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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家庭暴力服務體系發
展歷程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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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家暴運動歷史簡述 (ㄧ) 

• 萌芽於1970年代的草根運動-和民權(Civil Rights)、
反戰(Anti War)、黑人解放(Black Liberation)以及女
性主義(Feminist Movements)運動同樣是社會運動
洪流中的一支 

 

• 社會變遷運動(social change movement)-兼具促進
社會變遷和提供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 provision)
兩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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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家暴運動歷史簡述 (二) 

• 1973年-全美第一個受虐婦女庇護所於明尼蘇達州聖
保羅市成立 

• 1976年-賓州成立全美第一個州級反家暴聯盟(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並且核發了全美第一張民
事保護令(Orders of Protection)，奧瑞岡州則是第一個
通過家暴案件強制逮捕(Mandated Arrest)法令的州 

• 1977年-第一個家暴加害人處遇方案Emerge在波士頓
成立 

• 1978年-全國反家暴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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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家暴運動歷史簡述(三) 

• 1984年-杜魯斯方案(The Duluth 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ject)在明尼蘇達州成立，該方案是社
區整合回應家庭暴力模式的先驅 

 
• 1984年-國會通過「家庭暴力預防服務法案」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Service Act，聯邦政府首次編列為
受暴婦女及兒童提供服務的專門經費 

 
• 1993年-聯合國正式認定家庭暴力為國際人權事務，並
發表「消除對婦女暴力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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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國會通過「反婦女暴力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VAWA) ，正式揭諸「家庭暴力並非是個人的
私事，而是一種犯罪行為」，法中要求警政和司法積極介
入家暴案件，聯邦政府並編列預算在全國建構家暴防治網
絡，服務遭受性侵害或是家庭暴力的婦女，並且允許遭受
與性別相關犯罪的婦女尋求公民權利的補償，例：受家暴
的移民婦女可以自己的名義申請永久居民身分 

 

• 1995年-第五屆北京世界婦女大會揭示「對婦女暴力是人
類歷史中男女權力不對等的一種表現」       

美國反家暴運動歷史簡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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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家暴運動歷史簡述(五) 

• 2000年-國會通過「反婦女暴力重新授權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authorization Act，提撥五年33億經費供政府跨部門訓練
以及受暴婦女兒童服務。 
 

• 2005年-國會二次通過「反婦女暴力重新授權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authorization Act以接續之前反婦女暴力的決心和
行動 
 

• 2011年-「反婦女暴力重新授權法案」到期，新提案要求將保護擴
及更廣泛的移民族群，授予印第安保護區法庭較大的權限來起訴非
印第安裔的加害人，此外更要求確保同志(LGBTQ)伴侶暴力被害人
不受歧視 

 
• 2013年-經過多次協商，國會終於在今年三月份通過最新版本的

「反婦女暴力重新授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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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運動的核心 

• 觀念倡導 

• 服務輸送 

• 經濟正義 (Economic Justice) 

• 法律扶助 

• 整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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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被害人服務項目(ㄧ) 

•熱線(Hotline) 

 

•緊急庇護(Emergency Shelter) 

 

•心理諮詢(Counseling) 

 

•安全計畫(Safety Planning) 

 

•維權(Advocacy)-個人(Individual)和體系(Systematic) 
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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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被害人服務項目(二) 

• 心理支持小組(Support Group) 

 

• 親職教育(Parenting Education) 

 

• 自足能力培訓 (Self Sufficiency Training) 

 

• 住房協助(Housing Assistance) 

 

• 法律扶助(Legal Services)-保護令、移民、離婚、子女監
護權/探視權、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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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暴力兒童服務項目 

•心理諮詢(Counseling) 
 
•安全計畫(Safety Planning) 
 
•心理支持小組(Support Group) 
 
•維權(Advocacy)-學校、法庭、醫療--- 
 
•遊戲治療(Play Therapy )、藝術治療(Art Therapy) 
 
•大哥哥/大姊姊 (Mentor Program) 
 
•育樂活動(Education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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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受害人處遇目標 

• 協助被害人獲得安全 

 

• 促發被害人創傷復原的歷程 

 

• 被害人恢復做選擇的權力 

 

• 被害人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創造未來 

 

• 終止代間暴力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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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模式 

I. 杜魯斯模式(Duluth Model) 

 以被害人安全為思考中心，教育施暴者使其瞭解不當
行使權力與控制的後果，要求其為施暴行為負責，主
張緊密連結司法、警察及受暴婦女服務團體，才可確
保受虐婦女安全，此模式主張藉由緊密的防制網絡來
監督和抑制施暴者不當的權控行為 

 

II. EMERGE 模式 

           運用認知行為療法的相關理論，如內在對話或角色扮
演，來協助施暴者瞭解其行為所造成對方的傷害，因
為產生自覺而主動改變行為 

 



 For Help & Information, call our 24-hour hotline 1-888-888-7702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模式 

III. AMENDE 模式 

 主張對高危險或長期施暴者進行四期(ㄧ到五年) 

 的治療 

 

IV. COMPASSION WORKSHOP 

 採取依附理論進行治療，以十二週時間來修復自我，
同時以家庭作業方式學習對自身行為負責，用具體的
承諾與方法來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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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目標 

• 加害人承認施暴 

 

• 加害人對自己的暴力行為負責 

 

• 加害人同意終止暴力 

 

• 加害人學習新的行為模式 

 

• 加害人支持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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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社區整合回應模式 

家庭正義中心(Family Justice Center) 
 以司法機關為主導，集合公部門和私部門為家暴被害人提供一

站式服務，服務內容包含： 
• 個案管理-具多重語言及文化能力的社工提供被被害人相關資

訊，協助聯結資源，最終做出抉擇 
• 警察-受理報案，回答保護令和人身安全相關的問題 
• 檢察官-起訴家暴案件 
• 觀護人(Probation Officer)-追蹤和約束被判緩刑的加害人 
• 法律諮詢-協助被害人瞭解和爭取自身權益 
• 心理輔導-給予被害人心理支持，促進創傷復原 
• 兒童服務-幫助目睹家暴兒童恢復對人的信任，面對家庭中發

生的變化 
• 特殊族群服務-協助受虐長者、殘疾人、同志及跨性別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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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社區整合回應模式 

轉型正義模式(Transformative Justice Model) 
 

 

↑ 

←社區問責→ 

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 

創造價值觀及作法 

反暴力和壓迫 

強調安全、支持與問責 

針對社區成員的暴力行為
發展相應的策略，要求施
暴者經歷一定的過程，學
習為自己行為負責，並改
變他們的暴力行為模式 

盡力改善所有社區成員以及社區
整體的狀況，轉化政治形勢以消

弭壓迫及暴力 

提供暴力受害者 

安全與支持 

尊重他們自我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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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暴服務面臨的 

問題和挑戰 

•只強調對被害人的服務，加害人處遇計畫相對效果不彰 

•暴力預防工作未受到足夠支持 

•缺乏對運動理念的共識 

•專業化 Vs.草根運動 

•出資方全權決定如何使用項目款項 

•被害人自決的權利不被尊重 

•被迫與龐大且強勢的體系合作，例：司法警政系統 

•無力解決少數或有特殊需求族群被害人的問題，例：移民、
殘疾人、同志及跨性別被害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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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人社會家庭暴力服務體系的反思 

• 危機干預 Vs. 長期療癒 

 

• 責任通報 Vs. 被害人自決 

 

• 家庭整合服務Vs. 個人服務 

 

• 司法正義Vs. 轉型正義 

 

• 處遇 Vs. 預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