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本章書寫了三種與家庭暴力有關的服務，包括監督會面交往、離婚
議題及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等。

家庭暴力事件影響的層面乃是整個家庭，在婚姻走到了盡頭時，許
多權利義務的議題就必須說清楚講明白，因此這三篇內容主要引導閱讀
者可以了解現行服務的概況，也理解這些服務推動的做法及原則。

在關係已經破裂的施暴者與受暴者雙方，要能理性討論確實很困
難，各執一詞也各有期待，然而提供服務的社工人員都期待雙方能在理
性的情緒狀態下，做出適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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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維繫關係的監督會面服務

如果因為家庭暴力的緣故，使得父母無法見到孩子，那麼該怎麼
辦？是否就再也看不到孩子了呢？其實家庭暴力加害人可以檢附保護
令、裁判書或其他法院准許會面交往之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就可以與孩子見面了。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6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設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處所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第 1

項）。前項處所，應有受過家庭暴力安全及防制訓練之人員；其設置、
監督會面交往與交付子女之執行及收費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定之（第 2 項）。」因此各縣市政府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 46 條第 2 項規定，紛紛訂定《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
交付監督辦法》1，並開始設置「會面交往處所」。此措施的目的，乃
考量婦女離開相對人後遭受暴力威脅的風險仍舊很高，尤其當夫妻雙方
在爭論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及探視權的歸屬時，更容易使婦女及孩子的
人身安全陷入危險的情境，因此發展出「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交付監督
服務」，由政府機構或其委託的機構團體提供一個安全的會面處所，來
協助未成年子女與探視父母維繫親子之情，這也是在確保「受暴婦女及
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和「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的親情存續」之前提
下，以「兒童少年最佳利益」為基礎的概念（賴月蜜，2005）2。

1 若想更一進步了解此監督辦法，可參考高雄市所擬之內容，如網址連結
https://outlaw.k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56，其餘縣市可再搜尋各
縣市政府社會局／處相關網站。

2 賴月蜜（2005）。澳洲、香港、日本之家事商談相關制度比較研究—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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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交往與交付服務的意義

根據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2020）3 的資料表示，
「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交往與交付」主要是因為父母關係因家暴事件處
於緊張階段（例如：分居、離婚或取得保護令），由各縣市家庭暴力防
治中心提供適當的環境，並有監督人員陪同，提供未成年子女與未同住
親屬監督會面交往（交付）服務，並依實際需要輔以保全人員，維護會
面交往（交付）環境的安全，讓父母與未成年子女安心相聚，親情得以
延續不間斷；於會面前後，另由社工人員協助與同住及不同住的父母進
行親職討論，幫助未成年子女漸進式適應探視。

「會面交往」4 也是俗稱的「探視權」，目前臺灣以「會面交往」
取代「探視」，乃基於「探視」常被解釋為僅是去「看看」子女，而
「會面交往」則不但要看看子女，還要積極地維繫親子關係。因此，會
面交往的這段時間對父母親彌足珍貴，這段沒有生活在一起的期間，透
過這個機會發揮親職角色，穩定親子關係，也讓孩子能享有父母的愛。

簡單來說，由各縣市政府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供未成年子女及其未
同住親屬可以見面、談天、維繫感情，在這空間裡，會有社工人員擔任
陪同角色進行監督會面事宜，使得親子雙方能漸漸適應探視情境，此即
為會面交往的工作；若因雙方關係愈趨穩定，沒有出現不安全或違規事
項，或是法院公文裁定內容所示，可由室內會面交往方式逐步進展至未
同住親屬可以單獨與未成年子女一起互動、帶離會面室，執行會面工作

我國家事商談制度之現況與發展。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3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2021）。什麼是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交
往與交付服務呢？ https://www.dvsa.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0168DDA
5AED94052&s=F2A8DAE041CC2F89　

4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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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工人員會漸漸減少同步監督的角色，直至可以帶去戶外活動或返
家，而不再有社工人員監督，此則為會面交付。

二、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交往與交付服務的流程

中央主管機關設置《辦理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
處理程序》（見附件二）供各地方政府參考運用，其中具體明列會面交
往與交付的重要事項，執行會面交往與交付工作的單位及工作人員亦參
考此內容作為服務的依據。

在會面服務開始前，探視者需要向社福單位提出探視申請（服務流
程可參見圖 4-1），而探視者多數是指沒有暫時監護權的一方父母，有
時還可能包括手足、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等，然而將會依親屬等序來評估
探視的必要性及影響性。經審核相關文件，例如：保護令、申請表、身
分證明等，確認無誤後，即可聯繫安排會面交往事宜。

會面時間確定後，會面社工人員會與申請家長進行電話聯繫，說明
會面的時間及相關注意事項，也了解申請家長目前的生活、情緒狀況，
並討論會面當天活動的安排，例如：準備相簿與孩子分享生活點滴、與
孩子共同觀賞影片、準備點心食物與孩子一同分享等；另一方面社工人
員也會與孩子的照顧者聯絡，告知會面時間，也關心孩子的生活情形。
到了會面當天，雙方會在約定的地點與時間見面，會面過程會有社工人
員在場監督，若會面父母有危害孩子或任何人的舉動，社工人員會請保
全人員或警察協助處理。

會面結束後，會請未成年子女先離開會面場所，確保孩子不會被暫
時無監護權的一方家長跟蹤或傷害，社工人員會在此時間與這位家長進
行簡單的會談，了解今天會面後的心情，有時也會針對會面過程中出現
較不適當的行為進行討論，例如：咆哮孩子、貶抑孩子或嚴格控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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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等，希望藉由社工人員的提醒與示範，讓家長能學習正向、得宜的
方式與孩子互動。

� 4-1 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交往與交付服務流程

資料來源：參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繪製。

三、社工人員在會面過程所擔任的角色

（一）	評估會面交往的安全性

雖然社工人員在會面進行之前，已經告知會面雙方相關注意事項，
但在會面當天仍須確認探視方家長是否有不當的身心狀況，例如：喝
酒、吸毒、神智不清、情緒暴怒致使孩子害怕大哭等，目的是希望在安
全又平和的環境下建立雙方的互動。當然孩子的身心反應也要特別留
意，如果孩子進到會面室就大哭、大怒或是情緒激動，在考量孩子身心
發展的前提下，也可能暫停此次會面，經後續了解後，再安排下一次的
會面。

此外，會面社工人員也要確認探視家長是否依約定的時間前來，若
在半小時內未抵達的話，那麼就無法完成今天的會面；再者，社工人員
也會檢視探視者所攜帶物品之妥適性，多數探視者都會帶食物與孩子分

向家防中心提出申請

審核相關文件

聯繫安排會面交往事宜

執行會面交往或交付

結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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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例如：各式餐點、飲料、糖果餅乾等，這是比較容易準備的物品，
有時帶來的食物量太多，也會適時提醒。等這些評估工作都確認過後，
就可以邀請探視者與孩子進入會面室了。

（二）	中立不干預角色

社工人員在會面過程中並沒有參與親子之間的互動，而是在旁邊觀
察互動過程同時進行工作紀錄。社工人員會留意親子之間語言及非語言
的互動情形、親子之間的活動內容，在觀察親子互動的時候，有時會看
到彼此之間自然又直接的舉動，例如：擁抱、一起玩玩具、一起談天說
笑等，此時可以看到親子之間有不錯的互動關係；但有時也會看到親子
之間很緊繃的狀況，例如：喝令孩子坐要有坐相、孩子瑟縮在角落或溜
滑梯的隱蔽處，不想與探視家長說話、探視家長過度嚴格的要求等，因
而會影響孩子下次再探視的意願。然而，這些互動狀況若沒有帶來孩子
安全性或身心不良的影響，社工人員並不會立即前往制止，如果會面因
為某些負面行為而難以繼續下去，社工人員仍會依狀況適時協助。

（三）	評估父母擔負親職角色能力

在會面進行階段，社工人員觀察探視者的參與態度與互動情形時，
同時也是評估探視父母親職角色執行的能力，例如：探視家長總是拒絕
孩子想要抱抱的要求、只是看著孩子自己玩玩具並不會想要一起參與、
與孩子吃東西的時候，只是沉默地坐著，完全沒有對話。如果在短短的
會面時間裡，探視家長無法與孩子互動溝通，則會令人憂心其不知如何
執行父母的角色，不知如何與孩子相處，在回歸家庭生活時，可能不容
易帶來良好的親子關係。

若父母只是在旁滑手機或沉默，社工人員可能要提醒家長可以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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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孩子玩玩具或說話。

（四）	協助父母維繫親子關係

會面服務結束後，社工人員會與探視家長進行會談，了解會面後的
心得與想法，有時家長探視後，心情很沮喪，因為孩子表現出不喜歡、
逃避、冷漠的態度，並沒有他預期孩子會表現出很想念的舉止，心裡感
到很失落又難過，此時社工人員會安撫家長，請其不要氣餒，孩子也需
要時間來適應關係的改變；同時社工人員也會針對今日探視過程，家長
較不合宜或是做得很棒的行為提出來討論，也讓探視家長體察到孩子的
逃避、抗拒、害怕行為的可能原因。

社工人員也會教導探視家長，並示範可以採取哪些較為正向的溝通
與互動技巧，例如：主動與孩子談最近的生活情形、與孩子互動時較適
合的語言等，協助家長學習親職知能，在下次會面時，可以從哪些部分
再改善同時也預作準備。可以給予探視家長更大的信心，更可以好好把
握下次會面的機會，讓親子關係能獲得改善。

「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交往交付服務」主要是希望讓處於衝突關係
的父母能有機會與孩子維持親子互動往來，在安全的環境下，保障父母
的親權也維持親子關係。雖然最緊密的親子互動迫不得已需要在「監
督」的場合下進行，但也是給已有破裂關係的彼此一個再學習的機會，
找到修復關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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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爸爸

宗輝因為打老婆、打小孩的關係，所以孩子的監護權由老婆美

玲暫為代理，目前孩子與老婆同住，如果他想要看孩子，就要向社

會局來申請會面交往，時間、地點安排妥當後，美玲就會在約定的

時間將已經 7 歲的女兒如如帶來會面室，宗輝可以有單獨 3 小時的

時間與如如說話、看影片、吃東西或玩遊戲，就像平時在家一樣地

生活。只是在這會面的時段裡，會有社工人員在旁看著，宗輝每次

都感覺好像是被監視一樣，然而這是法令上的規範，一來也是為了

確保雙方的安全，二來也是為了維護未成年人權益而訂的措施。

第一次會面交往時，他準備了如如喜歡的零食，沒想到如如一

樣都不吃，讓他好生氣又好難過！他在離開的時候對著如如說：

「是誰教妳這麼沒有禮貌的？一定是妳那厲害的媽媽在背後說我的

壞話，以前我們一起住的時候，妳並不是這樣的啊！妳是很聽話又

很乖巧的啊！怎麼現在會變成這樣了呢？」因此當時雙方都帶著不

愉快的心情離開。而且上次宗輝一見到如如時，如如並沒有向他打

招呼，宗輝也不太高興地說了類似的話，所以現場充滿尷尬、不耐

的氣氛。社工人員先安撫宗輝不悅的情緒，同時讓會面的流程開始

進行，畢竟難得一次的見面，不要一開始就打壞了彼此的心情。在

會面結束時，社工人員與宗輝討論口語表達可以修正的方向，也試

圖使他了解孩子對於爸爸可能產生的不同感受及會面帶來的壓力。

這次是宗輝第二次申請來看如如了，因為如如的生日快到了，

他特地準備了一個生日蛋糕來為她慶生，同時也準備了一個好美

麗、如如從小就很喜歡的芭比娃娃當作她的生日禮物。怎知如如一

進到會面室，就戴上耳機往角落方向走，窩在溜滑梯玩具下方的空

案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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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裡聽音樂，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可以想見宗輝心裡有多難過，

因為難過、失落所引發的憤怒情緒眼看著隨時都會爆發，但今天宗

輝忍了下來，他好聲好氣地移到如如旁邊去與她說話，而不是像上

次那樣自己拿著手提電腦在旁邊工作，冷落與忽視如如的存在。

整個會談室，多數時間是安靜無聲的，偶爾會有宗輝的說話

聲，與其說是說話，反倒比較像是自言自語。會談時間即將結束

前，宗輝再向如如說：「妳的生日快要到了，爸爸買了蛋糕來，我

們一起吃生日蛋糕，好嗎？」宗輝與如如不約而同看著社工人員，

彷彿求救似的，希望第三者能協助他們面對目前的困境與窘境，社

工人員本著協助父女關係和諧的想法，詢問了如如：「今天會談

時間快要結束了，爸爸難得帶了蛋糕來，想不想先慶祝自己的生

日？」如如一直看著社工人員沒說話，社工人員好像又想到什麼，

又補充了一句話：「芭比娃娃妳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帶回去，蛋糕

我們就在這裡吃就好了。」如如想了一下子，終於點頭答應了，也

開始與宗輝有了短暫的對話。

在如如離開會談室後，宗輝留下來與社工人員聊了一下，但還

沒開口他就流眼淚了！這是感動的眼淚，宗輝激動地說：「她已經

好久沒有跟我說話了！今天終於肯叫我一聲爸爸了！」社工人員安

撫了宗輝的情緒，也與他討論他今天表現不錯的地方，例如：沒有

以強迫、責罵或數落的方式來與如如對話，也沒有在如如未做出他

期待的行為時，就以不耐或催促的舉止來因應，同時社工人員也讓

宗輝知道與孩子的互動中需要保留一些空間，在一段已有疙瘩的關

係裡，一直使用逼迫的態度只會讓對方的心房關得更緊。相信有了

這次的經驗後，宗輝下次的會面及與如如間的互動關係會有更大進

步空間與正向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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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宗輝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
一、探視者要理解孩子的抗拒

因為對孩子的暴力過往，孩子與探視家長間的關係可能已充滿了恐
懼、害怕與不安，要讓孩子與探視家長在一個空間獨處，對於孩子而
言，確實是件為難的事。

因為擔心過往不愉快的經驗再現，孩子會表現出抗拒、排斥、不理
不應等行為。然而，當看到孩子有這樣的反應時，又會激起探視家長的
憤怒、失望情緒，因此探視家長忍不住也會以指責、不耐的語言或態度
來回應，這樣的狀況往往會加速親子間關係的破裂與崩解。

因此，探視家長與孩子都需要時間來面對關係的改變，試著理解孩
子內心的感受，也許家長比較能釋懷孩子的抗拒表現，透過慢慢地互動
與溝通來化解這心結，讓彼此能再更靠近。
二、探視家長的情緒管理

探視家長來看孩子時，心裡必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為孩子已經
一段時間沒有與探視家長生活在一起，感情會不會變生疏了呢？孩子會
不會一樣愛我呢？所以孩子的任何行為都牽動著探視家長的心情。

也因為內心的複雜心情以及各種的預設情境，前來探視時就需要保
持平穩的心情，常有些探視家長看到配偶帶著孩子前來時，一想到彼此
不愉快的相處，內心的不滿、憤怒情緒立刻被激起，一想到對方可以時
時與孩子在一起，而自己還需要透過申請才有這麼一點點時間來看孩
子，諸多不理性的想法湧上心頭，就容易大聲說話、對孩子責罵、對孩
子言語上較不客氣，這些都是不恰當的會面行為。可以明白探視家長內
心有許多的委屈與不滿，但對於自己的情緒表現仍需加以控制管理，因
為沒有平穩的情緒來面對子女，是難以拉近與孩子間的距離，降低彼此
的隔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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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叮嚀  
▲ ▲ ▲ ▲

一、探視家長的態度會影響孩子的感受
來會面處所探視的家長往往都會懷抱著滿腔的熱情與期待來看孩

子，但孩子對探視家長的態度可能會像案例中的如如那樣不言不語、毫
無反應，而孩子的這種態度也會讓探視家長傷心難過甚至是憤怒，若此
時家長的反應是責罵、訓斥，無疑是將孩子往遠離自己的方向推去。

孩子的心思是很細膩敏感的，尤其是當他們要面對感情不好的父
母，若是表現對其中一方友好，可能會被另一方解讀為不乖、沒有站在
同一陣線的共同感，敏感的孩子們難以應付大人世界的恩怨情仇，所以
只好將自己冰封起來，以無感來面對世界。

此時，探視方要能理解、體諒孩子的為難之處，並以不逼迫、不催
促的方式來相處，讓孩子明白他的思念、善意與關心，尤其在雙方可能
一段時間沒有見面，熟悉的人變成有些陌生，現在要重新開始認識需要
一點時間，當孩子感受到探視父母溫暖的心意，心裡會好好想想的。接
下來，在孩子的接受度比較高之後，就會比較願意敞開心胸來面對了。
二、相處陪伴的重要性

許多探視方的父母也會如同案例中的宗輝一樣，極盡所能地帶了許
多食物、衣物或是孩子喜歡的玩具或物品來探訪，擔心孩子在另一方父
母那裡吃不飽、穿不暖，沒有得到適當的照顧；再者，食物也是容易取
得的媒介物，邊吃東西邊聊天能讓氣氛更為緩和，解除不少尷尬。

但食物準備過多，對孩子也不見得是好事，同時，孩子在意的是相
處陪伴，食物或物品也許滿足父母想要彌補孩子的心情，但更重要的是
孩子要能接收到父母對彼此關係的承諾與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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