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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518 扶一把～弱勢婦幼扶助計劃」 

結案報告 

壹、計劃目的：  

本計劃提供遭受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被害人及其子女及重要他人支持保護服

務，協助他們維護人身安全療癒創傷，重建自信。 

 

此外，為了讓遭受家暴且經濟弱勢的婦女和孩子，減低在重大年節的孤單感，本會在農曆過年前辦理

弱勢家庭圍爐計計劃，讓他們感到不孤單，更有力量面對困境。 

 

在預防宣導教育方面，除藉由各式的性別暴防治宣導加強青年學子及民眾暴力防治的概念、喚起眾對

性別暴力的醒思外，也進入小學推動情緒教育、國中推動性別教育，自小養成正確的觀念、學習良好

的溝通方式及相互尊重，扣連到已推動多年的高中及大學的情感教育，才能環環相扣，達到預防效果。

而人身安全相關法令研修方面，也持續推動，期許能更有效的保障民眾的人身安全。 

貳、活動期間：自 108年5月1日 起至 109年3月31日止。 

參、募得款使用期限 : 自108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止。 

肆、服務成果： 

一、 性別暴力被害人服務：共服務 8,411 人／計 78,024 人次 

 

1.性暴力被害人服務：358 名性侵害被害人／6,280 人次 性騷擾諮詢／153 人次 

根據衛福部保服司統計，近五年平均每年約有 12,000 件性侵害通報案件，113 保護專線性騷擾諮詢

案件約有 800 件。 

 

「我害怕談這件事，何時我的恐懼才會消失？」遭遇性侵害的被害人，會出現不同層面的創傷反應，

例如：情緒上感到焦慮、憤怒、恐懼、自責；身體出現失眠、惡夢、飲食異常、頭腹疼痛及生殖器官

疾病；行為則有過度警覺、自傷、逃避、人際互動或親密關係出現障礙等。而周遭的親友對創傷的不

理解，常誤以為時間久了傷痛會過去、只要不去想就可以復原…反而使被害人更加封閉自己。 

 

本會在性侵害被害人的服務上，重視每一個個案不同的經驗，理解與接納被害人的創傷反應，協助他

們辨識創傷、自我照顧，並教育周圍親友及與案主接觸的政府單位人員認識創傷、給陪伴不批判，並

尊重被害人復原的腳步，營造支持友善的復原環境。在長期服務的個案中，有 75%的個案創傷情況

獲得緩解。 

。個案管理服務： 358 人／6,280 人次受益 

提供被害人法律服務、經濟協助、心理輔導及安全計畫，協助親友認識創傷並成為正向支持者。 

。被害者工作坊及重要他人座談會：6 場／43 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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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繪畫、舞蹈、TRE 壓力釋放等方式，引導被害人自我覺察與學習自我照顧，緩解創傷、獲得充權；

並協助親友認識性創傷、學習如何陪伴被害者，並預防替代性創傷發生。 

。網絡交流活動：2 場／18 人次受益。 

提升服務的合作默契，減少被害人自責，降低二次傷害，營造更全面友善的復原環境。 

。性騷擾諮詢服務：153 人次受益 

提供人身安全、法律程序說明、關懷支持、心理輔導、福利諮詢等服務。 

 

2.展心性侵害復原中心：服務 1,420 人次  /  防治宣導 405 人次受益 

台灣社會雖然普遍能接受性侵害屬於重大創傷，卻發現大眾對「創傷」的理解很少，對「創傷復原」

更存有迷思。例如，人們覺得時間可以沖淡創傷、當事人可以自主的放下傷痛。因此常聽到：「你應

該放下傷痛往前走」、「事過境遷那麼久了，你怎麼還是想不開？」 

 

這些話都容易造成倖存者的二次創傷，也讓他們對自身的創傷，沒有隨著時間過去而消退或復原感到

自責。創傷不僅影響當事人的心理，更會重塑當事人的大腦，影響日後的情緒、認知、安全感，以及

生理和社會功能。 

 

如果能促進倖存者、重要他人及大眾對創傷有更多的認識，像是了解創傷對當事人可能的影響、創傷

徵狀的功能與正向因應等，就可減少當事人的自責及社會貼上的負面標籤，也能促進民眾對當事人的

理解與包容。因此，本會展心復原中心將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概念運用於創傷輔導、團體

輔導與社區宣導中，希望社會大眾對創傷能多一份理解與接納。 

。性創傷復原諮詢：服務 116 人次 

 提供民眾性創傷復原諮詢。 

。開案服務：服務 54 名／1,212 人次 

 提供性侵倖存者及其重要他人創傷輔導、法律諮詢、陪同出庭與就醫及生活重建等服務。 

。療癒及支持性團體：10 場／92 人次受益 

辦理 8 場性侵害侵倖存者「創傷瑜珈療癒團體」，及 2 場「重要他人支持團體」。 

。宣導活動：12 場次／405 人次受益 

包括性創傷講座、性創傷與復原實務分享與交流；於宜花地區辦理繪本親職活動，進行兒童性侵

害防治宣導；與智能障礙機構辦理心智障礙者性教育與性侵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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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暴力/親密暴力被害人服務：共服務 7,999 人／計 70,324 人次 

本會一年共協助 7,999 位、計 70,324 人次家暴/親密暴力被害人；其中包括 2,398 位個案接受個別

化深度服務，另 5,601 名當事人接受法院司法社工協助。 

 

◎親密關係暴力個案深度服務：  

本會特別著重「伴侶關係輔導」，除了維護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也搭配關係諮詢、酒癮/健康諮詢等方

案，透過連結相對人輔導單位或夫妻諮商等資源，協助被害人覺察彼此關係的狀態與問題，並與被害

人討論改善伴侶關係或降低衝突的方式。 

接受本會協助後，被害人較能用新的視角看待親密關係，也更理解自己和對方，開始調整對伴侶的合

理期待，並更有動機學習改變互動及自我情緒照顧的方式。其中，有 70%的個案能了解自己的關係

處境，學會新的互動方式，並有實際改變關係的行動。 

 

◎親密暴力被害人個管服務： 

與被害者討論個別化的安全計畫，依據其經濟、心理、法律、居住等需求連結資源，降低被害人再受

暴風險，使身心穩定，生活得以重建。協助 2,398 人／18,401 人次受益。 

◎法律服務： 

提供家暴、婚姻相關法律諮詢服務，及協助聲請保護令、出庭陪同等其他服務。共 81 場／283 人次

受益。 

◎團體輔導： 

透過表達性藝術治療、親子活動等方式，辦理「親密暴力被害人支持性團體」及「目睹兒創傷復原團

體」，提升被害人及目睹兒少自我保護和自我照顧的能力，創造親子間有品質的正向相處經驗，促進

身心健康、創傷復原。辦理 43 場／442 人次參與。 

◎家庭關係諮詢： 

提供一對一的夫妻或親子關係諮詢，在社工陪同下由諮商師進行諮詢，提升被害人對關係處境的理解，

學會關係經營或子女教養的新方法，促成關係改善。共進行 30 場／6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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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法院家暴服務處司法社工服務：  

本會於士林、台北、新竹、台中及花蓮五個法院內設置家暴服務處，提供司法社工服務，在地就近提

供家暴當事人多元而便民的協助，陪伴當事人維護權益，成為他們走過司法程序的支持力量。 

 

在司法社工的努力下，44%的被害人已開始有改變的意願和行動，嘗試轉變舊有的傳統思維，或願意

為了子女開啟與對方的正向溝通；72%的被害人透過社工陪伴能順利完成訴訟，也聲請到保護令降低

受暴風險。 

 

。安全計畫擬定： 

於訴訟期間，與被害人討論開庭前後的安全維護，並與家暴網絡如警察、家防中心社工等聯繫溝通，

共同合作維護被害人居家安全，共計服務 4,563 人次。 

。陪同出庭： 

陪同被害人開庭，以降低對於訴訟的焦慮，幫助他們了解開庭程序，並在開庭中給予情緒支持，開庭

後解釋開庭內容並陪伴安全離開，共計服務 1,036 人次。 

。心理諮商： 

本會連結諮商心理師於法院駐點服務，提供心理支持，增強被害人的動力，即時處理訴訟帶來的壓力，

服務共計 324 人次。 

。法律諮詢： 

提供被害人家暴或家事案件法律訴訟與撰狀說明，或連結駐點律師提供法律諮詢或權益說明等，共計

服務 19,787 人次。 

。親職教育： 

遇到家暴被害人同時面臨離婚、子女照顧或探視議題的狀況時，協助其瞭解未成年子女處於高衝突家

庭的困境與可能風險，討論與提供友善溝通方式、子女照顧計畫、探視準備等，共計服務 36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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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子的安心城堡－家暴目睹兒少服務： 

102 名家暴目睹兒／7,282 服務人次      15 場團體／90 人次受益 

 

台灣每年約有 6 萬件的親密暴力通報案件，其中約有兩成家中有目睹暴力兒童。他們雖未直接受暴，

但重覆曝露在情緒高張的家暴事件與衝突中，孩子通常不知如何反應，只能帶著「家庭祕密」生活著。 

 

有的目睹兒無法專心上課、焦慮時就不斷啃指甲，有的將憤怒轉為攻擊其他同學的行為。這些反應，

就是目睹暴力的創傷。有些家長以為孩子還小，不懂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或以為不久孩子就會忘記。

但許多研究和實務工作都發現，目睹創傷如果不處理，很可能轉化成各種心理、行為問題跟隨孩子成

長，有的甚至會成為施暴者。 

 

本會透過目睹兒少服務，讓孩子放心的把「家暴祕密」說出來，接納他們在暴力發生當下的無力、恐

懼、憤怒等情緒，幫助他們學習調節情緒、討論安全計畫；也協助家長認識目睹暴力對子女的影響，

如何穩定子女的身心。 

 

經過陪伴，九成的目睹兒學到正向情緒因應的方法，八成的家長會以用傾聽、同理、接納方式回應目

睹兒。 

 

。目睹兒少個案輔導服務： 

和兒童訂安全計畫，提供目睹兒認知、情緒及行為輔導，並提供家長親職教育。 

協助 102 名目睹兒及其家長／7282 人次服務。 

。團體輔導： 

辦理目睹兒少「安心成長團體｣、「創傷治療團體｣，以遊戲、藝術治療等方式，協助他們辨識與調節

情緒、安全表達憤怒及自我探索。 

辦理 15 場次／90 人次參與。 

。家長親職教育： 

讓家長了解目睹家庭暴力對孩童的影響，如何與孩子談論家暴、抒解情緒、重建安全感。 

辦理一場次／2 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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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衝突家庭協助計劃： 

共服務 2,598 人／29,050 人次 家事商談 375 人次 親職教育 2,598 人次 

 

為協助因為離婚或家事案件進入訴訟的高衝突家庭，本會著手推動各項服務，期望減少家庭的撕裂，

提升當事人情緒的穩定度，並使夫妻雙方在充分了解訊息下做出理性的決定。對於涉及未成年子女的

家事案件，也努力創造父母的彈性，一起為孩子的最佳利益努力。 

 

由於訴訟涉及的法律對於民眾而言，既艱深又難懂，本會駐點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108 年提供

「法律服務」計 6,561 次，讓當事人權益獲得保障。 

 

面對衝突不斷且情緒調適困難的當事人，我們也提供「家庭教育與擬定未成年親權計畫」，讓他們有

機會探討家庭關係、溝通方法、家庭角色、親密關係相處方式、親子互動、親權討論，以及如何執行

探視等，共計提供 3,412 次服務。 

 

此外，本會也視案件個別需求連結其他資源，如社政單位、兒少經濟扶助教育、法律扶助基金會、新

住民及單親家庭資源等，計 8,489 人次受益，為高衝突家庭整合更有利的協助。 

。家事商談 有效降低高衝突： 

婚姻訴訟的當事人，在心理準備、協調技巧與自信心不足下，常導致雙方衝突升高，引發更多的訴訟。

為了協助當事人履行調解或判決中的約定，我們發展了「友善父母方案」，協助父母建立共識；並透

過家事商談服務，由專業人員介入，有效處理家庭紛爭。接受此服務的當事人，訴訟衝突與傷害降低

了，且有效修復彼此的關係，也讓孩子的權益獲得保障。 

。高衝突家庭兒童團體：   

長期處於父母衝突下的孩子，多有情緒困擾狀況，若未適時給予緩解，累積久了將影響其學習與人際

關係。透過兒童團體，孩子們可以放心說話，安心釋放自己情緒，一起訴說處在離異父母間的為難與

渴望，在同儕中獲得陪伴、支持及鼓勵，也幫助孩子編織未來的夢想，長出力量！。 

。親職課程 守護孩子利益： 

為了協助父母正視孩子面臨的處境，我們舉辦多場親職教育課程，讓父母了解到離異／分居或衝突對

孩子身心的影響及造成的忠誠議題，協助父母衝突關係的修復、親職溝通技巧，推動友善／合作父母

的觀念、穩定探視的重要性，幫助爸媽了解親權相關

的法律問題等，共同守護孩子的未來。 

服務名稱 辦理場次 受益人次 

會面交往 38 571 

家事商談 23 375 

兒童團體 19 173 

親職教育 79 2598 

法律諮詢 126 321 

心理諮商 466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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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弱勢家庭圍爐計劃： 

遭受家暴且經濟弱勢之婦女及其子女共 294 家/519 人 

    

為了讓弱勢家庭也能有個溫馨年節，減少因重大節日產生的社會孤立感，感受社會支持及溫情，本會

於台北、新竹、台南舉辦４場「大手牽小手～圍爐過好年」活動，邀請本會服務的弱勢個案家庭共同

參與。 

 

除了熱騰騰的年夜飯外，孩子也收到期盼已久的「夢想禮物」和「助學小紅包」；對於身處偏遠地區

無法出席圍爐活動的家庭，也透過「冷凍愛心年菜」配送，把溫暖送到每個需要的案家，讓弱勢家庭

更有力量迎接新的一年。圍爐計劃共有近 519 名受暴婦女、孩子及家人受益。 

◎實體圍爐活動辦理時間：台北場-108/1/26(六 )12:30、新竹：108/1/5(六 )12:00、花蓮場：

108/1/18(五)18:30。 

   

 

五、幼兒專業輔導服務： 

服務 112 人／1,602 人次，101 案次諮詢／108 人次受益 

 

幼兒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依附關係，會影響社交情緒發展。因此，本會開辦幼兒專業輔導服務與幼兒

園的合作，由專業人員透過入班觀察、諮詢服務，與教保人員及家長一同探究幼兒內心可能的真實需

求，協助他們理解並適切回應，提供支持以改善依附關係的品質。同時，也協助幼兒園及家庭連結相

關資源，以處理育兒困境，重建孩子的安全堡壘，協助他們身心發展與成長。 

 

透過開案服務，六成五的幼兒身心發展與適應問題獲得改善，九成五孩子周邊的支持增強，家長和教

保人員更加了解幼兒的需求，也改善了對幼兒的教養態度與技巧。 

 

。幼兒輔導服務：協助 112 名幼兒、家長及教保人員／1,602 人次受益 

評估幼兒發展、情緒及行為，提供家長及教保人員專業諮詢，了解情緒行為背後的需求，協助連結資

源，解決相關問題。 

。諮詢服務：108 人次受益。 

透過電話及到園諮詢，討論幼兒及家庭相關問題，提供教養或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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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人員工作坊：辦理 2 場／35 人次參與。 

透過體驗與課程討論，讓教保人員更理解幼兒情緒背後的原因。 

。親職與講座：辦理 2 場次／39 人次參與。 

引導家長理解孩子在情緒行為背後，想要傳遞的想法與感受，及如何回應。 

 

六、青少年情感教育計劃及性別暴力防治宣導： 

385 場／55,231 人次受益 

為推動性別暴力預防工作，本會各服務據點積極進入校園、社區、企業，並對警政、社政等專業人員

介紹性騷擾／性侵害／家庭暴力防治等議題獲得相當豐碩的宣導成效。 

 

1. 校園性別暴力防治宣導：辦理 204 場／41,743 人次參與 

本會長期進入校園進行宣導教育，盼能帶給師生正向的人際互動技巧、自我保護及尊重他人的觀念，

讓同學們了解，超過界線的互動，可能會造成性騷擾、性侵害或戀愛暴力。 

我們轉變過去著重「自我保護」的宣導核心，改以「情感教育」的角度推動性別暴力防治宣導，讓同

學練習說什麼、做什麼會幫助人際及感情關係，並從中辨識哪些是不健康的對待，讓自己有調整的機

會。這樣的轉變，讓宣導受眾不再只能被動的自我保護，還能進一步省思，自己是否有侵犯他人身體

界線、權益自由的舉止，對暴力防治有更積極的效果。 

。「是浪漫還是控制？」親密暴力防治師生宣導 

針對不同學齡的聽眾設計內容，學習認識親密關係中的控制議題。 

133 場／27,367 人次受益。 

。「only YES means YES」性別平等/性騷擾/性侵害師生宣導 

探討性別框架與迷思，了解多元性別及性自主權，學習彼此尊重及相關案件求助管道。 

71 場／14,376 人次受益。 

。「當愛成了傷害」教師防治性別暴力訓練 

建立教師暴力防治意識，提高校園建構校園安全防護網之能力。 

15 場／1,275 人次受益。（宣導對象：國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專院校之學生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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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暴／親密暴力防治宣導：辦理 129 場／8,767 人次參與 

長期以來，本會深入校園、社區，並對網絡專業人員，進行家庭暴力／親密暴力、目睹暴力等防治宣

導，讓更多學子及民眾認識性別暴力，知道如何防範，同時也讓民眾瞭解「身為旁觀者的責任」，多

一份認識與理解，更有助於伸出援手、陪伴身邊遭受

暴力的親友，成為性別暴力被害人的重要支持！ 

宣導類別 場次 參與人次 

校園家暴防治 23 1,545 

目睹家暴兒少宣導 17 381 

社區家暴防治 96 6412 

網絡專業家暴防治 39 2,096 

合計 129 8,767 

 

3. 打造性別友善職場：52 場次／4,721 人受益 

本會長期投入性騷擾諮詢服務，從近3年來的服務統計中，發現「職場性騷擾」所佔的比例日益攀升，

也看見性騷擾被害人求助過程的艱辛，及權責單位處理歷程的困惑，這成為多年前本會推動「性別

友善職場」計畫的開端。 

 

本會「打造性別友善職場講座」的主軸，是以提升性別意識、增強職場人際互動技巧，並了解性騷

擾的因應與處理。講師除了結合大量實務案例外，也盡可能貼近參與者的日常生活以引起共鳴；或

是引發受眾反思自身的行為是否適當，並強化尊重他人的概念。此外，也利用影像、圖片或是小遊

戲來活絡氣氛，顛覆了防治講座就是生硬、無趣的刻板印象。 

 

本會講師團更與新竹市政府勞工處合作辦理「防治職場性騷擾工作坊」，除授課式講授外，更加入實

戰課程，安排虛擬案例由參與者進行實際演練，藉由漸進式的歷程，提升參與者防治職場性騷擾的

知能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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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令研修推動： 

跟蹤騷擾防治倡議及訓練：5 場實境遊戲／107 位參與 4 場講座／105 位參訓 

本會成立修法小組，持續推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外，並積極推動「跟蹝騷擾防治法」立法，

透過記者會、倡議等活動，希望能順利通過法案，更有效的保障被害人的安全。 

 

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多項跟蹤騷擾相關的網路調查與顯示，每 5 位年輕學生就有 1 位疑似遭科技跟

蹤；接受本會服務的跟騷被害人中，九成為女性，被跟蹤期間平均長達 2.3 年，有五成以上遭到科技

跟蹤。以上數據都顯示，科技與網路跟蹤騷擾愈來愈普遍，對於跟蹤騷擾的認識與因應，變得更加重

要。 

為了讓年輕族群及防治網絡專業人員了解科技跟蹤的影響與危害，學習並加強數位資訊安全的防護

觀念和基本知能，以幫助更多被害人，本會跳脫過去傳統的宣講方式，以「寓議題於娛樂，寓學習於

實用」為主旨，於 108 年開辦【黑色地帶】實境遊戲體驗與「拒絕跟騷背後靈 ─ 科技跟蹤資訊安全

實務講座」，均有不錯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