導方式則可能利用社區現有活動搭配宣導，例如健檢、醫療服務、節慶晚

會等，另部份有編制的社區也常辦理不定期的教育訓練與宣導。社區團隊也

常配合社區現有的服務場域，在服務時一併提供宣導衛教。另社區中心或有

線電視跑馬燈、Line 群組、Facebook 粉絲頁訊息、文宣品、紅布條等等的

訊息傳達，也是讓民眾注意的方法 

建立 

防暴網絡 

藉連結社區中公私部門不同屬性組織，如：派出所、學校、醫療診所、衛生

所、社會福利機構，及村里長、社區志工等等，社區形成自己的防暴網絡，

並定期開會，交流訊息，掌握社區概況。而實際的方法包括：建立小區域通

報制度、成立區域傷害防治小組、配合政府計畫等 

成效狀況 

經由焦點團體成員的訪談內容，顯示家庭暴力社區防治的成效，仍是以提高居

民家暴意識宣導為主，帶動影響力，並以結合學校進行家暴防治宣導的成效較

為顯著。北、中、南三區都有出現居民共同監督的社區暴力預防模式，官方

體系則由政府部門或民間團體召集，定期辦理「聯繫會議」掌握社區狀況，帶動

社區形成暴力預防模式，另外也有社區借重非正式的影響力，串聯熱心或權

威的社區人士，形成監督或嚇阻效應。 

社區家暴防治 

遭遇之困難 

民眾對家暴防治的認知上不足，社區居民需實際發生相關事件，才可能會去重

視該議題，甚至有發生家暴事件鄰居仍不太會有所反應；或將社工進入社區視

為汙名，這也使負責的基層人士有很大的壓力。再者，當「議題」為非政府

補助的重點計畫，社區重視程度即下降；即使為受關注議題，卻可能缺乏符

合社區需求的長遠計畫而虛耗經費。社區中各勢力間的競合，及各單位之間對

家暴成案及數據定義不一，也影響了社區推動家庭暴力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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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作為 

社區家暴密集程度 

數據公布的影響 

焦點團體參與者，多數對於公布家暴案件熱點區域表示遲疑，因需求的評估基

礎還需要包括社區特性或服務分布現況，雖熱點或可以發揮導引資源配置優先

順序的功能，卻不適合用來引發社區投入防治工作的動機。正面來說，公布熱

點分析結果可能有利於社區瞭解及防治工作投入。焦點團體成員認為要得到各

社區之家暴數據並不容易，對於收集社區家暴數據的意義也不太清楚。若對於

這些「數據」有清楚的定義，可能會提昇社區投入參與家暴社區防治工作的動

機；反之，若無清楚的定義，對社區而言，可能會影響社區的觀感，甚至是被

標籤化的負面效果 

對政府家暴社區 

防治的期待 

社區團體成員認為，若政府有意鼓勵社區的家庭暴力防治，應提供合宜的獎勵

及補助方式。而專家學者則期待由中央政府扮演資源整合角色，並建構社工與

社區的專業能力，例如以家暴防治示範區或優先區的概念來推動 

研究結論 

  台灣對家庭暴力的重視已超過 20年，經過 10 多年來公私部門齊力經營，社會大眾

對家庭暴力的認知日益增加，加上我國家庭暴力法定責任通報的特色，讓家庭暴力通報

量增多。然而，社會福利資源不停的緊縮，目前以三級預防為家庭暴力防治重點的工作

模式，在人力和經費上都受到極大挑戰。為減輕三級預防工作的壓力，讓有限資源得以

有效運用，本研究從初探性的角度，企圖結合犯罪學熱點預測和社區防治的概念，探究

可行性；同時，藉由參考社區的家暴防治理論模式，以及美國的三個社區防治模式，對

照台灣深具草根性的社區經驗及專家意見，提出以下建議： 

一、 熱點預測模式可搭配警力巡邏和情境預防等防治策略，加以抑制一般犯罪，用於

家庭暴力的主要效果為提升通報量。為避免污名化效應，熱點預測模式或許可用

於導引政府資源配置等。若要有全面性的家暴防治政策，則需要激發社區及公民

的共識。 

二、 美國家暴社區預防案例分析，呈現多元樣貌與特色，因應社區特有族裔需求和內

部能量，其方案整合性、持續性、實證及理論基礎值得參考。 

三、 台灣家暴社區預防模式延續圍繞著政府資源，呈現趨於一致的工作策略，有必要

持續支持符合在地特性及文化內涵的防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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