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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金門縣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課

楊蕙禎 社工師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

蒞蒞蒞蒞蒞蒞蒞蒞 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指指指指指指指指 導導導導導導導導

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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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課

楊蕙禎 社工師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

蒞蒞蒞蒞蒞蒞蒞蒞 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指指指指指指指指 導導導導導導導導

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

100100100100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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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開心談戀愛開心談戀愛開心談戀愛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理性談分手理性談分手理性談分手

愛情選擇權愛情選擇權愛情選擇權愛情選擇權

金門縣政府社會局金門縣政府社會局金門縣政府社會局金門縣政府社會局金門縣政府社會局金門縣政府社會局金門縣政府社會局金門縣政府社會局

楊蕙禎社工師楊蕙禎社工師楊蕙禎社工師楊蕙禎社工師楊蕙禎社工師楊蕙禎社工師楊蕙禎社工師楊蕙禎社工師

 

 

 

簡歷

•現職：金門縣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師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兼任講師

•經歷：金門縣立醫院社工師

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社工師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員

教育部研究助理

•學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碩士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證照：86年專門工作與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類科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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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戀愛何謂戀愛何謂戀愛何謂戀愛？？？？

談戀愛本是甜甜蜜蜜談戀愛本是甜甜蜜蜜談戀愛本是甜甜蜜蜜談戀愛本是甜甜蜜蜜，，，，溫馨浪漫溫馨浪漫溫馨浪漫溫馨浪漫，，，，但到但到但到但到
底為何會有暴力的存在底為何會有暴力的存在底為何會有暴力的存在底為何會有暴力的存在？？？？

1.1.1.1.究竟究竟究竟究竟「「「「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

2.2.2.2.愛是自私愛是自私愛是自私愛是自私，，，，完全佔有完全佔有完全佔有完全佔有？？？？

3.3.3.3.還是還是還是還是「「「「打是情打是情打是情打是情、、、、罵是愛罵是愛罵是愛罵是愛」」」」呢呢呢呢？？？？

 
 

 

何謂親密關係暴力何謂親密關係暴力何謂親密關係暴力何謂親密關係暴力????

戀愛暴力戀愛暴力戀愛暴力戀愛暴力????

同居暴力同居暴力同居暴力同居暴力????

婚姻暴力婚姻暴力婚姻暴力婚姻暴力????

．．．．親密關係暴力的定義親密關係暴力的定義親密關係暴力的定義親密關係暴力的定義？？？？

．．．．我們的服務案量會有多少我們的服務案量會有多少我們的服務案量會有多少我們的服務案量會有多少？？？？

．．．．有多少黑數存在有多少黑數存在有多少黑數存在有多少黑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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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暴力定義親密關係暴力定義親密關係暴力定義親密關係暴力定義

在浪漫的關係裡在浪漫的關係裡在浪漫的關係裡在浪漫的關係裡，，，，不論是發生在異性或同性戀上不論是發生在異性或同性戀上不論是發生在異性或同性戀上不論是發生在異性或同性戀上，，，，舉舉舉舉

凡任何凡任何凡任何凡任何 過度控制過度控制過度控制過度控制 或或或或 攻擊行為攻擊行為攻擊行為攻擊行為，，，，無論藉著無論藉著無論藉著無論藉著言語言語言語言語、、、、情感情感情感情感、、、、身身身身

體體體體、、、、性關係性關係性關係性關係、、、、或綜合的形式或綜合的形式或綜合的形式或綜合的形式出現出現出現出現，，，，可稱為戀愛暴力可稱為戀愛暴力可稱為戀愛暴力可稱為戀愛暴力。。。。

1.1.身體暴力身體暴力身體暴力身體暴力身體暴力身體暴力身體暴力身體暴力 3.3.心理暴力心理暴力心理暴力心理暴力心理暴力心理暴力心理暴力心理暴力

2.2.言語暴力言語暴力言語暴力言語暴力言語暴力言語暴力言語暴力言語暴力 4.4.操控暴力操控暴力操控暴力操控暴力操控暴力操控暴力操控暴力操控暴力

5.5.性暴力性暴力性暴力性暴力性暴力性暴力性暴力性暴力

 
 

 

戀愛暴力現況戀愛暴力現況戀愛暴力現況戀愛暴力現況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香港的調查顯示香港的調查顯示香港的調查顯示香港的調查顯示：：：：
16161616～～～～24242424歲歲歲歲的年輕女性的年輕女性的年輕女性的年輕女性最容易遭受戀愛暴力最容易遭受戀愛暴力最容易遭受戀愛暴力最容易遭受戀愛暴力，，，，而最嚴而最嚴而最嚴而最嚴

重的暴力則發生在重的暴力則發生在重的暴力則發生在重的暴力則發生在分手的過程分手的過程分手的過程分手的過程。。。。

•現代婦女基金會發現現代婦女基金會發現現代婦女基金會發現現代婦女基金會發現：：：：

–每月平均有每月平均有每月平均有每月平均有14.7 14.7 14.7 14.7 件戀愛件戀愛件戀愛件戀愛////分手暴力和情殺新聞分手暴力和情殺新聞分手暴力和情殺新聞分手暴力和情殺新聞

–每每每每2222天就發生天就發生天就發生天就發生1111起起起起 戀愛暴力與情殺案件戀愛暴力與情殺案件戀愛暴力與情殺案件戀愛暴力與情殺案件

–每月至少有每月至少有每月至少有每月至少有 3333件件件件 情人殺人未遂情人殺人未遂情人殺人未遂情人殺人未遂、、、、致死的案件發生致死的案件發生致死的案件發生致死的案件發生

–有有有有44%44%44%44%民眾曾在交往中遇過愛情恐怖份子民眾曾在交往中遇過愛情恐怖份子民眾曾在交往中遇過愛情恐怖份子民眾曾在交往中遇過愛情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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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與加害人的羈絆關係被害人與加害人的羈絆關係被害人與加害人的羈絆關係被害人與加害人的羈絆關係

被害人難以決定離開加害人被害人難以決定離開加害人被害人難以決定離開加害人被害人難以決定離開加害人，，，，有三個基本有三個基本有三個基本有三個基本

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1. 1. 傳統性別角色影響傳統性別角色影響傳統性別角色影響傳統性別角色影響傳統性別角色影響傳統性別角色影響傳統性別角色影響傳統性別角色影響

2. 2. 害怕離開的後果害怕離開的後果害怕離開的後果害怕離開的後果害怕離開的後果害怕離開的後果害怕離開的後果害怕離開的後果

3. 3. 無助感無助感無助感無助感無助感無助感無助感無助感

 
 

 

暴力創傷影響暴力創傷影響暴力創傷影響暴力創傷影響

最令人迷惑的暴力最令人迷惑的暴力最令人迷惑的暴力最令人迷惑的暴力、、、、也往往是最恐怖的也往往是最恐怖的也往往是最恐怖的也往往是最恐怖的心靈控制心靈控制心靈控制心靈控制，，，，暴暴暴暴

力循環裡力循環裡力循環裡力循環裡愛與恨交織的訊息愛與恨交織的訊息愛與恨交織的訊息愛與恨交織的訊息，，，，常讓被害人感到迷失而常讓被害人感到迷失而常讓被害人感到迷失而常讓被害人感到迷失而

焦慮焦慮焦慮焦慮：：：：

1.1.生理方面生理方面生理方面生理方面生理方面生理方面生理方面生理方面 3.3.認知觀念認知觀念認知觀念認知觀念認知觀念認知觀念認知觀念認知觀念

扭扭扭扭扭扭扭扭 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2.2.情緒問題情緒問題情緒問題情緒問題情緒問題情緒問題情緒問題情緒問題 4.4.行為問題行為問題行為問題行為問題行為問題行為問題行為問題行為問題

5.5.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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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循環暴力循環暴力循環暴力循環」」」」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 一旦暴力發生一旦暴力發生一旦暴力發生一旦暴力發生，，，，而而而而加害人沒有受到阻止或懲罰加害人沒有受到阻止或懲罰加害人沒有受到阻止或懲罰加害人沒有受到阻止或懲罰，，，，就會引出下一次暴力就會引出下一次暴力就會引出下一次暴力就會引出下一次暴力
循環循環循環循環。。。。

• 且每一次循環的且每一次循環的且每一次循環的且每一次循環的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會縮短會縮短會縮短會縮短，，，，虐待暴力期虐待暴力期虐待暴力期虐待暴力期也會提早也會提早也會提早也會提早，，，，蜜月期蜜月期蜜月期蜜月期則會縮短則會縮短則會縮短則會縮短

甚至消失甚至消失甚至消失甚至消失，，，，便會變成虐待暴力期的無限延續便會變成虐待暴力期的無限延續便會變成虐待暴力期的無限延續便會變成虐待暴力期的無限延續。。。。

• 暴力成為常態暴力成為常態暴力成為常態暴力成為常態、、、、正當正當正當正當、、、、例行的行為例行的行為例行的行為例行的行為。。。。

婚姻暴力的婚姻暴力的婚姻暴力的婚姻暴力的

循環歷程循環歷程循環歷程循環歷程

壓力期壓力期壓力期壓力期

爭執期爭執期爭執期爭執期
蜜月期蜜月期蜜月期蜜月期

虐待暴力期虐待暴力期虐待暴力期虐待暴力期

 

 

 

初期暴力發生初期暴力發生初期暴力發生初期暴力發生
找出潛在危險因子找出潛在危險因子找出潛在危險因子找出潛在危險因子，，，，阻斷暴力阻斷暴力阻斷暴力阻斷暴力

•二級預防主要強調二級預防主要強調二級預防主要強調二級預防主要強調「「「「致力於致力於致力於致力於辨識潛在的危險因子辨識潛在的危險因子辨識潛在的危險因子辨識潛在的危險因子，，，，並並並並

尋求尋求尋求尋求早期有效的介入早期有效的介入早期有效的介入早期有效的介入」」」」。。。。

•當二人交往已發生暴力警訊當二人交往已發生暴力警訊當二人交往已發生暴力警訊當二人交往已發生暴力警訊，，，，尤其是首次發生時尤其是首次發生時尤其是首次發生時尤其是首次發生時，，，，二二二二

人面對問題的態度人面對問題的態度人面對問題的態度人面對問題的態度，，，，深深影響暴力問題的變化深深影響暴力問題的變化深深影響暴力問題的變化深深影響暴力問題的變化。。。。

•早期有效介入早期有效介入早期有效介入早期有效介入，，，，不容忍不容忍不容忍不容忍、、、、不讓暴力合理化不讓暴力合理化不讓暴力合理化不讓暴力合理化，，，，更不因分更不因分更不因分更不因分

手而發生致命危險事件手而發生致命危險事件手而發生致命危險事件手而發生致命危險事件，，，，只有勇於認錯及面對處遇治只有勇於認錯及面對處遇治只有勇於認錯及面對處遇治只有勇於認錯及面對處遇治

療療療療，，，，才能有效終止暴力行為才能有效終止暴力行為才能有效終止暴力行為才能有效終止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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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的特質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的特質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的特質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的特質

• 權力感權力感權力感權力感：：：：我打她是一種教育的權力我打她是一種教育的權力我打她是一種教育的權力我打她是一種教育的權力

• 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無法喘息無法喘息無法喘息無法喘息，，，，憤怒發洩憤怒發洩憤怒發洩憤怒發洩，，，，都是你們害的都是你們害的都是你們害的都是你們害的

• 把別人當作物體的能力把別人當作物體的能力把別人當作物體的能力把別人當作物體的能力：：：：不是人而是日本鬼子不是人而是日本鬼子不是人而是日本鬼子不是人而是日本鬼子、、、、蕩婦蕩婦蕩婦蕩婦

• 阻斷感阻斷感阻斷感阻斷感：：：：不重視自己的感覺不重視自己的感覺不重視自己的感覺不重視自己的感覺（（（（曾經有受虐經驗曾經有受虐經驗曾經有受虐經驗曾經有受虐經驗））））

• 目標導向目標導向目標導向目標導向：：：：為了解決問題為了解決問題為了解決問題為了解決問題，，，，若原因來自伴侶會從伴侶下手若原因來自伴侶會從伴侶下手若原因來自伴侶會從伴侶下手若原因來自伴侶會從伴侶下手

• 意識型態比人更為重要意識型態比人更為重要意識型態比人更為重要意識型態比人更為重要：：：：某某某某些意識型態些意識型態些意識型態些意識型態（（（（信念信念信念信念））））比生命重要比生命重要比生命重要比生命重要

• 強權即公理強權即公理強權即公理強權即公理：：：：衝突會是危險的衝突會是危險的衝突會是危險的衝突會是危險的，，，，面對衝突只能更強權面對衝突只能更強權面對衝突只能更強權面對衝突只能更強權

 

 

愛情反恐愛情反恐愛情反恐愛情反恐愛情反恐愛情反恐愛情反恐愛情反恐CSICSICSICSICSICSICSICSI守則守則守則守則守則守則守則守則，，，，你千萬要知道你千萬要知道你千萬要知道你千萬要知道

••ConsultConsultConsultConsultConsultConsultConsultConsult：：：：尋求尋求尋求尋求『『『『商談商談商談商談』』』』與協助與協助與協助與協助

••SafetySafetySafetySafetySafetySafetySafetySafety：：：：『『『『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才是上策才是上策才是上策才是上策

••ImplementImplementImplementImplementImplementImplementImplementImplement：：：：：：：：要求對方要求對方要求對方要求對方『『『『履行履行履行履行』』』』改善的行動改善的行動改善的行動改善的行動

• 親密關係初次暴力發生親密關係初次暴力發生親密關係初次暴力發生親密關係初次暴力發生，，，，雙方都有責任面對雙方都有責任面對雙方都有責任面對雙方都有責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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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戀愛分手的問題時
會詢問誰的意見?

• (73.2%)表示若能重新來表示若能重新來表示若能重新來表示若能重新來
過過過過，，，，會在分手前找朋友同會在分手前找朋友同會在分手前找朋友同會在分手前找朋友同
學討論學討論學討論學討論

• (11.2%)選擇選擇選擇選擇「「「「祈禱告解祈禱告解祈禱告解祈禱告解、、、、

拜神抽籤拜神抽籤拜神抽籤拜神抽籤、、、、聽天由命聽天由命聽天由命聽天由命」」」」

• (8.5%)的網友會找專家或的網友會找專家或的網友會找專家或的網友會找專家或

輔導老師討論輔導老師討論輔導老師討論輔導老師討論

以上顯示以上顯示以上顯示以上顯示，，，，面對愛情議面對愛情議面對愛情議面對愛情議
題題題題，，，，網友寧可聽天由命網友寧可聽天由命網友寧可聽天由命網友寧可聽天由命，，，，
也不願意尋求專家意見也不願意尋求專家意見也不願意尋求專家意見也不願意尋求專家意見。。。。

1.找朋友同學談找朋友同學談找朋友同學談找朋友同學談，，，，聽取意見聽取意見聽取意見聽取意見

2.找父母親談找父母親談找父母親談找父母親談，，，，聽取意見聽取意見聽取意見聽取意見

3.找熱線服務專家找熱線服務專家找熱線服務專家找熱線服務專家，，，，或專業或專業或專業或專業

機構協助機構協助機構協助機構協助，，，，聽取意見聽取意見聽取意見聽取意見

4.找輔導老師談找輔導老師談找輔導老師談找輔導老師談，，，，聽取意見聽取意見聽取意見聽取意見

5.祈禱告解祈禱告解祈禱告解祈禱告解、、、、拜神抽籤拜神抽籤拜神抽籤拜神抽籤，，，，

聽天由命聽天由命聽天由命聽天由命

 
 

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他是危險情人他是危險情人他是危險情人他是危險情人？？？？所謂所謂所謂所謂「「「「危險情人危險情人危險情人危險情人」，」，」，」，是指是指是指是指：：：：

• 性格不成熟性格不成熟性格不成熟性格不成熟、、、、舉止衝動舉止衝動舉止衝動舉止衝動，，，，有過度批判的反社會人格有過度批判的反社會人格有過度批判的反社會人格有過度批判的反社會人格

• 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時常堅持己見時常堅持己見時常堅持己見時常堅持己見、、、、不容易妥協不容易妥協不容易妥協不容易妥協、、、、喜歡控制別人喜歡控制別人喜歡控制別人喜歡控制別人

• 對女性充滿貶抑歧視對女性充滿貶抑歧視對女性充滿貶抑歧視對女性充滿貶抑歧視，，，，經常以不堪字眼辱罵女性經常以不堪字眼辱罵女性經常以不堪字眼辱罵女性經常以不堪字眼辱罵女性

• 常用暴力解決問題常用暴力解決問題常用暴力解決問題常用暴力解決問題，，，，甚至被激怒後易有攻擊行為甚至被激怒後易有攻擊行為甚至被激怒後易有攻擊行為甚至被激怒後易有攻擊行為

• 平常有酗酒平常有酗酒平常有酗酒平常有酗酒、、、、吸毒或虐待小動物的習性吸毒或虐待小動物的習性吸毒或虐待小動物的習性吸毒或虐待小動物的習性

面對危險情人面對危險情人面對危險情人面對危險情人，，，，分手也要安全計畫分手也要安全計畫分手也要安全計畫分手也要安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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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好分手的理由想好分手的理由想好分手的理由想好分手的理由，，，，理由盡量減少傷害性理由盡量減少傷害性理由盡量減少傷害性理由盡量減少傷害性。。。。

• 考慮對方的個性考慮對方的個性考慮對方的個性考慮對方的個性、、、、兩人交往的深度兩人交往的深度兩人交往的深度兩人交往的深度，，，，及對方可能的及對方可能的及對方可能的及對方可能的

反應等反應等反應等反應等，，，，準備好自己說的方式準備好自己說的方式準備好自己說的方式準備好自己說的方式、、、、態度和理由態度和理由態度和理由態度和理由。。。。

• 找朋友角色扮演找朋友角色扮演找朋友角色扮演找朋友角色扮演，，，，了解分手時可能會有的反應了解分手時可能會有的反應了解分手時可能會有的反應了解分手時可能會有的反應，，，，並並並並

討論解決策略討論解決策略討論解決策略討論解決策略。。。。

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沙盤推演沙盤推演沙盤推演沙盤推演！～！～！～！～「「「「分手角色扮演分手角色扮演分手角色扮演分手角色扮演」」」」

 
 

 

• 慎選談分手的慎選談分手的慎選談分手的慎選談分手的時間和地點時間和地點時間和地點時間和地點。。。。

• 告訴他人你要談分手的告訴他人你要談分手的告訴他人你要談分手的告訴他人你要談分手的『『『『人人人人、、、、時時時時、、、、地地地地、、、、事事事事、、、、物物物物』』』』

• 若看見對方手拿物品若看見對方手拿物品若看見對方手拿物品若看見對方手拿物品、、、、器械器械器械器械，，，，切勿讓對方靠近切勿讓對方靠近切勿讓對方靠近切勿讓對方靠近

• 分手當天避免飲酒分手當天避免飲酒分手當天避免飲酒分手當天避免飲酒

• 分手談判時分手談判時分手談判時分手談判時，，，，千萬千萬千萬千萬不要以言語或行動激怒對方不要以言語或行動激怒對方不要以言語或行動激怒對方不要以言語或行動激怒對方

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讓對方滿意讓對方滿意讓對方滿意讓對方滿意、、、、讓自己安全讓自己安全讓自己安全讓自己安全～～～～「「「「分手情境安排分手情境安排分手情境安排分手情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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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後讓雙方冷靜分手後讓雙方冷靜分手後讓雙方冷靜分手後讓雙方冷靜，，，，避免再有聯繫或牽扯避免再有聯繫或牽扯避免再有聯繫或牽扯避免再有聯繫或牽扯

•分手後有持續的騷擾時分手後有持續的騷擾時分手後有持續的騷擾時分手後有持續的騷擾時，，，，可報警可報警可報警可報警，，，，避免單獨外出避免單獨外出避免單獨外出避免單獨外出

•分手後仍過度追求分手後仍過度追求分手後仍過度追求分手後仍過度追求，，，，可提出性騷擾申訴可提出性騷擾申訴可提出性騷擾申訴可提出性騷擾申訴

•雙方若曾同居雙方若曾同居雙方若曾同居雙方若曾同居，，，，可在傷害或騷擾發生時可在傷害或騷擾發生時可在傷害或騷擾發生時可在傷害或騷擾發生時，，，，提出提出提出提出保保保保

護令聲請或傷害告訴護令聲請或傷害告訴護令聲請或傷害告訴護令聲請或傷害告訴，，，，並擬定並擬定並擬定並擬定分手後安全計畫分手後安全計畫分手後安全計畫分手後安全計畫。。。。

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報警報警報警報警、、、、聲請保護令有必要聲請保護令有必要聲請保護令有必要聲請保護令有必要～「～「～「～「分手安全計畫分手安全計畫分手安全計畫分手安全計畫」」」」

 
 

分手暴力的法律問題要注意分手暴力的法律問題要注意分手暴力的法律問題要注意分手暴力的法律問題要注意!!!!

糾纏或跟蹤與偷拍糾纏或跟蹤與偷拍糾纏或跟蹤與偷拍糾纏或跟蹤與偷拍(妨害秘密罪妨害秘密罪妨害秘密罪妨害秘密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恐嚇恐嚇恐嚇恐嚇(恐嚇罪恐嚇罪恐嚇罪恐嚇罪，，，，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散佈猥褻言論散佈猥褻言論散佈猥褻言論散佈猥褻言論(社會秩序維護法或性騷擾罪社會秩序維護法或性騷擾罪社會秩序維護法或性騷擾罪社會秩序維護法或性騷擾罪)

傷害或重傷害傷害或重傷害傷害或重傷害傷害或重傷害(三年以下三年以下三年以下三年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將私密照片或電話號碼傳送至網路上將私密照片或電話號碼傳送至網路上將私密照片或電話號碼傳送至網路上將私密照片或電話號碼傳送至網路上(二年以下二年以下二年以下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有期徒刑，，，，加重者五年以下加重者五年以下加重者五年以下加重者五年以下)

散布誹謗言論散布誹謗言論散布誹謗言論散布誹謗言論(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14

你還願意成為他的愛情祭品你還願意成為他的愛情祭品你還願意成為他的愛情祭品你還願意成為他的愛情祭品？？？？

• 勿輕易地的妥協勿輕易地的妥協勿輕易地的妥協勿輕易地的妥協，，，，避免縱容對方得寸進尺避免縱容對方得寸進尺避免縱容對方得寸進尺避免縱容對方得寸進尺

• 勿貶低自我價值勿貶低自我價值勿貶低自我價值勿貶低自我價值，，，，避免認可對方暴力行為避免認可對方暴力行為避免認可對方暴力行為避免認可對方暴力行為

• 勿自困戀愛牢籠勿自困戀愛牢籠勿自困戀愛牢籠勿自困戀愛牢籠，，，，避免讓自己深陷痛苦避免讓自己深陷痛苦避免讓自己深陷痛苦避免讓自己深陷痛苦

• 勿給與對方藉口勿給與對方藉口勿給與對方藉口勿給與對方藉口，，，，避免讓暴力合理化避免讓暴力合理化避免讓暴力合理化避免讓暴力合理化

• 勿曲解戀愛真意勿曲解戀愛真意勿曲解戀愛真意勿曲解戀愛真意，，，，避免將性避免將性避免將性避免將性、、、、愛合一愛合一愛合一愛合一

• 勿縱情麻醉自己勿縱情麻醉自己勿縱情麻醉自己勿縱情麻醉自己，，，，或自我傷害或自我傷害或自我傷害或自我傷害，，，，這於事無補啊這於事無補啊這於事無補啊這於事無補啊

 
 

 

開心談戀愛開心談戀愛開心談戀愛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理性談分手理性談分手理性談分手

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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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性騷擾

•很多男性跟女性談話時，喜歡故做親密，以手搭
對方肩膀、拍打背部或拉拉小手，只要對他人實
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即使加
害人辯稱碰觸受害人是表達關心，但只要讓對方
感覺到被冒犯、不舒服，而不當影響對方正常生
活之進行，就有可能構成性騷擾。

•由此可知，界定性騷擾的最重要因素是被害人的
感覺與意願，因此同樣一種行為發生在不同人的
身上，可能就是「性騷擾」與「不是性騷擾」的
區別。

 
 

 

•因此，違反他人意願而向他人實施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行為，若造成對方的嫌惡與厭惡，不當影響
其正常生活進行的，都算是「性騷擾」。例如：
1.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
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
有關權益之條件。
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
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
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
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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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騷擾也算是性騷擾的態樣之一性別騷擾也算是性騷擾的態樣之一性別騷擾也算是性騷擾的態樣之一性別騷擾也算是性騷擾的態樣之一

•所謂性別騷擾，係指帶有性別歧視或偏見
的言論，特別侮辱、貶抑或敵視特定性別
的言詞或態度，例如「女人是花瓶，從來
就做不好工作的」、「女人是情緒的動
物，碰到事情就只會哭，根本只適合在家
裏被人家養」，類似這種言論或態度，如
果讓對方覺得不舒服、被冒犯，也算是一
種性騷擾。

 
 

 

•在具體個案發生時，性騷擾的認定，應就
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
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
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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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幾個避免性騷擾他人之心法以下幾個避免性騷擾他人之心法以下幾個避免性騷擾他人之心法以下幾個避免性騷擾他人之心法，，，，
請銘記在心請銘記在心請銘記在心請銘記在心：：：：

•尊重他人，檢視自己對性別的刻板印象，
建立平等的性別觀念。

•注意自己的言詞和態度，譬如：不要 對任
何性別有所貶抑與隨意講黃色笑話。

•尊重他人身體的自主權，當你的行為讓他
人覺得不舒服的時候要立即停止。

•避免以輕薄的言行舉止調侃別人。

•避免做出與性有關的騷擾行為，如傳播情
色信件、隨意對別人勾肩搭背等不當的身
體接觸。

 
 

 

•要能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是否存有權力差
異。

•若與對方存有權力差異關係（如：師生之間，主
管部屬之間），在上位者更應嚴守專業倫理。

•當不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寧可
先不要說或不要做。

•不要將對方的「友善」誤解為「性趣」。

•不要利用對方的「仰慕」，遂行性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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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止性騷擾如何制止性騷擾如何制止性騷擾如何制止性騷擾

「每個人皆有可能遭遇到性騷擾事件」絕非
危言聳聽，為了保護自己免於遭受性騷
擾，以及遭遇
性騷擾後冷靜、正確地處理問題，以下為
制止性騷擾之事前預防與事後補救措施，
期使性騷擾事件之發生率與損害減至最
低。

 
 

 

1.對性騷擾的本質（即權力差異）有正確的認知與敏銳的覺
察。

2.承諾（ Commitment ）：承諾重視並護衛自己的身體控制
權及性自主決定權。

3.信心（ Confidence ）：對自己身體及感覺的直覺要有信
心。

4.溝通（ Communication ）：以直接（如面談、寫信等）
或間接（如請他人轉告）的方式，讓對方知道他 / 她的
言行是不受到歡迎的，並要求對方立即停止該言行。在做
這個動作時，最好順便錄音，以便將來舉證之用。

5.控制（ Control ）：若對方仍依然故我，蓄意騷擾，則
可考慮採取積極的因應策略，如：向有權受理單位提出申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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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面對一些難以判斷的場合時，
以下列幾項做為自我測試的條件。

•其他人對自己的配偶做這樣的舉動，自己的感受
如何？如果會覺得不愉快的話，就請停止這樣的
動作。

•小孩看見這樣的動作會如何？如果會覺得不好的
話，就請停止這樣的動作。

•若這件事被公司的內部報導其結果會如何？如果
會覺得難堪的話，就請停止這樣的行為。

•如果還是無法判斷，請先詢問對方的意見。

•當不確定對方的感受時，寧可先不要說或不要
做。

 
 

 

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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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性侵害？

•凡是任何涉及性的意涵之行為，均被視為性侵
害，嚴重的性侵害行為包括性交、口交、體外射
精、性器官接觸、性猥褻，其他輕微的包括展示
色情圖片、口語上的性騷擾、強迫觀賞色情影
片、不斷撫摸女（男）性身體、窺視等，都屬於
性侵害的範圍。

•基本上，可以依侵犯程度分為五種類型，如施以
性嘲弄或動作、不當的碰觸、施以性報酬、施以
威脅的性強迫行為，以及強暴等。

 

 

 

一、對於性侵害的迷思

•迷思迷思迷思迷思1.1.1.1.只有強暴才算性侵害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凡是任何涉及性的意涵之行為，均被設為
性侵害，例如：展示色情圖示、口語上的
性騷擾、強迫觀賞色情影片、不斷拂拭女
（男）身體、窺視都是算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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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迷思迷思迷思2.2.2.2.只有在深夜外出，或是偏僻的空
地、暗巷裡，才會發生性侵害。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無論任何時間、地點，例如家裡、電梯
間、住宅、公園或校園都有可能發生性侵
害。

 
 

 

•迷思迷思迷思迷思3333性侵害的發生都是臨時起意的。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事實上，有的性侵害事件是加害人長時
間、有計畫的「預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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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迷思迷思迷思4444：長輩、父母親、親戚、手足不可能
對家人進行性侵害。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實際上，許多性侵害事件就發生在家庭
內。

 
 

 

•迷思迷思迷思迷思5555：對於「兩廂情願」的性關係，哪裡
算是性侵害呢？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法律保護任何人享有性的自主權，不因彼
此熟識、或家人關係，就漠視被害人對自
己身體的控制權，以及拒絕他人傷害的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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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性侵害被害人的迷思

•迷思迷思迷思迷思1111：只有發育成熟、穿著暴露的年輕女
子才會遭到性侵害。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事實上，從六個月大的嬰兒到八十
歲的老嫗，都可能成為被害人。

 
 

 

•迷思迷思迷思迷思2222.只有女性才會遭到性侵害。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根據研究顯示，女性雖為高危險群，但男
性、小男孩也無法避免遭到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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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迷思迷思迷思3333只要被害人奮力抵抗，就能夠避免性
侵害的發生。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性侵害的發生常伴隨其他暴力形式：例如
誘騙、肢體暴力、名譽威脅、生命威脅、
職權威脅等，不是被害人抵抗 就可以避免

 
 

 

•迷思迷思迷思迷思4444：遭到性侵害的女性多半具有強烈的
性慾，或在不正經的家庭中長大，否則好
女孩是不會遇到這種事的。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許多被害人是十二歲以下，性發育尚不成
熟的女童。此外，任何人、任何家庭出生
的子女都有權利拒絕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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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迷思迷思迷思5555：被害人會為了某些原因（如報復或
獲取利益），謊稱受到性侵害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性侵害對被害人的傷害相當深重，若有被
害人蓄意捏造遭到性侵害，所受到的身心
壓力更勝於性侵害的控告。

 
 

 

三、對於性侵害加害人迷思

•迷思迷思迷思迷思1111：性侵害的加害人都是陌生人。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研究發現，許多性侵害事件都是熟識者，
甚至利用孩童「叔叔」、「阿姨」的信任
來接近孩童，進行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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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迷思迷思迷思2222.加害人都是貧窮的、少數民族或是
沒有受教育者。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事實上，加害人來自各個階層，包括不同
社經地位、年齡層、教育程度、種族、收
入、行業等。

 

 

 

•迷思迷思迷思迷思3.3.3.3.加害人都是行為異常、精神有問題
的人。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有些加害人在生活方面就和一般人一樣，
反而更容易讓人失去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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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迷思迷思迷思4444.男性因為無法控制性慾，才會以性
來侵害女人。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性侵害並非起於男性不可遏抑的生理衝
動，而是基於發洩情緒壓力所致。

 

 

 

•迷思迷思迷思迷思5555.加害人都是男性。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雖然多數加害人是男性，也有少部分的加
害人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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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會強暴》

* 約會強暴的迷思約會強暴的迷思約會強暴的迷思約會強暴的迷思--------
約會強暴中有部分的施暴者會對被害人說：「如
果你不和我發生性關係，會改變我對你的感覺和
看法。」或是「若是你不和我炒飯，我就和你斷
絕往來。」
如果你的約會對象也曾用類似的話來威脅你，你
可要特別小心了………….

* 安全的約會安全的約會安全的約會安全的約會--------
完整的愛是生理與心靈的結合，用身體驗證的愛
不是真愛

 

 

 

《《《《遭受暴力時遭受暴力時遭受暴力時遭受暴力時，，，，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 保持鎮定保持鎮定保持鎮定保持鎮定：不要說刺激對方的話，也不要回
打，設法讓他也冷靜下來，以免火上加油。

• 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尤其是頭、臉、頸、胸、腹等主要
身體部分。

• 適時攻擊適時攻擊適時攻擊適時攻擊：如果決定以攻擊來作為逃脫的方
法，要找適當的時機，全力一擊，不可猶豫。

• 大聲呼救大聲呼救大聲呼救大聲呼救：請家人、鄰居幫忙。
• 快點避開快點避開快點避開快點避開：離開現場，或到親戚、鄰居、朋友

家，或到處理家庭暴力的機構。
• 去找警察去找警察去找警察去找警察：請警察出面制止施暴或送醫，或送

庇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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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暴力後遭受暴力後遭受暴力後遭受暴力後，，，，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趕快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或請親友支援趕快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或請親友支援趕快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或請親友支援趕快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或請親友支援。。。。
•牢記歹徒各項特徵牢記歹徒各項特徵牢記歹徒各項特徵牢記歹徒各項特徵。。。。
•保持現場保持現場保持現場保持現場，，，，不要移動或觸摸任何現場器物不要移動或觸摸任何現場器物不要移動或觸摸任何現場器物不要移動或觸摸任何現場器物。。。。
•先換穿一件外套或大衣先換穿一件外套或大衣先換穿一件外套或大衣先換穿一件外套或大衣，，，，不要換衣物不要換衣物不要換衣物不要換衣物。。。。
•不要清洗陰道以便採得施暴者毛髮不要清洗陰道以便採得施暴者毛髮不要清洗陰道以便採得施暴者毛髮不要清洗陰道以便採得施暴者毛髮、、、、精液精液精液精液。。。。
•應該接受醫療檢查應該接受醫療檢查應該接受醫療檢查應該接受醫療檢查，，，，因為被害時可能因驚嚇麻木而不能察因為被害時可能因驚嚇麻木而不能察因為被害時可能因驚嚇麻木而不能察因為被害時可能因驚嚇麻木而不能察
覺自己已經受傷覺自己已經受傷覺自己已經受傷覺自己已經受傷，，，，而且可以蒐集醫療證據而且可以蒐集醫療證據而且可以蒐集醫療證據而且可以蒐集醫療證據，，，，已被控制歹徒已被控制歹徒已被控制歹徒已被控制歹徒
之用之用之用之用。。。。

•遭受不幸的女性遭受不幸的女性遭受不幸的女性遭受不幸的女性，，，，通常心理上會有些傷害通常心理上會有些傷害通常心理上會有些傷害通常心理上會有些傷害，，，，應向有關的諮應向有關的諮應向有關的諮應向有關的諮
商中心求援商中心求援商中心求援商中心求援。。。。

•除了被害人的情緒會不穩之外除了被害人的情緒會不穩之外除了被害人的情緒會不穩之外除了被害人的情緒會不穩之外，，，，與被害人相關的家人或友與被害人相關的家人或友與被害人相關的家人或友與被害人相關的家人或友
人人人人，，，，有些也會情緒激動有些也會情緒激動有些也會情緒激動有些也會情緒激動，，，，也可以一併向輔導人員求援也可以一併向輔導人員求援也可以一併向輔導人員求援也可以一併向輔導人員求援。。。。

•復健的過程復健的過程復健的過程復健的過程，，，，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都需要時間癒合都需要時間癒合都需要時間癒合都需要時間癒合，，，，應應應應
該和專業人員充分配合該和專業人員充分配合該和專業人員充分配合該和專業人員充分配合，，，，不要半途而廢不要半途而廢不要半途而廢不要半途而廢。。。。

 

 

 

法律篇法律篇法律篇法律篇

•目前中華民國現行法律對性侵害之處置，
是以性侵害犯罪防制法及刑法第十六章妨
害風化罪中之第221條至第236條的相關強
姦罪文為依據，是屬於非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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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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