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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防治法

• 性騷擾防治法

• 性別平等教育法

• 性別工作平等法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 … 愛情V.S.法律？



性別平等重要發展
1975~1985

聯合國：婦女十年

1994
教育改革建議

落實「兩性」平等教育

1995
聯合國：北京宣言

1997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1998
家庭暴力防治法

2002
兩性工作平等法

2003
九年一貫正式課綱

「兩性」教育為重大議題
(92課綱)

2004
性別平等教育法

2005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主流化

2008
性別工作平等法

97課綱微調

2011
CEDAW施行法

2014
12年國教總綱頒布

2019年領綱上路

2017
釋字748號解釋

1996
彭婉如命案

1993
鄧如雯殺夫

2000
永鋕不忘
玫瑰少年

更
名

防暴三法

性騷防治
三法

2019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

釋施行法解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ev4eKF6I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_3obAsIL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_3obAsIL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_3obAsIL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_3obAsIL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_3obAsIL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_3obAsIL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P2hbSur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P2hbSur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P2hbSur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P2hbSur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P2hbSur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P2hbSur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6SPSEaPT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6SPSEaPT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6SPSEaPT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6SPSEaPT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6SPSEaPT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6SPSEaPT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tpNXkSa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tpNXkSa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ev4eKF6IHs




沒有要教你如何談戀愛！
只是………………



親密關係暴力事件

•言語及肢體暴力

•性侵害

•性騷擾

•其他

•迷思：

•情侶間就不會發生性騷擾或是性侵害？

•只要是情侶，違反意願也沒關係？



家庭暴力

• I got flowers today.

 我今天收到花了

• It wasn’t my birthday or any other special day.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或什麼特別的日子

•We had our first argument last night.

 昨晚，我們第一次吵架



•And he said a lot of cruel things that really hurt me.
 他說了很多殘忍的話，傷害了我

• I know he is sorry and didn’t mean the things he 
said.

 我知道他很抱歉而且不是故意的

•Because he sent me flowers today.
 因為他今天送我一束花



• I got flowers today.

 我今天收到花了

• It wasn’t our anniversary or any other special day.

 今天不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Last night he threw me into a wall and started to choke 
me.

 昨晚，他把我推去撞牆，然後掐著我

• It seemed like a nightmare.

 仿佛是場惡夢



• I couldn’t believe it was real.
 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 I woke up this morning sore and bruised all over.
 今早，我遍體麟傷的醒過來

• I know he must be sorry.
 我知道他一定很抱歉

•Because he sent me flowers today.
 因為他今天送我花了



• I got flowers today.

 我今天收到花了

• It wasn’t Mother’s Day or any other special day.

 今天不是母親節或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Last night he beat me up again.

 昨晚，他又痛打我一頓

•And it was must worse than all the other times.

 打的比之前的還慘



• If I leave him, what will I do?

 如果我離開他，我還能做什麼?

•How will I take care of my kids?

 我要怎麼照顧我的小孩?

•What about money?

 哪來的錢呢?

• I’m afraid of him and scared to leave.

 我很怕他，也害怕離開



•But I know he must be sorry.

 但我知道他一定很抱歉

•Because he sent me flowers today.

 因為他今天送我花了



• I got flowers today.
 我今天收到花了

• It was the day of my funeral.
 這是我的葬禮

• Last night, he finally killed me.
 昨晚，他終於殺了我

• He beat me to death.
 他把我活活打死

• If only I had gathered enough courage and strength to leave 
him.

 如果我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離開他

• I would not have gotten flowers today.
 我今天就不會收到花了



家庭暴力防治法

• 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
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 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
為。

• 跟蹤：指任何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或其他方法持續性監視、跟追或掌
控他人行蹤及活動之行為。

• 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
一、配偶或前配偶。
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性騷擾

•性工法：依該法第12條之性騷擾定義有二：

•敵意工作環境型：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
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
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
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交換條件型：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
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
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小結：性工法之性騷擾是規範職場之性騷。



•性騷法：依該法第2條之規定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
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如：

•交換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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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意環境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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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性騷法是規範一般場所之性騷。



•性平法：依該法第二條之規定是指未達性侵之程
度者，且

•敵意環境型：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
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字詞或行為，致影
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機會或表現者。

•交換型：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
人獲 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
件者。

•小結：性平法是規範校園性侵或性騷事件。



怎麼認定性騷擾 ?

 一、 行為具有性本質

    所謂性本質（sexual nature）行為，因為「sex」一字含有性及性別之意，
性本質行為與性或性別有重要關連，在法律上通常包括下列行為： 

   (一)意圖獲取性利益之性要求或性提議等行為

   (二)實施戲弄、威脅、恐嚇、攻擊等具有與性別有關之敵意行為

   (三)以猥褻或色情圖片、言詞或笑話而製造敵意環境並使人感到受冒
犯之行為

資料來源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95年度內政部性騷擾防治種子師資培訓輔助教材>



怎麼認定性騷擾 ?

 二、 行為具有不合理性
  
  為了避免行為人動輒得咎，美國的法律多規定性騷擾行為應具有
不合理性。同時美國法院對於合理性之認定是採取客觀標準，也
就是說，以一般人是否會感到冒犯作為認定標準，並且要審酌行
為的情況及被害人的看法。事實上，被害人可以界定其個人認為
可以接受行為的界限，一旦被害人定下合理的界限後，逾越該界
限者，通常即可能被認為構成性騷擾。

資料來源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95年度內政部性騷擾防治種子師資培訓輔助教材>



怎麼認定性騷擾 ?
 三、 行為不受歡迎性  

  行為是否受歡迎，通常採取主觀標準，關於不歡迎之認定，一般認為只
須對該行為感到討厭，或對於工作、學業、服務等有關利益之得喪、變
更感到憂心即可。

  在某些情況下，受騷擾者因為擔心喪失某種權益或怕對自己產生不利
，可能不敢開口要求對方停止性騷擾行為，但仍然可以用其他方式證
明其不歡迎該行為。

  也就是說，性騷擾的認定，必須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的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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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95年度內政部性騷擾防治種子師資培訓輔助教材>



性騷擾 – 簡而言之

「騷擾」其實就是， 有時候別人對你做了一些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讓你感覺很不舒服， 甚至覺得自己

    已經被冒犯了。

「性騷擾」則是，上述騷擾行為並含有 性(別) 的意義。



身體上的接觸 

「不必要的接觸或撫摸他人身體 」

「故意擦撞 」

「強行搭肩膀或手臂 」

「在大眾交通工具上，故意緊貼著別人的身體 」

資料來源 :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教育課程教師手冊



言語的表達

「不必要而故意談論有關性的話題 」

「刻意詢問別人的私生活 」

「對別人衣著、外表、身材給予有關性方面的評語 」

「故意講述色情笑話、故事 」

「建議或強迫對方進行性活動 」

「對別人的性別做出侮辱或嘲笑 」



非言語的行為

「對路過的女性吹口哨或尖叫 」

「具有性暗示的手勢或動作 」

「用曖昧的眼光打量他人 」

「展示淫褻圖片、色情書刊、海報等 」
「過度追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XdP7nZIiE


性侵害

•說不就是不！

•沒有取得積極同意就不能繼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xxDePZs6pk&list=WL&index=3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nlRoqGOww4


特別法之罪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https://www.facebook.com/policetorch/videos/573440713152877/
https://www.facebook.com/policetorch/videos/573440713152877/


關於愛情~~
從來就不完全是偶像劇般的浪漫
尊重彼此，好聚好散，才是成熟的表現



感謝聆聽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