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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現代婦女基金會服務
服務願景

建構安全、平等、尊嚴與發展的友善社會環境，使婦女免於暴力傷害，並積極迎向陽光、開創自我。

服務宗旨

一、針對人身安全受創之婦女與家庭，提供全面性關懷服務，積極協助受暴婦女生活重建，強化其社會適應能力。

二、倡導政府各單位建立婦女人身安全服務資源網絡，修訂及落實相關法令，並建立相關制度。

三、進行婦女人身安全相關實務研究，積極推動各項修法、倡導與預防宣導工作。

四、開創婦女人身安全新方案，強化台灣防暴工作的省思與進展。

服務對象

包括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重大人身安全刑事案件的犯罪被害人，以及單親家庭。

服務範疇

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服務

本會全國各工作站提供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深度的個案服務，經由專業評估與晤談，連結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並

進行團體輔導、法律諮詢與心理輔導，協助被害人解除暴力危機，邁向復原之路。

二、家庭暴力被害人司法社工服務

本會承辦台北、士林、新竹、台中及花蓮五個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提供遭受到家庭暴力的被害人便利

性、個別化以及整合式的服務。

三、性騷擾被害人保護服務

本會承辦「臺北市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為國內首創性騷擾當事人直接服務的專責機構，透過本會多年婦女

人身安全議題倡導的基礎，以及實務經驗的持續累積，建立起性騷擾個案服務的流程與工作模式，協助國內性騷擾服

務工作更臻完善。

四、單親家庭服務

本會承辦「臺北市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能協助單親家庭生活調適、增進單親家庭福祉。除了經濟資源的協

助之外，亦透過實際家訪案主的生活，再依其需求提供個別化服務，包括就業輔導、心理輔導、以及親職教育，目標

在協助單親婦女及早安頓其生活，並且在穩定中成長。

五、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

於苗栗地方法院地檢署設立全國第一個「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結合司法體系與社會工作專業的服務窗口，針

對不熟悉法律、面對法庭恐懼的被害人及其家屬，提供及時的情緒支持與社會福利相關資訊，並在司法偵查、審理程

序中，提供更完善且全面的社會福利服務。

六、研究發展與教育宣導

本會於各地全面進行研究工作，使用科學研究方法紀錄、分析評估實務工作中重要議題，希望透過研究發展的方

法，為案主帶來更高品質的服務，也成為本會倡導的重要基礎資料。本會並針對全國各社區、專業人員、社會大眾進

行宣導教育與議題倡導，辦理專業教育訓練、推動服務多元化服務。

七、法律修定及制度推動

在各方大力的支持之下，本會邀集民間團體組成修法聯盟，陸續完成刑法七十七條修正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婦女人身安全的相關法案之推動與修法。在法律推動通過之後，更積極參與中央與

地方各項政策建構的工作，將本會多年來的實務經驗帶入制度中，運用社會工作專業「倡導」的策略，為被害人建立

更具有支持性的服務方案，以期真正落實法律保障受害婦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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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燦過往

閃耀未來

我一直與 

基金會同在…
就在舉國歡慶建國 100年之

際，現代婦女基金會也正昂首闊步

邁向肯定精彩閃耀的未來！

本會 76年創立起，雖以「創

造迎向陽光的現代女性」為宗旨，

然而，一路走來，發現女性基本人

身安全保障闕如、婦女地位不平

等、基本權益不被重視⋯，如果這

些基本無法獲致保障，那麼成為迎向陽光女性的理想，

就如夜空的繁星般，美麗卻遙不可及。

因此，我們決定先把基本功紮穩，再一步步朝理想

挺進。

這些年來，不敢說我們已做到盡善盡美，但經由社

工同仁的努力，有高達九成的深度服務個案，在結案時

已無再受暴或受暴情況減緩、生活達到穩定，顯見我們

的服務及陪伴確實能協助個案發展能力處理家暴問題，

因此也屢獲政府獎勵殊榮。

現代婦女基金會總是能以前瞻性思維，開創多項嶄

新服務方案，協助政府推動婦女保護工作。細數 99年，

我們完成了不少創新之舉：

例如本會首先推動親密關係初期暴力防治，實際到

各級學校進行校園宣導及網絡人員教育訓練；全國首創

提供同志親密暴力服務，提供同志安全計劃討論、相關

法律諮詢、出庭服務，讓同志遭受親密暴力時也有協助

的管道。

此外，我們也推動職場及女性業務人員面對暴力的

防護制度，鼓勵企業建立職場暴力預防措施，並協助危

機事件後員工的復原及照顧。

而結合企業與民間力量，推動『幸福追夢家計劃』，

資助弱勢單親家庭的婦女與孩童，勇敢築夢、完成夢想

是另一項為人津津樂道的服務成就。

「給婦女平等、安全、尊嚴、發展的生存空間」是

我們念茲在茲，不敢忘卻的承諾與使命，誠心希望有一

天，案主「謝謝妳們的陪伴與幫忙⋯」的話語，會成為

我們最終也最感動的絕響！

「麻煩張姐寫一篇重回基金會

的感言」當靜怡來邀稿時，乍聽完

後，居然愣住幾秒才開始回應。

會有如此反應，是因為我從沒

覺得「離開」基金會，又何來重回

感言呢？對我而言，她就是另一個

家，不論我在哪裡，總是心繫基金

會，我常說：「有好朋友、好吃的

東西、好的事情，一定要介紹給基金會，並且想辦法與

基金會牽在一起」，這也是二十餘年來，我的好朋友一

定跟基金會有關的原因。不論在哪裡，只要基金會的同

仁打電話來，我都會擺下手邊的事情，全力協助！

不過站在同仁的角度，我確實在民國 97年 6月，因

就任桃園縣社會處長一職，而正式卸下基金會名義上執

行長的重擔，現在是以董事的身分，重回基金會。但對

我而言，由於淑文執行長以及基金會的重要幹部多年前

就已經扛起許多工作，因此角色的離開或轉換，對我而

言，也就沒那麼明顯。

這些年來我一直以基金會為傲的原因，不是同仁人

數的不斷擴張，而是她一直扮演台灣創新方案領頭羊的

角色。我一直相信民間的財力與資源有限，但是熱情、

彈性、與創意無窮；聰明的政府單位，如果懂得運用民

間的優勢，甚至與民間建立夥伴式的互補關係，政府就

能發揮最大的效能，而獲利最大的則是弱勢的民眾。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就是一個聰

明的政府部門，多年來運用現代婦女基金會研發出來的

創新方案，舉凡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家庭暴力防

治安全網方案、校園初期親密關係暴力預防方案等等，

成功開創了許多暴力防治工作，雖然研發工作很辛苦，

但是我們知道最難的工作，才最需要現代婦女基金會的

專業，這是基金會的品牌，更是基金會無可取代的角色。

未來「創新」與「專業」，依然是基金會發展的基柱，

不過它要如何深根呢？人才的培育可能更是基金會發展

的重心，前幾天與王珮玲董事特別談到這個話題，我想

董事也許可以貢獻一些心力，期待讓每一棒比前一棒更

優秀與更能承擔！

董事長 董事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現代婦女基金會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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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暴 

不是女人的問題
在婚禮的宴席上，看著

新娘與新郎緩緩走在紅毯

上，新娘臉上的幸福微笑讓

我內心感動滿滿！她長大

了，現在的她不用再怕了！

基金會曾服務的小孩都

長大了！我們曾服務過的孩

子與媽媽們，如今一個個當了媽媽或奶奶，當她們牽著

小孩、孫子來看我們時，伴隨他們度過人生低潮的基金

會也更加茁壯了！我們從不到十人的團體，到如今十一

個據點，社工同仁都超過七十位了。

現代婦女基金會已為台灣的婦女安全工作，奮鬥了

四分之一個世紀（民國 76年成立起），建國百年更要展

望未來！在民國 99年底，本會再度榮獲內政部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評選為「99年在家暴及性侵害防

治績優有功團體獎」，這已是基金會第二度獲得此獎項，

除了再次肯定基金會為社會的努力付出，也是對基金會

全體工作人員的肯定。而在建國百年之際，基金會將在

人身安全保護與防治工作上朝著大眾化及專業化的方向

努力。所謂大眾化，乃因基金會成立來，為了致力於倡

導專業的努力，許多與民眾接觸的社區工作稍嫌不夠完

善；因此，今年應有更多社區防治與宣導工作要推動。

而在專業化工作上，基金會也將有更深度細緻的專業研

究與工作計畫，讓全國防治工作人員都能有深度與多元

的專業訓練。

歷史回顧，看到從前的不足檢討，展望未來，看到

現在的改變開始！不論是基金會的小孩長大，還是基金

會的壯大！我們更要勇敢不怕，因為我們都同樣有著社

會大眾支持的無懼力量！可以為愛付出更多，可以為暴

力抗拒到底！

有些工作永不能放棄，有些初衷永遠要堅持，有些

歷史要時而回顧，而未來就在你我歷史中，攜手展望願

景！

三歲小女孩邊玩著車子，邊

說：「我長大要當男生。」我笑著

問：「為什麼？」「男生可以開車，

而且男生比較勇敢，我爸爸很勇

敢。」我又問：「那媽媽呢？」「媽

媽會怕蟑螂，不勇敢。」我微笑著

看著她天真的雙眼和那眼中崇拜的

英雄，傻囝仔的話裡，有著讓人又

想哭又想笑的邏輯。

囝仔以為男人會開車，女人不會開車、男人不怕蟑

螂比較勇敢，女人怕蟑螂不勇敢。在成人的世界裡，人

們敘說著「女生愛哭，女生柔弱」、「男人要勇敢像英

雄」，這些刻板印象，加重了對受暴者的誤解，並且形

成求助過程中的二度傷害。

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反應在婦女受家暴的議題上，尤

其明顯呈現「責難被害人」的現象，有些受暴者不願意

離開受暴關係，就被標籤為「自討苦吃，死不離開」。

有些婦女與相對人互毆，使被標籤為「強勢者、激怒者，

難怪會被打」。總之，不管受暴者呈現何種狀況，輿論

常是不利於她們，這樣的刻板印象，也容易讓大家忽略

了暴力的本質是錯誤的。社會大眾對女性與母性的性別

期待，形成對性別暴力受害者的二度傷害。一位受性騷

擾的婦女，被譏諷「摸一下又不會少一塊肉」、「開一

下黃腔就大驚小怪」。性騷擾被害人的投訴，往往被期

待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本會在反婦女受暴運動

25年後的今天，仍然鍥而不捨推動性別平等工程。99年

基金會的業務推動，積極的以全方位的觀點介入來倡議

與服務，目的正是要增強受暴者的有能感，促進網絡人

員與社會大眾以人權維護與犯罪行為來看待任何形式對

婦女的暴力。因為女性受暴是暴力問題，不是女性的問

題，暴力不是「女人做了什麼」所產生的果，而是對女

性控制的手段。

如果十年後我有機會再見到這個囝仔，我想告訴她：

「即使你的母親怕一隻蟑螂，她仍然拼命保護你；雖然

她不會開車，但她想盡各種辦法送你到你想去的地方；

你的母親是個有女子氣概的人，只是和爸爸的男子氣概

不同，她勇敢地保護你，也肩負對你的愛與責任」。
執行長

副執行長

回顧九九， 

展望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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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讓更多受暴婦女受到幫助，基金會在多方衡

量與努力之下，終於來到桃園了！從標案爭取、工作站

地點物色、各項設施設備設置到社工員面試與職前訓練

等，在完成各種繁瑣工作後，現代婦女基金會桃園工作

站終於在民國 99年 3月 8日，正式開站服務！這天剛好

和三八婦女節同一天，著實是別具意義又令人難忘的日

子。

如大雷雨般的案量，密集又震撼

桃園工作站開始受案服務時，首當其衝就是面臨龐

大的案件量，與其說是雪片般飛來，倒不如說是大雷雨

般地密集與震撼，而且每週至少下一兩場才足夠，著實

驚人！工作站所負責的區域是桃園市與龜山鄉的家暴案

件，一開站就有近兩百件舊案，且平均每月新通報案件

也高達 115件。居高不下的案量、加上案件逐步累積的

效應，桃園工作站同仁都成為超過百案的社工，如熱鍋

上的螞蟻般焦急地為個案提供協助。此時，如何妥適運

用桃園的福利資源、以及連結網絡來協助降溫，自然也

就成了另一個需要磨合的課題。

合理的案量、分工與行政流程， 
才能讓案主各得其所、重現新生

桃園縣的案量無論在家暴或是其他服務皆十分龐

大，而政府部門在人力不足的狀況下，常希望主責單位

一接手案件，不管屬於任何類型，就期待社工員可以全

能地協助案家所有狀況，這種情況在負責處理家暴的社

工身上，更是顯而易見。目前社福中心與高風險案件，

只要曾通報家暴且尚未結案者，就由原社工一併處理與

關懷；此種分工方式對於家暴社工而言，無論在心力與

體力上，皆為極大挑戰。因為案主會將家內所有需求全

拋出來，不但考驗著單一社工的處理與因應能力，且當

地防治網絡間資源的流暢度也是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

但在如此高案量、網絡之間角色定位看似明確實則不清、

行政流程繁瑣使資源連結速度無法加快等情況之下，要

讓家暴社工去承擔與協助處理案家面臨的所有困境，對

社工來說不僅是種壓榨，對案主來說服務的可近性、有

效性也無法立即到位，而形成雙輸局面。因此政府本身

必須要從合理案量、部門間的合理分工、順暢的資源連

結等面向著手，才有可能延續社工壽命與提升服務效能，

並且讓案主可以真正從「一日家暴，終身家暴」的泥沼

中爬出。

從辛苦 99 邁向希望 100

除了高案量、政府角色與方案重新思維、社政單位

彼此的合作外，與其他網絡之間的合作也需磨合，這包

括警政、衛政、教育等各層面。雖然開站的過程是辛苦

的，酸甜苦辣、五味雜陳，但也從中發現尚有許多仍需

再發展與倡議的工作，然而目前尚無法將全部問題解決，

所以必定要逐步擬定目標，按部就班加以處理。。

放眼望去年，桃園工作站的所有同仁胼手胝足、互

相扶持，在高案量的壓力下，秉持篳路藍縷的開創精神，

以及為家暴被害人持續服務的熱誠，在 99年度順利完成

2個團體、3場個案研討，以及超過 30小時的教育訓練；

而高危機案件的安全網會議，雖仍有再進步空間，但整

體而言是獲得肯定的，這也是令人欣慰的地方。

來到桃園工作，對基金會而言，是一個新體驗，對

社工人員來說亦是；案量龐大不遑多讓，更多的挑戰是

福利思維上的差異、社政單位內部的分工、以及跨專業

網絡之間的合作。跌跌撞撞地走過來，桃園工作站終於

滿週歲了，在民國 100年的開始，我們成功降低社工員

的案量，期許工作站朝更專業專與穩定的方向發展，深

耕「桃仔園」，並嘗試打破舊模式、引入新思維、提升

在地對家暴案件處理的敏感度，亦是我們對百年的展望，

期許在未來的這一年，能有一個穩定與圓滿的果實呈現。

桃園工作站開站週年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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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第三胎的時候，小玲再也受不了先生

酒後不時出現的暴力，比起肢體受暴，更讓

她無法忍受的是他不願去工作還一再逼迫她

到處向人低頭借錢。撫摸著肚子，心疼那個他

不承認的小孩，她必須為自己的人生做一個決

定…。離婚後小玲投靠娘家，前夫不承認這個孩子，

卻也不准小孩改姓，因為沒有錢去產檢，她說為了補

充營養，她只能一天吃一顆雞蛋。看著老爸忙著資源

回收的背影，她自責著自己的拖累及無力…。

實務工作經驗告訴我們，儘管被害人離開了施暴者

或受暴環境，也不表示她／他們的人生從此一帆風順；

離開後的生活重建，服務過程中能力的復原及增強，對

被害人的未來而言更為重要。因此，本會今年度個案工

作的重點，除了藉由「高危機個案跨機構網絡會議」提

供被害人整合性安全保護外，更針對各面向的風險（肢

體上、精神上、財務上、法律上、關係上⋯的），提供

深度個案服務。

除了延續提供台北市文山區及大安區親密關係暴力

被害人「一案到底」的服務，今年度桃園工作站、新竹

工作站也投入地區性垂直整合服務方案計劃，分別針對

桃園市及龜山鄉、竹北市及新豐鄉的家暴被害人，提供

通報即啟動服務之機制。台南工作站則持續提供遭受親

密暴力婦女長期的支持性服務，並投入倡導家庭暴力防

治安全網的工作，凝聚網絡成員的共識，一同為維護被

害人的安全而努力。服務方式的調整及服務對象的多樣

性，也成為社工專業的新挑戰。例如男性被害人及夫妻

互為被害人的增加，讓我們意識到倡導婦女權益之外，

對於家庭暴力被害人的保護及增權，我們仍有努力的空

間。

因應家庭暴力被害人需求的複雜性及多元性，本會

提供深度的個案管理服務，99年持續提供 2,201名家暴

被害人關懷服務，個案來源以各縣市家防中心轉介的家

暴案件為主，約佔 97.77%。其中 99年起新開案件計有

1,895案（佔86.10%），而持續服務之舊案尚有306案（佔

13.90%）。這些開案服務者多屬重複受暴之案件，僅有

全面安全～
家庭暴力個案深度服務

工作據點
統計項目

個案服務組 桃園 新竹 台南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性
別

男 89 10.21% 90 9.94% 39 14.34% 0 0% 218 9.90%

女 783 89.79% 815 90.06% 233 85.66% 152 100% 1983 90.10%

小計 872 100% 905 100% 272 100% 152 100% 2201 100%

服
務
狀
態

舊案 254 29.13% 0 0% 5 1.84% 47 30.92% 306 13.90%

新開案 618 70.87% 905 100% 267 98.16% 105 69.08% 1895 86.10%

小計 872 100% 905 100% 272 100% 152 100% 2201 100%

表一：個案基本資料分析表	 N=2,201 人

服 務 成 果 個案服務統計

05



11.99%的案件（計有 264人）是屬於初次暴力案件。

就本會 99年度所服務個案之基本資料來看，仍多為

「本國籍非原住民」（計有1,825人，82.92％）；「外國籍」

與「大陸籍」並列第二（各有 147人，各佔 6.68％）；

「原住民」則為第三（計有 75人，3.41％）。個案年齡

則以「31-40歲」最多（計有 800人，36.35％）；「41-

50歲」次之（計有 575人，26.12％）；「21-30歲」則

為第三（計有 360人，16.36％）。個案教育程度以「高

中職」居多（計有 751人，34.12％），其次為「國中」（計

有 343人，15.58％），「大學」則為第三（計有 285人，

12.95％）；另值得注意的，「碩士以上」受暴者亦有 79

位（3.59％），較去年略為增加。

如前所述，本會四站服務對象依地區差異而有所不

同，以總體案件類型來看，婚姻暴力案件仍為最多，約

佔 79.55%；其他家虐案件類型居二，約佔 9.50%；同居

人暴力類型排名第三（計有 190人，約佔 8.63%）。比

較特別的是，會本部個案服務組於民國 96年之前所服務

對象尚包括性侵害被害人，由於性侵害被害人需要較長

的陪伴及處遇服務，所以 99年度會本部個案服務組還有

5位持續服務的性侵害被害人，及 1名性騷擾被害人。

值得注意的是兩千多位個案中，有 29.12％（641名）

為家計主要負擔者，且有同住子女者多為學齡及學齡前

兒童，因此，「經濟問題」及「照顧子女問題」皆是家

暴被害人在因應暴力上策略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實需

社會大眾的協助及關懷。

在家庭暴力事件發生初期，社工員會先提供遭受家

庭暴力的被害人心理層面的關懷支持及自覺充權，待個

案情緒平穩後，再與個案討論暴力教育、安全計劃及協

助聲請保護令，以保障最重要的人身安全權益。持續服

務的過程中，社工員會視個案的個別需求，提供陪同出

庭、驗傷、報警⋯、法律諮詢、經濟補助協助、轉介

諮商及就業服務、提供相關社福 /活動資訊等內容。本

會 99年個案服務總人次達 17,545人次，服務次數高達

38,516項次。在社工提供處遇服務部份，以「心理」層

面的服務提供最多，共計有 16,075人次；其次是「人身

安全」部分，計服務 7,307人次；而「行政聯繫」部分

再次之，計有 4,797人次。

本會提供深度個案服務的四個據點，因區域特性、

人口結構的不同，其在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上各具特色，

例如：台北社工部個案服務組服務對象之學歷則相較其

他三站為高，有較多透過網際網路的服務方式，也因資

源較為豐富，提供較其他兩站更多的經濟資源、律師諮

詢、個別諮商等服務。桃園工作站雖於 99年 3月才開站，

但全年個案量卻為四站之冠，顯見社工同仁的辛苦。新

竹工作站則在服務對象上更為多元，有較多其他家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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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男性個案及原住民個案。台南工作站則針對婚暴婦

女提供長期追蹤關懷服務，服務對象多為 31-40歲，其

中七成六還需哺育年幼子女，因此提供較多就業轉介及

資訊服務。

99年本會個案服務組、桃園工作站及新竹工作站開

始承接政府單位委辦之垂直整合方案，致服務型態有所

改變，去年結案的 1,198名個案中，有五成八的服務在

三個月以內即達到結案指標，其結案原因多為「已提供

相關訊息，案主無其他需求」（佔結案人數 54.84%）、

「案主生活狀況穩定」（佔結案人數 46.99%）、「案主

一段時間未再受暴，暴力狀況改善，案主具因應暴力能

力」（佔結案人數 42.15%）。就整體服務成效來看，接

受過「暴力認知教育」的案主有九成二以上了解家暴本

質，而與社工共同討論擬訂安全計畫的案主有九成學會

運用安全計畫、懂得自我保護。此外在社工員協助聲請、

變更或延長保護令的案件中，有七成八的案件已獲得保

護令核發；而提供經濟服務者計 978人次，協助申請通

過的補助金額達 5,844,229元。另外，在心理支持、增權

案主、子女協助部分亦皆有不錯的成效，顯見我們的服

務及陪伴確實能協助個案發展能力處理家暴問題。

未來在個案服

務的工作上，我們

除了持續針對垂直

整合模式進行觀察

與檢討外，更將加

強社工員危險評

估的能力並精進

會談效能，強化

對個案困境的整

理並轉化為倡導

的議題，以提供

更專業的服務內

涵。

工作據點
統計項目 個案服務組 桃園 新竹 台南 合計

服
務
項
目

人身安全協助 1,853 2,588 1,041 1,825 7,307

法律服務 1,578 1,661 722 580 4,541

陪同服務 275 213 83 13 584

經濟補助 530 248 93 107 978

心理輔導 6,901 4,142 2,327 2,705 16,075

行政聯繫 2,700 1,417 535 145 4,797

轉介服務 156 81 18 39 294

其他 1,270 1,681 387 602 3,940

表三：服務內容資料分析表

工作據點
統計項目

個案服務組 桃園 新竹 台南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案
件
類
型

婚姻暴力 774 88.76% 659 72.82% 182 66.91% 136 89.47% 1,751 79.55%

同居人暴力 70 8.03% 80 8.84% 24 8.82% 16 10.53% 190 8.63%

男女關係暴力 15 1.72% 18 1.99% 4 1.47% 0 0% 37 1.68%

其他家虐 3 0.34% 145 16.02% 61 22.43% 0 0% 209 9.50%

性侵害 5 0.57% 0 0% 0 0% 0 0% 5 0.23%

性騷擾 1 0.11% 0 0% 0 0% 0 0% 1 0.05%

其他 4 0.46% 3 0.33% 0 0% 0 0% 7 0.32%

不詳 0 0% 0 0% 1 0.37% 0 0% 1 0.05%

小計 872 100% 905 100% 272 100% 152 100% 2,201 100%

表二：案件類型分析表	 N=2,201 人

服 務 成 果 個案服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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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倡議成立的法院家暴服務處，自民國 91年士

林地院家暴服務處創設，之後各地的家暴服務處如雨後

春筍般地接續設立在各法院中。在這段時間中，有許許

多多的家暴個案，因傷害已到無法忍受的程度，因此決

定向法院聲請保護令，這也是許多人第一次與法院的接

觸，歷經從聲請、開庭到保護令核發，這一段歷程是沒

有經歷過的人無法體會的。服務處社工以在法院提供服

務的地利之便，讓許多有需要的個案，透過服務處社工

的協助，紓解個案在面臨法庭活動的緊張、擔心及不安。

99年本會家暴服務處所服務的人次高達 21,456人

次，較 98年增加了 855人次。在法院服務項次部份則突

破六萬項次，較去年增加了 3,021項次。從這些數字當

中可以看到，整體服務人次及項次都較98年增加。其中，

若從服務人次來看，開案量下降約 98件，但諮詢案件增

加 1,916人次，更凸顯服務處以問題焦點解決為主的服

務型態，也使得社工必須具備對案主的高敏感度，再加

上必須具備對社會福利服務資源的熟悉、家暴相關法律

的瞭解及與網絡聯繫的能力，增進家暴防治網絡的合作，

才能使得個案的權益獲得保障。

司法社工服務
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

99 年法院服務處服務人次	

年度 99年度 98年

法院 北院 士林 新竹 台中 花蓮 小計 總計

開案 420 241 558 340 669 2,228 2,326

諮詢 2,874 1,135 752 3,182 663 8,606 6,690

追蹤 2,625 899 1,714 2,194 3,190 10,622 11,585

總計 5,919 2,275 3,024 5,716 4,522 21,456 20,601

99 年法院服務處服務項次

年度 99年度 98年

法院 北院 士林 新竹 台中 花蓮 小計 總計

社會福利服務 5,567 2,436 3,571 6,941 5,496 24,011 22,660

法律服務 5,737 2,841 5,044 9,635 5,265 28,522 27,794

網絡聯繫 2,027 668 598 2,345 1,842 7,480 6,538

總計 13,331 5,945 9,213 18,921 12,603 60,013 5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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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處不僅提供個案服務，許多時候案主們常感到

一人面對訴訟有許多的壓力，且面臨親密伴侶、家人的

暴力相向，內心許多不為人知的苦，案主們需要有更多

的支持來源，而與他們有相似經驗的被害人就是彼此獲

得支持的最好來源。99年起，臺北地院、士林地院、新

竹地院及花蓮地院都相繼舉辦「親密暴力被害人的支持

團體」；團體內涵雖不盡相同，有藝術治療、教育心理

模式團體、離婚議題探討等，但相同的目標只有一個，

透過團體，讓成員有機會可以彼此認識、彼此支持，在

這段歷程中，有許多其他的好夥伴一起支持，相信會走

的更有力量。99年度本會五院家暴服務處團體，總計有

116人次參與。

此外，家暴服務處也透過研究的方法，針對服務成

效進行評估研究。其中，花蓮服務處更因應服務族群的

特殊性，針對原住民個案服務提供上的省思進行相關研

究，也透過與團督老師的討論，從更多元的角度、面相

來檢視自身的盲點與需調整的部份。

99年家暴服務處更持續推動「同志親密暴力方案」，

並與同志諮詢熱線協會進行密切的合作，透過同志社群

宣導、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等，讓同志社群對於親密暴力

開始有初步的認識，並且也期待透過教育訓練，讓專業

人員對同志朋友有正確的認識，以避免同志朋友在求助

時的二度傷害。(相關內容詳見「同志親密暴力」篇 )

家暴服務處也在 99年首度舉辦「家庭暴力相對人情

緒舒壓課程」，過去要透過法官裁定處遇計畫，加害人

才有機會針對認知、觀念進行改變，且處遇計畫課程時

間從 12小時到 48小時不等，但一個人認知的改變卻沒

有這麼容易。因此服務處針對暴力程度較輕的相對人，

透過法官的邀請來參加情緒舒壓課程，讓成員能學習辨

識自我情緒，並且運用舒壓技巧，避免暴力發生。(相

關內容詳見「情緒管理課程」篇 )

對於社會工作出身的社工來說，家暴衍生的各種法

律議題，是一項困難的挑戰，因此充實自己的法律知能

是服務處社工的重要任務。雖然市面上法律叢書甚多，

但卻沒有一本適合社工使用的

法律書籍。憑著一股傻勁以及

對於社會工作的熱誠，家暴服

務處創造了一本屬於社會工作

者的法律用書─「民事訴訟一

典通」，用親切的直敘語言代

替艱澀的專業術語，先提昇社

工的使用意願，才能強化法律

知能並運用於直接服務上。這

本「民事訴訟一典通」在一年

的努力下出書了，這對於從事司法服務的社工夥伴們都

是個很大的幫助，將可大幅度提升社工在民事訴訟法的

知能。

家暴服務處這一年來，從個案服務、團體服務、同

志親密暴力、情緒舒壓課程方案、編撰法律手冊等多樣

化的工作，讓整個服務的深化又邁入一個新的境界，也

期待未來能透過更多元的工作模式，讓司法社工的專業

更加精進。

服 務 成 果 個案服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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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在過去的一年

裡，不論是個案工作抑或方案推動上，依舊秉持著認真、

負責、積極的態度。99年服務處共提供 83名新開個案，

341人次的後續追蹤服務，並提供法庭程序協助、情緒

支持、資源連結等服務；而對於非服務範疇之個案，則

在瞭解其之概況後，提供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以協助獲

得適切之服務。

就服務內容而言，服務處 99年度共提供 2,378人次

之服務，其中，福利服務共計 1657人次，佔 70％，包

括情緒支持、出庭陪同、安全計畫討論、資源連結等；

法律服務共計 271人次，佔 11％，包括程序、撰狀協助

等；網絡聯繫共計 450人次，佔 19％，司法、社政、教

育等單位皆含括在內。

在 99年度，服務處針對個案需求辦理了三個團體活

動，包括「特種少年部隊 ~喪親青少年支持團體」，首

次以未成年人為參與對象，並以冒險學習為架構的團體

形式，協助喪親青少年建構復元力、瞭解生命真諦，進

而化悲慟為正向成長力量。而性侵害被害者支持成長團

體「我們的故事─搖滾青春」，則透過成長團體的助力，

帶領處於生命步調混沌未明的青少年尋找自己的方向，

協助其產生自我認同及向上的力量，並穩定且明朗地創

造出屬於自身的美好時光。「當我們冏 /同在一起」親

子成長營則藉由專業師資帶領，以薩提爾家庭重塑之概

念帶入團體中與親子工作，希冀親子間能化解「冏」境

後，準備好新的改變，彼此「同」在一起。此外，也在

年度結束前辦理「大手牽小手，一起出遊去」活動，邀

請個案及其家屬一同出遊，增加親子互動的正向經驗、

回憶。

除了在個案工作上努力，我們也受邀至學校進行性

侵害防治宣導活動，有近六百名師生受惠，藉由影片播

放、討論、有獎徵答，有效的提昇參與學生之參與程度。

此外，我們也與苗栗市維新、文山、文聖等三個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打造一個安全社區」活動，期望在宣傳服

務處同時，也在過程中，給予參與學生、民眾更多自我

保護、維護自我權益的方法，參與人數超過五百名民眾。

新的一年，服務處除持續在保護被害人的路上努力

外，更將積極投入法務部推行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司法社工服務
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

在某個活動上，檢察官對著其他人

說：「XX社工很熱心，之前麻煩她很

多…」

看似簡單，但卻是一句讓人深受鼓

舞的話，讓我們有更多的能量繼續在 

保護犯罪被害人的路上努力…

Modern
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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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這個象徵長

長久久，意境悠遠的年

份，本會承辦之「臺北

市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

中心」持續協助了許多

弱勢家庭與婦女，也在

許多像小荷一樣的個案身上，得到服務工作帶來的感動。

在 99年度裡，本中心共提供了 112個單親家庭、共

1,396人次的個案管理服務。其中以單親媽媽佔了絕大多

數，這些因為離婚、喪偶、未婚懷孕而成為單親的媽媽

們，都承受了很大的生活壓力，在子女照顧和謀生糊口

的夾縫中喘息求生。為了幫助她們脫離生活困頓，社工

員除了為她們連結政府與民間的經濟補助資源之外，也

透過轉介就業輔導、職業訓練，幫助她們得到穩定的工

作收入。除此之外，亦提供持續的支持與關懷，讓本中

心成為她們的娘家後盾。有些單親媽媽面對難以解決的

心理創傷，則協助安排心理輔導，99年度轉介 5案次的

個別心理諮商，共提供 52人次的服務。此外，本中心每

在目前八個試行的地檢署中，僅有苗栗地檢署內有駐點

社工提供相關刑事司法程序之協助，因此，我們期待服

務處在過程中能夠發揮更多的功能，使方案進行順暢外，

也期待能夠發展出一套專屬於苗栗地檢署的修復式司法

方案之運作模式。

「經此次經歷；個人深覺，如果，犯保服務處能針

對有訴訟案件之家暴被害人，能主動聯絡或開庭前先模

擬質詢現況，想必會令被害人安心不少…」(被害人回饋)

為何可以繼續在這條路上努力？曾經有人提出這樣

的問題。協助有需要的犯罪被害人是我們成立的目的，

期望透過社工的協助，讓被害人及其家屬能夠較為安心

地面對司法程序，及獲得相關社會福利資源，只要有人

需要我們協助，我們將繼續在這個地方為有需求者提供

服務。

單親不孤單
單親家庭服務

面對丈夫三番兩次的外遇、惱羞成

怒後的暴力相向，小荷總是忍耐再忍

耐。直到她發現丈夫外遇的對象，居然

是自己的好朋友，那就像是壓倒駱駝的

最後一根稻草，崩解了小荷的世界。她

對婚姻徹底灰心，也不再相信曾情同姊妹的朋

友。離婚後堅持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離開，小荷

在求職過程中一路碰壁。不但經濟無法獨立，人

際關係也完全封閉，她把自己和孩子關進了離群

索居的絕望世界。

在社工的鼓勵之下，小荷參加了兩天一夜的

單親媽媽自我探索培力營，在活動中小荷體驗

到，有時人生的道路轉個彎會看到另一片天空。

而看到伙伴們奮不顧身支持著自己攀上岩壁的頂

端，小荷在感動的淚水中得到力量，也在擁抱中

找回她失落了好久的信任感。

服 務 成 果 個案服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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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晚間的「法律諮

詢」在 99年度共進

行 41 次， 提 供 132

人次的法律服務。

團體工作部分，

99年度我們針對單親

媽媽、單親兒童與弱

勢家庭少女分別辦理

了不同的服務方案。其中，「單親家長自我探索培力營」

乃延續 98年度辦理之「單親女性自我探索工作坊」，邀

請單親家長一同前來體驗前所未有的高峰經驗。單親家

長們在兩天一夜的活動中，體驗了挫折、突破，也在高

空的攀岩活動中經驗了克服恐懼之後的痛快淋漓，社工

員與個案共度了感動又難忘的兩天一夜。而為期 8次的

「小樹不孤單─兒童成長團體」，幫助單親家庭小朋友

思考與表達對於單親生涯內心的負面感受與想法，也在

團體中建立新的人際關係。「追夢少女營」是本中心首

次舉辦的三天兩夜營隊，弱勢家庭的少女們透過活動獲

得對於「性別角色的省思」，了解性別暴力的本質，也

獲得了追求夢想的勇氣。雖然舉辦營隊著實耗費許多經

歷，但社工員透過營隊、小團體，拉近了與服務對象的

距離，卻也是非常珍貴的收獲。

另外，為了幫助單親家庭建立非正式支持網絡，我

們在元宵節、中秋節和耶誕節都舉辦聯誼活動，也分別

至頭城農場與向陽農場舉辦兩梯次「親子一日遊」活動，

經過這些活動交流之後，許多單親家長成為了彼此生活

中的支持伙伴，孩子們也都結交到許多好朋友。

最後，協助單親弱勢家庭自我成長，也是本中心的

工作目標之一，因此我們也舉辦了許多成課程，包括：

「你也可以成為理財大師」、「身心靈排毒」、「職點

迷津贏向未來」，以及「媽媽，你的孩子沒問題」親職

教育課程等等，同時還有一系列的「生活 DIY講座」，

幫助單親家庭除了紓壓外，也獲得生活上以及親子關係

上的成長。

99 年度大直婦女中心個案服務內容統計

服務內容 人次 百分比

生活扶助 202 12.9%

居住服務 14 0.9%

教育發展 11 0.7%

工作就業 59 3.8%

法律訴訟 47 3.0%

家庭服務 75 4.8%

社會支持 866 55.4%

其他(情緒支持、行政文書) 289 18.5%

合計 1,563 100.0%

99 年度大直婦女中心辦理團體服務方案一覽表

團體名稱 成員人數 場次 人次

單親家長自我探
索培力營

18 2 36

小樹不孤單-單親
兒童成長團體

10 8 66

追夢少女營 16 3 48

合計 44 13 150

99 年度大直婦女中心單親家庭社區服務方案一覽表

活動類別 辦理場次 參與人次

聯誼活動 5場 87

成長課程 11場 147

合計 16場 234

Modern
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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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性騷擾的不舒服感受，只有當事人才了解。被

害人在遭受性騷擾後，除了身心受創之外，還要面對繁

複的法律及行政申訴程序，加上屢屢遭遇外界迷思看法，

例如：「妳是老師耶，被學生性騷擾可以當場罵回去啊，

有那麼受傷嗎？」、「有女學員暗戀你，應該卯死了

吧！」、「妳自己要和加害人單獨行動，被性騷擾自己

也要負一點責任！」⋯等，這些不友善的評價常讓被害

人在求助過程中身心俱疲。因此，專業的諮詢與陪伴十

分重要，本會接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的「臺北

市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便致力於性騷擾個案服

務以及相關教育宣導工作。

性騷擾個案管理服務方面，99年新開案有 5案，持

續在案服務的性騷擾當事人則共有 8案。每位性騷擾被

害人的案件背景都不同，遭遇的困境也不盡相同。社工

員除了必須陪伴被害人面對多重問題、提供情緒支持之

外，也協助連結法律、心理諮商等資源，幫助被害人能

早日回歸日常生活。

在一般諮詢方面，經過三年的努力，許多民眾、媒

體，以及專業人員已逐漸認識本中心之性騷擾服務，因

而透過面訪、電話及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性騷擾案件之

諮詢。99年度提供諮詢服務人次中，性騷擾問題共計 51

人次，佔諮詢服務之 21.3%。諮詢內容多為性騷擾相關

法律、處理流程，以及被害人權益救濟等議題。

另外，本中心 99年度共提供 38次的法律諮詢服務，

其中性騷擾問題佔了 8％（10人次）。雖然性騷擾防治

法已施行多年，但社會大眾普遍對於遭受性騷擾後的法

律權益仍不清楚，性騷擾迷思亦有待釐清，所以民眾大

多詢問性騷擾如何認定、如何蒐證、申訴及訴訟程序等

法律問題。社工員除了陪同性騷擾當事人向律師諮詢之

外，也會分別與之討論後續可採取的行動，並視需要提

供後續服務。

為了幫助社會大眾更了解性騷擾的本質與內涵，我

們的宣導腳步亦不曾停歇，99年度共辦理了 22場次的

性騷擾宣導，形式包括社區宣導活動、校園宣導講座、

機關團體宣導講座，以及大型園遊會等，服務人次達

4,810人次。其中，小型社區宣導活動共辦理 5場次，乃

與各社區之節慶活動及學校校慶運動會結合，以文宣及

小遊戲與社區民眾進行互動，除了宣導性騷擾防治概念

之外，也向民眾進行本中心性騷擾服務之宣導。校園宣

導講座共 6場次，乃針對各校之需求，講授性騷擾之定

義與內涵、校園性騷擾之相關法規，以及學生未來畢業

後如何因應職場性騷擾等議題。另外，亦接受機關團體

之邀約進行了 10場宣導講座，協助各公私部門人員更了

解性騷擾之防治概念。

性騷擾防治工作仍有待推廣，無論在大眾迷思的破

除，或是被害人保護工作，期待有您的支持與參與。

性騷擾不害怕
性騷擾個案深度服務

「想到那個噁心的人，還有那些官

僚的行政人員，真的讓人很生氣，工

作情緒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有時氣到極

點，會想做些激烈的行動，乾脆大家一

起玉石俱焚好了!」

年輕且熱愛教學的阿力，自從遇到那位死纏

爛打的女學員之後，上課對他來說，變成了一個

痛苦的夢魘。他向校方口頭申訴，希望可以制止

對方的騷擾行為，但未獲得正面的回應，行政主

管甚至告訴他：「如果你報警的話，我會讓你從

此沒工作…」。阿力在求助過程中飽嚐人情冷

暖，也看盡行政單位的官僚做法，最後只能讓自

己變得行屍走肉，對周遭一切不再有知覺。

服 務 成 果 個案服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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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家暴防治並不像環保節能議題，在正負二

度 C的震撼下，快速攫住人們的關注與投入。即便同

仁戮力協助受暴者脫離家暴陰影，然而近年來仍眼見求

助人數不斷攀高，防治網絡卻只能在悲劇發生之後，疲

於緊急救援排除危機，以及創傷療癒復原等「補破網」

的反覆性工作，似乎再怎麼努力也抹不去所有受暴姊妹

眼底的無助、恐懼與淚水，工作同仁心力交瘁之餘，

甚至產生了替代性創傷。因此，本會開始思索推動社

區前端工作，包括培植社區建置家暴預防機制，從迷

思的破除，到家暴篩選辨識與通報能力的培訓，進而

發展出社區守望相助關懷探訪的柔性約制功能。然而社

區因城鄉差距，多少存有爭取經費與免費的專業輸入

之想望，對於落實家暴防治的理念，遠遠排在社區硬體

建設、體能或才藝教室以及聯誼活動之後，更不及防

災、防搶議題所吸引的目光。也因此，自 99年起，本會

開始思索社區工作的轉型，為通報求助的案主提供可近

性、集體式的社區化服務，同時也透過與社區的結合，

讓社區成為受暴婦女回歸居家環境的支持力量；並首

度將「社區工作」的對象分解為「傳統觀念中的社區里

鄰」、「校園」、「企業及一般行業」以及「通報求助

初期的被害人」等四類，逐次納入宣導範圍，破除傳統

轉角遇到愛
走入社區推動家暴防治

類型 主　題 內　容 對　　　象
服務	
人次

地　點

記
者
會

「網絡顯身手 家暴無處
躲」－家暴安全網起跑記
者會暨茶會

公開宣誓「家暴網絡總動員，全民反暴護家
園」；並透過茶會加強防治網絡成員認識、溝
通及交流。

警政、社政、司法、教育、
衛政、勞政、民間團體以及
社區人士

50 新竹縣

社
區
幹
部
宣
導
教
育

活出美好－ 
淺談婦女人身安全

介紹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桃園縣工商婦女協會成員 100 桃園縣

平安小學堂－ 
校園志工家庭 
暴力防治宣導

協助建立對家暴的瞭解、敏感度、通報的知能
及意願，並將性別平等與無暴力的觀念，帶入
家庭、學校與社區中。

校園志工 75 新竹市

社區幹部培訓工作坊
進行家暴辨識篩選與通報協助知能訓練，運用
實務演練與討論進行分組發表，並由執行績優
社區，提供經驗分享。

里長、里鄰長、社區幹部與
志工

80 台南市

人人都是管家婆 辦理家暴防治宣導。 水噹噹協會幹部及通譯人員 70 台南市

大旗艦社區輔導
提供相關家暴防治宣導單張與宣導品供社區取
用，並針對主要幹部進行相關防治教育輔導。

台南市參加大旗艦計畫社區 15 台南市

專
業
網
絡
研
習
訓
練

家暴案件通報後之處理流
程與案例分享

講述家暴防治專業理念。 林口長庚醫院相關醫事人員 70 桃園縣

醫療系統親善計畫 
－「第一線醫護人員如何
協助家暴被害人做安全計
畫」

提昇對家暴被害人安全知能及敏感度，在第一
時間提供相關安全資訊予被害人，以防止其再
度受暴。

新竹縣市 
醫護人員

342 新竹縣

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 
－危險情人辨識

協助學生在交往階段如何辨識危險情人，免於
墮入親密暴力循環。

學校教職員工 740

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茲將本會 99年度開展的社區工作羅列如下：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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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在家暴防治工作中被動位置，主動出擊辦理整合活

動，希望達到對人身安全的「全面保護」，使人人都可

以成為家暴及性別暴力的守門員。

今年本會在推動校園親密暴力防治工作上，將更進

一步與學校合作，進入校園為在男女朋友交往階段的受

暴者辦理治療團體，且因初期暴力兩造均有責任需面對

與承擔，因此不排除以修復式正義的理念，規劃辦理親

密關係團體；同時向下紮根、向外擴展，將宣導對象從

起初的大專、高中職學生，延伸至國中以上學生及其家

長、老師等輔導人員。

此外，本會將持續擴大辦理受暴婦女健康講座，並

分為初、進階兩種，課程安排上有所區別，加重課程間

的思考與喘息時間，同時增加人際互動與討論、演練的

機會，讓學員在情緒緩和中，清明思緒、對資源脈絡有

更清楚的理解與建構，也能更從容的接收訊息與運用資

源。另外，也更加重視與企業團體的合作，推廣「家暴

企業員工協助」及「職場人身安全」，協助雇主在照顧

從業人員—特別是女性業務人員的人身安全與員工家庭

整體生活品質上，有更進一步的概念與實務操作方法，

讓人身安全與家庭暴力防治更深一層從職場與家庭密切

結合。

類型 主　題 內　容 對　　　象
服務	
人次

地　點

專業
網絡
研習
訓練

推動高危機安全網 
網絡教育訓練

進行家暴防治新知、危險量表介紹與操作使
用、離院安全衛教、安全計畫擬定、社會資源
評估開發使用與關係維繫、會談技巧演練。

參與安全網行動所在區域的
警、社、醫療專業人員

1,046 台南市

社區
宣導
活動

家暴防治宣導闖關遊戲 辦理家暴防治闖關宣導活動。 國宅、公園兩社區民眾 1,500 台南市

「518傳愛反家暴」 
─家暴週街頭宣導活動

對民眾進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宣導，以建立正
確的防治觀念，並適時給予身邊遭受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親友必要的協助。

一般民眾 2,100 台北市

初期
暴力
宣導

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 
－校園親密關係暴力宣導
講座

將初期暴力防治與危險情人辨識觸角，伸往校
園、社區與營區，提供加強覺察、敏感度提升
指導，讓家暴防治往前端延伸。

學生 11,974
全國各大
專院校、
高中職及

營區

役男及新兵 138

家長 145

案主
社區
支持
活動

健康城市慶端午， 
婦女健康養生講座 
（婦女人身安全工作坊）

以節慶名義辦理，整合防治網絡提供組織化服
務，讓受暴婦女安全參加活動，並感受眾多資
源為其奮鬥的集合力量。

通報求助的婦女 15 台南市

支持性就業
與社區、企業及相關網絡合作，提供個案準就
業實習與工作場域。

在案或結案的受暴婦女 809 台南市

企
業

賺錢有術、生命要顧— 
女性業務人身安全防護 
教育訓練

提升自我保護與危機處理應變知能；增進事業
單位維護員工安全知能，並促進建立女性業務
安全預警制度與內部求助及申訴管道。

女性業務員及相關事業單位 53 新竹縣

職場人身安全與家庭暴力
防治員工協助計畫

提供企業建立協助員工因應遭受人身安全或家
庭暴力問題的能力。

企業 200
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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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暴力，總是以愛為名，讓受暴婦女常混淆

愛與暴力，在去留間掙扎。許多婦女長期受暴，需要對

自己的處境重新認識，並相信自己值得被尊重和愛，才

能慢慢形成具體的行動計畫。而隨著家暴通報案件增多，

我們服務的個案更趨多元，有些人因婚姻、生活的壓力，

造成夫妻雙方偶發或大大小小的婚姻衝突事件；有些婦

女因受暴影響，身心緊繃，常常一夜難眠、情緒憂鬱，

因此身心的放鬆是當務之急。因應個案的不同需求，本

會個案服務組及桃園、新竹及台南工作站在 99年共辦理

十一項團體工作，期望讓受暴婦女透過團體的方式體會

被了解及支持的感受，並藉由各種活動重新了解暴力與

自我狀態，學習身心照顧並多愛自己，也為接下來脫離

暴力的行動做好準備。

個案服務組、桃園及台南工作站辦理的「拳頭下的

愛與選擇－再生力量：婦女支持、成長、行動團體」、「手

牽手 心疼心：安全計畫團體」、「婦女治療團體」等都

是透過團體力量協助婦女重整自己的生命、婚姻與受暴

經驗。團體成員的婚齡常差距甚大，但卻看到面對暴力，

無法掙脫婚姻枷鎖、害怕社會觀點的共通性，也同樣在

「離開」和「留下」選項間掙扎、猶豫。而透過彼此間

婚姻故事的分享和傾聽，成員們感同身受，彼此激勵、

陪伴，形成互助氛圍。「拳頭下的愛與選擇－再生力量」

團體在進行中有去年參與的團體成員帶著拿手點心，到

團體中以自己的故事鼓勵成員，照顧成員的心、也照顧

成員的胃，而這個成功例子的現身，正增強成員處理暴

力的決心，開始為自己設想新的希望與計畫！參與八次

團體活動後，成員對自己的心理情緒有更高的覺察

能力，理解到自己如何陷在事件、衝突、和好

的暴力循環歷程，並意識到無論離開和留

下，均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想望，找到

人生新的方向，撫平因愛受傷的心

靈。桃園工作站服務的一名個案，

多次談到先生外遇而施暴的狀況，

總是痛哭落淚，在歷經個別心理諮

商後仍未曾完全放棄尋短的念頭，

直到參加了《手牽手 心疼心》安全

計畫團體，竟有相當大的轉變，不但

表現出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態度，終於可

以放下自己對先生外遇的不甘心、低落，能

夠對其他成員侃侃而談自己的故事，並在團體最

以愛之名綑綁的枷鎖
透過團體工作破繭而出

小嘉，善良又心軟的女孩，不管丈夫做過什麼事，都深深地相信他愛她、渴望著她的靈魂。只是

漫長的婚姻關係裡，他總是以自己的需要為優先考量，要小嘉完全配合，即便是親餵母奶，想要讓孩

子斷奶都要經過丈夫同意，只要小嘉有自己的意見，他就會暴怒、摑掌、拿東西往她身上砸。小嘉甚

至擔心求助會讓他被冠上施暴者名稱，因此受盡委屈卻仍不忍提告…。在社工的邀請及鼓勵下，小嘉終

於決定參加團體，但心裡另一個聲音告訴她：「參加團體是背叛丈夫的行為！」因此她只敢默默觀察團

體的進行、不敢發言。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聚會，小嘉在姐妹支持與相互肯定下願意主動分享，她告訴社工：

「先生的愛以微弱又扭曲的方式呈現，而我在團體裡深深感受被愛、被尊重，心中獲得的力量肯定能讓我在人

群之中閃閃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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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次提出具體的行動計畫。

針對受暴婦女的身心壓力，桃園及新竹工作站均辦

理身心放鬆團體。「女人，FUN鬆，衝！充！聰！」婦

女支持團體將情境設定在多種不同的環境中，如將婦女

帶到大自然中，分享每個人的婚姻故事，享受大自然療

癒的力量；讓婦女一起烹調、切磋廚藝並互相支持分享；

一起觀看電影並分享等。團體結束時有成員回饋：「很

少接觸這樣的團體，在過程中很放鬆，而團體的地點、

用餐的地方也是從未接觸過的，相當謝謝社工的用心，

在幾近每日面對恐懼且暴力的生活下，能這樣子放鬆是

很棒的一件事。」而另一位成員雖身在暴力危險中，卻

依舊固著、不採取行動，但在參與團體後，她看到、聽

到其他人的生命故事，透過這些經驗的傳承與分享，她

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當初那些絕對不可能改變的事，

現在好像多了一些理由與動力來完成。新竹工作站則結

合冥想、深度呼吸、團體分享等方式，透過各部位身體

的語言探索，協助家暴被害人瞭解姿勢與身心健康的關

係，並學習釋放壓力，協助被害人發展更健康的身心狀

態。

因應初期暴力或低危機婚暴個案，個案服務組及台

南工作站分別辦理「心轉路轉─婚姻溝通與自我照顧團

體」及「夫妻治療團體」。成員們透過「心轉路轉」團體，

均能辨識在婚姻生活中自己與對方的溝通姿態，清楚了

解自己在婚姻中的位置與選擇，也能夠為自己的選擇負

責；在後續回歸實際婚姻生活時，也能嘗試運用一致性

的溝通方式和對方相處。「夫妻治療團體」的辦理則因

男性參與治療的意願較低，在招生時嚐盡苦頭，未來期

待透過增加與司法機關合作，並穿插個案、團體工作相

互搭配的模式，來增加參與夫妻對數。

台南工作站則為提供婦女永續性的支持與分享機

會，目前已進入第四年的經營，固定於每月第二、四週

的週五晚上，辦理耕心園社團，讓姊妹及其子女可以「回

娘家」敘舊談心聊天，並不定期邀請老師前來講演指導。

此外，台南工作站也辦理各式團體、並辦理學童課輔活

動，提供婦女喘息空間，我們也期許自己能成為受暴婦

女的「娘家」，提供她們倚靠及心理安適的力量。

本會四個工作站 99年度的團體工作，因應婦女的不

同需求，開發出多元化的團體。透過團體主題的設計與

團體動力的運作，成員從他人的經驗與回饋反思自己的

困境，出現改變的動機與行動計畫。我們在團體中看見

她們突破生命困境的勇氣與感動，也體會到個案工作與

團體工作相互配合對一個人的影響，個案與社工，互相

豐富彼此的生命。期待透過團體工作，協助受暴婦女們

掙脫以愛之名的家暴枷鎖，飛向有愛無傷害的藍天。

辨理工作站 團體名稱 成員人數 團體次數 參與人次

個案服務組
《拳頭下的愛與選擇－再生力量》婦女支持、成長、行動團體 14 8 65

《心轉路轉》婚姻溝通與自我照顧團體 13 7 55

桃園
《手牽手 心疼心》安全計畫團體 9人 4 23

《女人，FUN鬆，衝！充！聰！》婦女支持團體 7人 2 13

新竹 《覺知的律動》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心放鬆團體 9人 2 18

台南

耕心園社團 17次 120

婦女初階治療團體 4次 25

婦女進階抒壓團體 4次 80

目睹兒治療團體 4次 40

夫妻治療團體 3次 14

幼兒臨托暨兒童課輔 28次 140

合計 593

本會 99年度各站辦理團體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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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枝散葉，履創佳績－
親密伴侶暴力防治安全網

要能成功地協助被害人脫離暴力，

重拾安全有品質的生活，

絕非單一部門或單位就能達到目標，

而是需要社政、警政、醫療衛政、司法、教育等等防治

網絡共同努力…

防治網絡間互相分享對特定個案的危險評估，能快

速有效的辨識出高危險性的案件，並確認其致命的風險

因子，並針對不同風險，及時提供防治網絡個別性和整

合型的強力安全服務，才能有效減低個案再受害的風險。

而全面性的危險評估與安全計畫，不但能提昇防治網絡

成員間辨識風險與採取有效行動的能力，更能確實減低

暴力再犯的危險性。本會從民國 96年開始，陸續在宜蘭

縣、臺南市、桃園縣、臺北市、新竹市、新竹縣等地持

續擴大推動親密伴侶暴力防治安全網方案，從一開始的

籌備規劃、教育訓練、定期會議之準備與召開，以及方

案成效評估與成果發表等等，都是全力投入。我們也在

99年上半年編撰完成「親密伴侶暴力防治安全網教戰手

冊」，把近幾年實施該方案的工作方法與實務經驗與夥

伴分享外，也接受宜蘭縣、苗栗縣、花蓮縣、彰化縣、

南投縣、臺東縣等縣市政府的邀請，至當地講授相關課

程。

綜觀本會於 99年度，各工作據點在臺北市文山區、

桃園縣、新竹縣及臺南市推動親密伴侶暴力防治安全網

方案的實施成效，以桃園縣為例，99年 4至 11月的 188

件高危機案件在列管期間，93%的被害人未再遭受到肢

體暴力，77%未再遭受精神暴力，成效卓著。從訪問被

害人和專業人員的訪談中，更可發現解除列管後有七成

二以上未再受肢體暴力與精神虐待；即使再受虐，其頻

率和嚴重程度，皆明顯改善。實施家庭暴力防治安全網

計畫後，有 95.8%的被害人認為專業人員介入之後，自

己的暴力問題已獲得改善；91.67%同意自己的人身安

全危險程度降低，且更有能力解決與暴力相關的問題；

95.83%覺得自身安全危機意識提升了。再者，全數受訪

者都同意自己更能主動尋求協助，且認為有專業人員的

支持陪伴，讓其生活較有力量。上述數據顯示本方案對

「被害人安全狀況的改善」及「加害人行為的約制」皆

具成效，確實降低再犯的可能性；在加上整體防治網絡

的主動積極協助，被害人危險意識也有所提昇，求助與

自我保護能力增強。再從整合面向來看，防治網絡間的

資訊交換與連結提昇了服務提供的主動性和時效性，加

快對被害人的風險與需求的回應積極度與效能，提升危

機的控管能力與服務品質，更確立「以被害人安全為中

心」的防治網絡協力工作取向。

近兩年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鼓勵並持續推廣

「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方案」，目前全國已有二十二個

縣市試辦實施。令人振奮與欣喜的是，本會會本部社工

部、桃園工作站、新竹工作站與在地防治網絡同仁共同

努力的成果，得到許多主管單位與專家學者的高度肯定，

更獲得內政部評選為「推動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執行績

優及推動積極」殊榮！未來本會仍將與在地防治網絡伙

伴持續努力，共同守護家暴被害人的安全，打造「防治

網絡手牽手，致命危機都遠走」的家庭暴力防治境界！

從實務到倡導－紮根於工作的研究成果

此外，本會持續秉持「從做中學，從學中做」的精

神，強調紮根於實務工作的研究，以及研究成果對實務

上的回饋與精進，都是為了讓所有婦女遠離暴力，擁有

安全、免於恐懼及更有善的生活環境。以下簡單表列 99

年度各工作據點的所發表的研究成果：

專業服務的策略與省思

發表單位 發表主題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 「適當」的案主－社工員與案主會談的語言策略分析

新竹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 有一種愛叫做「愛自己」－親密關係暴力女性被害人團體

花蓮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 社工員的自我覺察與文化能力的再反省－以服務原住民的經驗為例

台南工作站 轉角遇到愛～家暴防治與社區治安推動初探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現代婦女基金會年報

18



當暴力來臨時，我們勇敢面對暴力的處理，而關係

卻是遺憾收場！

理論告訴我們，「受控的關係結構」是維持暴力關

係最重要的支柱；因為兩者互動中間不只有痛苦的感受，

彼此還會夾雜著許多不定期的補償行為，如餽贈禮物、

討好、安慰等，即所謂「甜蜜的經驗」，長期下來，便

會造成未婚受暴女性「人際的孤立」、「對自我產生懷

疑」並以「自我責備」的方式回應關係衝突。被害人不

一定會選擇離開加害人，甚至會多次原諒對方，期待他

能夠改變。但如此加害人的暴力行為卻一再被縱容，不

但問題未能解決，更可能導致暴力循環，而讓傷害更加

嚴重。本會 97年的調查中發現，一般人會認為親密關係

發生若第一次暴力就應該選擇分手，但實際發生暴力的

親密伴侶，卻有超過五成的比例選擇以溝通和原諒作為

處理的模式。由此可見，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的態度顯

得相當重要，若被害人無條件原諒，則可能造成縱容加

害人的暴行；但若被害人選擇溝通處理，則必須面對加

害人是否接受改變的條件。

另一種選擇，以修復式正義模式介入親密關係的處

理！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調查顯示，年齡在 16至 24歲的

年青女性最容易遭受約會暴力，而最嚴重的暴力傷害則

發生在分手的過程。我們的社會對於「尊重生命」教育

不足，再加上愛情「生死相許」的催化下，造就情殺的

遺憾。因此，面對親密關係暴力的處理，除了暴力問題

應該被面對，其關係的處理也應是一個重要焦點。不論

在情難捨之下的「不打人就復合」或「和平分手」的期

待，我們或許能找出另一種選擇！

修復式正義是一種「和平創建圈」（peacemaking 

circle），它的目的在於治癒加、被害雙方的關係。主要

建立在幾點重要基礎之上：尊重每一個人、信任感、對

協調結果的認同、開放地傾聽被害者的痛苦與了解受害

經驗對其影響。由此可知，修復式正義的哲學理念著重

於「關係的治癒」，而非該行為所觸犯的法律實害為何？

它並非否定應報式正義的「懲罰」；更進一步地說，它

反而看重應報式正義仍帶有「補償」的「替代性懲罰」

意味，只不過不需要太快直接訴諸「暴力」刑罰，而是

考慮到「被害者－加害者」之間是否還有治癒彼此關係

的「希望」？如果有，則鼓勵加害者發展出一種「道德

直覺」（類似同理心），願意擔負賠償、道歉之責，進

一步逐漸緩和彼此衝突緊張的關係。修復式程序是一種

「事實的呈現→情感的抒發→補償及修復行為的產生」，

包括以下要素：雙方說實話、面對面的處理、重視自願

性參與及安全的權利保障、責任承擔的結果、過程與結

果的評估。

本會自 99年度起以修復式正義的觀點，做為推動校

園親密關係暴力三級預防的策略，希望以初級預防達到

一般學生都能認識暴力警訊問題，進而預防暴力的效果。

而第二級預防則希望有初期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的兩造，

能夠在溝通的過程中，強化加害人面對問題的責任，讓

加害人願意共同尋求解決問題方法，才能進而找出潛在

危險因子，早期介入協助。另外第三級預防，則期待在

修復式調解會議過程中，給與加害人和被害人機會重新

選擇面對問題，選擇繼續關係或安全分手，但都期待雙

方能在修復調解會議過程中，重新釐清問題，負起責任

改變自我。

另一種選擇！及早介入！
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修復式正義的介入處遇

一通電話劃破沉靜的加班夜晚，話

筒中傳來聲聲嘆息與哭泣，她說：「我

下周要結婚了，但是他打了我，我還要

嫁給他嗎？」。話筒另一端的我告訴

她，親密暴力常會一再循環發生，請她

務必三思而後行。她再度問我：「我愛他，不能

沒有他，怎麼做才能讓他改變，不會再傷我」？

我沉默了，頓時我發現我沒有答案，掛下電話剎

那，我想了好久，還是沒有答案。

這個問題在我工作中困擾了多年，縱使在工

作多年後，至今仍然沒有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面對戀愛、婚姻中的衝突，那很傷；但是被毆打

的傷口更痛，同時伴隨著一連串口無遮攔的怒

罵，甚或失去理智的幹譙還有更多無理的要求與

不尊重的限制。而這些痛要自己全然承受，還是

加倍報復於他呢？而最後的結果，到底是歡喜冤

家，還是成為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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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年代以降，國際學界從國家取代私人獨佔司

法的窠臼中跳出，認為排除被害人的刑事司法程序不足

以維護司法正義，立法上應考量補償、保護被害人受損

權利，與加強被害人訴訟地位。世界先進國家從善如流，

紛紛制定相關法規，因此我國亦於 1998年制定了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然我國法令在保護、補償被害人權利之部

分或有規定，但在加強被害人訴訟地位之部分卻付之闕

如，致使被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淪於消極被動，難以

與犯罪嫌疑人、被告進行抗衡。再者，現行刑事訴訟程

序下，被害人若非提起自訴，則無從成為程序當事人，

更非訴訟主體，以致被害人在程序上僅擔任證人，而無

法與被告有相同權利，例如聲請調查證據、交互詰問、

上訴權等。由此顯見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偏重被告人權，

並未同步加強犯罪被害人的訴訟參加相關權益，造成犯

罪被害人與被告訴訟地位極度不平等，對被害人人權的

保障不啻是一大漏洞。

有鑑於此，本會開始推動犯罪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

修法，特邀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盧映潔教授起草該修法

草案。盧教授參考德國「被害人保護法」中「訴訟參與

制度」相關規定，基於犯罪被害人與被告訴訟上武器平

等之考量，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增立「第三章犯罪被

害人之訴訟參加制度」，以保護犯罪被害人訴訟參加的

地位與權益。修法條文中，從被害人的訴訟參加地位取

得與受輔佐權開始，逐步維護被害人和輔佐人的陳述權、

資訊請求權、參與意見權、上訴權、聲請再審權、聲請

調查及保全證據權、交互詰問權，以及參與同意權等。

99年間司法爆發行收賄之醜聞後，又因兒童性侵害

案件輕判悖離民意，人民強烈要求改善司法品質，自發

性在同年 9月 25日發動白玫瑰運動，萬人走向凱達格蘭

大道靜坐，其中亦有呼籲提升被害人地位，以維護被害

人權益並追求司法正義的實現，可說與本會推動被害人

訴訟參加制度修法的意旨不謀而合。本會已於 99年 11

月將本修法草案交由立法委員提案連署，雖因故而無法

逕付三讀，但本會仍將秉持保障犯罪被害人人權，尤其

是性侵害與親密伴侶暴力被害人的訴訟參加權益，持續

於民國 100年度戳力遊說推動法案，期待我國司法改革

能在被告與被害人權上平衡發展。

不再被消音的被害人：
推動犯罪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修法

相對人情緒舒壓
在現代的社會中，人們受到各種壓力，有工作、家

庭、課業、人際、感情、經濟等，在如此多重的壓力中，

做好情緒管理是常聽到的一個名詞。而當壓力大到一個

程度，盛滿的情緒就像是壓力鍋一樣，不知如何發洩情

緒壓力，在如此狀況下，若又發生衝突，很有可能就是

暴力事件的起點。

情緒舒壓課程便是協助家暴案件的當事人，學習辨

識自身情緒的臨界點，當瞭解自己情緒的狀態後，透過

適當的疏導方式處理情緒，才能降低暴力發生的機會。

這樣的設計理念是從美國的經驗中發想，臺灣過去採用

的相對人處遇計畫，所耗費的時間很長，然而一個人的

認知要獲得改變並非一蹴即成，因此我們嘗試透過情緒

舒壓課程，讓當事人從認識自己的情緒開始，敏感自己

的情緒狀態，並學習舒壓技巧，讓自己能夠盡量用最適

當的方式，渡過情緒高漲的時刻，進而降低使用暴力的

機會。

情緒管理課程從

9月份開辦至 12月，

由本會駐臺北地院、

士林地院家暴服務

處及苗栗地檢署犯

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辦理，共計 85人次參加。從回收的

問卷結果中得知，大多數成員對於情緒管理課程都抱著

高度的認同，也認為這樣的課程對其處理情緒上有很大

的幫助，因此我們將在民國 100年度擴大辦理，逐步推

展到本會各司法服務據點。

我們期待透過情緒舒壓課程，讓加害人得以控制自

我情緒，以降低使用暴力的方法處事，讓雙方可以有一

個良性循環，也讓自己及其家庭可以脫離暴力的陰影，

達到終止暴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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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Workplace Safer：
親密伴侶暴力員工照顧與企業倡導推廣計畫

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統計 98年 1月至 99年 6月的

重大親密伴侶暴力新聞共有 115件，共 173人受到波及，

其中多因分手、外遇及經濟問題引發殺機，統計更顯示

發生在「工作場所」的案件佔了 10.62%！可見親密伴

侶暴力影響的範圍並非僅限於家庭內，被害人上班時亦

有可能受害，甚至是公司同事、上司都可能受到波及，

更甚者可能引來公共危險的疑慮，企業不得不慎！

本會除與 TNS及 emailcash合作，針對 20歲以上

1,031位有業女性進行「職場親密風暴網路大調查」，

有三成以上的受訪者及其親友、同事，都曾在上班地點

遭受另一半暴力相向，包括上班時騷擾 (53.1%)、或到

公司鬧事 (42.6%)、跟蹤被害人到公司 (41%)，毆打被害

人 (12.3%)。在職場遭到親密伴侶暴力的當事人，高達

七成表現出情緒不穩定而難以專心工作，亦有五成無法

如期完成工作，部分被害人因此必須請假或無法來上班

(38.7%)，更有超過四分之一 (27.8%)的被害者只能選擇

自行離職，其中一成二的被害人同事也受到威脅恐嚇，

在在印證親密伴侶暴力不只影響個人家庭，更導致公司

財產損失且無法正常營運。

此外，本會更編撰「Make Workplace Safer：親密伴

侶暴力員工照顧教戰手冊」，提醒社會大眾、事業單位、

企業及雇主共同關心職場親密暴力問題，提供有意採取

因應策略之民眾或單位作參考。本會亦在 99年底分北中

南三區辦理相關講座，作為進入企業倡導且合作推動職

場家庭暴力防治措施的跳板。

本會相信，只要能夠讓雇主認同職場家庭暴力防治

的重要性，從有意願和有能力採行的措施開始，絕對能

夠改變現狀，讓婦女與雇主都從中得到助益。我們呼籲

企業可透過推動「113」政策幫助受到親密伴侶暴力所苦

的員工，包括「一份承諾」—宣示參與防治家庭暴力的

承諾、「一定保密」—保護被害人求助隱私並予以協助，

及「三重保障」—包括保障被害人「安全」、「經濟」

及「權利」，不使相關福利受到影響。真正兼顧事業獲

利與員工人身安全的目標，不但有助資方之企業形象，

更能達致勞資雙方實質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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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親密暴力是本會家暴服務處今年主要推動的服

務方案之一。民國 96年 3月份，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通

過，包含同志及同居關係都列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護

對象。家庭暴力防治的修正，意謂對於家庭型態多元化

的接納，也彰顯台灣社會多元價值並存的家庭型態。然

而家暴服務網絡成員對於同志族群卻非常陌生，包括同

志文化到同志在求助時可能的擔心，網絡成員都不是那

麼清楚，甚至可能造成求助者的二度傷害。因此本會期

待透過方案推動，讓更多需要協助的朋友能夠獲得支持。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同志的親密暴力樣態與異

性戀者並無太大差異，但同志朋友擔心面對出櫃的議題，

因此在求助上產生更大的挫折及無助感，然而目前家暴

網絡的服務，卻未針對同志族群設計一套友善的服務方

案。有鑑於此，本會期待透過同志伴侶親密暴力方案的

推展，使服務觸角更加延伸，讓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獲得

協助。

在 99年同志親密暴力防治行動方案中，共舉辦了

29場不同形式的討論、宣導及教育訓練，也讓我們的工

作模式更加深化，包括（一）社工員性別語言敏感度提

昇：如詢問求助者，「相對人是你的誰？」取代看到女

性就說：「你的先生對你施暴…」，看到男性就說：「你

的太太對你施暴⋯」，提昇社工人員的性別語言敏感度，

也讓潛在求助的同志朋友感覺被尊重。（二）同志親密

暴力個案服務精緻度提昇：因應本方案的開展，了解當

同志朋友在求助時，最關心「是否要出櫃」的議題，本

會也針對不同的求助管道，進行多方的瞭解。例如：通

報時可以用匿名通報，不需用真名通報，只需留可聯繫

的方式即可。此外，當事人可用電話向本會家暴服務處

諮詢時，不需說出真名；而請警察處理時，若不想出櫃，

則可以說是與室友發生衝突，請警察處理；若有聲請保

護令之需求，求助者的傳票可送到家暴服務處代收等。

而本會與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拉拉手協會由北到南合辦

了共 7場次的宣導活動，讓同志朋友有機會檢視自己在

關係衝突時的因應處遇方法，也讓同志朋友或其親朋好

友知道什麼是親密暴力？以及若遇到伴侶暴力議題時，

該如何求助。 

本方案在 99年度開始執行，過程中對每一個社工來

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我們的社工對於家暴網絡

都很熟悉，但是對於同志族群卻是非常陌生；而對同志

朋友們而言，親密暴力可能是一個很遙遠的名詞。但透

過團體間的合作，卻能夠打破這個隔閡，彼此資訊交流、

經驗分享都使得這個方案能夠持續推動下去，並看到努

力的成果。期待我們能關照更多弱勢族群的需要，也期

待未來，不論年齡、性別、種族、性傾向或教育程度，

在暴力中受苦的人們，都能夠得到相應的福利資源協助。

同志親密暴力
我愛的人傷我最深

小拉和小琪是一對女同志伴侶，兩

人交往了兩年多的時間，交往期間，小

拉對小琪的交友狀況嚴格的控管，小琪

對這樣沒有自由的生活無法再忍受，因

此決定提出分手。小拉對小琪提出分手

非常難受，開始以自殘的方式希望挽留小琪，並

且向小琪保證不會再這樣控制，但小琪看到小拉

一刀刀劃在手脕上，內心害怕不已，對於小拉的

保證感到無所適從，小琪到底該如何做？小拉又

該如何面對小琪提出的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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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承辦之「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所服務

的單親家庭，許多都在得不到政府補助、個人支持系

統又薄弱的壓力夾縫中求生存。為了幫助這些單親家

庭早日脫離困境，99年 6月開始，募集了關心單親弱

勢家庭的社會善心人士，共同推動「幸福追夢家─單

親家庭協助方案」。本方案參考了在國外行之有年的

「Wrap-Around」服務模式，以及企業人才培力的「Talent 

Model」（潛力人才模型），並募集民間資源提供整合

性支持與服務，彌補公部門資源之有限性，提供單親家

庭更全面的支援，進而協助其慢慢走向自立。方案第一

年定為實驗階段，時間從民國 99年 8月到 100年 7月為

期一年，推動過程大致步驟為：

Step1 募集社會資源

計劃的一開始，拜訪多家友善企業，進行方案簡報

宣導、募集善款，以及對單親家庭友善之連結資源，例

如：提供就業機會、訓練課程、志願服務人力⋯等等。

到 99年 12月底共募集了新台幣 1,260,300元、二手電腦

兩部，以及兒童繪本館圖書一批。

Step2　徵選幸福追夢家 

接著是徵選單親家庭的參與者，並從本會目前服務

中的單親家長中，運用「Talent Model」，篩選出 8-10

名具備改變潛力的單親家庭，徵詢並確認參與意願之後，

最後共有 8位單親媽媽正式參與本方案。

Step3 擬訂目標與計劃

參與者必須對自己未來的生活目標有具體的想法，

在與社工員討論後，擬訂個人未來一年的目標與工作計

畫，並每月定期透過工作會議討論進度。每季也會訂定

階段性目標，並評估該參與者是否達到該目標。

Step4 親子共同努力追求夢想

設定個人工作目標之後，本方案依個別需要提供參

與者支持，目前共提供了一次的緊急房租補助、兩位成

員的保母費用補助、兩位成員的職涯進修課程與書籍補

助、一位成員子女營養午餐費補助，以及子女安親費用

的借款，幫助參與者可以減少後顧之憂，努力追求生活

與工作收入的穩定。

Step5 激勵與下車機制

第一季達成個人目標者，將獲頒發激勵獎金，而連

續兩季未達成者，則必須退出方案。目前只有一位成員

退出方案，而第一季共有三位單親媽媽達成了預設的工

作目標，找到工作並達成預定的存款金額，每位家庭成

員獲得 5,000元的激勵獎金；另外一名單親媽媽雖然因

為遭遇突發的變故而無法達成目標，但其積極向上的態

度，仍然讓我們決定頒給她「努力獎」。還有一位媽媽

雖然自己沒有達成預定目標，但是我們看到她的孩子無

論在情緒表現、人際互動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因而頒

給她「子女進步獎」。希望透過激勵措施，幫助成員們

更有動力，親子一同努力朝目標前進。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參與本方案的單親媽媽們都給

予我們正向有力的回饋，她們都表示專業社工持續與她

們討論努力方向，是一股支持與推動的力量，讓她們可

以擺脫無助感，以及難免發生的懈怠。而在過程中提供

實質的經濟補助，也讓她們可以在生活上，以及子女照

顧方面無後顧之憂，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

夢想推手─幸福追夢家方案

8歲的小蓓，在聖誕樹上的許願卡寫

著：「希望可以和家人在一棟獨立的房

子生活一個月」；失業了好久的敏芳則

是寫：「希望可以找到穩定的工作，把

積欠的健保費繳清」。人人心中都有夢

想，有些人夢想自己可以功成名就、環遊世界，

有人夢想可以中樂透賺大錢。對很多單親家庭來

說，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漫天的壓力，每天清晨一

睜開眼睛便排山倒海而來，他們只能盤算著，這

個月的房租是不是有著落？孩子的課輔費用能不

能準時繳？其他的夢想，慢慢都變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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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戲棚下站久就是你的」

等求愛撇步，一再印證社會對於追求心儀對象的建議都

是臉皮要厚，遇到拒絕更要不屈不撓、堅持下去，並相

信如此一定能追求成功。時至今日，過度追求不但可能

造成被追求者的困擾與不悅，造成雙方關係緊張，甚至

可能演變成為過度追求的性騷擾行為。因此，現代婦女

基金會特別在性騷擾防治法實施四週年與西洋情人節前

夕舉辦「過度追求經驗大調查」，

邀請民眾關注此議題可能帶來的

困擾與傷害。

其中發現近八成民眾認同

「勾勾纏」追求策略，且有七成

女性、四成男性曾遭遇不愉快的

被追求經驗，其中四成遭遇不愉

快追求的女性更產生「安全上的

恐懼」，而跟蹤、站崗等追求行

為最讓人討厭，調查結果更顯示

3%受訪者表示絕不放棄追求心

儀對象。

本會呼籲追求者應尊重被追求者的意願，勿干擾對

方生活；而面對無好感的追求者，拒絕的態度要委婉、

說辭要明確，平時要搜證、處理要小心，且勿收受對方

贈禮，若遭遇過度追求切記蒐證及求助，並可向 113婦

幼保護專線或本會承辦之台北市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

心尋求協助。

麥擱勾勾纏！過度追求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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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統計 98年 1月至 99年 6月的

重大親密暴力新聞共有 115件，共造成 173人死傷，意

即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人遭到親密愛人殺害，其中多因分

手、外遇及經濟問題引發殺機，嚴重程度令人震驚。親

密暴力影響的範圍並非僅限於家庭內，不但影響職場中

的被害人，甚至是公司的同事、上司都可能受到波及，

更甚者可能引來公共危險的疑慮，造成人員的傷亡，企

業不得不慎！對此，本會特別針對 20歲以上、1,031位

有業女性進行「職場親密風暴大調查」，提醒民眾共同

關心職場親密暴力問題！上述調查結果明確指出企業投

入親密暴力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對此本會提出「職場親

密暴力員工協助 113守則」，呼籲企業必須重視工作場

所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措施：

一份承諾：公告並宣示企業防治家庭暴力的決心。

一定保密：保護被害人隱私並提供協助，只讓特定人員

知悉被害人狀況。

三重保障：協助被害人因應暴力，可彈性調整工作內容，

但必須達到保障被害人「安全」、「經濟」及「權利」

的情形下進行安排，不使相關福利造成影響。

小心職場變戰場！
「職場親密風暴大調查」

25

議 題 與 宣 導



接二連三的兒童與心智障礙者的性侵害案件以輕判

收場，社會大眾及相關扶助團體相繼串連發聲撻伐，希

望能嚴懲侵害幼童的罪犯，但要改變目前司法界偵審性

暴力案件的亂象，絕非單靠修法便能一蹴可及，應該全

面檢視各層面的問題，以尋求徹底改革的方向。因此，

本會與諸位立委共同召開公聽會，提出現今性侵害案件

處理的十大缺失，並主張盡速修訂性侵害法規、成立性

侵害專業法庭、提升被害人訴訟地位、強化司法官知能

訓練、培育性罪犯診療專家、落實性罪犯監控機制等六

大訴求，希望全面檢討性侵害防治相關制度與法案並予

以修正。

全面檢視『性』『暴力』的司法亂象
─找回性侵害被害人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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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8月，近 30萬民眾透過網路集結，抗議兒童

性侵害判決不公，主辦單位「正義聯盟」決定從虛擬走

向實體，號召網友於 99年 9月 25日傍晚假凱達格蘭大

道舉辦「925白玫瑰運動集會」，本活動邀請親子共同

參與，並以感性溫柔力量要求司法體系應有所改革。為

了向政府表達人民對於性侵害案件司法不公的憤怒，現

代婦女基金會秉持長期關注性侵害防治工作的立場，亦

積極投身這項社會運動，並於活動中倡議本會六大訴求，

呼籲政府單位全面檢視性侵害犯罪防治的缺失，提出真

正有效的處理策略。

司法配不上純潔的小孩
─白玫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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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婦女基金會99年度大事紀

99年1月  新竹地院家暴事件服務處舉辦「歲月流轉光隧道－新竹地院家暴服務處六週年成果發表會」

99年1月  社工部研發組召開訴訟參加制度推動會議。

99年1月  社工部研發組舉辦「網絡顯神通，服務快易通～現代婦女基金會99年度婦女人身安全實務研討
會」。

99年2月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舉辦「單親媽媽歲末圍爐晚會」、「單親家長喘息服務之元宵聯誼會」活
動。

99年2月  台南工作站舉辦「小年夜親子圍爐活動」。

99年2月  企劃宣傳部舉辦「麥擱勾勾纏！過度追求也不行！」性騷擾防治法實施四週年記者會。

99年2-3月  社工部研發組召開「性騷擾防治三法研修整合計畫」焦點座談共2場。

99年3月  桃園工作站正式成立，承接桃園縣家庭暴力個案支持性服務方案。

99年3月  社工部研發組舉辦「防治網絡手牽手，致命危機都遠走－家庭暴力防治安全網推廣種子教官教育訓
練」，共2梯次。

99年3-7月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舉辦社區講座「生活DIY講座」，共5場。

99年3-5月  花蓮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舉辦「婚暴支持性團體與增能工作坊」，共6場。

99年4月  新竹地院家暴事件服務處舉辦「搭上希望列車‧綻放幸福笑靨」婚暴女性被害人教育性質團體。

99年5月  企劃宣傳部承辦內政部家防會「第一線教育及輔導人員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基礎訓練」，共3場。

99年5月  企劃宣傳部舉辦99第四屆「518扶一把 受暴媽媽扶助計畫」公益募款活動。

99年5月  新竹工作站舉辦「家庭暴力防治」宣示記者會。

99年5月  企劃宣傳部與普拿疼進行「五月關懷月」關懷婦幼公益活動。

99年5-6月  社工部研發組舉辦「性騷擾防治三法研修整合計畫」公聽會，共3場。

99年5-8月  新竹地院家暴事件服務處舉辦「親密暴力被害人團體」，共10場。

99年6月  苗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舉辦「未成年性侵害個案後續追蹤方案親子成長營：當我們冏/同
在一起」，共2場次。

99年6月  企劃宣傳部承辦內政部家防會「第一線教育及輔導人員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焦點團體」，共4場。

99年6月  企劃宣傳部舉辦「518傳愛反家暴街頭宣導活動」。

99年6月  臺中地院家暴服務處舉辦「攜手成長、擁抱幸福～許台中人一個安全的承諾，家庭暴力防治宣導網絡
聯繫會議暨服務成果展。

99年6-7月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舉辦「拳頭下的愛與選擇：再生力量－婦女支持、成長行動團體」，共8場。

99年6-8月  臺北、士林地院家暴事件服務處舉辦「珍愛自己－女性支持團體」，共6場。

99年6-8月  新竹工作站舉辦「新竹縣竹北地區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共3場。

99年6-8月  台南工作站舉辦「舉辦婦女曼陀林音樂治療團體及耕心園婦女進階成長團體」，共6場。

99年6-8月  花蓮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舉辦「婚暴支持性團體與增能工作坊」，共6場。

99年6-9月  企劃宣傳部舉辦首都及台北客運發票募集活動。

99年6-12月  台南工作站舉辦「支持性就業之電腦職前訓練課程」，共25場。

99年7-8月  苗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舉辦「未成年性侵害個案後續追蹤方案支持成長團體：我們的故
事～搖滾青春」，共6場次。

99年7-8月  台南工作站舉辦「目睹兒童遊戲治療團體」，共2場。

99年7-8月  台南工作站舉辦「舉辦婦女初階成長團體」，共4場。

99年8月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舉辦「追夢少女營」，共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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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8月  桃園工作站舉辦「手牽手心疼心」安全計畫團體，共4場。

99年8月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舉辦「社工員壓力因應與自我照顧工作坊」，共2天。

99年9月  新竹地院家暴事件服務處正式於竹北簡易庭提供服務。

99年9月  企劃宣傳部舉辦「全面檢視『性』『暴力』的司法亂象－找回性侵害被害人的公平正義公聽會」。

99年9月  苗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舉辦「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打造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社區宣導，
共2場。

99年9月  企劃宣傳部參與「白玫瑰運動集會」開跑記者會。

99年9月  企劃宣傳部參與「司法配不上純潔的小孩－925白玫瑰運動集會」。

99年9月  大直婦女服務中心舉辦「單親家長自我探索培力營」，共2天。

99年9月  新竹工作站辦理「覺知的律動－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心放鬆團體」，共2天。

99年9-10月  花蓮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辦理「婚暴支持性團體」，共4場。

99年9-10月  新竹工作站辦理「新竹縣竹北地區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共2場。

99年9-10月  台南工作站辦理「婦女情緒抒壓工作坊」，共4場。

99年10月  大直婦女服務中心舉辦「小樹不孤單兒童成長團體」，共8次。

99年10月  台南工作站辦理「夫妻成長工作坊」，共3場。

99年10月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舉辦「心轉路轉-婚姻溝通與自我照顧」團體，共3場。

99年10-11月  企劃宣傳部舉辦「傾聽受暴婦幼的心聲~徵求399顆愛心」募款活動。

99年10-12月  大直婦女服務中心舉辦單親家庭成長課程，共5場。

99年11月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至美國馬里蘭州考察「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網絡業務」。

99年11月  企劃宣傳部承辦內政部家防會「第一線教育及輔導人員親密關係暴力防治進階訓練課程」，共4場。

99年11月  企劃宣傳部舉辦「小心職場變戰場！職場親密風暴大調查記者會」。

99年11月  企劃宣傳部舉辦「Safe Worker‧Happy Worker‧Productive Worker－職場人身安全與家庭暴力防治員
工協助講座」，共3場。

99年11月  桃園工作站舉辦「女人，FUN輕鬆，衝！充！聰！」受暴婦女支持團體。

99年11月  台南工作站舉辦「婦女情緒抒壓工作坊」。

99年11-12月  台南工作站舉辦「支持性就業職前訓練系列課程」，共4場。

99年11-12月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舉辦「心轉路轉-婚姻溝通與自我照顧」團體，共7場。

99年12月  台南工作站承辦「99年度臺南市家暴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有功人士及團體表揚暨家庭暴力防治安全
網論壇」。

99年12月  苗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舉辦後續追蹤輔導方案「大手牽小手，快樂出遊去～親子一日遊」
活動。

99全年度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進行「性騷擾防治社區宣導」，共22場。

99全年度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舉辦單身俱樂部「當我們同在一起」活動，共8場。

99全年度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舉辦「單親家庭喘息服務活動」，共6場。

99全年度  台南工作站針對安全網警政、衛政與社政人員舉辦「TIPVDA量表使用教育訓練」，共24場。

99全年度  台南工作站舉辦「耕心園婦女團體」共20場。

99全年度  舉辦大專及高中職校「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戀愛學分講座，共34場，11,97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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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現代婦女基金會財務報告

財務收支明細表

收　　　　　　入 支　　　　　　出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利息收入  235,882 0.33%
家暴/性侵害深度個案服務
及研究發展

 19,870,666 27.58%

其他收入  326,953 0.45%

捐款收入 一般  13,941,865 19.35% 單親、性騷擾服務  3,396,422 4.71%

補助收入 一般  1,287,659 1.79% 駐地方法院司法社工服務  13,745,624 19.08%

政府  43,810,556 60.82% 駐地檢署司法社工服務  2,340,214 3.25%

專案 急難救助  25,000 0.03% 教育宣導  6,391,729 8.87%

518-一般捐款  6,009,964 8.34% 行政及辦公費  10,347,308 14.36%

518-義賣收入  194,175 0.27% 其他  9,729,803 13.51%

婦女數位落差方案  6,207,000 8.62% 99年婦女數位落差專款  5,305,646 7.36%

合計  72,039,054 合計  71,127,412 

本期餘絀  911,642 1.27%

總計  72,039,054 總計  72,039,054 

支出分配圖

家暴／性侵害深度個案
服務及研究發展

27.58%

單親、性騷擾服務
4.71%

駐地檢署司法社工服務
3.25%

教育宣導
8.87%

行政及辦公費
14.36%

駐地方法院司法
社工服務
19.08%

其他
13.51%

99年婦女數位
落差專款

7.36%

本期餘絀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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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工作目標

【個案工作】強化工作模式精進與研發。

【社區工作】積極社區宣導教育與資源連結。

【司法社工】提升友善司法與性別意識。

【企畫行銷】擴大企業防暴教育與宣導。 

【研究發展】推動專業評估與知識管理。

【行政工作】加強資訊整合與單位合作。

整體工作目標

‧倡導友善司法環境，

‧關注國際議題發展，

‧重點工作成效評估，

‧專業堅持合作為先。

現代婦女基金會未來展望
100 年起我們將延續 99 年重點工作及新增創新方案，並朝向下列目標繼續努力：

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名冊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董事長 潘維剛 立法委員

董事 潘維大 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

董事 成嘉玲
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

南開技術學院董事長

董事 王麗容 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

董事 沈筱玲 東吳大學企管系教授

董事 邱淑華 世新大學副校長兼總務長

董事 李正宗
中華民國勞工教育研究發展中心董

事長

董事 張淑芬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

董事 范國勇 銘傳大學安全管理系教授

董事 賴芳玉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董事 王珮玲 國立暨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董事 高小晴 魅麗雜誌行銷公關總監

董事
朱小萍

(衛茵)
飛碟電台主持人

董事 張錦麗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副教授

董事 溫小慧 好徠經典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董事 謝孟璇 劉嘉裕律師事務所律師

董事 盧明珠 匯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陳蔡淑津 福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高忠信 指南管理委員會董事長

現代婦女基金會組織架構

董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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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會本部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7號7樓之1B室
電話：(02)2391-7133
傳真：(02)2391-7129
E-mail：mwf.org@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38.org.tw
郵政劃撥帳號：19872360

桃園工作站
地址：桃園市中山路543號5樓
電話：(03)337-8366
傳真：(03)337-8385

新竹工作站
地址：新竹市中央路174號4樓
電話：(03)532-0119
傳真：(03)542-3667

台南工作站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315號7樓
電話：(06)295-3315  (06)295-3438
傳真：(06)295-1079

駐士林地院家暴服務處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1樓
電話：(02)28312321轉136
專線/傳真：(02)2831-9011

駐臺北地院新店家暴服務處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一段248號
電話：(02)8919-3866轉398、378
專線/傳真：(02)2915-9317

駐新竹地院竹北家暴服務處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105號
電話：(03)552-7061轉110、505
傳真/專線：(03)657-0946

駐花蓮地院家暴服務處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
電話：(03)822-5144轉507、508
專線/傳真：(03)823-9067

駐臺中地院家暴服務處
地址： 台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91號(第二辦公大樓)
電話：(04)2223-2311轉3992
專線/傳真：(04)2229-7771

駐臺中地院沙鹿簡易庭家暴服務處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689號
電話：(04)623-6621轉110
傳真：(04)2623-6613

駐苗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
地址： 苗栗市中正路1149號(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2樓)
電話：(037)353-410轉231、232
專線/傳真：(037)369-639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1號2樓
電話：(02)2532-1213
傳真：(02)2532-1216

聯絡資料

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