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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保護管束少年在尚未進入司法系統前的親子關

係發展，尤其當少年行為違常時，與父母親的互動；以及在保護管束介入

後，親子關係的改變狀況，尤其當保護管束介入後，觀護人對少年的強制

力以及與父母親的互動，對於親子關係改變的影響性。因應研究目的，本

研究採質性研究之個案研究法，運用立意取樣的方式，以台北地院觀護人

室為主要研究場域，邀請五對受少年法庭裁定需接受保護管束之少年與其

父母親，進行一對一的深入訪談，並利用訪談資料與書面資料進行多面向

的資料分析，重現受訪家庭之親子關係的原貌及變化歷程。 在深入訪談五

個保護管束少年的家庭及其觀護人後，針對受訪對象的親子關係變化，研

究者歸納出以下八點發現： 1.親子關係呈現動態的轉變； 2.依附關係影響

少年行為與家庭運作； 3.親子互動品質的良窳，決定父母與少年的親密程

度； 4.家庭成員的介入，影響父母與少年的親子關係； 5.少年的個別差

異，影響父母親的管教成效； 6.外在環境的改變，影響親子關係的發展； 

7.少年行為的穩定，帶給父母重新思考的契機； 8.父母親不放棄的態度，

影響少年行為的改變。 依據以上的研究發現，研究者分別對受保護管束的

少年、家長、觀護人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議，同時希望藉此研究，

能讓各界對於有保護管束少年的家庭，能多些了解、少些責難，進而協助

家庭能夠更有力量的幫助少年重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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