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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光
第三屆紫絲帶獎得主

蔡宗晃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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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一名非行少年的身上，

看見暴力就像來自上一代遺傳，

讓孩子的心在巨大枷鎖中進退失據。

於是蔡宗晃放下白袍光環，踏出診間，

花了十五年的歲月投入非行青年評估、

家暴審前鑑定及處遇。

真實世界的樣貌隨著案例而更加清晰，

他發現每一位相對人心中如有一間囚室，

裡面沒有對話、無以自處、難辨方向，

於是他走進幽暗，

在火柴的微光中探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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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衛生福

利部舉行「第三屆紫絲帶獎」頒獎典禮，

第三屆紫絲帶獎以「臺灣保護服務工作

的最高榮譽」為定位，大林慈濟醫院身

心醫學科蔡宗晃醫師是十四位得主之

一，卻是全臺灣第一位獲頒紫絲帶獎的

精神科醫師。

推薦蔡醫師獲獎的臺灣防暴聯盟理

事長鄭瑞隆教授提及，蔡醫師擔任嘉義

縣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委員已有十八

年，所評估之性侵害加害人超過二千人，

治療具有精神疾患、藥癮與酒癮家暴加

害人則不計其數。

依保護三法來保障弱勢、減緩受害，

這是橫跨各領域協同保護受試者重要工

作。因虐待常具有重複性及習慣性，故

對蔡醫師而言，他所遭遇過最大的挫折，

就是加害人自殺、再犯或重複藥酒癮；

然而，能降低再犯率以及使被害人找回

力量，卻是蔡醫師從事保護服務工作中

獲得的意義。

在蔡醫師的助人工作裡，曾有一位躁

鬱症的先生，腦傷之後喪失職業功能，

衝動控制不佳且成為酒癮者，家裡的經

濟重擔交由太太一人承擔。因先生的情

緒激躁及混亂行為，使得太太無法專注

工作，兩個就讀高中的女兒則出現學業

適應上的困難，家人決定將他送醫住院

治療，治療期間，他因酗酒及情緒控制

不佳等問題而多次住院。

透過精神醫療及酒精戒治外，還特別

專注於家庭功能的維持，例如幫助太太

的工作持續和協助女兒的學業完成。「我

們留意這家庭的生活週期，女兒就學的

學期當中，讓患者住院並參與精神復健，

寒暑假安排回家，維持家庭關係。」蔡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張秀鴛司長頒發第三屆紫絲帶獎給蔡宗晃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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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說病人的女兒後來順利完成高中學

業，還進了大學，畢業後從事不錯的職

業，太太至今還在工作，也拿出積蓄讓

先生做植牙手術。

今年，病人的太太與女兒帶著喜餅來

拜訪蔡醫師，女兒告訴蔡醫師，她很高

興，爸爸、媽媽在自己的婚宴中，坐在

主桌見證她的婚禮。「我自己有信心建

立一個完整的家庭，裡面也會有我爸爸、

媽媽的角色。父親生病的歷程，對我們

家人而言，就如《當天使穿著黑衣出

現》，他曾是我家裡的天使，只是穿著

生病的黑衣服出現。」

女兒告訴蔡醫師，「這些年來，父親

如果感受到發病的前兆，就會主動找蔡

醫師安排住院，使得我們家沒有再受到

傷害，現在就算父親大腦失能，心智仍

然與我們同在。」

二十年臨床研究 

評估分級保護受害者

蔡醫師從一九九六年開始從事保護性

工作，至今已二十年，工作內涵包括精

神醫療、司法鑑定、創傷精神醫療、家

暴及性侵害評估、家暴相對人及性侵害

加害人處遇治療；服務面向觸及家庭暴

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兒

少保護、老人保護與身心障礙者保護。

具司法鑑定專長的他，長期協助法院

鑑定性加害人再犯及被害人創傷評估，

蔡宗晃醫師於得獎後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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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至法院擔任專家證人。也長期投入嘉

義縣家庭暴力審前評估，取得內政部補

助進行婚姻暴力案件分級管理、家暴相

對人處遇及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尤

其是腦傷、酒癮或情緒障礙等困難個案，

會轉介給蔡醫師進行男性酒癮、情緒及

暴力相關性評估。

依蔡醫師專長，受嘉義地方法院家事

法庭特聘調解委員，對有家暴、性侵、

兒虐、精神疾病及酒毒品之虞者進行區

辨，以保障孩童監護最佳權益。每月協

助嘉義監獄作妨害性自主篩選評估，強

化系統整合，包括刑後治療、日後假釋

要件風險評估、社區處遇及警政監控，

及協助犯罪者家屬形成支持系統。

長期建立的常規家暴審前評估模式，

與法院及處遇輔導交流整合，然後在精

神醫學專科中分享推廣，使得嘉義家暴

再犯率較之前減少三分之一。此外，蔡

醫師也協助社會局，義務治療遭受亂倫

的男孩。

保護服務過程，蔡醫師有許多創新性

作為，像是家暴審前評估，採用電訪或

面談聲請人及相對人，給予雙方陳述事

件原由及感受的表達，以提供法官更有

效的資料，也能辨認異常個案申請；於

處遇團體裡開創家庭日，讓聲請人描述

相對人行為的變化，以協助家庭修復。

蔡醫師是首位進入監獄，對性侵害犯

及暴力犯評估其自尊及情緒因子對犯罪

行為的影響，這項研究成果，發表於歐

洲的神經精神醫學會 (ECNP)。南京大學
也將這一篇收錄於《刑事司法心理研究》

書集。

「早年在醫院做司法鑑定及性侵害審

前評估，覺得單從醫療的後端治療，無

法完整嚇阻暴力的受害及家庭的傷痕，

所以，積極投入社區醫療評估及治療、

審前評估及各系統整合，引進外在監控

和當事人內在改變。」蔡醫師表達了投

入保護服務工作的初衷。

蔡醫師曾在急診室見過喝醉酒的父親

或同居人，因承受不了幼兒的哭聲，加

上自己情緒上不穩定，將幼兒的肩膀拿

起甚至劇烈搖晃，試圖制止幼兒的哭聲。

藉由腦部電腦斷層，發現腦部靜脈出血

及腦內水腫，因腦壓升高致從眼底鏡裡

看到視網膜出血。這樣的傷害使這嬰兒

在生死邊緣拉扯，即使復原了，長期也

會遭受智能退化的困擾。

「在兒虐臨床經驗中，使我體驗到或

許上天賦予人人生而平等，但生長的過

程卻不一定平等。」這導致蔡醫師於專

科醫師行醫初期著重在兒虐方面身體指

標、精神虐待與疏忽、幼兒會談評估技

巧、亂倫個案介入輔導及觀察攜子自殺

的個人心態及社會現象，而對遭受亂倫

的孩童，則以心理劇作為治療策略，希

冀這些小孩可逃脫束縛，順利成長。他

也以幼兒受虐的身體徵兆，做為司法證

據認定，成為臺灣首位兒虐嬰兒搖晃症

的發表者。

蔡醫師長期擔任役政署心輔諮詢委

員，這個職務是從役政署成立之前，他

就與第一任役政署長到各機關單位參與

替代役男座談及心理衛生講座。當時替

代役期是二年，對役男而言主要的情緒

困擾除了對機構的適應問題外，距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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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相隔兩地）是主要心理傷痛的原因。

輔導役男「兵變」打擊，讓蔡醫師銘記

分手這議題在親密關係中一直佔據著重

要意義。而在役政署成立後，他接受一

項特殊諮商評估任務，就是當時由全臺

灣各機構通報過來後，以團體角色扮演

分析方式，來治療非行青少年成長創傷

經驗及家庭衝突。

近五年來，蔡醫師更針對家庭暴力案

件危險分級管理試辦方案進行檢驗，以

實證研究出男性親密伴侶者特質、分類

及各類型間心態及行為差異。研究成果

已成為法界重要參酌資料。

著重身心體驗  走進精神醫學

二○○三年，內政部開始表揚家庭暴

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工作的有功人

士，二○一三年轉由衛生福利部統籌辦

理，二○一四年從表揚有功人士轉型，

開辦第一屆紫絲帶獎，表彰全臺推動保

護服務工作卓有貢獻的人士，以激勵社

政、衛生醫療、警政、教育、司法、勞

政等相關人員的士氣，並促進社會大眾

對相關議題的投入與關注。

蔡宗晃醫師於二○○九年獲頒有功人

士，二○一六年底更獲得紫絲帶獎的榮

譽，也是全臺灣第一位獲頒此獎的精神

科醫師。問他為什麼會走上精神醫學之

路？蔡醫師面露微笑，他說，這一切都

是誤打誤撞。

當年，還是公費生的蔡醫師，從高雄

醫學大學畢業後，選擇先下鄉再回到醫

學中心服務。「我沒有刻意要選哪一科，

我的同學幫我填花蓮的玉里榮民醫院，

我就走進精神科這個領域來……」冥冥

之中似已安排，蔡醫師正好進到當時全

東亞最大的精神科患者的收容醫院。

下鄉服務期滿，蔡醫師返回高雄榮總，

主任見他有兩年的精神科基礎，鼓勵他

別放棄，於是，他繼續待在精神科；特

別的是，科內夥伴們不把他當成第一年

住院醫師，而是當成第三年住院醫師，

他常常是與第三年的住院醫師們共同分

擔工作及成立讀書會。

兩年的下鄉服務，加上三年半的專科

訓練，順利取得專科執照的蔡醫師，蛻

變般，有了自己的想法也能獨當一面，

開始思索未來的路，「剛好臺灣有個保

護三法，其中我先做的是『性侵害防治

法』，那時候法令有修訂，這群性侵害

加害人，被判刑前會做審前評估，判刑

後會進行所謂的刑中治療和社區處遇，

那時候我才介入到這一塊。」

事實上，在蔡醫師取得專科執照時，

蔡宗晃醫師不僅在診間看病，也走入社區親見

個案與人的互動、了解成長背景，為個案改變

的機會。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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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多家醫院「相中」，其中包括精神

科資源相對少的嘉義地區，後來，蔡醫

師進入嘉南療養院服務，並擔任院內的

司法小組召集人，他不單做性侵害防治，

也做司法鑑定。

當時，雲嘉南地區從事保護性工作的

人士不多，「他們覺得有需要多點人才

幫忙衛政系統、獄政系統和法院系統，

我就這樣走下去。」蔡醫師一次又一次

接受地方或法院委託，加上「家庭暴力

防治法」的納入，逐漸地，他的觸角愈

伸愈廣，責任也在一點一滴中加重。

為讀犯罪心理  落腳大林

二○○○年大林慈院啟業，草創時期

篳路藍縷，身心醫學科只有董俊良、李家

順兩位主治醫師，兩人輪流值班又兼顧門

診、臨床，可說是蠟燭兩頭燒，很需要新

血加入，因此，董醫師曾跑了三趟嘉南療

養院，為的是得到蔡醫師的應允。

「如果以後有機會攻讀博士，希望你

們能無條件支持我。」對學術領域深感

興趣的蔡醫師，期待能在學術上有所專

研，他所指的「無條件支持」，不只希

望獲得董醫師的同意，也能獲得全科的

認同，董醫師回答他：「沒問題！」

研究所要讀哪裡呢？參觀嘉義地區的

大學，蔡醫師被中正大學的校園所吸引，

「早期的醫學院看起來像高中的校園，

而中正大學裡有許多的綠地，我心想這

才像個大學。」不同於大部分的醫師，

進修醫學或自然科學相關領域，蔡醫師

選擇了社會科學，而拜訪開創犯罪學系

的系主任蔡德輝。

蔡德輝主任見到他很訝異，談起他們

這個領域，進修者多為社會學或社會科

學背景，勉強還有心理系背景，看到有

精神科醫師來讀，算是空前的第一位。

通過第一關的筆試，進入第二關的口試

時，蔡醫師感覺自己沒望了，因為其他

的口試者不是法院的庭長就是監獄的典

獄長之類的職等，「沒想到，最後還是

錄取了，讓我更執著走這領域。」

回首二○○二年來到大林慈院任職，

蔡醫師感謝當年科內的同仁，也感謝醫

院給他很大的空間，「我除了醫院的業

務，還有法界、醫界、衛政、教職、非

行少年等部分都涵蓋在內，這可能是我

在其他醫院沒有那麼大的自由度。」

一路走來，蔡醫師很驚訝自己怎麼接

了那麼多任務，尤其，此次獲頒紫絲帶

獎，太太得知他於典禮上要準備十二分

鐘的演講，分享保護事蹟，也訝異起怎

麼接了那麼多事情。「過去還年輕，做

感興趣的事，不會覺得忙碌，只是隨著

人的年紀增長，回頭一看，才恍然應該

要好好檢討自己的能力。」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蔡醫師常常熬夜，

一大堆數字在他腦海裡「游」，「那是

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已經很久沒有用功

到要常常熬夜想東西，以前讀書時，熬

夜仍然是體力充沛，這一、兩年感覺到

年紀所帶來的限制。」

「很多東西不是一個人架構成的，而

且很多東西是我們自己初步嘗試時，沒

有想到會是個開創者。」從事保護性工

作將近二十年，蔡醫師覺得人生要走得

長遠，還是要做感興趣的事，「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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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有一群同好，實務界或研究上的夥

伴，雖然我們來自不同領域，但是我們

同樣做一件事，會覺得人生很有趣。」

路走到哪裡，不是蔡醫師精心規劃，

然而，他很感恩能走上這途，「我們平

常嫌惡或是用一種不同社會眼光去看那

些家暴、酒癮、性加害人，可能多少會

受媒體的報導影響，但是看到的是表象。

我們這群介入的人、與他深談的人、帶

團體的人，從觀察互動，看到行為表現

後面的意義，理解是什麼造成他最後這

個行為，而觸犯法律。」

不僅在診間看到的橫軸面，蔡醫師走

入社區，親見個案與人的互動、了解成

長背景所形成的縱面，「浮現出來的深

度，就不用是非去探討這個人的對錯，

我們是去看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如果人

一直活在社會標籤下，是很難以期待他

有所改變，可是如果能了解一個人的發

展、成長動態，而不是給他貼標籤，他

可能還有尋求改變的機會。」

跨界合作 開創新局

紫絲帶，一條緊緊繫住「暴力零容忍」

信念的單純符號，多年來，在許多城市

與鄉間不斷飄揚。如果，反對暴力是每

個人心中的無形城牆，那麼，築起具體

深溝高壘的則是防治網絡――無數專業

的工作者，來自政府與民間，分布中央

與地方，透過水平與垂直整合緊緊串聯。

他們奉獻一生、念茲在茲、殫精竭慮，

在防暴的道路上扭轉著光明與黑暗。

第二屆紫絲帶獎的得獎者，臺灣雲

林地方法院少年及家事法庭之法官潘雅

惠，從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十餘年，互

動過無數專業、熱誠且務實投入此領域

的工作者，蔡醫師是她認識的其中一位

佼佼者。

「蔡醫師從醫療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做起，深知窩在白色巨塔內的診療室僅

得以醫治被害人，卻無法阻止或減少被

害人的產生，所以，與國立中正大學犯

罪防治系林明傑教授積極投入社區一級

預防工作。」

此次，榮獲紫絲帶楷模獎的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系教授林明傑，肯定蔡醫師的

專業，而他處事的嚴謹、正直與以個案

為中心的本質，更讓林明傑教授推崇，

「他是我在學界及實務長達二十年一起

共事的好夥伴。」

家庭暴力防治法成立近二十年，家暴

的審前評估是提供保護令核發及處置裁

決的重要一環。林教授提及，早期評估

相對人方式是無法看見家暴的原貌，甚

至出現參與評估者的處遇比刻意缺席者

來得低，為改變方式，他與蔡醫師提出

新的家暴審前評估策略，兩人長年利用

非工作時間，每周晚上在窄小的衛生所

會談室評估。

評估中會與家暴聲請人電話聯繫，要

求相對人面談或電話通訊方法來釐清家

暴事件本質及真相、彼此間認知差距，

並定期參與法官、警界、社工及矯正領

域的聯繫會議，不斷藉由討論來修正評

估方式。

「近年來，我因參與中央決策而離開

了這個崗位，但蔡醫師仍維持每周家暴

審前評估，主要是為了維持評估品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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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與提攜後進。」更讓林教授感佩的是，

蔡醫師於二○一六年取得中正大學犯罪

防治所犯罪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女

性親密伴侶謀殺者之分類研究」，耗時

近七年時間，至各地方法院調判決書，

再至全臺監獄閱讀此類受刑人官方記錄

資料、社工及心理記錄，並輔以媒體報

導題材，後進入監獄作質性訪談。

對於蔡醫師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仍能

投入社區犯罪防治領域且心向學，尤其

運用專業及學識涵養於犯罪矯正及精神

醫療，林教授覺得對全國務實基層工作

者而言，是莫大的鼓舞。而蔡醫師則是

感恩身旁有許多的典範，也感恩林明傑

教授與自己家人的支持。

從陰影中 眺望光明

一轉眼，十多年過去了，蔡醫師有感

而發，「每一種創傷，是一種歷程，也

是一種成熟的方式。阻止我們前行的不

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百塊石頭，而是我們

鞋子裡的那塊石塊。」「以資深從事保

護工作者而言，我比別人看過更多被害

人及相對人創傷，在深入接觸個案的心

靈過程中，可能也會懷疑自己是否有替

代性創傷， 那是我們夠堅強，能夠持久、
熱誠及保有高敏感度，才讓我持續性投

入這條保護工作的路。我所服務的個案，

包括相對人，他們交錯著情緒的困擾、

傳統思維的包袱及對社會不適應性，如

同自己被囚禁在黑暗幽室當中看到都是

一片漆黑，但只要一根火柴找到、點亮

它，這整個房間就被照亮了。」 
「我們通常是在挫折及被需求當中才

能看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蔡宗晃醫師

說，對於未來，他將持續做家暴審前鑑

定及司法鑑定，以協助法院對暴力事件

的認定；協助法院做家事調解，以防範

家暴及兒虐於未然；於臨床、教學、研

究方面推廣辨識恐怖情人及嚴重親密暴

力處理之道。蔡宗晃堅定地說，「阻礙

我們飛翔的力量，是來自我們內心的恐

懼。有人在光明中注視著陰影，但別忘

了，還有人在陰影中眺望著光明。」

蔡宗晃醫師表示，未來將持續投入保護工作，幫助在陰影中的人照見希望。攝影／黃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