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報 

2 0 2 2 年， 4 4 卷 1 期， 6 9 - 1 0 0 

DOI:10.53106/181815462022054401003 

- 69 - 

亂倫受害者經通報安置到返家之復原歷程初探 

方愛珍  利翠珊 

摘  要 

當應該提供保護的父親變成性侵害的加害者；當母親捍衛著家庭的完整卻忽略孩子的受

傷；當安置成為終止傷害必要的手段時，服務系統提供些什麼幫助亂倫受害者創傷復原、返家

後的適應以及其中的成長與轉化歷程，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本研究以敘說分析的方式，探

討父女亂倫受害者在經過通報安置並進入服務系統後，受害者對於各項服務介入的知覺及創傷

復原歷程。藉由深度訪談蒐集亂倫受害者的回顧詮釋，理解其被通報後的內在知覺感受和外在

情境脈絡的交互影響，並嘗試歸納受害者復原的正向促進因子。研究結果發現，儘管離開原生

家庭是分離和失落、面對陌生環境是混亂和不安，但安置期間得以被適當對待和獲得新經驗。

當結束安置，面對解構再重組的家庭、陌生卻又熟悉的母親、不同生命階段的開展，返家雖然

是另一段艱辛挑戰的開始，但服務系統持續提供支持、穩定的諮商關係引導自我覺察與自我了

解，以及過程中累積而成的值得被愛的感受及信任，可以讓亂倫受害者內化經驗形成新的視野

與能力，並持續自我覺察與自我照顧，進而踏上復原之路。 
 
 
 
 

 
 
 
 
 
 

 
 

關鍵詞：性侵害、敘說研究、創傷復原、亂倫、機構安置 
方愛珍  居善醫院臨床心理室（通訊作者：aichen222@gmail.com） 
利翠珊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報 

- 70 - 

壹、緒論 

依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性侵害事件通報案件統計，2020 年性侵害通報案件共 9,212
件，其中發生在直系親屬的亂倫性侵害案件共 573 件，占總通報件數 6.22％（衛生福利部保護

服務司，2021）。由於家內場所隱蔽，受害者為幼兒、兒童及青少年，加害人對受害者來說，

除了是加害人亦是保護者，受害者面臨極大心理壓力，無法向他人求助也讓家內亂倫事件難以

被揭露（Tener, 2018），統計數據背後實際上隱藏許多犯罪黑數。 
當亂倫案件被揭露到經過主責社工評估轉介心理諮商，受害者經歷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立即的介入進行陪同報案、驗傷、聲請保護令以及庇護機構的緊急安置。隨著社政、警政、

司法等單位的介入，公權力進入亂倫家庭，慌亂過程中，受害者被迫離開原生家庭、學校以及

熟悉的一切，經由陌生人的安排來到陌生的庇護機構。安置期間，家內性侵害雖得到終止，各

種資源得以進入原本封閉的家庭，但同時，受害者進入安置機構，被迫投身完全陌生的環境，

機構生活因為許多安全保護或便於管理的考量，而可能讓被安置者感到自由和隱私的剝奪和失

去物品所有權。受害者從家中應被提供保護的父親侵害剝奪身體自主，安置到另一個所謂「安

全」卻也可能以「保護」為名，實則各種權力控制（彭淑華，2006）的環境，對身心受創的受

害者或許提供「保護」卻可能潛藏「傷害」。 
可能因為議題的隱晦，國內關於父女亂倫受害者的相關研究極少，且並未關注受害者在亂

倫揭露和系統資源協助介入後的復原歷程。即便有亂倫受害者性受害經驗、適應症狀及諮商介

入情形的分析研究（陳慧女、廖鳳池，2006）、家內性暴力受害兒少於安置機構的療效研究（王

燦槐等人，2013）、家內性侵害被害人社工處遇模式的研究（林妙容、洪素珍，2012）或是以

社工經驗探討亂倫受害者的被害經驗和因應（徐銘綉，2009），但由受害者本身對其生活世界

（life-world）的敘說研究甚少。因此，研究者希望藉此研究整理並探索亂倫受害者復原歷程，

了解受害者在進入服務系統後正向促進因子以及改變機制，進一步回饋改善對於受害者的評估

和服務品質。 

一、亂倫對兒童造成的創傷與影響 

Haskins（2003）提出亂倫家庭具有多重問題，包括家庭關係不良、父母角色失能、處於情

緒虐待、使用暴力威脅等特性。而家庭和父母的失功能衍生的亂倫失序，如同陳若璋等人（2002）
對於亂倫父親的犯罪歷程研究中所述，孩子被迫承擔穩定家庭的責任、滿足父母需求、忽略自

己的需要，並成為父母間問題的出口。也因此，當性侵害受害兒童與加害者的關係越密切，兒

童可能遭受的傷害越大，其面臨的問題也越複雜（盧鴻文，2008；Tener, 2018; Wolfe, 2006）。 
性侵害對兒童的影響，具體分為生理和心理兩層面。在生理層面包括性侵害過程中造成兒

童身體上直接傷害，以及因為心理衝擊而影響兒童日常作息、飲食等。心理層面包含對人格、

情緒、行為及性方面的影響，對人格的影響，如負面扭曲的自我概念、低自尊、沒自信、缺乏

安全感、人際關係困難及模糊的人我界線等；在情緒的部分可能出現害怕、焦慮、憂鬱、無助、

淡漠、憤怒、罪惡、羞恥、悲傷及失落等反應；在行為部分則可能出現退化、畏縮、解離、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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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衝動或強迫性行為；受性侵害兒童也會出現性方面的問題，如：對性活動過度好奇或排斥、

性壓抑、性自主性低、性別認同混淆等（黃雅羚，2010；黃雅羚、戴嘉南，2011；Briere & Scott, 
2014; Friedrich, 2002）。 

另外，一些研究顯示受性侵害兒童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Briere & Scott, 2014; Friedrich, 2002），而儘管受性侵害兒童可能會有重覆體驗創傷反

應、過度警覺反應和迴避反應這些 PTSD 的核心症狀，但黃雅羚與戴嘉南（2011）針對國內受

性侵害兒童心理創傷內涵的研究發現，除了創傷後壓力反應外，受性侵害兒童還存在深刻影響

人我關係、自我概念和自我價值的界限創傷以及自我創傷。受性侵害兒童可能難以信任他人和

自己、關係判斷能力弱、代間界限及角色界限混淆、身體界限混淆或僵化、負面的身體形象、

低自我價值、有嚴重情緒困擾以及對性發展的傷害。當性侵害發生在家庭中，兒童所愛和信任

的大人同時是加害人，這不僅瓦解了兒童對人的信任，同時也讓兒童在關係中產生矛盾、不安，

衍生因應內在不安隨之而來的適應及行為問題。另外，個體的創傷程度需考量其年齡、受創經

驗、宗教信仰、童年生活、家庭等因素，當受害者受害年齡越小、受害時間越長，家庭封閉、

缺乏足夠情感灌注或正向經驗累積，都可能讓受害者復原之路更加艱辛（林佩儀，2000）。 
依照 Erikson（1968）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生命各個階段都有其核心的發展任務，任務達

成方能順利過渡到下一階段，當一個階段的核心任務未達成，勢必妨礙未來發展。而性侵害深

深的衝擊兒童對人的信任、自我概念、自我價值和情緒，因此這些創傷都極可能影響兒童未來

人格發展（Briere, 1992; Briere & Scott, 2014; Friedrich, 2002）。過去某些研究中也指出成年的

長期焦慮、睡眠困難、慢性疼痛、邊緣性人格疾患、物質濫用、性濫交、性交易及性障礙等與

童年遭受性侵害有關，同時受害兒童在往後人生中再次成為受害者的可能性增加（Briere & 
Elliott, 1994）。 

由此可知，兒童性侵害創傷可能以複雜樣貌呈現在各層面，亂倫事件中受害者與加害者關

係密切，且加害者同時是保護者，受害者遭受的傷害與面臨的問題其嚴重與複雜程度可能更難

以單純的症狀來理解，對受害者生活、自我概念、家人關係、親密關係、情緒、人際等各方面

必定造成重大影響。 

二、通報安置 

自民國 86 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公布實施，各縣市設立性侵害防治中心。而參照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修正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6 條，性侵害防治中心負有社會教育防治性

侵害發生以及保護受害者並提供相關服務的責任與任務。 
因此，當亂倫事件被揭露，受害人通常會進入性侵害防治中心的服務並進行緊急庇護安置。

為避免二度傷害，依據「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2005 年 11 月 8 日），結

合醫療、社政、警政及檢察系統，執行以下步驟：（1）通報及接案；（2）確認驗傷及採證；（3）
訊前訪視；（4）詢問時間評估；（5）聯合詢問；（6）確認補訊與否；（7）偵查終結（衛生福利

部保護服務司，2013）。期間，社工員並評估受害者身心狀況及需求，申請相關費用補助，提

供法律扶助、復學服務等，並轉介心理諮商。關於庇護安置，除了初期緊急安置，持續以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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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為限評估是否延長安置、返家或進行中長期安置。當受害者返家無安全疑慮且確認家屬可以

提供適當保護照顧後，即協助返家並持續追蹤。 

三、安置與復原 

然而，通報安置對受害者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當受害者經歷性侵害、事件揭露的衝突、

原生環境的分離進入安置，著實需要穩定安適的環境安頓不安與慌亂。但研究顯示，兒虐受害

者初期的適應受到與家人、同儕的分離議題、創傷經驗、環境的轉換、對機構刻板印象、缺乏

歸屬、對安置的理解或抗拒等因素影響（林妙容、洪素珍，2012；張麗惠，2013），並可能因

為與主要照顧者的分離、生活方式的改變及面臨司法程序，讓受虐兒少再次被傷害（徐銘綉，

2009；Elmi et al., 2018; Lev-Wiesel, 2008）。此外，機構各項生活上的管理以及違反規定的罰則，

可能會讓安置機構容易流於名為「保護」，實則傾向「權控」（彭淑華，2006），當亂倫揭露，

受害者離開原生家庭傷害的同時卻須面臨另一個適應的嚴苛挑戰。 
另外，國內對於安置青少年的憂鬱情緒研究顯示，有高達四成以上的青少年有憂鬱情緒（陳

毓文，2008），而影響安置兒少適應的因素包含自尊程度、周遭支持度、生活壓力、對於機構

規範的接受程度等（林妙容、洪素珍，2012；陳毓文，2008），因此，除了個人因素，安置環

境的支持和管理介入的方式對青少年的情緒穩定與心理健康具有關鍵影響。而即便慌亂、陌生、

不安，在一段時間的適應後，機構規律的生活作息、工作人員的關懷支持、同儕間的陪伴，也

可能讓受害者重新掌控生活，產生歸屬和安定感，進而安頓身心（陳毓文，2008；張麗惠，2013）。
王燦槐等人（2013）對於兒少性侵害受害者在緊急安置機構的療效研究亦指出，經過一到三個

月的安置後，受性侵害兒少的焦慮、憂鬱、憤怒及違規行為等心理症狀可獲得改善。 
安置結束是另一個重要的關鍵，由於受害者必須再次面對環境的轉換和生活、人際的重新

適應和建立，再次面臨適應的挑戰。張麗惠（2013）的研究顯示，影響適應良好與否的因素，

包括他們是否能從安置期間的規律作息、工作人員的支持、同儕間的陪伴轉為自己本身的力量，

以及後續轉銜單位提供之資源協助，還有來自原生家庭、追蹤輔導社工及同事所組成的社會支

持系統。其中來自受害者本身的力量，也就是「復原力」，可以透過與環境互動培育（白倩如，

2012；曾文志，2006）。由此可見，逆境可以是受害者正向適應的動力，在不斷的自我探索與

生活經驗的交互作用下，對於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以及自身生命歷程有更深的體會，進而將生

命中性侵害經驗賦予新的意義是相當重要的。 
復原是不斷持續的成長歷程（白倩如，2012；呂瓊華，2005；林佩儀，2000；簡美華，2008；

張羽鳳，2016），國內研究針對亂倫受害者復原促進因素歸納有：親屬或重要他人的支持、加

害人深具悔意、宗教信仰、受害者內在資源以及外在資源協助等（呂瓊華，2005；徐銘綉，2009；
簡美華，2008）。Klar-Chalamish 與 Peleg-Koriat（2021）對家內性侵害受害者進行修復式正義

的研究中也證實，家人對於家內性侵害的正視和對性侵害創傷的理解，對重新建構家庭、提供

受害者歸屬以協助受害者走向復原至關重要。林妙容和洪素珍（2012）更進一步指出諮商與諮

商師是家內性侵受害者的創傷復原重要因素之一，除了諮商的穩定性與有效性之外，諮商處遇

是否能持續也是受害者創傷復原的重要指標。當進入諮商輔導系統，黃雅羚和戴嘉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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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諮商輔導人員發展以受性侵害兒童心理創傷內涵為導向的治療目標，如重建受創兒童自我

形象、修復人我關係、活化自我情緒感受、重建健康安全的人我界限、抒發羞愧與無力感及促

進自我保護能力等。在諮商輔導中，藉由心理師的尊重、接納開展信任，諮商中的對話拓展多

元的理解、接納與詮釋，並透過敘說與聆聽共同改寫創傷故事並賦予意義（林杏足等人，2009），
這樣的階段性也符合 Karp 和 Butler（1996）所提出受性侵害兒童經歷心理治療歷程四個階段

得以走向復原：（1）建立治療性同盟關係、（2）探索受創的不同面向、（3）修復自我感、（4）
協助受性侵害兒童更具未來導向。而當受害者接受遭遇性侵害事實對個人所造成之影響；處理

因性侵害而造成的負面情緒及影響，並發展對生命的希望感；增加問題處理的能力，包括行為

及認知的改變；自我形象的改變；增進正向人際互動；發掘經歷性侵害到復原對個體生命意義，

即走向復原（Courtois, 1996; Lebowitz et al., 1993; Westhuizen et al., 2022）。 
綜上所述，對受性侵害兒童，不論其在成長過程中發展自我療癒或是運用周遭資源的協助，

所謂的復原似乎都需要重新檢視過去事件及影響、重建對於自我及他人的信任，從中賦權和增

能，進而展望未來。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有生存及發展的權利、受保護的權利、受教

育的權利、表達和參與的權力（兒童權利公約，2014），但受性侵害兒童往往成長於失功能家

庭中，他們很難從自身家庭成員中獲得協助，其權利容易被忽視以致缺乏保障，更需仰賴公部

門的資源。而過去研究顯示，機構安置雖可以提供穩定安頓受害者身心的功能（王燦槐等人，

2013），但也可能將受害者置於另一個權控與剝奪的環境（彭淑華，2006），而安置期間諮商

輔導的支持陪伴，對受性侵害兒少的適應和復原可能存在舉足輕重的意義。若能從受安置者的

角度進一步理解安置及期間的服務介入在受害者復原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將可對這些機制的

運作有所回饋。 
進一步來說，當亂倫事件被通報，受害者進入服務系統，雖然旨在保護受害者，但對受害

者卻是進入一段陌生、不知終點在哪的旅程。本研究將研究對象設定在兒童青少年時期遭遇親

生父親的性侵害，並於兒童青少年階段，亂倫事件即被揭露並進入服務系統。這樣的受害者不

僅長期遭受性侵害，即使進入服務系統，性侵害也才發生不久。除了漫長的司法審理，整個服

務過程可能經歷數年，性侵害防治中心以及相關機構、專業人員也因此在受害者復原歷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本研究想由受害者角度探究這歷經數年的陪伴服務經驗，對被服務的受害者來說，

這些安置與服務措施是否真能切合他們需要？哪些措施有助於他們復原？哪些又是可以改善

的？從安置到返家的歷程為何？轉化與改變的內在及外在機制是什麼？促進其適應和復原的

正向因子又是什麼？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深入亂倫受害者復原歷程，以敘說研究來進行，由研究者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

著重在參與者陳述過程中述說資料的整體性和個體的獨特經驗，同時涵蓋時間性及歷史性之脈

絡，整理出受訪者的資料，以故事為主要理解並呈現。 
敘說發揮的影響層面，可以是兒時遭遇性侵害者復原力的決定因子之一，甚至能藉以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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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優勢，如個人的因應策略、重新聚焦和重新出發、積極療育工作和為童年遭受性侵害做一結

束等（Bogar & Hulse‐Killacky, 2006）。同時在敘說歷程中，受害者不僅闡述自我認定感的轉變，

也為傾聽故事的他人提供因應性創傷的導引（Reavey & Gough, 2000)。敘說也在我們構思自我

與認同時扮演了關鍵的角色（Murray, 2015）。 
由於本研究以受訪者生命故事呈現，關注受訪者經歷亂倫及通報安置進入服務系統到返家

的歷程，以及歷程中其經驗感受對於創傷復原的影響。生命沒有停格或間斷，每個現在是無數

過去的累積，這樣的生命故事應將其視為整體的內容，即使是片段的事件或經驗，也應置於故

事的整體脈絡下分析並理解其意義，而不應拆解為部分或細節，因此，採用 Lieblich 等人（1998）
提出的「整體－內容」模式分析，藉由整體敘說故事的呈現來分析及理解。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父女亂倫受害者，為求取資訊的極大化，以深入性策略立意取樣，由研究者

接受某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經通報，社工評估轉介心理諮商的個案中具典型能提供

豐富資訊，並充分代表本研究主題，願意接受深度訪談樂於分享者。因此本研究邀請長期接受

諮商，經過創傷處遇且目前適應良好，已完成諮商即將結案的個案為研究受訪對象。考量議題

的特殊性，為避免深度訪談引起創傷經驗的再次經歷而需要諮商介入，以及與諮商中創傷處遇

的混淆，因此排除尚在創傷處遇階段、認知功能不佳或目前身心適應狀況不適合者。具體受訪

對象條件如下：（1）在十六歲1前遭父親性侵害受害者，並曾經歷一年以上的安置後返家，受訪

時為十六歲以上且經評估適應良好。（2）已返家超過一年，經主責社工評估目前狀況穩定，同

意成為受訪者，未成年者另經由監護人取得同意。 
（3）採用性侵害受害者創傷復原的相關評估工具，其創傷指標均呈現「沒有」或「少許」，顯

示適應良好。惟基於避免洩露受訪者接受服務的所在地，因此不便提供完整測量工具名稱。（4）
曾與研究者有長期諮商關係，已完成諮商進入結案階段，同意參與研究者。 

經評估篩選，本研究邀請兩名受訪者參與研究，分別化名蓮與櫻，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化名 亂倫

開始 
通報

安置 
返家 諮商時數 訪談年齡 訪談次數／

時間 
蓮 小五 高一 高三 62 時（個別） 

15 時（高中） 
47 時（大三至研究所） 

24 歲 
研二 

2 次 
共 4 時 

櫻 小二 小六 國二 63 時（個別） 
38 時（親子） 

16 歲 
高一 

2 次 
共 4 時 

                                                      
1主要依據刑法第 227條對未成年為性交猥褻罪，以十六歲作為是否有性自主權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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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說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採用 Lieblich 等人（1998）提出的「整體－內容」分析模式，在受訪生

命故事的整體脈絡中了解其安置服務經驗及創傷復原，加上研究者在亂倫受害者以及服務系統

間兩個位置的反思，能夠以更多元的角度，看見亂倫受害者進入服務系統後的處境，以及服務

介入對受害者創傷復原的影響。依據 Lieblich 等人（1998）所提出的資料分析五步驟，按實際

執行具體說明如下： 

（一）多次閱讀故事文本，直到發現故事主題浮現 

依據此原則，研究者以同理及開放的仔細閱讀、浸入敘說文本。根據 Lieblich 等人（1998）
的說法，在此過程，並沒有清楚方向可以依循，只能重複仔細閱讀，在文本的整體和脈絡中找

到深刻的部分，直到故事浮現。研究者在持續反覆的閱讀中，逐漸形成文本脈絡，看見受訪者

獨特的生命故事和歷程。 

（二）形成初始與整體印象 

在這步驟中，研究者同時也關注受訪者經驗的描述、情感表現、內在反應歷程，以及在生

命事件間的連結，例如：受訪者經驗事件與過去亂倫受害的連結、亂倫認知的變化歷程、情感

表現矛盾糾結之處等。透過這些特殊與不尋常以及與研究主題密切相關之處，形成受訪者生命

故事的初始與整體印象。 

（三）從故事的開始到結束，決定內容的特定焦點或主題 

在此階段，研究者特別留意整體內容的故事脈絡，針對受訪者重複談到的處境或特別強調

的內容，形成獨特的焦點，並回應研究主題。因此，根據研究內容及受訪者生命軸線，探討以

下主題：（1）通報安置後，對於各項服務介入的經驗和感受。（2）返家後重新適應的經驗和生

命階段不同的開展。（3）經歷這一段歷程的成長與改變。 

（四）標示不同主題，分開閱讀 

研究者將上個步驟中所決定的三項主題，在文本中以不同顏色標示出來，並分開重複閱

讀。 

（五）確認分析結果 

在這最後的步驟，研究者持續針對提出的三項主題進行統整，同時注意到主題間的相關、

連結以及存在於三項主題背後的整個生命脈絡。由於兩位研究參與者皆經過分離、安置、返家

的階段，目前亦均適應良好，故研究者以復原成長改變歷程作為統整兩名研究參與者故事之主

軸架構，將她們內在經驗中所浮現出的概念加以融合以呈現共同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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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事書寫 

由於敘說內容是受訪者經歷亂倫而被通報安置進入服務系統到返家後的復原歷程，因此，

故事的書寫主要按照受訪生命發展的時間走向。接下來的步驟是，將分析文本時，浮現出合於

研究問題的主題內容置於整體脈絡中呈現；節錄受訪者敘說內容時，以不同字體置於段落中以

與一般內文區隔。摘錄內容的呈現中，分別以 1 和 2 代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訪談，同時，也以

數字標示逐字稿中對話內容的所在，例如：編碼 1-05-23，代表第一次訪談，逐字稿第五頁第

23 行。儘可能保留受訪者的原文、用字、描述角度，必要時加入連接詞或以注音呈現受訪穿插

的閩南語或特別用字，刪除重複的口語內容，或加入括弧「（）」說明書寫的內容，用「…」取

代稍微的停頓、重複的口語內容或中間未能充分代表主題的內容，以幫助故事的流暢易讀。 

四、諮商師作為研究者 

研究者與受訪者在研究進行前有長期諮商關係的建立，因此，受訪者與研究者間有極高的

互信和開放度，有助於研究訪談的進行。同時，兩位受訪者均為經評估適應良好、已完成諮商

進入結案階段的個案。兩名個案最後一次諮商與研究訪談均間隔約兩個月，因此，諮商師角色

及工作任務已在研究進行前完成，研究進行到結束無雙重關係的問題，而諮商結束兩個月，受

訪者經過一些沉澱，即已在研究參與中延續對於自身生命的探索與覺察，這些均可見受訪者已

發展出對研究者的信任，也可以減少權控關係的疑慮。 
訪談時研究者跳脫諮商師角色，並事先告知是以研究者收集資料的角度來進行，對受訪者

來說，儘管關係建立良好有助於訪談資料的蒐集，但也著實難以避免研究者與受訪者間先前權

力關係的影響。因此，除了研究進行前的詳細說明及權益保障外，在進行分析時也不斷回到受

訪者生命故事，重新、反覆的閱讀文本資料，同時持續與共同研究者進行討論，避免諮商師作

為研究者而可能流於主觀的問題。 

五、研究的有效性 

Riessman（1993）主張個人敘說並不意謂要被視為過去所發生事件的正確紀錄，或者是反

映「外在」世界的一面鏡子，我們對於資料的閱讀，應多從它們在言說中的位置來考量。因此，

實證研究中對於信度的觀點，並不適合應用於敘說研究，而效度的觀念也需要從根本重新思索

並建構以符合敘說研究。Riessman（1993）提出有效性是我們宣稱解釋是否具有信賴度

（trustworthiness）的一種過程，並以說服力（persuasiveness）、符合度（correspondence）、連貫

性（coherence）、實用性（pragmatic use）等四個向度來檢視敘說研究的有效性。茲說明如下： 

（一）說服力 

和說服力的標準相似的就是合理性（plausibility），也就是這個解釋是否有道理或能讓人信

服？當訴說者對其生命事件的宣稱能得到報導者陳述的支持和證明，說服力就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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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ssman（1993）指出說服力最終是要依賴寫作的修辭以及讀者的反應，因此，在本敘說研究

中，研究者嘗試就受訪的訴說進一步描述和詮釋，且多次在故事呈現中來回，並與共同作者討

論，思考如何以平實的文字將讀者帶入亂倫受害者的生命故事中，以增加此敘說研究的說服力。 

（二）符合度 

符合度就是研究者的敘說分析能讓研究參與者加以檢視，以確認研究者的再建構是否適

切。因此，研究者將逐字稿及初步完成的分析內容提供受訪者，邀請受訪者協助檢核，以確認

資料符合受訪者所想要表達，以及分析內容得到受訪者認同。根據之後受訪者的檢核，在逐字

稿的符合程度的部分均為 99％；在分析內容的符合程度則分別為 99％和 95％，不論逐字稿或

分析內容均得到受訪者高度的認同。 

（三）連貫性 

關於連貫性的標準，Agar 和 Hobbs（1982）將連貫性區分為總體的（global）、局部的（local）
和主題的（themal）這三種，理想上，所謂「深厚」的解釋應該要涵蓋這三個層級。 

 
1.總體的連貫性 

是指敘說者藉由訴說所要達到的整體目的。對於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她們分享其生命故

事，期待提供研究者及相關專業人員一些回饋，同時也在敘說中進一步回顧整理，覺察歷程中

的成長與改變，最後透過研究者分析呈現，而達到總體的連貫性。 
2.局部的連貫性 

局部的連貫性是敘說者使用語言的表達，或許將不同時空發生的生命事件彼此連結而在敘

說裡影響敘說本身。本研究的受訪者在經歷亂倫之後，她們的生命並無法與過去傷害切割，研

究者透過比較她們所敘說的不同時空中所發生的經驗，試圖將其內在經驗與過去合理地連結，

局部的連貫性因此透過受訪者的訴說以及研究者的分析呈現。 
3.主題的連貫性 

主題的連貫性則涉及內容，受訪者從過去亂倫經歷到後來服務介入及返家的敘說，都圍繞

著生命如何累積而來，以及因為經驗累積而產生的變化。本研究依循著受訪者的生命脈絡形成

不同主題，同時串聯不同的主題，呈現亂倫受害者的復原歷程帶領讀者進入並理解，呈現主題

的連貫性。 

（四）實用性 

實用性是指這個敘說研究最終是否能夠成為其他研究之基礎的程度。相較於上述其他有效

性的標準，這個標準是未來導向的、集體性質的，且具有社會建構的特性（Riessman, 1993）。
雖然目前無法從其他研究者了解此研究在未來類似主題的研究應用價值，但藉由描述解釋是如

何形成、透明化進行的過程，可以讓此研究被檢視以及進一步應用，並決定本研究成果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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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六、倫理相關議題 

本研究以童年亂倫創傷的復原歷程為主題，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訪談內容涉及個人隱

私，且研究對象包含未成年受訪者。研究議題特殊且對象屬易受傷害族群，研究過程中，對研

究對象的保護極其重要。 
為確保對研究對象的保護及避免可能的相關倫理議題的疏漏，本研究在實際執行前已送人

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人體研究計畫審核通過（計畫編號 C106020），為保障研究對象權益，已採

取適當的倫理保護措施。 

參、研究發現－蓮與櫻的故事 

一、準備盛放的蓮 

蓮自 11 歲受到父親猥褻，直到 15 歲時，蓮與妹妹懷疑父親在牛奶裡放安眠藥，趁蓮與妹

妹熟睡時性侵，在告知母親後，母親撥打 113 詢問。隔日，蓮與妹妹即在學校由輔導老師詢問

確認後通報，由社工帶離並安置。儘管母親知情並多次與父親因此事爭吵，在蓮經通報安置後，

仍要求蓮及妹妹原諒父親並在檢察官面前否認一切；在社工面前，母親則表示是蓮姊妹說謊並

強調父親的關愛。父親於蓮姊妹被安置後不久潛逃出國，母親寒暑假時會帶弟弟前往他國陪伴

探視。安置期間，經過安置機構三個月、心理諮商 15 小時及寄養家庭約一年半，蓮在 18 歲時

返家，並在大三時因親密關係議題重啟諮商。 

（一）進入服務系統：是傷害 

1.自認是傷害父母親的罪魁禍首 
當蓮經由通報被帶離原生家庭，面對安置的茫然未知、母親對孩子被帶離的激動不捨和對

蓮被動說出來的指責，蓮一如既往地並非關注自身處境，相反的，蓮自責讓公權力介入家庭，

對父母盡是心疼和擔憂。 
她（母親）一開始看到我們就用方言，就是社工聽不懂的方言說「妳們很笨怎麼把這

件事情講出去了」，然後當下就覺得好像做錯一件事情，還有印象很深刻就是她不想

要我們被送走的那個畫面，她很難過、情緒很激動的畫面（哽咽落淚）（1-5-22~25）； 
我應該可以回家，看看他們（父母），我怕他們承受這些（1-6-26~27）。 

2.被迫連根拔起的傷害 
當蓮幾乎是連根拔起的被迫離開原生家庭來到陌生環境，她面對的不僅是亂倫被揭露，父

親性侵害事實指認的衝擊、惶恐、擔憂，更有離開原生家庭後新環境和生活的適應。 
當下是覺得很混亂的，就沒有辦法說是不是比較好，因為會一直想回家，擔心爸媽、

擔心弟弟，然後也會覺得就是我回家也可以過得很好，…（機構）會有門禁規定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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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去，就有那種被關在裡面的感覺，然後剛進寄養家庭也會不適應，因為以前家裡

沒人在管，但是寄養家庭阿姨就是會擔心妳呀（1-12-18~23）。 

（二）進入服務系統：是離開傷害 

1.經濟壓力減輕 
有別於原生家庭，蓮感受最明顯的，除了較多限制，還有生活花費和物質的充裕，安置隔

離了蓮自小從母親承接來的經濟和物質匱乏的壓力，也間接帶來情緒上的輕鬆感。 
我們一定過得比在原生家庭還要好，就經濟上，在原生家庭…我想跟同學出去玩…但

我會很自責我又多花了錢，然後我可能衣服也就是就穿學校的衣服，我記得剛到機構

的時候機構有給我內衣，我也蠻開心的，就因為我們不太有新的東西！所以就是沒有

經濟壓力的情況，我覺得過的比較健康，不是身體上的健康，是那種情緒上的健康（1-
12-25~31）。 

2.獲得照顧和支持 
進入服務系統後，無條件的接納、關懷，讓蓮經驗到自己不需要表現乖巧順從也可以被欣

賞；可以展現真實的自己而不需要擔心因此不被愛。 
主責社工帶我們跑東跑西的，去檢察官那邊、去法院、帶妹妹去驗傷，然後我記得印

象蠻深她就會借我們擦防曬油之類，就是一些小小的細節，立可帶沒了，她就會送我

們…因為以前就是連這種東西都會捨不得買…，家扶社工讓我感覺好像很喜歡我們，
有家扶活動的時候，她都會出現跟我們拍照聊天，那時我要考指考，她特別買考生加

油的符給我們…，剛進寄養家庭跟寄養阿姨會有摩擦…，她都會很願意傾聽我們的想
法，而且她一直給我們一種她都會支持我們的感覺（1-10-5~22）。 

3.自在不孤單 
在安置機構裡，接觸同樣因為家內亂倫而安置的同儕，蓮和同儕在彼此的孤單中找到一份

不孤單的感覺，也在與社工的互動中感到自在。 
性侵害這件事對我來說，也許還是難以啟齒，但是我發現有一個並不孤單的感覺，就

是我想那時候我應該可以理解成有其他人遇到這件事，她們也很堅強的在過自己的生

活（1-6-16~17）； 
她們（社工）接受很多這樣的案子，她不會特別的檢視我們的話，所以我會覺得特別

自在，而且她們很友善（1-9-19~22）。 
4.新的視野，對人理解與包容 

安置在蓮從原生家庭的封閉、壓抑中開啟了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門，不僅對人有更多理解

和包容，也有許多新鮮的生活體驗和不同信仰、價值的接觸，產生不同於原生家庭生活經驗的

體會和思考。 
一路上一直遇到很多幫助我們的人，除了社工之外還有我們在機構的主任，她也很照

顧我們，然後比如說他們是基督教經營的機構，那她就會偶爾帶我們去基督教的教堂

唱唱歌，就是接觸新的東西（1-1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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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庭就是一個新的家庭，然後要去適應，比如說像是政治，我們家以前是非常深

藍，可是寄養家庭阿姨就是非常深綠，看的新聞都會不一樣，我從小一直以為自己非

常中立，等到看到那些新聞之後發現，原來以前我都被洗腦，這才發現原來洗腦就是

在這種不知不覺中（1-13-20~26）。  
在安置機構，了解到在尖銳防衛的外表下是脆弱和受傷，進一步的對他人能保有包容與同

理。 
我們遇到那些會忌妒的小孩，其中有一個女生就是最討厭我們的，後來我聽到她的故

事，她就是那種最慘的，就是哥哥還有爸爸，然後她就被關在廁所裡面被當成動物那

樣養，到那時我才能體會，每個人有她這樣的樣貌，也許是非常討厭的，但是那不一

定是她願意，她的環境要怎麼讓她變得友善？就是有這種體悟之後，當遇到很多人就

會有包容心、有同理心（1-12-15~20）。 
5.開始看見「我」 

諮商初期，蓮不僅想說服諮商師，更想說服自己「自己真的很好」。因此，在諮商中，要

看見「我」並不容易，但隨著時間、經歷，累積和塑造的自我被看見；被忽視、剝奪的脆弱和

受傷被覺察，那些無法言說的傷才能真正得到撫慰和釋放。 
其實我那時候剛見到妳（指研究者，也是當時的諮商師），我一直想展現一種「不用

擔心我」的感覺，其實我情緒什麼都調適得很好，就是不希望妳擔心、不希望妳認為

我是有問題的小孩，希望妳舒適地跟我聊，會有這樣的期望，不希望妳會有那種要被

丟情緒的感覺，我會很在意他人感受勝於自己的，所以我潛意識也是希望妳覺得我是

開朗的小孩（1-9-26~33）； 
然後到老師妳問說「誒，那妳的感覺是什麼？」，然後就那時候其實也不會意識到說

「哇！我都沒有自己的感覺」，那時候就是…我不知道要怎麼去講或是怎麼去…，我
覺得應該不去講自己的感覺，以前是一種自我防衛，就是我都當作我沒有感受這樣，

所以當下要想的時候就覺得還蠻困難的（1-10-1~5）。 

（三）返家：「我」在哪裡？ 

不論過去的受害或安置，與自己相同處境的妹妹，彼此是最重要的陪伴。妹妹對家的強烈

控訴，以及對自己的埋怨，蓮既心疼不捨，卻又難以給妹妹想要的回應。 
妹妹哭著跟我說這件事她有多討厭、多恨，然後會覺得為什麼我不是跟她一樣（2-3-
1）。 
在蓮返家後，母親總期待事過境遷，蓮姊妹能對父親原諒接納，重建所謂的完整家庭。從

小總是對母親順從、體貼的蓮，既無法拋下妹妹也再無法忽略自己，更不忍戳破母親的美好想

像。 
媽媽單方面跟我陳述，就是她要、她想怎麼做，但是不管哪一種狀況，我覺得我都不

太…（皺眉停頓），不太好受（2-3-2）。 
傳統家庭觀念對個人的壓抑仍要求家庭成員們遵守舊有秩序，曾經的發生仍是無法言說卻



亂倫受害者經通報安置到返家之復原歷程初探 

- 81 - 

又欲蓋彌彰的存在。面對家人間兩極化的立場和衝突，蓮既左右為難又無能為力。 
他們如果有什麼衝突，他們還是會打給我，但是我那時候可能覺得我自己這邊都一團

亂了，自己也沒有能力幫他們釐清他們之間的事情，會覺得蠻無力的（2-10-10~12）。 

（四）親密關係：生命幽暗的反撲 

蓮在大二時交了男友進入到親密關係，但那段親密關係卻被蓮視為生命幽暗的反撲。 
生命的這些幽暗全部在那時候反撲回來，就是我剛進入親密關係的時候是非常惶恐

的，而且很不安，本來是一個開心的人，那段時間就是那種低迷的感覺，就是沒有自

信，見到人群我不知道該怎麼互動，但是那個當下不知道為什麼（2-4-25~31）。 
1.都是被洩慾的感覺 

蓮努力付出，努力地成為對方喜歡的樣子，重複著壓抑自己的需求並滿足對方期待，這是

一直以來蓮最熟悉的「愛」的方式，為維繫關係而被壓迫的經驗在某種程度重演了過去的性侵

害，傷口再次被揭開。 
就是覺得蠻混亂，可是那個時候在那個情況我沒有去拒絕他，我知道我還沒有準備好，

但是後來還是發生了（2-5-22~29）； 
就是那種洩慾的感覺，我會連結說「為什麼我都要遇到這種事情」，就是並不是尊重

我的嘛（2-5-35~38）。 
2.父母關係的複製 

父母關係的不對等與家庭中對女性性別角色期待，所有的束縛和壓抑更加深刻的影響著

蓮。在關係中，有著與母親相同的怨懟卻難以離開，明明難以感受被愛，卻仍期待或許自己更

討好一些、更包容一些，對方會因此感動而愛自己，但卻從此陷入關係的不對等。 
我看爸爸媽媽的互動，就會覺得這樣的互動永遠都是媽媽在付出，然後爸爸看不到，

也視為理所當然，所以每次當我付出，沒有被重視或者我覺得那不是我要的回報的時

候，我都會覺得我在做一樣的事（2-5-8~16）。 
3.我不值得被愛？！ 

當進入親密關係，過往創傷的劇碼一一重演，過去生命裡的幽暗洶湧反撲，讓蓮不得不去

面對。 

一直經營親密關係到一年，我才發現那背後很深刻我害怕的事就是「我不值得被愛」，

可我花了一年我才發現我那麼害怕這件事情，但是我在後面的一年也還是不開心的，

很容易生氣，然後很容易就覺得對方不在乎，自己心裡非常的不舒服，然後很壓抑（2-
4-31~36）。 

（五）復原：從接納「情慾」開始 

1.接納情慾 
當蓮進入親密關係陷入生命幽暗的反撲，並思考自己是否值得被愛的同時，在生命經驗不

斷累積和發酵，漸漸覺察在「性」中的不對等，並由演講的鼓舞，蓮開始正視並接納自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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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允許來自於自身情慾的性行為的發生且沒有恐懼和罪責感，接受亂倫就存在生命中，進一

步把「我」從過去的創傷中拯救釋放。 
「百吻巴黎」就是在講說女生要擁抱自己的情慾、擁抱自己的身體，那個時候就突然

有一種「對呀！我以前為什麼要這麼的害怕？」我就發現要去擁抱自己的這些其實很

簡單…從本來「性」就是不敢談，然後到發生，然後到我能體會舒服的時候，到後來

再看到別人，看到這個演講，慢慢的就轉變了…我以前對『性』這件事情的害怕，所

以我沒有辦法去看（亂倫），但現在要去看（亂倫）就變的很容易（2-6-23~31）； 
我對「性」不要把它「可怕化」之後，我更能夠對於以前發生的事情，不會像當初那

樣害怕去談，然後我就更能去正視它（性侵害）就是發生了，這件事情就不再是那種

我每次講起來就是不好受的情況，它就是一個我的故事，但不代表我每次講起來我都

有那種傷口被撕開的感覺（2-6-13~18）。 
2.承諾愛自己 

從「性」的自主與解放，蓮也漸漸從親密關係中看到「我」的主體性，在分手後重新檢視

自己、親密關係與過往。分手後的重新檢視，蓮對自己及生命歷程更多的理解並給予受傷的

「我」撫慰，許下承諾「愛自己」。 
就是我很沒有自信，所以他才敢講出那麼傷害我的話，然後我覺得這些傷痛，就是我

必經的路（2-8-26~27）； 
我覺得有來自我以前的傷口…過去就是都環環相扣…發現這些都慢慢的刻在成長過

程、刻在裡面所以才那麼影響（2-8-29~33）； 
透過失戀，我發現這麼多的問題，我不夠愛自己，因為在關係裡面很沒安全感，會變

的咄咄逼人，當我意識到這點，事情就好很多（2-9-4~6）。 
3.我喜歡我 

對蓮來說「愛自己」首先就是看重自己的主體性，不再也不需要成為別人喜歡的樣子，也

因更了解自己，從而喜歡和欣賞並成為想要的自己。 
我覺得我更了解自己，比以前我真的更喜歡自己，我以前可能覺得應該要怎麼樣別人

會喜歡，現在就不需要那些東西，比較不需要（2-11-32~38）。 
4.找到我的位置 

一直到蓮正視性侵害的發生，允許自己擁有並看到「我」，才在家人的依賴和拉扯中，找

到「我」的位置。 
到大學快畢業之後，才覺得我可以不用再管他們兩個到底想要我怎麼做，我有我自己

的選擇，然後我尊重他們的選擇，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也能尊重我的選擇（2-3-7~9）； 
後面就會釐清那是他們自己要去學會，那不是我的責任（2-9-12~13）。  

5.對未來無懼 
看到了「我」，也清楚「我」從何而來，因為過去的發生，蓮顯得勇敢無懼，是清楚自己

害怕些什麼、有些什麼樣的擔心，同時知道自己可能再次經歷痛苦、困難，卻能面對及克服的

自信、是對挑戰不迎不拒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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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歷對我來說不會讓我想起來痛苦…就是因為這些傷口，才能長成這樣的我…我

覺得雖然我還有一些課題，比如我沒自信之類的，但我覺得就是沒有什麼要特別擔心

的事情（2-11-2~8）； 
現在統整出來、分析出來…我覺得有這樣的洞察能力之後，之後遇到的，不管大大小

小的事情，我都有辦法去克服它（2-12-4~8）。 
青春正盛的蓮對於周遭世界滿懷好奇，開放自己並期待生命的開展，如同夏日池中粉白蓮

花，昂首佇立卻不張揚，靜靜地從淤泥中吸取養分準備盛放。 

二、不斷移植的櫻 

櫻目前十六歲，就讀高一。櫻有印象起家中廁所就會放一些所謂的「A 書」、「A 漫畫」，

櫻會好奇拿來看，剛開始看不懂，看多了也漸漸懂了。自國小一、二年級開始，父親多次利用

櫻熟睡、接櫻放學途中及兩人獨處在家時，對櫻性侵害及猥褻。初期，父親會以物質引誘讓櫻

配合，直到小三，櫻會表示拒絕或對父親拳打腳踢來保護自己。母親於櫻小二時，發現父親會

在櫻熟睡時撫摸櫻，而開始與父親分房。但母親工作時間長，櫻和父親經常兩人獨處。國小六

年級，櫻在性教育課程的回饋單寫下遭父親性侵害的事實，之後即由學校通報緊急安置。緊急

安置約一周，櫻情緒激動哭泣、對話無法聚焦，有疑似幻聽、幻視的精神症狀，並以指甲或筆

蓋抓刮皮膚自殘，入精神科病房治療約一個月，出院後安置於新機構。直到櫻國二，父親接到

判決書畏罪自殺身亡，國二寒假，櫻正式返家。 

（一）進入服務系統：是傷害 

1.努力隱瞞的卻被揭穿了 
櫻從小一、小二開始被父親性侵害，卻因要保護家庭的完整、保護最愛的母親，以及保護

自己在同儕中擁有不受管束和金錢運用而僅存的優越感，長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當忍不

住將事實揭露，努力隱瞞的就此被揭穿，櫻備感驚嚇和惶恐。 
我認為我真的是說來發洩的…，可是突然真的有事情找上門，是又嚇到然後又傷心，

然後有種事情就要「ㄅㄧㄚ ㄎㄤ」（台語揭穿之意）的感覺（1-6-34~36）。 
2.那不是保護，是傷害！ 

在機構安置期間，櫻強烈的想家、想念母親，加上新環境適應的挫折，櫻情緒波動大、不

時的哭泣。對櫻而言，被強迫離開家是傷害，甚至是比性侵害更大的傷害。 
我們會覺得不公平啊！為什麼每次都是我們這種受傷的被關，為什麼都不是做錯事的

被關，這跟我們從小被教育的是很大的差距…，為什麼他們成年了，他們有權利在外

面自由，我們還沒有成年明明沒有做錯事卻要遭受這一切？到底誰做錯事？我覺得這

很不公平…，我們要求的其實不只是自由，是公平（2-5-12~19）。 
3.是連根拔起的傷害 

儘管後來在機構有同儕的陪伴和支持，但當櫻被迫連根拔起離開原生家庭，她要面對的不

僅是亂倫揭露後，其一直以來賴以為生的原生家庭瓦解，更還有對一切陌生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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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從頭慘到尾，我到畢業前都沒有朋友…，他們在意的事情還有聊的事情都不太一
樣，我也沒辦法理解她們在聊什麼，然後就呈現一種掛機狀態，然後就變得孤僻（2-
6-22~28）； 
家裡有一個我很在乎的人，就是我媽媽，而且我們是家人，為什麼要限制見面的時刻，

就是不公平啊，那死老頭（父親）還可以跟我媽住在一起，然後我卻要關在一個地方，

久久才能見一面，就覺得很不公平（埋怨哭訴著）（2-5-33~36）。 

（二）進入服務系統：是離開傷害 

1.嶄新經驗的開始 
雖然安置對櫻來說似乎充滿了傷害，但離開「家」的生活經驗讓櫻有了嶄新的體驗。 
那是我人生一大轉折之一，就是讓我從此很愛看書，讓我能夠靜下來看書，我就好開

心，呵呵，因為我第一次接觸那種東西然後沒想到都是我能理解的，就是讓我很開心，

第一次有事可以做，我可以看小說，可以投入（1-8-28~31）。 
2.機構同儕的陪伴：在不同的故事中慶幸與安慰 

在機構和同儕的相處，亂倫傷害可以充分地被訴說、被傾聽、被支持。 
我喜歡聽別人的故事，也喜歡告訴別人我的故事…，每個女生的故事都不一樣…（2-
3-15~17）； 
我們互相講的故事其實大多狀況都比我輕微，…有時候講一講，她們就變得很開心（音

調高昂），我就覺得嘖…，其實這樣也不錯啦！她們這樣情緒好一點不會「去肖」（台
語），和她們這樣聊一聊，幫助到我也幫助到她們（2-4-8~14）。 

3.聽我講話和自我探索 
（1）一個願意聽我好好講話的人 

在心理諮商中，櫻感覺到被關注、被傾聽，而不是被敷衍、被忽略，能與他人有深入的對

話，可以分享生活點滴、可以發洩生活的不滿。 
有人願意聽我講話是讓我覺得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因為之前在家裡，媽媽是一個很

不會聽人說話的人，她會自動忽略，我跟她講話她會自動從耳邊這樣繞過，基本上她

會聽我講話就是「嗯」、「呃」，然後「我知道」…，發現她在看小說，跟我講的東西
接不上來，我就知道她沒有在聽我說話（2-4-29）； 
大多數的人都是聽我講幹話，可是我想要好好溝通，我想要一個願意聽我好好講話的

人，一個願意聽我感覺到的事情、聽我開心的事情，而不是對嗆…，而且能夠發洩一
下對生活的不滿（2-5-1~5）。 

（2）自我探索 
諮商中，櫻表達用字過於簡單而侷限、經常的創造新詞或用錯詞彙，對抽象詞彙、成語理

解有困難，這些問題變得顯而易見。經過鑑定確認存在「學習障礙」，終於在明知有問題卻得

不到確認的煩躁、焦慮中得到一種理解與被理解的解脫。 
我真的很喜歡自我探索這部分，因為我覺得我一直有很大的問題，可是大家都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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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講出來…，媽媽就覺得這種東西是小事，可是我覺得我想要理解的是我到底是不是

有問題、還是我能做什麼？我是怎麼樣一個人，我很好奇，那時候我其實最喜歡的就

是自我認識的那部分（2-7-20~35）； 
（鑑定為學習障礙）其實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就是我不用整天被逼著做一些我真的

沒辦法做的事情，然後還被責罵說妳都做不好（2-8-28~31）。 

（三）返家：現代原始人 

在國二上學期結束時，父親畏罪自殺身亡且評估母親具備保護及照顧的能力，為期兩年多

的安置結束，櫻終於可以返家。離開相對保護和封閉的機構生活，返家的同時也是面對現實生

活的開始。 
回家的時候其實我有很大很大的一段適應期，我那陣子其實很想要改變自己，我會覺

得我那陣子回到家之後適應很不好，…身旁的人事物一直一直讓我很受傷（2-12-
9~11）。 

1.家－緊繃與憂鬱 
回到家，那變成只有自己和母親的家，雙方都在摸索和適應著。在彼此都小心翼翼的關係

中，課業的壓力、班級適應的困難以及失去機構同儕的陪伴，讓櫻變得沉默少言，兩周一次的

諮商，成為那段時間唯一的陪伴。 
我從小就是每次講什麼都是錯的（哽咽落淚），我講出來的話不是「笨」就被說「錯」，

然後就沒有禮貌，或是不符合現在狀況，可是我是不會讀那種東西的人，我就會覺得，

我不懂得面對情況去應對，我只會說出我當下的想法，所以很多時候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都不太喜歡講（2-9-29~33）； 
媽媽一直以來都對我很流氓，然後突然變的很溫柔，我會覺得這不是真實的…，別人

對我好，我會自然的對她更好，所以給我的壓力會更大（2-10-1~4）； 
花很久很久的時間，因為她（媽媽）一直很緊繃，她一直有罪惡感，其實我知道，可

是我要的不是這個（哽咽），我其實只想要簡單的互動，然後願意陪我說話的人，願

意聽我說話，然後會跟我講故事，其實我要的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可是我一直缺失

這個（2-13-1~4）；  
那陣子我覺得我快得憂鬱症，基本上我一個禮拜講的話都數得出來…，（諮商）讓我

很感動，那陣子諮商讓我超開心的，因為我很少講話（2-12-18~21）。 
2.學校－越來越孤僻 

返家轉學回住家學區，再次面對一切陌生，退回自我世界將自己孤立，一直是櫻避免受傷

又能安頓自己的方式。 
就像之前在學校，就是成績，我努力拉吧，可是還是那麼慘，然後我適應了好久，我

一直很孤僻…，到那間學校後我越來越孤僻（2-1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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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復原的路上 

1.家－逐漸的磨合 
櫻與母親兩人重新學著與彼此相處，為了緩解互動的緊繃壓力，母親開始在假日時帶櫻外

出，重新建構屬於兩人的家庭生活。 
我和媽媽的生活好很多，媽媽知道她要的是什麼，媽媽她要的是她可以休息的空間，

我要的是有人可以陪我說說話，然後有時候帶我出去吃飯，陪我去玩，現在基本上都

有（2-16-29~31）。 
因為自卑而人際畏縮、焦慮不安而笨手笨腳、突發狀況而驚慌失措、對於周遭的理解和他

人常有不同，櫻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氣開始便利商店的打工。 
算好很多啦！其實我上班是很值得的，有賺錢然後還跟那麼多人互動，然後做更多的

事，就覺得其實好很多ㄟ，因為我以前恐男症真的超嚴重，可是現在都能把他們當作

青菜蘿蔔，哈哈（2-14-28~30）。 
2.學校－一直追一直做 

雖然在學校，一個著重課業、技能學習的場域，在和同學的比較中，仍有許多的挫敗，本

以為可以維持自己的步調，但和同學間的落差，讓櫻無法得過且過。相對於過去的逃避，櫻選

擇積極面對，努力的想要證明「我可以」。 
會很緊張，會覺得有些東西不是可以得過且過，不是可以慢慢來，…是一直要去追要

去做的（2-16-6~9）； 
我知道我不該跟別人一直比較（哽咽），可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我發現我跟不上我

們班上的腳步，…我不要大家以那種就是我什麼都做不好的眼神看我（2-16-17~20）； 
（人際關係）還不錯，就一堆嘴砲咩，就嘴砲，她們講不過我就揍我，生氣（呵呵）…，

我朋友其實都挺有義氣，人挺好的（2-17-11~15）。 
3.愛情和性－可遠觀而不可褻玩 

從過去住院時，言情小說開啟了櫻對於愛情的憧憬，櫻也持續的從小說、動漫及繪畫中滿

足這份嚮往。 
現在沒 fu，說實在就沒 fu…，我喜歡那些小說中帶給我的心動感，可是我不確定我有
沒有勇氣去嘗試…，總會嚮往嘛，可是嚮往之中我也是一個蠻現實的人（2-15-7~11）； 
（性）就跟愛情一樣，只能遠觀不能褻玩焉…，不會有想主動嘗試的感覺，如果有真

的，是能接受吧…（2-15-25~28）。 
4.再回首－很多的錯過，還是有些值得 

回首過去，有些片段仍讓櫻哽咽落淚，那是對於過去傷害的委屈、對於失去的悲傷失落以

及對於自己走過這一段的感動。 
後來我看很多書，是我人生一大轉折，我知道要怎麼表達和敘述（2-8-6）； 
了解我到底要什麼，至少現在生活有跨出去一步，雖然我還是成績很爛，雖然還是錯

過很多很多的時機，很多時候別人應該擁有的，那時候很多很多錯過，可是還是有一

些值得，就是希望可以變得更好，希望自己可以變得更好，就試吧，有一種從畜牲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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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人類的 fu，哈哈，一種進化感（2-13-27~31）。 
在生命歷程中，櫻就像不斷被移植的櫻樹，和移植的環境間總有著緯度、氣候、土壤等，

天性、特質的不適合，移植時，令人擔心的凋零、寒風中的瘦骨嶙峋，但經過一個冬天，不經

意間她悄然帶點膽怯的綻放，她自己或許還無法看見，但已成車水馬龍、緊湊繁忙中令人佇足

欣賞的美好。 

肆、討論 

在生命的轉彎處，是崎嶇難行亦或平坦順暢，都有不同的景致。本研究中，蓮和櫻經通報

進入服務系統，並在安置中有不同的經驗，返家後則在持續的心理諮商服務中，分別由進入親

密關係、進入新階段，開始生命經驗的翻轉並展現其復原與成長。研究者嘗試整理受害者成長

改變歷程如圖 1。 
 
圖 1 
受害者成長改變歷程圖 

服  務  系  統 
通報安置階段                                   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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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報安置階段－關於安置 

（一）被迫離根的痛 

突然被迫離開原生家庭，對蓮和櫻都是痛苦的撕裂。蓮在原生家庭中被親職化，早已具有

良好獨立的生活和自理能力，因此，撕裂的痛苦並非來自於分離本身，而是對於父母和家庭的

擔心恐懼。但對尚在兒童階段的櫻來說，與原生家庭分離緊隨著的是強烈的分離焦慮、環境的

陌生，與缺乏歸屬，其中更有對安置的抗拒與對未來的茫然未知，符合林妙容和洪素珍（2012）
及張麗惠（2013）對於受害者安置適應多受到與家人的分離、環境的轉換、缺乏歸屬及對機構

及安置的不理解與抗拒影響。因此，當櫻發現可能從此與母親斷離，櫻的世界就此崩解，內在

的失序與混亂讓櫻短期精神病性疾患發作。即使當櫻逐漸穩定，分離焦慮仍持續伴隨櫻，當適

應新環境感到挫折，就更加強櫻的焦慮不安，甚至將受挫的情緒丟向安置措施及協助安置的主

責社工。過去相關研究同樣指出在危機階段，兒少保護系統的公權力介入將受害兒少移出家庭，

這樣的作法不僅容易讓受害兒少誤認為被帶離家是說出性侵害事實的處罰，同時，受害兒少也

需面臨與主要照顧者依附關係的抽離及生活方式的改變，可能讓受害兒少再次被傷害（徐銘綉，
2009；Elmi et al., 2018; Lev-Wiesel, 2008）。 

對安置機構中的各種規範、限制，櫻有著強烈的不平感，這樣的不平感除了加害者犯罪卻

尚能享有自由，更感受到文獻中提及機構以「保護」為名的各種權力控制（彭淑華，2006）。
蓮和櫻初期的不安、無助、不平和低落情緒也與多數被安置兒少一致（王燦槐等人，2013；林

妙容、洪素珍，2012；陳毓文，2008）。這些情緒困擾因素，也呼應文獻指出的安置適應的困

難、來自家人的壓力、保持證詞無污染與維繫家人關係間的衝突等影響適應因素（林妙容、洪

素珍，2012），蓮和櫻更因此對揭露性侵害事實感到後悔，並可能影響後續服務的介入與信任

關係。 

（二）安置後的重生 

儘管必須經歷分離的痛苦和適應的困難，蓮與櫻的經驗也說明了安置可以確保性侵害的終

止，維護蓮和櫻的基本安全及司法權益，是目前系統介入家內性侵害，尤其是親生父親性侵害

事件的必要強制手段，也是各種服務介入及改變的開始，藉由安置，蓮和櫻獲得了其所應得的

對待以及嶄新的經驗。因此，被迫安置既是傷害又是離開傷害，儘管截然不同，這些經驗感受

並不矛盾也共存著。 
1.其所應得的對待 

《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在保障兒童應獲得各項基本權利的對待。在安置機構中，儘管一

開始因為和家人分離、獨處陌生的環境而產生不安，但隨著和同儕關係的建立及日常生活的逐

漸熟悉，蓮和櫻不只基本的生存安全獲得保障而不用再擔心性侵害的發生，就連在家中所承受

的無法言說的壓力都得到釋放。蓮和櫻在機構中逐漸獲得身心安頓，符合陳毓文（2008）及張

麗惠（2013）對於安置兒少的研究，規律的日常、同儕的支持陪伴、工作人員的關懷照顧都讓

受害兒少獲得對生活的掌控，而重建安定感受。尤其本研究中，在機構和同儕分享性侵害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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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和櫻更經驗到訴說性侵害的安全感受。 
2.獲得新的經驗 

從通報開始，亂倫受害者即進入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並展開嶄新的經驗。蓮與主責社工在

一開始的關係建立順暢，陪伴中，蓮感到輕鬆自在，沒有上對下的關係，感覺像姊姊般的陪伴

照顧，敏感於蓮所缺少的，並給予分享提供。連帶之後家扶中心社工的介入，都讓蓮感受到真

誠的接納、關懷，以及無條件支持。社工的關懷照顧也形成蓮在安置過程中嶄新美好的經驗。 
此外，安置機構中，亂倫傷害可以充分地被訴說、被傾聽、被支持，在訴說裡，類似的困

境與同樣被害的角色，從他人的生命故事再回到自己的生命經驗，蓮和櫻與同儕在彼此的孤單

中找到了一份不孤單。蓮更從充滿敵意的同儕生命故事中，對人更加的包容與同理。除了有同

質性高的同儕陪伴，蓮和櫻獲得安全訴說，以及不再孤單面對的新經驗，機構還提供多元的刺

激和生活安排，拓展了蓮和櫻過去封閉的家庭生活經驗。 
以其所應得的對待為基礎，在安全的述說裡，蓮和櫻接受了亂倫發生的事實而不再逃避和

忽略，亂倫傷害得以被看見；安置過程中的嶄新經驗改變過往生活中封閉僵化的思考；對等、

尊重和被接納的權威互動經驗，這些呼應受害者復原的指標中接受性侵害事實、問題處理能力

提升、正向人際互動等（Courtois, 1996; Lebowitz et al., 1993），蓮和櫻也開始走上復原之路。 

二、通報安置階段－重生契機 

（一）引導自我覺察與自我了解 

蓮在諮商中，從一開始努力表現他人所期待的「正常」和「開朗」的樣子，到後來階段議

題的探索，嘗試看見並接納自己的真實樣貌和內在感受，進而可以言說過去創傷，更加了解和

欣賞自己。而櫻在經歷初期安置的崩潰失序後，心理諮商滿足了櫻需要被關注、被傾聽的需求，

同時藉由諮商師的反映和引導，櫻持續進行自我探索，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和定位。蓮與櫻自我

覺察的歷程呼應了林杏足等人（2009）對於性侵害少女的治療歷程分析，也就是受害者從經驗

的噤聲到重拾完整生命體驗和感受；從被剝奪的無助到取回對自己生命的主控。在本研究中，

諮商得以陪伴受訪者數年歷經不同階段挑戰，自我覺察與自我了解也更加深化並累積。 

（二）建立值得被愛的信任 

如 Haskins（2003）以及陳若璋等人（2002）對於亂倫家庭的研究，父母角色失能，孩子

被迫滿足父母需求未能照顧自身，並成為父母間問題的出口，本研究也發現，由蓮和櫻與父母

或重要他人關係的改變歷程，可以看到個體在主體和情感依附對象間的掙扎。安置過程中的經

驗和持續的諮商關係提供支持，蓮和櫻感受到自我價值、知道自己可以且應該被如何對待、人

我關係的界線應該是彼此的自在舒適，從而相信自己值得被愛，持續的能量蓄積進而產生有別

於過去的因應，終能在家人關係中覺察並展現其主體性，並對生活事件和壓力有更高的彈性和

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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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返家－復原與成長 

在本研究中「返家」對受訪者而言除了回到原生家庭，更有離開機構封閉安全的保護傘、

重回一般同儕所在場域，以及與支持系統拉開距離面對各種議題的概念。因此，重回一般場域，

不論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學校環境、人際關係的適應和建立、嘗試融入一般人群團體、進入親

密關係等，這些都考驗著受訪者在安置期間所累積的滋養、修復和調整，其中有透過經驗被強

化、拓展，也有更深刻問題的浮現，透過重整蛻變而重生、復原。 

（一）新的視野和能力 

安置中，蓮和櫻得以完全的跳脫過往家庭及生活經驗，拓展了過去封閉、侷限的生活經驗

和視野，從而對自己、對周遭人、事、物產生不同觀點，也因為經驗的累積和學習，衍生對一

些特殊狀況因應的能力。更對於自己產生不同以往的視角和自我效能感，能勇於嘗試和面對新

的挑戰。 
安置結束後，蓮和櫻的適應促進除了持續心理諮商的提供，更有賴於過去安置期間不同於

原生家庭經驗所產生的新的視野與能力，這部分結果一部分呼應了張麗惠（2013）所提到的，

當安置結束影響適應因素轉換為兒少本身力量、後續轉銜的資源協助，以及原生家庭支持系統，

另一方面，對蓮與櫻來說，安置期間的矯正性經驗和持續的心理諮商似乎更形重要，當然這或

許與本研究受訪者經歷長達約兩年的安置，以及更長時間的諮商陪伴有關。因此，當蓮與櫻之

後面臨生命不同階段的挑戰，過去的傷似乎經過生命經驗的累積、融合與統整、淬鍊得更美好。

這點與過去受害者復原相關研究相似，都可以看到復原是一段與周遭不斷互動和持續累積的成

長歷程（白倩如，2012；呂瓊華，2005；林佩儀，2000；曾文志，2006；張羽鳳，2016；簡美

華，2008；Westhuizen et al., 2022）。 

（二）自我覺察與自我照顧的能力 

在心理諮商中，蓮和櫻不僅獲得應有的對待，在諮商初期，除了創傷的評估和處理之外，

建立自我覺察的能力和適當的自我了解與自我表達是重要的諮商目標，好讓她們接下來可以照

顧內在自我、不論遇到任何事可以合理評估自己與外界，同時為自己發聲的重要能力。 
而不論過去的創傷、現在的安置，或是未來的擔憂，都是引導自我覺察與自我了解的素材。

在長達兩年的安置中，蓮與櫻受到應有的對待、獲得新的經驗，同時也透過持續的諮商引導自

我覺察與自我了解，引發正向經驗，感受到值得被愛的信任，這些都讓蓮和櫻得以將經驗到的

內化為自身的正向資源和能力。如同過去研究所指出的，受害者即使進入不同生命階段，卻也

因為擁有的內在資源和能力，逆境成為正向適應的動力，復原因此是循環向上的過程（白倩如，

2012；呂瓊華，2005；林佩儀，2000；曾文志，2006；張羽鳳，2016；簡美華，2008；Westhuizen 
et al., 2022）。 

經過蓮和櫻的生命故事，我們看到亂倫受害者從受害、安置、返家到成長蛻變的歷程。蓮

和櫻來自封閉的家庭、缺乏足夠情感灌注或正向經驗累積、受害時間很長，其復原歷程同樣波

折起伏。當安置結束，返家絕非是個幸福美滿大結局，相反的，返家是另一階段考驗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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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亂倫受害者復原促進因素研究相較，本研究並未特別看到加害者的悔意、宗教信仰、

親屬的支持等因素所產生的作用（呂瓊華，2005；徐銘綉，2009；簡美華，2008；Klar-Chalamish 
& Peleg-Koriat, 2021），主要原因為加害者已遷往國外或已亡故、兩受訪者均無明顯宗教信仰，

且在安置結束後與主要照顧者都經過一段時間的重新磨合，方才建立新的界限和互動方式。最

後結果與林妙容和洪素珍（2012）的研究結果相似，本研究發現受害兒少在穩定、支持、健康

的環境中較能從創傷中復原，其中心理諮商與諮商關係的持續亦是受害者復原的重要因素。 

伍、建議 

亂倫受害者原生家庭存在多重且複雜的問題，受害者所承受的來自家庭的傷也絕非只有性

侵害而已，因此，受害者進入服務系統，也無法單靠一人或一單位之力就可以促成復原。尤其，

亂倫受害案件涉及各級單位，因此需要非常多系統資源的分工和合作。依據本研究結果，以下

就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安置單位、學校單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就現行對於性侵害受害者服務及兒少保護制度，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扮演極為核心

關鍵的角色。以下由服務系統的整合、社工服務的介入以及長期諮商資源提供、心理諮商的進

行，以及重要他人的服務，分述如下： 

（一）服務系統的整合 

在亂倫受害兒少的服務系統中，包含：律政、警政、教育、醫療、社服等網絡，各項服務

資源網絡的整合和工作人員的協調合作，攸關受害兒少的復原和服務運作的效率與品質。而家

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作為整個服務系統的主軸，建議由中心定期的發動討論和評估，邀請兒少

服務的相關單位人員共同參與，以建立共識、協調分工，提升服務效率與品質，同時也減輕主

責社工面對各單位溝通協調的沉重壓力和負擔。 

（二）社工服務的介入 

由中心指派的主責社工在現行運作機制下，除了對受害者的評估以及資源的聯繫、整合或

轉銜外，面對受害者本身狀況的複雜性、不同單位的聲音，使得主責社工在做安置決策時，須

承受各種來自不同專業系統、受害者及家屬的龐大壓力。當主責社工在初接觸受害者時，可能

忽略建立受害者可以信賴和感到安全的關係的重要。本研究從受害者的敘說分析出發，細膩呈

現受害者的需求，以及她們對安置造成的分離傷害，希望藉此提醒第一線的服務者更敏感於受

害者的心理狀況，並且試著以受害者可以理解的語言，誠實告知現實狀況並給予撫慰，如此，

在基於現實考量及提供保護下必需的安置過程中，受害者的脆弱、恐懼和混亂可以得到充分接

納和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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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諮商資源提供 

由本研究，諮商師與受害者之間維持穩定持續的關係，對兒童及青少年受害者適應環境的

轉換和克服不同階段的挑戰是重要的，這有賴於主管機關對受害者創傷及需求的理解和資源的

提供。受害者創傷復原是一條漫長且艱辛的路，由本研究受訪者經驗，即使在安置時即進入心

理諮商進行創傷復原處遇，但隨著不同生命階段的挑戰接踵而至，對於過去創傷討論深度會有

所不同，在進入不同生命階段或生命經驗的挑戰時，長期諮商服務陪伴兒少受害者統整過去生

命經驗及內在資源，危機成為持續成長改變的契機，因此提供持續性的服務資源和連結管道對

處於變動狀態的兒少是必要的。 

（四）心理諮商的進行 

關於心理諮商的進行，在諮商初期，除了創傷的評估和處理，建立自我覺察的能力和適當

的自我了解、自我表達是讓受害兒少接下來可以進一步照顧內在自我、不論遇到任何事可以合

理的評估自己與外界，同時為自己發聲的重要能力。之後諮商師持續以穩定一致的態度、無條

件的接納、充分的同理、尊重和關懷陪伴受害者，這樣持續性的情感灌注提供矯正性情感經驗，

讓受害兒少重拾對自己和對他人的信任。在諮商後期，陪伴兒少回顧過去生命經驗，將過往經

驗統整內化為自身的正向資源和能力，並持續的透過對於日常外在的發生和內在作用的覺察，

強化其自我主體性、增強自我功能，因此促進動態的復原過程。 

（五）重要他人的服務 

由研究發現，受訪者在返家後，母親仍以過往互動模式，期待受害者承擔照顧父母情緒及

需求，或再次回到過去忽略疏離的親子關係，因此，受害兒少的重要他人對受害兒少理解、接

納與支持程度也影響著兒少返家後適應與創傷復原。故安置期間對重要他人提供團體、個別心

理諮商或親子諮商，乃至將重要他人納入完整返家處遇計畫，除有助於協助重要他人亂倫事件

中的創傷復原，更能進一步促進受害兒少創傷復原與返家適應。但有鑑於服務系統對本研究受

訪者的重要他人存在著既是協助者，也是公權力介入將受害者帶離家庭並迫使重要他人與加害

者分開的微妙關係，重要他人對系統服務被動配合或拒絕影響著服務的成效，因此，系統服務

需提供家內亂倫中的另一受害者即受害者母親持續性的關懷和關係建立，並藉由協助受害者的

出發點與重要他人建立同盟關係，以增加重要他人對於服務的理解、參與和融入。 

二、安置單位 

安置是目前系統介入家內性侵害尤其是親生父親性侵害事件的必要的強制的手段，也是各

種服務介入及改變的開始，因此安置單位提供受害兒少安全穩定的居所，各種服務措施才得以

獲得空間接觸這些來自封閉原生家庭的受害兒少。但安置單位擔任保護照顧和監督管理的類似

親職角色，同時須與家防中心、學校、諮商師等通力合作，再加上受安置兒少大多存在複雜多

重的議題，因此，安置單位工作內容和執行的複雜度與困難度是難以想像的。由研究結果，以

下初步給予回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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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矯正性經驗的提供 

對於在家中缺乏適當關愛、照顧、自尊低落、情緒及個人主張的權利都被剝奪的受害者，

安置單位首要提供安全、穩定、尊重、有品質的環境。本研究結果顯示，安置單位為顧及安全

和便於管理，可能讓受害兒少經驗被控制和自由剝奪。尤其家內性侵害案件，加害者與受害者

間上對下，隱含著權力結構的關係，安置單位除提供安全、穩定的環境之外，願意尊重個別差

異、理解青少年發展階段的特殊性，及釋放相關權利予被安置的受害者，欣賞並接納他們為自

己的發聲，將能提供受害兒少不同於過去的矯正性經驗。 

（二）替代的親職功能 

受害兒少多來自親職功能不彰及封閉的成長環境，而安置單位肩負如親職般的照顧和教育

功能，本研究顯示安置單位提供完善生活照顧、多元生活經驗，可以讓受害兒少感受體貼和被

重視，並拓展視野、增加文化刺激。 

（三）營造安全與友善 

本研究發現當受害兒少經驗被迫的安置、與原生家庭的撕裂和一切的陌生，安置單位中受

害兒少彼此間卻因為類似的經驗，從彼此的分享、互動中獲得支持陪伴。因此，安置單位營造

安全、友善的環境，鼓勵同儕相互的支持陪伴，並由單位工作人員作為角色模範，示範情緒管

理與問題解決，將能支持受害兒少安頓身心適應新環境。 

三、學校單位 

由本研究，櫻的案例中，被安置時正是同儕關係建立的重要時期，但卻不斷經歷熟悉學校

的離開和新學校的重新適應，讓原本就存在學習困難的櫻產生極大的適應困難和嚴重情緒困

擾。學校是除家庭外陪伴學生成長的重要場域，除了提供知識教育，更重要的是提供學生成就

經驗及多元能力的發展，陪伴學生成長並建立正向自我概念。以下依據本研究結果，針對性教

育提供、提升老師敏感度、轉學及保護安置學生的關懷協助，提出建議： 

（一）性教育提供 

本研究受訪者之一在性教育課程中出現異樣並在課後回饋單揭露性侵害。因此，進行性教

育課程、宣導性平教育與性侵害防治，並在課後收集學生回饋，可能是發現受害者並介入協助

的方法之一。同時，性教育應及早提供，依學齡前或學齡兒童不同的認知發展階段，提供適當

性教育並建立身體自主及自我保護概念。 

（二）提升老師敏感度 

由本研究受訪者「櫻」的學習困難，卻沒有適當資源介入，讓櫻長期處於挫折，不斷被罵、

被處罰的困境，凸顯出學校老師對於特殊學生敏感度不足的問題。因此，宜支持鼓勵教師增加

對於平時學習困難、情緒困擾、人際界線問題、行為成熟度明顯高於或低於實際年齡的學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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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深入了解學生家庭互動與家長教養態度和方式，對過於放任忽略或高壓控制的家長，可以

予以提醒並增加對學生的正向關注與陪伴。 

（三）轉學及保護安置學生的關懷協助 

許多在學齡階段被安置的受害者都面臨學習環境轉換的問題和適應的困難。受害兒少在學

校時間長，主責社工、安置機構人員、諮商師、學校老師相互間的資訊交流、溝通和合作似乎

是更加重要的。因此，對轉學生或保護安置學生，學校單位更需發揮守護、關照、輔導及資源

連結功能，積極與外部單位，包含家防中心、安置機構合作，理解兒少融入新團體的困難，再

運用校內資源提供支持性環境協助班級融入與適應，以促進受害兒少建立情感連結和歸屬。 

四、未來研究 

本研究對象、內容為經通報安置及返家的亂倫受害者及其復原歷程，以下就未能返家的亂

倫受害者、亂倫受害者與重要他人的關係轉化、亂倫受害者之親密關係探討、受虐型態不同對

安置適應的影響等四點，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一）未能返家的亂倫受害者 

本研究受訪者均為安置後返家的受害者，對於能夠返家的亂倫受害者來說，家人能提供支

持、照顧是受害者能返家的前提。但對於家人未能提供支持和接納而無法返家，最終須協助自

立的亂倫受害者，其不僅缺乏家人的支持陪伴，並可能遭遇來自家人的不相信、指責、冷漠、

孤立、背叛，以及對受害者返家的拒絕，對於這群亂倫受害者，其自立的歷程與服務資源介入

經驗，有待進一步探討。 

（二）亂倫受害者與重要他人的關係轉化 

由本研究，不論遭受性侵害期間、機構安置期間或返家後，非加害人的重要他人，即母親

對受害者存在極大影響，其中隨著亂倫事件的揭露、各自的改變歷程、家庭的解構及重新建構，

母女關係的轉化為何？若能進一步了解，將能幫助發展可能的父女亂倫處遇模式，並提供父女

亂倫的母女親子諮商介入的線索。 

（三）亂倫受害者之親密關係探討 

依據本研究結果，亂倫受害者儘管經過短期創傷處遇，一旦進入親密關係，仍深刻經驗到

過去創傷的影響。在親密關係當中覺察過去創傷經驗的影響，也成為受害者重大的成長與改變

關鍵。但本研究呈現畢竟著重個別生命歷程脈絡，而未能過度推論至其他亂倫受害生命經驗，

因此，到底亂倫創傷經驗會如何影響受害者親密關係，以及當中的影響機制為何，值得進一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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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虐型態不同對安置適應的影響 

本研究受訪者在安置初期經驗到離開原生家庭、公權力介入、家庭瓦解，以及面對一切陌

生的惶恐不安、自責愧疚、茫然無助、憤怒不平⋯，也因此對於安置服務、安置機構的規定和

限制感到抗拒、壓抑甚至敵意，但這些在安置機構中的經驗似乎與其他不同受虐型態的被安置

者沒有明顯差異。而不同受虐型態對兒少的影響和創傷內涵亦有不同的前提下，被安置兒少在

安置機構的適應是否有所不同，相關資料付之闕如，但此議題仍有許多待深究的部分，方能檢

討安置措施並回饋安置機構，以更進一步針對不同受虐型態的受安置兒少提供更細緻完善的服

務。 

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期待以質性的敘說研究方式，探索亂倫受害者經歷亂倫揭露安置到返家的復原歷

程，深入受害者進入服務系統後對於各項服務介入的經驗，了解促進創傷復原的因子和改變機

制。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的方式，邀請在十六歲以下遭遇親生父親性侵害經通報安置返家，且

目前適應狀況良好的對象。但經與某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幾位社工人員聯繫，已正

式結案者多已返家數年，對安置階段記憶較模糊，而尚在服務中的個案則剛返家，適應狀況須

持續追蹤觀察。因此，經與中心社工人員討論，以目前適應良好並即將結案之追蹤對象及符合

取樣標準者，為研究者長期諮商並已結束諮商的兩名個案，以及幾名由其他諮商師服務的個案。

但最後在時間、人力限制，以及研究對象和議題本身特殊性的基本限制，再加上取樣標準的限

縮，並考量關係建立及適應狀況的掌握，僅邀請研究者曾提供長期諮商服務的兩名個案參與訪

談，獲得個案本身以及監護人同意（未成年個案）。然而，研究者即受訪對象的諮商師，雖然

與受訪者之間關係建立良好，並有詳細研究及受訪者權益說明，研究者與受訪者間終究存在著

權控疑慮難以完全排除。但由於本研究議題的特殊及隱密性，提供信任與安全感受是對受訪者

的基本尊重，受訪者的高度信任更是完整蒐集敘說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受訪對象的選擇上難

以盡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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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Incestuous Victims from 
Being Placed to Return Home 

Ai-Chen Fang  Tsui-Shan Li  

Abstract 
Out-of-home placement may become necessary when the father, who should have been 

the protector, becomes the perpetrator of sexual assault, and the mother, who attempts to 
keep the family together, neglects the impact of trauma on the child.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what the service system provides to help victims of incest recover from trauma, facilitate 
them to fit in after returning home, and pinpoint mechanisms by which victims change in the 
process. Through the narrative approach,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victim's perception in 
regards to post-report placement, treatment, and services in the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 
system offered by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enter. Through in-
depth interviews to gather the victim's refle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this research seeks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ictim's internalized perception and 
externalized awareness, and to enlist the protective factors which promote recover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show the history of being placed to return home of incestuous victims, but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process is a long dark and unending arduous course and painful 
metamorphosis for the victims. The victim's childhood experience is formed not only from the 
sexual abuse of the biological father but also from the growing trauma of constantly carved, 
accumulated family injuries, which are likely to be healed only if all variables involved are 
pinpointed. The study found that despite the grief of separation from the family of origin and 
the anxiety provoked by being placed into a completely unfamiliar environment, being placed 
in a placement agency may begin to restore the victim's mental health through being treated 
appropriately and gaining healthy life experiences. However, returning the victim home may 
b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phase of challenges when the child is expected to reintegrate into 
the restructured family, reconnect with the mother, who may or may not behave differently, 
and to continue on the journey of further development. Social workers or counsellors, who 
have opportunities to accompany the victim and provide emotional infusion and hope for a 
long time, assist the victim in internalising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exploring internal positive 
resources that will help the victim face different life sta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by providing systemic services during and after placement, continued counseling 
to increase self-awareness, and the trust that is worthy of being loved, the victim can start to 
recover from trauma by converting experience into positive resources and abilities.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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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resources and abilities will make them stronger as they experienc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o sum up, trauma recovery is a dynamic process with no endpoint or clear criteria. 
However, when victims look back on their lives, they will be emotionally overwhelmed and 
proud of their newborn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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