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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文獻簡介 

該研究旨在以 Wikström 的情境行動理論，看待兒童不當對待與青少年犯罪

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根據情境行動理論，若兒童曾經受到身體虐待時，容

易有較低的自我控制、較低的道德感，以及有較高的機率暴露於犯罪環境，這

些要素皆為導致青少年犯罪的中介變項。這些發現與「暴力循環」的觀點一

致，亦解釋了有關兒童不當對待與犯罪行為的機制，但無法用於解釋行為人是

否傾向於特定種類的犯罪行為。 

貳、 研究背景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定義，兒童不當

對待係指在責任、信任或權力關係下，實質或潛在傷害兒童健康、發展或人格

的任何形式。許多研究證實兒童受虐因素複雜而廣泛，其中一種最常見的論述

認為：家長對於兒童的不當對待，可能增加兒童於成長階段中參與犯罪與暴力

行為的機會 (Braga et al., 2017; Widom, 1989)。 

目前犯罪理論的後起之秀之一是 Wikström 的情境行動理論（Situational 

Action Theory, SAT），此理論結合人與環境的視角，主張個人因素影響犯罪傾

向，如自我控制、道德感等，而環境因素影響犯罪風險 (Wikström, 2004, 2009, 

2014)。在情境行動理論中，犯罪行為是人們考量犯罪傾向與犯罪風險後，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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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交互作用而做出選擇之結果。 

一、 不當對待與青少年犯罪的連結 

幾十年來，學者關注兒童不當對待與發生於青少年期、成年期的反社

會或偏差行為之關聯；由後設研究實證顯示，效應值與研究設計高度相

關，橫斷研究較前瞻研究為多，受直接暴力者較目睹暴力者為多 (Wilson 

et al., 2009)。儘管各方研究抽樣、設計或理論基礎不同，大部分的研究仍

認為：個人擁有兒童不當對待的經驗，可能增加發生暴力、財產或其他犯

罪行為之機率。然而，現有研究並無區別兒童不當對待之於特定類型犯罪

行為的影響。 

二、 情境行動理論  

「情境行動理論」的發展，奠基於行動理論的基礎之上，其結合犯罪

學、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的相關理論與研究，主張犯罪行為具有情境性，

是道德行為的一種，其定義為「打破法律所規範的行為」，牽涉「誰會傾

向做出犯罪行為？」和「該情境是否誘發犯罪行為？」。根據此理論，犯

罪行為建立在人們「認知─選擇」的過程，並與個人特質及環境特性相關 

(Wikström, 2017)。  

依據情境行動理論，兒童不當對待之於犯罪傾向、犯罪風險具有潛在

影響，故兒童不當對待可能是犯罪行為的成因，進而影響人們的犯罪傾向

與暴露於犯罪環境的風險；如同前人研究指出，兒童不當對待可能造成的

三種影響，分別是：改變兒童對於正確道德規範的理解、阻礙神經認知發

展而難以自我控制、促使個人選擇傾向暴露於有犯罪風險的環境。 

參、 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 研究目的 

該研究欲透過情境行動理論，著重探討兒童不當對待與青少年犯罪的

關聯，將驗證此一假設：無論何種犯罪類型，兒童身體虐待與青少年犯罪

為正相關，且中介變項為自我控制、道德感以及暴露於犯罪環境的機率。 

其中，「自我控制」是決定了個人面對與自身道德相互衝突的動機

時，能夠根據個人道德指導行動的程度；「道德感」是個人道德規範與法

律規定的一致性；「暴露在犯罪環境中的風險」是暴露於高犯罪風險環

境、脫離家長或權威人士監督的時間多寡。 



二、 研究方法 

採取國際自陳犯罪研究問卷（ISRD3），以青少年犯罪或受害者為對

象，屬跨國協作、以學校為單位的自陳研究。該研究之樣本母體源於九個

西歐國家、年齡介於 12至 16 歲的青少年，有效樣本共有 24,956 個。 

肆、 研究結果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在所有類型的犯罪行為中，自我控制、道德感、暴露

在犯罪環境中的風險等中介變項，與遭受兒童不當對待有著直接效應：有

著兒童不當對待經驗的青少年，若遭受越高程度的不當對待，容易有較低

水準的自我控制、較低水準的道德感，以及較高水準暴露於犯罪環境的風

險；這些中介變項皆對於青少年犯罪達成顯著影響。換言之，較低水準的

自我控制、較低水準的道德感，以及較高水準暴露於犯罪環境的風險，則

與較高程度的犯罪行為有關；而無論是暴力型或財產型犯罪行為，兩者分

別的統計結果，與整體犯罪行為的統計結果並無顯著差異。 

伍、 研究結論 

此研究旨在運用Wikström 的情境行動理論，探索個人及社會歷程何以影響

兒童不當對待和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聯。研究結果符合原先假設：「兒童不當

對待」將影響與心理發展相關的「犯罪傾向」，且影響與社會發展相關的「犯

罪風險」，進而導致青少年犯罪行為的發生。瞭解不當對待與犯罪行為之間的

運作機制，有助於預防少年犯罪和暴力代間循環，但本研究之情境行動理論無

法完全解釋不當對待與犯罪行為的關聯，故探討相關影響因素有其重要性，例

如：親職功能對預防犯罪行為有正向影響 (Janssen et al., 2016)；而創傷經常是

不當對待經驗所帶來的結果 (Lindert et al., 2014)。 

有關探討少年犯罪的介入方法，多半重視如何預防再犯，而少有重視行為

人兒時遭到不當對待所造成的傷害；而兒童不當對待的介入方案，則經常關注

親子關係，而較少關注犯罪風險。因此，本研究結合不同系統的觀察結果，具

有重要的啟發與提醒：我們須注意到許多青少年之所以步入犯罪矯治系統，是

因為有著遭到虐待的過去。就學校系統而言，它可以是兼顧兒少認知發展及道

德教育的重要環境，協助高風險學生提升他們的能力、學習符合法律規定，持

續觀察與評估其道德規範與早期經驗，才能提前發現並預防社會問題之發生。

由此可見，兒童不當對待與青少年犯罪行為之間，仍有許多影響因子，有待未

來研究者投入更多心力，予以分析、開發。 



陸、 譯者評析 

許多犯罪的行為人皆是暴力環境下的受害者，如家庭、校園與大眾傳播媒

體等（陳毓文，1999）。在台灣，「學校」經常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兒少之重要

支持系統，其擔負責任通報、追蹤輔導、家庭支持等權責；然而，學校老師大

多來自教育或輔導專業的背景，對於司法矯治、犯罪預防、精神醫療等領域較

為陌生，故 2014 年通過《學生輔導法》，引進專業輔導人員，希冀統合不同

系統的量能，預防學生偏差行為的發生，進而提升其就學權益。肇因於多起重

大犯罪案件，政府始於 2018 年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社政、教

育、衛政、警政、司法等體系之資源，研擬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回

應策略，保障兒童及少年免於受到虐待、疏忽、侵害與剝削，而能健康、安全

地成長（林萬億，2018）。 

誠如研究結論所及，係因不同系統的關注焦點有所差異，致系統合作有相

當程度的困難，如胡中宜（2012）提出的權力失衡、能力缺乏、疆界封閉、資

源不足和目標迥異。因此，評論人認為：促進實質合作有其必要，各界須正視

系統合作的困難並予以改善，方能使安全網成功承接更多需求，有效避免社會

問題的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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