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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社會資源，推動親職教育之研究 

研究機關：臺灣臺北少年觀護所 

報告人：教導組 導師 紀文勝 

壹、計畫緣起： 

在臺北少觀所的接見室裡，曾有一位眼光含著淚水的母親對

著辦理接見的戒護人員說：「我當孩子時，所有好女孩的特質、

生活習慣我都有，爸媽說什麼我都聽、都做，現在我的女兒正好

跟我相反，好的特質她沒有，所有壞的特質她都有！」 

然而在臺北少觀所的教室裡，一位含著淚光的少女對著輔導

老師說：「為什麼母親都拿我跟她以前比，要我跟其他人一樣，

功課要好，要當一個她心目中好學生、乖孩子，頭髮要照她的方

式剪，不准我上 MSN，不准交男朋友，但從不問我要的是什麼、

從不好好聽完我心中的感覺。」 

這是二段經常在本所不斷上演的類似劇情，但卻經常是演員

不同、場景不同、對白不同，但有一點很相似的是，彼此間都有

著一份永遠切不斷的親情與看似難以解開的心結。 

然而這個看似難以解開的結，只要父母親願意多花一點心思

了解少年在接觸學校及社會文化後所產生身、心理變化，就不難

找到解開心結的鑰匙。 

其實，少年從家庭生活一步步接近學校生活後，就像吸水海

棉一樣地不斷接收媒體、學校、同儕所發出的訊息或資訊，常常

在短時間內產生巨大的觀念與行為改變，這時少年的父母親如果

無法洞察少年的身、心理變化，不能作優質的溝通、對話、傾聽

與接納，「代溝」將逐漸成形，有的父母會採取激烈的管教方式

試圖化解，也有的父母會採取溺愛或消極的管教方式，親子間的

關係常常變得非常緊繃，最後演變成家庭功能不彰，造成少年逐

漸發展出偏差行為，甚至犯罪行為。 

有鑒於此，本所的「親職教育計畫」便逐漸成形而付諸規劃

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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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想要推動的方向，是希望從少年的原生家庭作起，藉由

親職教育的推動，加強父母親對少年文化的了解，提升親子間溝

通的技巧，並希望藉由父母與少年的參與，觸發父母與少年尋求

改善親子關係的動機，讓進入少觀所的孩子在重返原生家庭前，

舒緩緊繃的親子關係，讓父母與孩子嘗試共同解開看似永遠解不

開的結。 

貳、計畫初探： 

親職教育是父母教育，也是孩子教育，必須教導父母與孩子

扮演正確的家庭角色，其中包括：角色的認識、教育態度、觀念

啟發等等，以提升父母了解少年成長、適應與身心發展需求有關

的知識，增強父母教養子女的技巧與能力，使父母能夠與子女作

有效的溝通。 

此外，也希望導正父母不正當的教養方式，包含了親子關係

、親子溝通、兩性教育等等，協助父母引導子女養成良好的行為

規範，幫助有偏差行為的少年克服教養的困境，提供完善的處遇

，當然還有家庭管理方面（家庭生活的安排、家庭氣氛的營造）

的相關知識技巧及相關法令的了解。 

在這樣的觀念與原則下，本所便與美國父母效能訓練

(P.E.T)講師石飛益老師及羅吉斯生涯發展中心總監尹宏地老師

共同推動「親職教育計畫」，期間自 95 年 6 月 4 日起至民國 95

年 8 月 16 日止，總計 18 個小時的課程，不僅有靜態的觀念溝通

與澄清，更有豐富的親子互動課程。謹將課程內容簡述如次： 

一、家長親職教育課程： 

近年來少年犯罪問題日益嚴重，細究其原因，常在於

親子之間的相處常因過於嚴格或過於縱容、溺愛，造成子

女逃學逃家，進而觸犯法律，管教子女的尺度如何拿捏，

常常使家長頭痛不已；此外，父母親在與孩子互動過程中

常常因不了解進入青春期少年的文化特性、思考模式、心

態與需求，不願意花時間去傾聽與同理孩子的感受，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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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關閉與父母親溝通的大門。 

有鑒於此，本所在家長親職教育課程中，著重於親子

之間的相處，強調家長的管教是「尊重而不驕縱」，使家長

經過系列的課程與演練後，讓父母親檢視自己對孩子的管

教與溝通方式，以找到進入並同理孩子的思考模式與文化

的鑰匙。 

而此系列課程的另一項重點是「親子間的溝通技巧」，

由於溝通不良常常是親子關係日益惡化的重要因素，希望

透過親子課程的講授與角色的演練，使家長知道如何化解

親子間的心防，強化彼此的溝通，避免親子之間的關係疏

離或緊張。 

家長親職教育課程計有 4 堂，每堂 3 小時，共 12 小時

，謹將課程概要、實施期程臚列如表一： 

表一 家長親職教育課程一覽表 

日期 講師 課程概要 

95年 6月 4日 石飛益老師 
1. 親職教育的意義與功能。 

2. 如何建立親子間的親密關係。 

95年 6月 11日 石飛益老師 
1. 父母的期望與孩子的需求。 

2. 讓孩子有思考與抉擇的空間。 

95年 6月 18日 石飛益老師 

1. 有效溝通的方式。 

2. 積極聆聽。 

3. 同理心應用，去除溝通的絆腳

石。 

95年 6月 25日 石飛益老師 

1. 父母的管教方式，身教與言教

。 

2. 愛與尊重。 

 家長親職教育課程除了有靜態的課程講授之外，石飛

益老師亦帶領家長實作角色扮演，讓家長親身感受孩子的

內心世界，並由家長個別提出問題，分別由石飛益老師及

本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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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年親職教育課程 

親職教育應由父母與子女間雙方面同時進行，因此本

所也為收容少年進行親職教育的課程。少年親職教育課程

計有 1 堂，共 4 小時，課程內容主要是探討如何面對及處

理與父母相處時的衝突（詳如表二）。 

表二  少年親職教育課程一覽表 

日期 講師 對象 課程概要 

95年 7月 20日 
石飛益老師 

尹宏地老師 

收容 

少年 

1. 伸展放鬆操、沉思與父母

之間的關係。 

2. 行動劇演出少年與家長之

間的衝突情景。 

3. 衝突的成因與化解方法的

探討。 

正值青春期的少年面對家長的管教時，衝突時常伴隨

而生，也導致親子關係不和，使少年行為偏差，為使少年

能夠靜心思考父母的苦心，並學習同理父母親的觀念與管

教方式，本次課程採取輕鬆有趣的方式，讓少年以行動劇

演出自己與家長之間的衝突情景，再由大家一起討論面對

這樣的情況，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化解。 

 

三、親子、親職教育課程 

親子、親職教育課程計有 1 堂，共 2 小時。希望透過

系列課程的排定與實施，讓家長與少年學習親子之間相處

的方法，並安排家長與少年一同上課，當作親職教育課程

的結尾與成果驗收（詳如表三）。 

表三  親子、親職教育課程一覽表 

日期 講師 對象 課程概要 

95年 8月 16日 
石飛益老師 

尹宏地老師 

收容少

年與家

1. 家長與少年相互按摩。 

2. 家長與少年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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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3. 找手--失去之後才會珍

惜擁有。 

4. 家長與少年相互擁抱。 

此次的課程中，讓許多家長與少年有更多彼此接觸的

機會，藉著彼此間的親密行為，使正值青春期的少年們不

再害羞，使父母放下一貫的威嚴，在音樂的陪伴中，彼此

緊緊相擁，雙手相互扣緊，雖然一天的課程短暫，但卻為

本次親職教育課程劃下完美的句點。 

參、成效評估與建議： 

為解親職教育的實施成效，本所分別針對家長進行「親子關

係問卷調查」(附件一)與「親職教育家長及收容少年個案深度訪

談」(附件二)，藉由上述兩項調查，了解父母與子女間相處的問

題，並了解本次的親職教育課程對親子間的關係有何改變，以評

估本次實施的成效，以作為規劃未來親職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方

式之參考。此外，亦徵詢家長與少年對於本次活動是否有不足或

值得繼續保持的地方，作為本所日後繼續推展親職教育的重要參

考依據。 

此次課程共有 6 位少年的家長全程參與，茲將其訪談內容摘

要如下： 

一、少年成長歷程 

（一）施○○ (詳附件三) 

施員自小母親即離家失聯，嗣後，父親再娶或交往之對象

，施員均無法與其融洽相處，甚至發生二媽（其父親再結

婚對象）持刀砍傷他的手之情事，造成心理的傷害，在家

庭關係不和睦的情況下，施員開始翹課逃家，行為開始有

所偏差，進而犯罪入所。 

（二）劉○○ (詳附件四) 

劉員父母離婚後，由奶奶扶養，父親雖喝醉酒後會打劉員

，但劉員對父親並不討厭父親，只是不喜歡父親喝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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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父親蠻關心劉員，劉員在學校成績平平，喜歡公民、

歷史、地理，討厭數學與英文。 

（三）卓○○ (詳附件五) 

卓員家庭關係正常，與家人相處融洽，全家常於星期日時

一同外出郊遊，對卓員而言，外出郊遊是一件重要的事，

即使翹家，星期日也一定會回家陪家人出遊。卓員個性散

漫，但若有人嚴格督促課業可以表現很好，可惜自國小以

後沒有遇到好的老師，自此卓員開始翹課、翹家，並結交

損友，乃至犯案入所。 

（四）王○○ (詳附件六) 

王員自小父母離婚，三個孩子監護權歸屬父親，但父親長

年在大陸經商，因此托給奶奶照顧，王員的母親與大伯雖

然假日時常帶著他們一起出去玩，但畢竟無法就近照顧，

再加上王員本身缺乏主見，便結交損友翹課翹家。 

（五）陳○○ (詳附件七) 

陳員自二歲起由為養父收養，養父對他視如己出，家庭也

算正常，然而陳員個性好動愛玩，屢屢逃學逃家，陳父雖

極為關心他，但卻不知如何與其溝通，致使陳員犯下大錯

。 

（六）潘○○ (詳附件八) 

潘員父母離婚後與父親同住，但後來父親因案被通緝，母

親又已改嫁，於是由姨父母認養，但潘員對姨父母的觀念

不認同，因此時常翹家。訪談內容發現，潘員對於朋友相

當講義氣，但也因為盲目的追隨朋友，而為自己帶來再次

犯罪的可能。 

二、少年家庭背景分析 

檢視上述 6 位少年的家庭背景，有 83％的少年父母婚姻

狀況為離婚，17%的少年父母婚姻狀況正常；17%的家長有酗

酒、吸毒的情況，83%則無；33%的少年家長無固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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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有固定的收入（詳如表四）。 

表四  少年家庭背景分析表   

            是 or 否 

家庭背景分析 
是 否 

父母婚姻狀況正常 
83% 17% 

父母無酗酒、吸毒情況 
83% 17% 

父母有固定收入 
67% 33% 

此外，本次親職教育課程中發現能夠全程參與親職教育

的，是以單親家庭居多，可能的原因為單親家庭在長期的社

會觀念教育下，早已意識到家庭關係不健全是造成孩子行為

偏差的主因，因此對於親職教育似乎較為重視。 

三、課程成效分析 

於深度訪談中，針對本次課程分別諮詢家長與少年的看

法與意見，66%的家長認為本次的課程對於親子間溝通有顯

著的幫助；83%家長均表示本所日後再舉辦親職教育課程，

都會樂意參加，66%的家長在訪談時主動表示對於本次課程

內容感到滿意；少年部份，對於本次的課程均認為能夠跟父

母一起上課，彼此互動感到新鮮、有趣，對於親子間溝通有

顯著的幫助，並希望能夠再次參加。顯示本次活動深獲家長

與少年的認同，並且對於親子間的溝通互動有所助益，此訊

息對於本所無異是極大鼓勵，也是本所繼續常態性舉辦親職

教育課程主要動力（詳如表五）。 

表五  親職教育課程成效分析表   

               是 or 否 

課程背景分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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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親職教育課程成效分析表   

本次課程對於親子間溝通有

顯著的幫助。（家長） 66% 34% 

日後再舉辦親職教育課程，

會樂意參加。（家長） 83% 17% 

主動表示對於本次課程內容

感到滿意。 66%  

本次課程對於親子間溝通有

顯著的幫助。（少年） 100% 0% 

日後再舉辦親職教育課程，

會樂意參加。（少年） 100% 0% 

四、建議 

在 6 次課程中，除了感謝家長積極的參與，並給予本所

肯定之外，更感謝家長熱心的提供數點意見，以供本所日後

再辦類似活動的參考。其建議整理如下： 

（一）課程安排時間過於分散，造成部份家長只能參加數堂

課後，即因孩子出所而無法繼續參加，建議課程應於

一個半月內結束為佳。 

（二）多數家長認為少年之所以會變壞，除了家庭因素外，

交友不慎也是重要原因，部分家長建議本所可以將「

交友」議題列為少年親職教育課程之一。 

（三）本次親職教育課程，多著重於家長部分，而少年僅參

與兩堂課，似有不足，建議少年親職教育課程應再增

加。 

（四）家長建議課程儘量安排於週末，避免家長為了上課而

需請假，應可增加家長的參加意願。 

五、檢討與改進 

雖多數家長對於本次課程感到滿意，但針對本次親職教

育課程之實施，本所歸納以下缺失並提出建議以供日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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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程時之參考： 

（一）加強對少年家屬的宣導，並鼓勵家長踴躍參。本所未

來將於少年入所後隨即寄發問卷調查表，家長填妥意

願調查表再寄回本所，屆時再依家長人數安排親職教

育課程及父母效能訓練。另主動寄發親職教育文宣使

少年父母了解親職教育之內容與功能，引發家長參與

的動機與意願。 

（二）運用收容少年家屬參訪及懇親會與家屬座談會之機會

，主動宣導本所舉辦之親職教育課程並鼓勵家屬踴躍

參與，會中可提出本所推動親職教育之緣由、優點與

重要性，使家長明白少年偏差行為與親職教育間之相

關性，進而重視親子間之互動與溝通，期盼藉由親職

教育的實施，加強親子間心靈的連結。 

（三）課程時間安排盡量緊湊，讓家長能於少年出所前可全

程參與所有親職教育課程，課程設計以 8 至 9 次課程

為適當，並於二個月內結束為佳，本所並將定期檢討

課程內容適時予以修正。 

（四）在課程部分，本所將加強父母管教方式、親子溝通與

傾聽技巧、青少年心理發展、家庭關係改善、親子關

係的建立、親子互動與體驗課程的講授，教導父母親

如何與子女建立起親密的互動關係進而了解彼此的需

求，並引導少年與家長發展傾聽及化解衝突發生的技

巧。 

（五）有鑒於「交友不慎」亦為誘發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原

因之ㄧ，本所將從親職教育面向切入「交友及人際關

係」相關課程，協助父母並教導其子女如何選擇益友

。 

（六）為增加家長參加本課程之意願，本所儘量將家長所需

參加之課程安排於週末或假日，以避免家長為了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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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請假之問題。 

肆、未來規劃 

經過此次的試辦了解親職教育有其推動之必要性，同時效果

顯著，家長經過本次課程後，多對於親職教育表達肯定與需要，

因此本所未來將辦理系列性的親職教育課程，並輔以特殊收容少

年之教化或輔導方案（目前），希望藉由親子關係的改善觸發收

容少年與其父母（監護人）的良性互動，使收容少年在收容期間

獲得適當的心靈照料及舒緩心理上的衝擊，謹將推動的情形及內

容說明如次： 

一、親職教育課程計畫 

由於本所收容少年在所期間不長，因此對於親職教育的課

程未來規劃以二個月為一梯次，一年 6梯次，每梯次家長親職

教育課程 4次，少年親職教育課程 4次，親子教育課程 1次，

共計 9次課程，每次 2-3小時。每兩梯次後，針對該兩梯次進

行檢討，改進缺失。課程內容安排如表六： 

 

 

        表六  親職教育課程規劃表   

臺灣臺北少年觀護所親職教育課程表 

 對象 課程內容 

1 家長 
1.親職教育的意義與功能。 

2.如何建立親子間的親密關係。 

2 家長 
1.父母的期望與孩子的需求。 

2.讓孩子有思考與抉擇的空間。 

3 家長 如何做好親子間的溝通。  

4 家長 
1.父母的管教方式，身教與言教。 

2.愛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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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少年觀護所親職教育課程表 

 對象 課程內容 

5 收容少年 了解親子間的衝突的成因與化解方法。 

6 收容少年 如何與父母溝通，表達自己的需求與方向。 

7 收容少年 體諒與體貼，了解父母的用心與難處。 

8 收容少年 
探討家人與朋友間的關係，並了解擇友及人際

關係的重要性。 

9 
收容少年與家

長 

1. 親職教育成果總驗收。 

2. 創造親子間的接觸機會，拉近彼此的距離。 

二、定期舉辦與收容少年家屬之座談會 

本所自 95 年中秋節起，利用辦理懇親活動的機會，邀請法

官、檢察官暨本所管教人員與收容少年家屬座談，一方面加強

家長與法官、檢察官及本所管教人員之溝通，另一方面亦讓收

容少年家屬了解本所的管教與收容情形，並藉此鼓勵家屬踴躍

參加親職教育課程。同時本所更一改以往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

講的做法，而是由各班級主管與家長進行溝通，讓家長了解少

年在所內的狀況，使座談會不是單純的聽講，而是能與家長的

雙向溝通的家長會。 

三、推動認輔制度與出所追蹤 

落實推行認輔制度一向為本所所重視，為避免少年重複輔

導或未接受輔導，力求落實認輔制度之推動，因此在少年初入

所時，即由新收區製作收容少年資料卡，經導師與少年訪談後

，就少年的身、心理狀況、家庭背景及個別需要，遴選合適的

認輔志工協助輔導，並於資料卡中詳細記載少年的認輔狀況及

在所行狀。希望藉由志工的輔導，澄清少年價值觀念、健全少

年之心理建設，告訴少年進入「少觀所」是人生的新契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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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只是危機。 

同時為促進本所與老師志工相互交流，提昇教學與輔導品

質，本所將定期舉辦志工組訓座談會，並報告本所認輔制度與

親職教育的實施狀況，請其就本所的認輔制度與措施提出建言

，作為本所日後改善的方向。 

四、邀請認輔志工加入親職教育的推動 

有感於本所大部分收容少年之家庭功能不彰，親子互動關

係品質不佳，「親職教育」的持續推動將是本所未來的重點工作

之一，未來將配合認輔制度的推動，邀請認輔志工加入親職教

育的活動，此意見已獲得本所志工的熱烈迴響，均向本所表達

願意積極參與。 

五、經費估算： 

每年分 6 梯次，每梯次 9 次課程，每次課程 2 節課，全年總計

108 節課。依照教育部「中小學兼任代課老師鐘點費支給基準」

，每節課鐘點費 400 元，全年經費預估 43,200 元，擬陳報專

案計畫請台灣更生保護會臺北、板橋、士林等三分會協助辦理

，並提供經費支援。 

伍、結論 

大多數之偏差行為少年均來自於問題家庭，今日的少年問題

若未經適當之輔導與矯正，很可能成為明日的成年犯！其嚴重性

不可不正視，是故本所認為少年的輔導應該從基本的親職教育出

發，親職教育也是父母教育，教導父母如何扮演正確的角色，透

過課程教導家長及少年如何建立親子間之互動關係，消弭對立，

運用同理心及傾聽的技巧使少年及父母間能去除彼此溝通的障礙

，了解彼此的問題所在，藉由專業之認輔志工及妥善運用社會資

源，積極推動親職教育課程，改善收容少年與家長間親子互動關

係，降低少年出所後再犯機率及社會成本，使少年能順利回歸家

庭。 

親職教育是一項永續經營的推動工作，亦是本所目前重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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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所希望透過嚴謹的規劃設計與推動，引領少年與家長的進

入優質的溝通與了解，使少年矯正機關確實發揮教育功能，避免

收容少年再度發生偏差或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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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問卷 

親愛的家長，您好！ 

由於貴子弟在本所接受各類的課程安排與學習，已有改善與進步，為了避免

其再度入所，家庭的支持與鼓勵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所誠摯地邀請您

來參加親職教育的課程，增強您與孩子的親子關係，拉近彼此的距離，成為孩子

的成長動力來源。 

您的每一個意見都很寶貴，也很重要。請您看清楚題目，詳細作答。 

臺灣臺北少年觀護所 教導組 

2006.04.10 

一、基本資料 

1.您是孩子的什麼人 □父親 □母親 

2.您居住於________縣(市)_________鄉(鎮、市、區) 

3.您的教育程度是：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大專 □大專以上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 

4.您的婚姻狀態： 

□雙親 □單身，但有要好的男(女)朋友(非同居)  □單身，但無要好的

男(女)朋友(非同居)  □再婚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5.您有幾個孩子？__________由誰撫養？_________ 

6.您的就業狀況是： 

□ 固定工作 □無業或無固定工作 

7.您每週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包括交通時間)：大約____小時。 

8.您每週花在處理家務上的時間：大約____小時。 

 

二、本問卷是想了解您與孩子間相處之情形，答案只代表您實際情況，沒有所謂

對錯，請您放心作答。【填答說明】如果題目所提的情形您覺得非常同意，

就在非常同意的□內打勾；依此類推，請每題都要作答勿遺漏，謝謝合作！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認識我的家庭型態，同時能察覺自己家庭的關係

與氣氛。 

□ □ □ □ 

2.我了解孩子的個性與嗜好。 

 

□ □ □ □ 

3.我可以省視自己與孩子相處的情形，思考自己對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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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子的影響 

4.我能夠時常表達對孩子的愛意與關心，並且用言語

及非言語的方式表現出來。 

□ □ □ □ 

5.在孩子行為失當時，我能夠先讓自己情緒冷靜下來

，並且先去了解他，而不忙著斥責他。 

□ □ □ □ 

6.我知道如何與孩子維持良好的互動。 □ □ □ □ 

7.與孩子互動時，我能夠時常讚美孩子，減少使用嚴

厲的言語責罵孩子。 

□ □ □ □ 

8.在面對與孩子的意見衝突時，我能夠靜下心與孩子

討論解決之道，並嘗試找出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 

□ □ □ □ 

9.我能夠主動關心孩子的生活並且增加與孩子聊天的

時間長度與話題的廣度。 

□ □ □ □ 

10.我了解要改善與孩子的關係，必須先從自己改變

做起，才能使親子關係更為和諧。 

□ □ □ □ 

11.我知道每個人都同時有許多的社會角色與角色衝

突，因此能夠站在對方的立場，為對方著想。 

□ □ □ □ 

12.我明白良好的親子功能有哪些，並能發揮出來，

使自己在親子關係中可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 □ □ 

13.我認為親職教育課程安排時間與環境適合且良好

。 

□ □ □ □ 

14.我認為親職教育課成內容的安排符合我的期待與

需求。 

□ □ □ □ 

15.我對於有關親職教育課程的了解與期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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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家長及收容少年深度訪談大綱 

訪談時間：____________ 

訪談地點：____________ 

訪談人：______________ 

 

壹、少年訪談部分 

一、個案基本資料 

    （一）個人背景介紹： 

1.姓名____________ □男  □女 

2.年齡__________歲 ________年次 

3.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 □其他____________ 

4.居住地______________ 

5.生長序______________ 

6.家族譜 

    （二）個人描述 

1.個性：□內向 □外向 □適中 

2.體格：□強壯 □普通 □瘦弱 □其他________ 

3.殘障：□無   □有   □其他________ 

4.紋身：□無   □有   □其他________ 

5.外貌特徵：□無   □有   □其他________ 

6心理疾病：□無   □有   □其他________ 

7.目前收容之案由____________ 

8.偏差行為經驗：□無    □有 

 第一次偏差 第二次偏差 第三次偏差 第四次偏差 

年齡     

時間     

偏差類型     

有無共犯     

收容機關     



附件二 

 17 

收容期間     

 

二、家庭情況 

    （一）家庭狀況 

1.父母教育程度：父_________母__________ 

2.父母職業(工作)：父_________母__________ 

3.父母互動關係：□和諧 □普通 □尚可 □惡劣  

4.父母婚姻狀況：□同住 □分居 □離婚 □其他__________ 

5.父母經濟狀況：□有固定收入 □無固定收入 □其他_________ 

6.父母有無吸毒情況：□無 □有 □其他___________ 

7.父母有無酗酒情況：□無 □有 □其他___________ 

    （二）案主與家人互動關係 

1.家庭互動關係：□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_________ 

2.家人感情如何：□親密 □尚可 □不好 □其他_________ 

3.手足之間互動如何：□親密 □尚可 □不好 □其他__________ 

4.你（妳）感受到家人對你的關心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成長歷程及學校生活 

（一）可否談談你（妳）的成長歷程？ 

（二）在你（妳）的記憶裡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對你（妳）產

生何種影響？ 

（三）你（妳）小時候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 

（四）你（妳）小時候有無做過特別的冒險或危險事記讓你（妳）覺得很刺

激？ 

（五）你（妳）求學過程中，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六）你（妳）求學時人際關係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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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長訪談部分 

一、家庭生活情形 

（一）您對家庭環境感覺為何：□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_________ 

（二）家庭經濟狀況： 

1.您的職業(工作)：父_________母__________ 

2.家庭的經濟概況為何：□富裕 □小康 □普通 □稍差 □不好  

（三）家庭互動關係如何：□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_________ 

（四）家庭生活方式： 

1.家人情感是否親密：□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_________ 

2.您認為子女是否感受到家人的愛或關懷：□無 □有 □不知道 

 

二、家長對子女成長歷程及求學過程之認識 

（一）可否談談子女的成長歷程？ 

（二）子女的成長歷程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對產生何種影響？ 

（三）子女小時候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 

（四）子女小時候有無做過特別的冒險或危險事記讓家長覺得很擔心或印象

深刻？ 

（五）子女求學過程中，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六）子女求學時人際關係好不好？ 

 

三、家長對子女偏差行為之認識 

（一）子女目前收容之案由____________ 

（二）子女有無前科？ 

（三）子女曾有哪些偏差行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家長對這些偏差行為觀感為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座談會之看法 

（一）家長認為對矯治教育有助益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家長認為透過 5次親職教育課程對親子之間溝通有無明顯幫助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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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下次本所再舉辦你（妳）會再參加嗎？為什麼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綜合部分 

一、收容少年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課程內容之看法與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家長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課程內容之看法與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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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家長及容少年深度訪談 

訪談時間：95.08.16 

訪談地點：台北少觀所心理測驗室 

訪談人：張寶玉、崔竹菁 

 

壹、少年訪談部份 

ㄧ、個案基本資料 

（一）個人背景介紹： 

  1.姓名：施○○男性   

  2.年齡：17歲 77年次 

  3.教育程度：國三休學 

  4.居住地：台北泰山 

  5.生長序：長子（有一個弟弟，相差一歲） 

  6.家族譜 

             

 

     

 

 

 

 

 

 

 

 

 

    （二）個人描述 

          1.個性：適中（內外向） 

          2.體格：強壯 

          3.殘障：無 

          4.紋身：有（右手臂，並且無意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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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外貌特徵：高大 

          6.心理疾病：無 

          7.目前收容之案由：傷人致死 

          8.偏差行為：有 

 

 

 

 第一次偏差 第二次偏差 第三次偏差 

年齡 14歲 15歲 17歲 

時間 92年 93年 4月 95年 4月 

偏差行為 偷電腦 強盜，搶路人錢 傷人 

有無收容 無 有 有 

收容機構  台北少觀所 台北少觀所 

收容期間    

 

二、家庭情況 

   （一）家庭狀況 

          1.父母教育程度：父—忘了  母—不知 

          2.父母職業：父—遊覽車司機  母—不知 

          3.父母互動關係：■和諧 □普通 □尚可 □惡劣 

          4.父母婚姻狀況：離婚 

          5.父母經濟狀況：無固定收入 

          6.父母有無吸毒情況：無 

          7.父母有無酗酒情況：無 

    （二）案主與家人互動關係 

          1.家庭互動關係：□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2.家人感情如何：□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3.手足之間互動如何：□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4.你（妳）感受到家人對你的關心嗎？ 

            答：覺得父親和三姑姑有關心我 

 

三、成長歷程及學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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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可談談你（妳）的成長歷程？ 

答：以前功課不錯，只是個性比較不愛講話（但主要還是從國二開始才變的那麼不

愛說話），國小時一切都正常，自己不壞也不愛玩，但             從國中二

年級開始，可能因為叛逆所以整個人變的很愛玩，也開始會翹課﹑深夜未歸﹑

翹家等等；國小四年級開始一直搬家，父親也換了幾次工作（有一次是因為三

個同事打父親一個人，所以才換工作）。母親在他兩三歲時就離家，很氣母親為

什麼不要他，但父親之後再娶或者交的女朋友案主都不喜歡而且不能接受，二

媽對他很差（較疼弟弟），曾經有一次二媽拿刀砍傷他的右手，所以他非常不諒

解二媽，至今父親雖已和二媽離婚，但他還是很不願意聽到二媽的任何消息。    

（二）在你的記憶裡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對你的影響？ 

答：二媽砍殺他的手，她覺得二媽又不是他親母親，憑什麼管他還有             

傷他。 

（三）你小時候最喜歡玩什麼遊戲﹑玩具或有無做過特別冒險﹑危險的事？ 

答：不記得了（案主聲稱自己在兩三歲時發高燒很嚴重，所以使他日後             

記憶力變的很差，很久以前的事，包括國小的事，他都沒有特別記             

得或有印象）。 

（四）你求學過程中最喜歡或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答：沒有，沒有特別愛的也沒有討厭的，入所前只是覺得去學校還有念             

書都很無聊。 

（五）你的人際關係好不好？ 

答：以前在學校時人緣並沒有很好，因為當時不愛說話，個性也很兇，             

所以多人都怕他；入所後人際關係便不錯，跟大家都處的來，也有不錯的朋友

，但是因為在班級裡當任班長一職，要對很多是負責也要管人，所以常常要比

較嚴肅或者兇（尤其是在處理一些事或管制序時），也使得有一些人還是會怕他

。 

        

貳、家長訪談部份 

★ 參與親職團體的對象為案主姑姑，案主姑姑且未與案主住在一起，所以對於案主的

了解並不深刻。 

一、家庭生活情形 

(一) 您對家庭環境感覺如何？不好 

(二) 家庭經濟狀況： 



附件三 

23 

1、您的職業是：此人為案主姑姑—家庭代工 

2、家庭的經濟概況為何：稍差 

3、家庭互動關係如何：尚可 

（三）家庭生活方式： 

1、家人情感是否親密：尚可 

2、您認為子女是否感受到家人的愛或關懷：有 

 

二、家長對子女成長歷程及求學過程之認識 

(一) 談談子女成長的歷程？ 

子女成長的歷程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對產生何種影響？ 

案主姑姑表示，在案主國小的時候，第二任案母曾拿菜刀威脅案主，且第一任案

母在案主更小的時候即改嫁，案主姑姑認為此事件對於案主有不可抹滅的陰影及

傷害。 

(二) 子女小時後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案姑不知情 

(三) 子女小時後有無做過特別的冒險或危險的事情讓家長擔心或印象深刻？案姑不知

情 

(四) 子女求學的過程中，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五) 子女求學時人際關係好不好？應該不錯。 

 

三、家長對子女偏差行為的認識 

(一) 子女目前收容的案由：重傷害 

(二) 子女有無前科：保護管束 

(三) 子女曾經有哪些偏差行為：只知悉有抽煙 

(四) 家長對這些偏差行為觀感為何：案主姑姑對案主的印象很好，認為其本質很善良

，只因交到壞朋友，但是案主姑姑仍舊相信案主經過開導會變好。 

 

四、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座談會之看法 

(一)家長認為對矯治教育有助益：有，對於案主以後的人生將有開啟作用。 

(二)家長認為透過 5次親職教育課程有對親子之間溝通有無明顯的幫助嗎？ 

     案主姑姑目前為第一次參與。 

(一)如果下一次本所在舉辦你(妳)還會來參加嗎？為什麼？  

如果公司可請假，很願意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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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合部分 

一、少年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課程內容的看法： 

       （1）案主看見大家跟自己的父母上課感覺很特別也很開心。 

二、家長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課程內容的看法： 

(1)案主姑姑認為此次活動對於少年的身心靈有很大的助益。 

(2)案主姑姑認為大媽(親職教育老師)教導穴道按摩很舒服。 

(3)活動為何不辦在禮拜天，因而不必特別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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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家長及收容少年深度訪談大綱 

訪談時間：2006 08 16 

訪談地點：心理測驗室 

訪 談 人：洪珮琦 

 

壹、少年訪談部分 

    一、個案基本資料 

(一) 個人背景介紹： 

1.姓名：劉 xx              □ 男  □女 

2.年齡：16 

3.教育程度：高中肄業 

4.居住地：三峽 

5.生長序：獨生子 

6.家族譜： 

 

 

 

 

 

(二) 個人描述 

1. 個性：外向 

2. 體格：微胖 

3. 殘障：無 

4. 紋身：無 

5. 外貌特徵：戴黑框眼鏡 

6. 心理疾病：無 

7. 目前收容之案由：強盜 

8. 偏差行為經驗： 

 第一次偏差 第二次偏差 第三次偏差 第四次偏差 

年齡 13 16   

時間 93年 3月 95/1/12   

偏差類型 竊盜 強盜   

有無共犯. 無 5少年 8成人   

收容機關 保護管束 少觀所   

收容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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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狀況： 

(一)家庭狀況 

        1.父母教育程度：父親為高職畢業；母親為國中畢業。 

        2.父母職業：父親為建築業；母親為家管。 

        3.父母互動關係：和諧。 

        4.父母婚姻狀況：離婚。 

        5.父母經濟狀況：有固定收入。 

        6.父母有無吸毒狀況：無。 

        7.父母有無酗酒狀況：有。 

    (二)案主與家人互動關係 

        1.家庭互動關係：良好。 

        2.家然感情如何：親密。 

        3.手足之間互動如何：無。 

        4.你感受到家人對你的關心嗎？有。 

三、成長歷程及學校生活 

(一)可否談談你的成長歷程？ 

國小時父親曾失業過，當時由阿嬤扶養，父親喝醉酒都會打案主，但案主只

有在父親喝醉酒時會討厭父親。 

     (二)在你的記憶裡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 

        第二任女友，女友不管怎樣都要跟案主在一起，案主也為女友改變了很多壞

習慣，但現在已分手。 

     (三)你小時候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 

         模型車。 

 (四)你小時候有無做過特別的冒險或危險事記讓你覺得很刺激？ 

沒有。 

(五)你求學過程中，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喜歡公民、歷史、地理，討厭數學、英文。 

      (六)你求學時人際關係好不好？ 

          還不錯。 

參、綜合部分 

一、收容少年對本所舉辦的親職教育課程內容之看法與建議： 

   感覺很好，可和父母親近距離接觸，希望下次時間可以長一點，活動多一點。 

親職教育家長及收容少年深度訪談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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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小搶匪的血腥之旅★ 

 

 

【訪談時間】 95年 8月 16號 

【訪談地點】 心測室 

【訪談人】 陳昱竹 

 

壹、少年訪談部份 
 

一、個案基本資料： 

 

(一)個案背景介紹 

    姓名:卓○○ (男) 

    年齡:16歲(78年次) 

    教育程度:高中 

    居住地:板橋 

    生長序:長子 

    家庭圖: 

                     

 

 

 

 

 

                          案主 16歲      14歲        12歲 

(二)個人描述 

    1.個性：外向 

    2.體格：普通 

    3.殘障：無 

    4.紋身：有 

    5.外貌特徵：大眼睛 

    6.心理疾病：無 

案父 

鍋爐業 
案母 

作業員 

案弟 

高一 
案妹 

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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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目前收容之案由：強盜 

8.偏差行為經驗： 

 第一次偏差 

年齡 16歲 

時間 94年 12月份開始 

偏差類型 強盜 

有無共犯 有 

收容機關 台北少年觀護所 

收容期間 95.03.17至今 

二、家庭狀況： 

(一)家庭狀況 

   1.父母教育程度：父親為國小畢業；母親為國中畢業。 

   2.父母職業：父親為鍋爐製造業者；母親為香菸工廠作業員。 

   3.父母互動關係：和諧。 

   4.父母婚姻狀況：同住。 

   5.父母經濟狀況：有固定收入。 

   6.父母有無吸毒狀況：無。 

   7.父母有無酗酒狀況：無。 

 

(二)案主與家人互動關係 

   1.家庭互動關係：良好。 

   2.家人感情如何：親密。 

   3.手足之間互動如何：親密。 

   4.你感受到家人對你的關心嗎？有。 

 

三、成長歷程及學校生活 

(一)可否談談你的成長歷程？ 

卓：在我還是小嬰兒的時候跟家人住在台北市青年公園附近，六歲時全家搬到板

橋市租房子住，五年級時爸媽在板橋市買了現在住的一樓，住到現在。我的家庭很正

常，有父親、母親、弟弟、妹妹，爸媽感情很好，妹妹很喜歡管我，我們很愛抬槓，

我都笑她長不高，每個星期日是我們家的家庭日，一定要全家出去玩，父親開車載我

們全家到郊外玩，這是每個星期日一定要做的事，我們家人星期日一定不在家的，每

個家人都要在一起，每次我翹家，星期日也一定會回家一起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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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你的記憶裡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 

卓：唸文德國小時的導師，那個女老師是網球高手，打人超痛的，超兇超兇的，

對我們全班超嚴格，每天都強迫我們背菜根譚、唐詩，沒背會被打得很慘，

我剛轉學過去的時候常被打，因為懶得背，後來怕被打就背的很認真，成績

也變好了，平均都有全班五名之內，我很感謝她讓我在國小時功課好。 

(三)你小時候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 

卓：一隻狗狗的娃娃，很可愛，每天都要抱著它睡覺。 

(四)你小時候有無做過特別的冒險或危險事記讓你覺得很刺激？ 

卓：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我小時候超乖的。 

(五)你求學過程中，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卓：最喜歡電腦課，敎做網頁很好玩，而且電腦老師很搞笑，他是男的，很年輕

哦！上他的課很好玩；最討厭英文跟國文了，英文老師說什麼我都聽不懂，考不好也

不會怎樣，國文課的老師上課都好無聊。 

(六)你求學時人際關係好不好？ 

卓：有很多好朋友，有自己班上的，也隔壁班的，學長、學弟也都有很要好的，

小時候會帶回家裡玩，現在長大了就約出去玩。 

 

 

貳、家長訪談部份 

一、家庭生活情形 

（一）您對家庭環境感覺如何？良好。 

（二）家庭經濟狀況： 

1、您的職業是：父親為鍋爐製造業者，母親為香煙工廠作業員。 

2、家庭的經濟概況為何：小康。 

（三）家庭互動關係如何：良好。 

（四）家庭生活方式： 

1、家人情感是否親密：良好。 

2、您認為子女是否感受到家人的愛或關懷：有。 

二、家長對子女成長歷程及求學過程之認識 

（一）可否談談子女的成長歷程？ 

卓母：他小時候真的很乖，從來沒有讓我擔心過，只是我對他唯

一比較不好意思的，就是因為搬家的關係，他一直轉學，小學時還好

，國中時遇到一個導師ㄧ直把他當成壞學生，處處找他麻煩，還一直

記他過，每次記過都不是什麼重大情結的打架、打人，都是在挑他的

服裝不整、女朋友寫信給他這種的，還常常威脅卓○○說要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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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家長的，每次老師這樣說，卓○○那天就不敢回家，開始逃家，我

跟他父親是很會顧孩子的人，我們都天天接送他們上、下課，可是他

的導師只要這樣恐嚇他，我那天去接孩子就接不到人了，因為他會害

怕就逃走了，我很多次到學校找老師溝通，希望她能多一點包容，澄

清卓○○是轉學生不是壞學生，尤其希望她不要威脅卓○○要告訴家

長，造成他一再逃學、逃家，很多次低聲下氣的拜託她，可是那個老

師真是沒愛心、沒耐心，一點都聽不進去，還是打從心裡對卓○○有

偏見，關係弄得很僵，從那時起卓○○就常常逃學、逃家，認識了那

些壞朋友，變成這個樣子。 

（二）子女的成長歷程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產生何種影響？ 

卓母：他小時候轉到文德國小時遇到一個老師，非常嚴格，每天拿藤條逼他

們背菜根譚、唐詩、有的沒的，卓○○怕被打，背的很認真，所以國

小成績很好，我對那個老師真的很感謝，雖然很嚴格，可是他真的很

有心在敎他們，至於影響…我想就是讓他國小功課很好，而且也讓我

知道如果他願意認真，其實他是可以把書唸得很好的。 

（三）子女小時候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 

卓母：他好像沒什麼特別喜歡的玩具耶。 

  （四）子女小時候有無做過特別的冒險或危險事記讓家長覺得擔心或印象深刻？ 

卓母：卓○○小時候真的很乖，我以為他會一直這麼乖，不用我擔心，一直

到國中時跟級任導師相處不好，不愛上學，常常逃學逃家讓我一直擔

心至今，我跟他父親每天花好多心力在盯著他，每天接他上、下學，

可是他還是時常趁我們不注意溜走，他小妹妹說這個哥哥很貪嘴，很

容易因為一瓶飲料就跟別人走了，他小時候有件事讓我一直蠻生氣的

，就是他同學要他每天幫他跑腿拿便當，便當送的飲料就給他，卓○

○就笨笨的每天幫人家拿便當，從 3 樓走到地下室，每天耶！我很生

氣！他幹嘛要做人家的小弟！所以從那時起我跟他父親就三不五時帶

他們三個孩子到大潤發買飲料、餅乾，家裡飲料都是一箱箱的，都讓

他跟第弟、妹妹自己挑選自己喜歡的，家裡什麼都有又舒服，沒想到

他在家裡待不住。 

  （五）子女求學過程中，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卓母：他喜歡電腦課，討厭英文，都是看老師喜不喜歡，合不合他意。 

（六）子女求學時人際關係好不好？ 

卓母：他只有跟老師處不好，跟同學都很好，朋友很多，就是朋友太多了我

才擔心，不知道他怎麼認識同案的那些人，真怕因為這件案子一起審

判、一起被關、一輩子都脫離不了關係了，我苦口婆心的勸他要好好

想一想交朋友這件事，每次來接見時，只要提到這個話題他就生氣，

有兩次還因為這樣都不理我，交朋友真的很重要，尤其他又是個較沒

主見的人，很容易被別人影響，我真的很希望他能會想一點。 



附件五 

31 

三、家長對子女偏差行為之認識 

  （一）子女目前收容之案由？ 

        卓母：強盜，一群人偷車環島旅遊，沿路玩沿路搶路人。如果 11 月 28 日那

天我們能看得更緊一點，沒讓他跑出去，也許他就不會發生這件事了

！我一直記得這個日子，因為那幾天他那些朋友一直打電話給他，奪

命連環 call，他手機一直響一直響，我跟他父親也有提高警覺，一直

在盯他，半步都不讓他出去，沒想到他竟然利用他父親開門搬東西時

偷溜出去，我跟他父親那幾天瘋狂的在路上找孩子，整個板橋都翻過

來了，沒想到他在新店。他朋友一直 call 他，竟然是要找他做這種事

，如果那天再盯緊一點就好了。 

  （二）子女有無前科？ 

        卓母：沒有。 

（三）子女曾有哪些偏差行為？ 

卓母：翹課翹家、交壞朋友。 

（四）家長對這些偏差行為感觀為何？ 

卓母：偏差行為之間都是有關聯性的，因為翹課翹家所以在外面交了一堆壞

朋友，才會變成這樣，他真的是個很沒主見的人，他們現在忠班的主

管也發現了告訴我，他真的很沒主見，人家說怎樣就怎樣，叫他怎樣

就怎樣，我跟他父親都很擔心這點。關於他的這件案子，我們是採取

保密的，只有很少人知道，有請教過人，知道少年犯的犯行三年後是

可以被塗銷的，所以我都不敢聲張，前幾天他高中老師還打電話來關

心，我也不敢講，像現在我請假來參加這個團體，還有平常的接見，

都要請假，我好怕同事會知道哦！我跟他父親想用心的為他保留重新

回到社會後好走的路。 

四、 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座談會之看法 

（一）家長認為對矯治教育有益處嗎？ 

卓母：其實他入所了反而讓我容易找到人，想看孩子的時候就來，也不用再

每天提心弔膽擔心接到他出事的電話，只是他失去自由了讓我們很心

痛！希望他真的可以反省一下，以後乖一點。你們舉辦這些活動真的

很不錯，促進親子之間的對話與了解，我認為蠻有意義的。 

  （二）家長認為透過五次親職教育課程對親子之間溝通有無明顯的幫助嗎？ 

        卓母：有，我認為很不錯，多一個管道溝通，可以近距離接觸，母子之間也

有機會說出心裡的話，蠻特別的，也蠻有意義的。 

（三）如果下次本所再舉辦你會再參加嗎？為什麼？ 

卓母：會，因為很有感觸，母子之間的互動關係變得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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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部分 

一、收容少年對本所舉辦的親職教育課程內容之看法與建議： 

    卓：很喜歡這些課程內容，覺得跟母親一起參加團體的感受很特別。 

二、家長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課程內容之看法或建議？ 

    卓母：感謝本所的用心，辦得很好！發現很多家長都有相同的困擾，建議並深深

盼望下次本所可以將「交友的重要性」設計為親職教育課程的一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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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家長及收容少年深度訪談大綱 

 

訪談時間:95年 8月 16號 

訪談地點:心測室 

訪談人:蔡承憲、李家慧 

 

壹、少年訪談部份 

 

一、個案基本資料： 

 

(一)個案背景介紹 

    姓名:王○○(男) 

    年齡:15歲(80年次) 

    教育程度:國中 

    居住地:三峽 

    生長序:長子(獨子) 

    家庭圖: 

 

 

 

 

 

 

 

 

 

 

 

 

(二)個人描述 

    1.個性：內向 

    2.體格：普通 

    3.殘障：無 

    4.紋身：無 

    5.外貌特徵：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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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心理疾病：無 

    7.目前收容之案由：強盜、殺人未遂 

    8.偏差行為經驗： 

 第一次偏差 第二次偏差 第三次偏差 第四次偏差 

年齡 15    

時間     

偏差類型 強盜、殺人未遂    

有無共犯 有    

收容機關 台北少年觀護所    

收容期間 95.01.12~    

二、家庭狀況： 

(一)家庭狀況 

   1.父母教育程度：父親為高職畢業；母親為高職畢業。 

   2.父母職業：父親為電子業；母親為服務業。 

   3.父母互動關係：普通。 

   4.父母婚姻狀況：離婚。 

   5.父母經濟狀況：有固定收入。 

   6.父母有無吸毒狀況：無。 

   7.父母有無酗酒狀況：無。 

 

(二)案主與家人互動關係 

   1.家庭互動關係：良好。 

   2.家然感情如何：尚可。 

   3.手足之間互動如何：尚可。 

   4.你感受到家人對你的關心嗎？有。 

 

三、成長歷程及學校生活 

(一)可否談談你的成長歷程？ 

小學三年級時父母親離婚，後來去年結交了不好的朋友， 

開始不會跟家人一起出去了。 

(二)在你的記憶裡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 

無。(想不出來，微笑以對。) 

(三)你小時候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 

籃球。(個案表示喜歡 NBA費城七六人隊的艾佛森。) 

(四)你小時候有無做過特別的冒險或危險事記讓你覺得很刺激？ 

沒有。 



附件六 

35 

(五)你求學過程中，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最喜歡體育和國文，最討厭英文。 

(六)你求學時人際關係好不好？ 

還算不錯，有時候也會和學校同學一起出去。 

 

 

 

 

 

 

貳、家長訪談部份 

一、家庭生活情形 

（一）您對家庭環境感覺如何？尚可 

（二）家庭經濟狀況： 

1、您的職業是：伯父為營造業，母親為服務業 

2、家庭的經濟概況為何：小康 

（三）家庭互動關係如何：尚可 

（四）家庭生活方式： 

1、家人情感是否親密：良好 

2、您認為子女是否感受到家人的愛或關懷：有 

二、家長對子女成長歷程及求學過程之認識 

（二）可否談談子女的成長歷程？ 

父親長年在大陸工作，母親則是在學校附近開書店，一邊賺錢、一邊照顧孩

子，不過父親生意不佳，又在大陸包二奶，這讓母親非常無法接受而要求離

婚。離婚後父親堅持不放棄三個孩子的監護權，但又因為自己要在大陸工作

，所以便將三個孩子托給奶奶照顧，四口人從汐止老家搬離到三峽，只有假

日伯父和母親才會帶三個孩子去汐止的外婆家或出去玩。 

受到父母離婚的影響，三個孩子的個性比較內向，母親對於孩子們的要求也

是有求必應，所以浩哲的物質環境相當不錯。三個孩子一開始對於伯父也是

不太能敞開心胸，不過伯父的用心慢慢讓他們看見了。話雖如此，但僅止於

假日外，平時因為疏於管教，又加上浩哲本身是比較沒有主見的孩子，受同

學的影響開始翹課，也因此結交了一些壞朋友。 

母親雖然會接到學校的電話，但礙於距離關係，始終只能以電話關心孩子。

直到這次事件發生，父親終於答應母親的要求，將孩子帶回汐止給外公外婆

照顧，也方便母親和伯父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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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女的成長歷程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產生何種影響？ 

特別的事沒有，不過浩哲似乎會因為母親的補償心態，而經常向母親要求一

些物質上的東西，像手機、隨身聽之類的娛樂產品，服裝也要求一定要穿某

些特定牌子，而母親也是有求必應，甚至連平常接送都是伯父一手包辦，總

之，孩子們可說是被母親呵護的無微不至。 

（四）子女小時候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 

浩哲很喜歡打籃球，常常和同學相約去打球；喜歡玩網路遊戲，有時候也很

喜歡自己一個人去騎腳踏車。 

  （四）子女小時候有無做過特別的冒險或危險事記讓家長覺得擔心或印象深刻？ 

記得有一次，母親接到學校電話，說浩哲翹課，去參加台中一個黑道大哥的

喪禮，母親很驚訝，但怎麼問浩哲就是問不出東西，這讓他感到很傷腦筋。 

  （五）子女求學過程中，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喜歡國文，最討厭英文 

（六）子女求學時人際關係好不好？不詳 

三、家長對子女偏差行為之認識 

  （一）子女目前收容之案由 

        結夥搶劫。一群人（大約十二個人，有成年、未成年的）到處搶劫，以武器      

        攻擊當事人。 

  （二）子女有無前科？ 

        沒有。 

（三）子女曾有哪些偏差行為？ 

因為接到學校老師的來電，得知浩哲經常翹課，但追究其原因，浩哲則是表

明因為身體不舒服或是跟朋友去打球。 

（五）家長對這些偏差行為感觀為何？ 

由於孩子不在身邊，母親每每須由學校老師的電話，才能得知浩哲的在學狀

況，平常多以電話聯繫，除了假日可以帶他們去玩。但平時無法時時關照，

所以也無法得知浩哲實際的狀況。 

四、 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座談會之看法 

（一）家長認為對矯治教育有益處嗎？ 

有。從中學習到很多彼此不同角度的看法，也可以看到自己有什麼不足的地

方。 

  （二）家長認為透過五次親職教育課程對親子之間溝通有無明顯的幫助嗎？ 

        有啊，學到很多身為父母應該有的作為，畢竟身教重於言教，很多我們父母   

        的缺點，也會藉由一些互動而傳染給孩子，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我們也 

        還在學習，不過透過這次活動，我們和孩子更能了解彼此、感受對方。 

（三）如果下次本所再舉辦你會再參加嗎？為什麼？ 

      會，因為這樣的活動很有意義，對於親子之間有很好的幫助，也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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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部分 

一、收容少年對本所舉辦的親職教育課程內容之看法與建議： 

    覺得有所成長，但最重要的還是希望早日出所。 

二、家長對本所舉辦親職教育課程內容之看法或建議？ 

    活動大體辦得很好，不過希望建議可以舉辦在周末假日，畢竟平常時間大多父母   

    要上班，經常請假對父母也是個負擔，希望可以做個參考。 

    另外，也希望帶東西給孩子吃的規定可以寬鬆一點，像這次帶比薩就需要經過一 

    些考量，但做父母的只是希望可以給孩子吃些他們想吃的，希望在這樣特別的日 

    子裡可以給點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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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家長及收容少年深度訪談大綱 

 

訪談時間：95年 8月 16號 

訪談地點：心測室 

訪談人：吳秋樺、陳惠雯 

 

壹、少年訪談部份 

 

一、個案基本資料： 

(一)個案背景介紹 

    姓名：陳○○(男) 

    年齡：17歲(78年次) 

    教育程度：高中二年級 

    居住地：台北縣 

    生長序：第三位 

    家庭圖： 

 

 

 

(二)個人描述 

    1.個性：適中 

    2.體格：瘦弱 

    3.殘障：無 

    4.紋身：無 

    5.外貌特徵：無 

    6.心理疾病：無 

    7.目前收容之案由：殺人 

    8.偏差行為經驗： 

 第一次偏差 第二次偏差 第三次偏差 

年齡 14 14 16 

時間 國中二年級 國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偏差類型 逃學、逃家 逃學、逃家 殺人 

有無共犯 無 無 五人 

收容機關 無 無 台北少年觀護所 

收容期間 無  4/6~現在 

二、家庭狀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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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狀況 

   1.父母教育程度：父親為國小畢業；母親為國小畢業。 

   2.父母職業：父親為工業；母親為家管。 

   3.父母互動關係：和諧。 

   4.父母婚姻狀況：同住。 

   5.父母經濟狀況：有固定收入。 

   6.父母有無吸毒狀況：無。 

   7.父母有無酗酒狀況：無。 

 

(二)案主與家人互動關係 

   1.家庭互動關係：尚可。 

   2.家然感情如何：尚可。 

   3.手足之間互動如何：尚可。 

   4.你感受到家人對你的關心嗎？有，因為父親一有空就會來接見。 

 

三、成長歷程及學校生活 

(一)可否談談你的成長歷程？ 

在泰山長大，國中開始比較愛玩，常常翹家，二歲時被父親收養，父親視他為自已的親

生兒子一樣的教養。 

(二)在你的記憶裡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 

第一次逃學逃家，三天都沒回家，住在公園。因為偷玩電動，回家又怕被父親打。 

(三)你小時候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 

籃球、撞球。 

(四)你小時候有無做過特別的冒險或危險事記讓你覺得很刺激？ 

大怒神、在鐵軌上玩耍。 

(五)你求學過程中，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最喜歡地理，最討厭數學。 

(六)你求學時人際關係好不好？ 

還算不錯，有時候也會和學校同學一起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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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家長及收容少年深度訪談 

訪談時間：95.08.16 

訪談地點：台北少觀所心理測驗室 

訪談人：陳佑菁 

 

壹、少年訪談部份 

ㄧ、個案基本資料 

（一）個人背景介紹： 

  1.姓名：潘○○ 男性   

  2.年齡：79年次 16歲 

  3.教育程度：國三就讀中 

  4.居住地：台北泰山 

  5.生長序：次子（有一個哥哥，17歲；有一個同母異父的妹妹，10歲） 

  6.家族譜： 

    （二）個人描述 

          1.個性：外向 

          2.體格：強壯 

          3.殘障：無 

          4.紋身：無 

          5.外貌特徵：無 

          6.心理疾病：無 

          7.目前收容之案由：殺人未遂 

          8.偏差行為：有 

 

 



附件八 

41 

 第一次偏差 第二次偏差 

年齡 14歲 15歲 

時間 93年 94年 

偏差行為 翹家一天 翹家至今 

有無收容 無 無 

二、家庭情況 

   （一）家庭狀況 

          1.父母教育程度：父—不知  母—不知 

          2.父母職業：父—不知  母—不知 

          3.父母互動關係：□和諧 □普通 □尚可 ■惡劣 

          4.父母婚姻狀況：離婚 

          5.父母經濟狀況：無固定收入 

          6.父母有無吸毒情況：無  

          7.父母有無酗酒情況：無 

    （二）案主與家人互動關係 

          1.家庭互動關係：□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2.家人感情如何：□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3.手足之間互動如何：□良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4.你（妳）感受到家人對你的關心嗎？ 

            答：家人對自己不好，不聽話就打我。 

三、成長歷程及學校生活 

   （一）可否談談你（妳）的成長歷程？ 

         答：我很愛玩，有拚才有機會，平常就在打架。爸媽離婚時，我和親生父親住。

之前他是做水電的，我們到處搬家還坐飛機。父親不爭氣，賭博喝酒就沒錢

了。他被通緝，母親改嫁，乾爸乾媽（姨父母）就領養我和哥哥。我覺得姨

父母的觀念很老舊，而且討厭他們在別人面前誇耀我沒做的事情，所以我從

國二翹家到現在。 

   （二）在你的記憶裡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人或重大事件？對你產生何種影響？ 

         答：打架打死人。有一個白目到極點的人（被害人），朋友叫我去打他，到少年隊

四天就死了，結果我就進來了。 

 

   （三）你小時候最喜歡的活動或玩具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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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小三的玩具是騎Dio五十c.c.的機車；小六喜歡拿電極棒或像警棍的東西打架

。 

   （四）你小時候有無做過特別冒險或危險的事情讓你覺得很刺激？ 

         答：我們有一個朋友被揍，警察放了那個人。我們一群飊車族就拿磚塊砸警察局

。 

   （五）你求學過程中最喜歡或最討厭的科目為何？ 

         答：最喜歡（的科目是）體育，老師不會點名，我們就一群人翹課到冰店去；最

討厭（的科目是）國文，背一堆解釋，沒有意義。 

   （六）你求學時的人際關係好不好？ 

         答：（人際關係）好。（我覺得）父母放一旁，兄弟比較重要。電話一打就有一堆

人來幫忙做陣（吵架），不過有時自己不想去（幫忙朋友）會被朋友說：「你

不夠挺我！」，所以我都會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