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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婦女基金會96年度報告

我們的願景
●

建構平等、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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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服務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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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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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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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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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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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感謝的動力與活力

現代婦女基金會已正式邁向第二十一個年頭，去

◎ 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長

年（民國九十六年）我們又新開創了台北地區的大直
婦女中心，以及苗栗地檢署的被害人保護服務處，不
僅使得我們的服務據點正式擴展至十個不同的區域，
也使服務對象、人數以及服務議題再行開展（新增單
親婦女與性騷擾加、被害人的服務），當然這些都是
我們今年度最嚴峻的挑戰。
回想過去二十個年頭，現代婦女基金會從兩個人

悲，你會笑我嗎？笑我這樣無用？」聽完後，我很鄭

開始做服務，擴展至今天有五十五個人的服務規模，

重地告訴她：「我怎麼有資格笑你，我們都活在同一

篳路藍縷不言可喻。不過要真誠感謝的是，一路走來

個社會，這個社會不是完美的，甚至它的某些法律、

有這麼多朋友願意信任我們，捨得把最寶貴的金錢、

制度、風俗、觀念，都使得我們某些女性朋友活得很

時間、熱誠、智慧交給我們，成就了基金會現在每年

辛苦。在危機四伏的社會，每個人在生活中都難免會

服務的人數，增長至五千人。這絕非一兩個能幹的人

碰到一些困境，只是目前我們比較幸運，尚未碰到而

就可以辦到，雖說組織的經營十分辛苦，但是它所造

已；不過碰到的，我們也不要氣餒，因為透過彼此的

福的人數卻也相當可觀，當然這也是我們所有工作伙

幫忙與法律制度的修正，我們就可以從危機中重新站

伴辛苦的代價。

立起來。甚至有了這樣的經驗，我們也知道如何幫忙
別人，所以我們沒有資格笑你，甚至要真心的謝謝

透過大家的努力，我們不僅使許多弱勢的朋友，

你，願意相信我們、告訴我們，使得我們也有機會學

在他們人生最困頓的時刻及時獲得扶助，我們也透

習生命中苦難的經驗，並且知道要如何面對它、克服

過與弱勢朋友一同工作，了解他們的需要與困境，倡

它、轉化它、放下它！」

導政府修正制度、法令以及措施不完備的部份，以回
應他們的需求。總而言之，現代婦女基金會工作的兩

因此我代表現代婦女基金會所有的同仁，不僅

大主要內容－服務與倡導，其實是從弱勢朋友身上所

衷心的感謝我們的董事、志工、以及所有幫助我們、

得，以及回應弱勢朋友需要的作法而已。所以我們也

成就我們服務的朋友，因為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從

要同時真心感謝需要我們幫助的朋友們，雖然在生涯

小愛化為大愛；同時我們更要感謝需要我們協助的朋

中你們所碰到的巨變，使得你們暫時碰到人生極大的

友，因為你們的不放棄，才使得自己、我們以及社

困境，但也因為你們的勇敢、堅強、耐心、智慧，才

會，有改變的機會與可能。最後我還要感謝辛苦的工

使得這個不完美的社會，有重新修補的可能。

作夥伴們，因為你們的努力與付出，才使得美好的社
會、生命的希望不再是神話，而這些無盡的感謝，都

記得有一位接受我們幫助的朋友，曾經很靦腆地
問過我一句話：「潘小姐，我是不是很可憐、又很可

會化為工作上無比的動力與活力，讓彼此的愛與支持
綿延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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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服務據點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執行長 姚淑文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士林地方法院家暴服務處

服務對象：
以單親媽媽及其家庭、性騷擾被害人為主

台北地方法院家暴服務處

服務內容：

苗

個案服務
團體輔導

台中

法律諮詢
心理輔導
教育宣導與社區講座

【駐地方法院家暴服務處】

新竹地方法院家暴服務處

服務對象：
家庭暴力事件當事人
服務內容：
家庭暴力相關法律諮詢
聲請保護令協助
出庭陪同
安全計畫討論

台中地方法院家暴服務處

家庭暴力社會福利資訊提供與資源轉介

【駐苗栗地檢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
服務對象：
性侵害之被害人、違反家庭暴力罪之被害人、重
大人身安全案件之被害人及其家屬
服務內容：

花蓮地方法院家暴服務處

提供個案評估與晤談，以及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出庭前：出庭演練與程序說明
出庭中：提供安全的開庭環境與出庭陪同
出庭後：情緒關懷，出庭內容澄清與說明
相關法規、訴狀及法庭程序說明
苗栗地檢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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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宣傳部】

台北

服務內容：
專業人員、社會大眾宣導教育
本會對外公共關係維繫
募款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捐款

新竹

台北會本部

㕽捐物管理工作

㕽企劃宣傳部

【行政管理部】
服務內容：

苗栗

人事、組織管理及行政業務執行
總務、資源、資訊系統管理業務
機構總體檢暨改革計劃
緩起訴處分金業務
台北會本部

行政管理部

會計作業

【社工部

㕽研究發展組】

服務內容：
專業議題發想、規劃與發展

花蓮

全國性與機構服務統計數據收集與統合
相關法令與實務演進之追蹤與教育宣導
台北會本部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
社工部研究發展組

實務工作研究與發表

【社工部

個案服務組】

【新竹工作站】
【台南工作站】
服務對象：
家暴、性侵害、性騷擾被害人服務
新竹工作站

服務內容：
個案管理服務：人身安全維護、法律諮詢、陪同
出庭、經濟及就業協助、心理諮
商、子女服務、轉介相對人輔導
團體輔導
社區工作：社區宣導、社區喘息活動和網絡連結
諮詢服務：提供大眾福利及法律諮詢服務

台南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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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

家暴、性侵害個案深度服務—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新竹工作站、台南工作站
小文結婚後就發現先生容易生氣，因為工作不穩定常
常在家，稍不高興就會罵她三字經或罵她笨，有時還
會動手打她耳光；遇小孩稍微吵鬧，先生也會大聲吼
小孩、要孩子罰跪、有時甚至會踹幾腳。只要先生在
家，小文和小孩就像豎起全身的細胞和毛孔，注意先
生的動作、眼光和心情，深怕自己無心的一個小動作
就會惹先生生氣。小文很害怕，也不知要怎麼辦，
對於自己無法保護孩子也很自責，難道就像先生說
的她很笨嗎？先生警告她別想帶孩子走，因為他一定
會找到他們。小文就這樣忍耐多年，直到有一天先生
大吵大鬧跟她要錢，小文說沒錢，先生一氣之下對小
文拳打腳踢，甚至用手掐住小文的脖子，而且越來越
用力，越來越用力…小文第一次感到生命有危險…在
小孩尖叫下，先生放開了手，小文害怕地帶著孩子離
開，並報警求助。經警察通報家暴防治中心後，轉由
現代婦女基金會提供後續輔導與協助。

成長的力量和希望，對於許多婦女的內在能量和復原
之路，有極大正向的幫助。
基金會在全國各地努力地推展受暴婦女的各項
服務和社會教育工作，希望幫助受暴婦女脫離暴力傷
害，重建自信自主的生活，我們一位資深的社工人員
回憶起某日與婦女相遇的情況，深刻地描繪了這一段
陪伴的重要歷程，我們和婦女們共同的成長和希望：

服務量(單位：人數)

們運用社工專業知能來推動、評估和發展實務工作，

新竹

台南

個案服務組

工作站

工作站

64

30

130

224

新開案

56

46

174

276

120

76

304

500

案件類型(單位：人數)

不僅重視專業，更重視案主個人生命的價值和自主

台北會本部

新竹

台南

性。本會目前在台北、新竹和台南都設置有個案深度

個案服務組

工作站

工作站

服務的據點，提供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與性騷擾受
暴婦女專業的服務。
96年間我們在全國服務了500名與小文相似的個
案，我們透過社工員專業個案管理服務的內容，包含
各項危機處理和安全計劃、陪同服務、法律諮詢，以
及其他福利資訊提供與連結等服務，總計提供了超過
7,300人次的服務量。以台北地區為例，經社工專業

合計

舊案

合計

現代婦女基金會是一個專業的社會工作機構，我

台北會本部

合計

婚姻暴力

98

56

303

457

性侵害

17

1

0

18

性騷擾

2

0

0

2

其他家虐

3

2

1

6

其他

0

17

0

17

合計

120

76

304

500

服務內容(單位：人次)

的協助後，有近七成的婦女在結案時已無受暴現象，

台北會本部

新竹

台南

55%的個案求助原因皆已獲解決。

個案服務組

工作站

工作站

合計

安全協助

381

54

301

736

在團體工作的部份，96年在台北會本部所辦理

法律協助

451

128

295

874

的婚暴藝術療癒工作坊及性侵害被害人敘事支持團

陪同服務

78

9

35

122

體，共有12次團體聚會，總共81人次參與，出席率之

心理輔導

2,322

456

736

3,514

高，為實務工作所罕見。而我們在台南的婦女成長支

經濟補助

78

1

6

85

持團體也受到各界好評，團體中多元活動的設計，讓

行政聯繫

886

167

57

1,110

參與的婦女透過述說、舞蹈、繪畫創作、音樂冥想等

轉介服務

67

5

23

95

方式，重新體驗身體、人生經驗和心情。令人感動的

其他

313

238

219

770

是，成員都勇敢面對自我和創傷，且相互支持、分享

合計

4,576

1,058

1,672

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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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看到許久不見的她，年過45歲，依然從事辛苦
的板模工，一般認為屬於男人的工作。心疼的問她，
怎麼不找一個體力負荷較小的工作？她說：即使有法
院的判決，前夫早在半年多前開始不再支付孩子的學
費及生活費，她只好咬牙繼續這個以體力換取高報酬
的工作。談話時，她沒有太多對生命的怨懟，只是眼
眶含淚，訴說著孩子的乖巧，再三地表達對於我們協
助她脫離受暴環境、重獲自由的感謝。她瘦弱的、滄
桑的臉上帶著對於新生活滿足的笑容，突然發現，真
正支持她們的，不只是我們所謂的「協助」，而是潛
藏在每個婦女心中，無限的勇氣與力量。
我們比任何人都清楚，這絕不是立竿見影的工
作，而是需要長期投入的專業和使命感。而我們也不
斷地自我期許，團隊秉持著專業與信心，將繼續在台
灣這塊土地上為需要的婦女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性騷擾個案深度服務—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李小姐在一次上班的路上遭受到路人的性騷擾，除了
肢體上的觸碰，還有那猥褻的眼神，讓她感覺十分不
舒服。她勇敢地向對方提出了控訴，然而，面對繁複
的司法流程，使她身心俱疲。此外，她更因此遭受到
公司主管與同事的奚落，大家認為她小題大作，以各
種言語嘲諷她，有些同事甚至因此孤立她。每個上班
的日子都要面對這些不友善的眼神，李小姐感覺苦不
堪言，身心與情緒因此都跌入了谷底，她開始懷疑自
己，是不是真的想太多了…。終於，在一個壓力被引
爆的時刻，她崩潰了，在醫師的強力要求之下，必須
立即住院療養三個月…
目前社會上仍然普遍存在許多對於「性騷擾」
事件的迷思，例如：「性騷擾事件沒什麼大不了」、

在這個講求性別平等的時代，性騷擾不再只是個
人的面子問題，而是人權問題。96年度本會接受了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委託，辦理「臺北市大直婦女暨
家庭服務中心」，提供性騷擾事件之個案管理服務，
以及性騷擾防治宣導，希望藉由各項直接與間接的服
務，幫助社會大眾免於遭受性騷擾之恐懼。
由於目前國內尚無專門提供性騷擾當事人直接服
務的專責機構，因此我們對於大直所提供的性騷擾服
務有著開創性的期待，希望透過本會多年婦女人身安
全議題倡導的基礎，以及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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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摸一下而已就要告人家，未免太小題大作了

大直婦女中心於96年12月15日正式掛牌上路，

吧！」、「一定是那個人本身有問題，才會被性騷擾

對於現代婦女基金會來說是一項新里程，而對於第一

…」。這些誤解，使得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多數選擇淡

線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來說，無疑的也是新的責任與

化問題，自己默默承受身心壓力與創傷。性騷擾被害

挑戰！希望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可以持續累積更多專

人的創傷被大家忽略，更多人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

業經驗、服務更多需要的民眾，也交出亮眼的成績

了加害的幫兇。

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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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

駐地方法院社工服務—
台北、士林、新竹、台中、花蓮家暴事件服務處
人生好比是購買了張單程的旅票，在這趟旅途當中我
們會有原生家庭的陪伴，也有乘客在這趟旅途中自組
家庭、結婚生子。「家庭暴力」也是一張單程票，受
暴婦女面臨家庭暴力的衝擊，會感到無奈、悲傷、氣
憤、壓抑等多重情緒的衝擊，需要莫大的勇氣與力
量，才能到達幸福的終點站。

出庭陪同、轉介等相關服務，讓她在陌生的司法訴訟
過程中，不再徬徨與無助。透過她與社工人員討論安
全計畫，能夠隨時依照自己的風險危機，選擇適合她
現階段的暴力防範方式。
美嬌娓娓道來這段歷程，在凡是講求積極、快
速、競爭的社會下，讓她幾乎遺忘了「休息」與「下

美嬌在遇到多次婚姻暴力後，在暴力循環中痛

車」的方法。面對婚姻裡緊繃的關係，和永無休止的

苦、掙扎、憔悴、找尋協助。她向鄰居痛哭傾訴，道

問題與衝突，她想用急迫的速度努力解決所有的難

出不甘與心酸；她試圖尋找迷失的自己，並發揮母親

題，而這卻增加了爭吵與不堪的指責。

的天性保護小孩。面對這段變色的婚姻，美嬌的大姐
總會心疼地說：「打人本來就是不對的行為，他憑什

此時的美嬌緊握社工人員的雙手，感謝這裡為她

麼打妳…」、「他這樣對妳，幹麻還要委曲求全，帶

撐起勇敢的軀體，乘載受創的心靈，讓她獲得停靠休

小孩離開他就好了…」。美嬌心想，旁人總說的容

息的地方、療癒受創的靈魂。美嬌表示對她而言「駐

易，但她實在無法毅然決然地灑脫離開，腦袋不斷浮

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帶給她最大的收穫便

現的是孩子、經濟、愛等等的一大堆惱人問題，想不

是讓她重新對生活有了新的解讀，領悟到儘管未來會

透也釐不清，那窒息的感覺讓美嬌選擇了繼續保持現

面臨許多的選擇、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途中會有鮮

狀…

花、有陽光、有碎石、有烏雲，是段漫長又豐富的旅
美嬌知道婚姻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它不再像是小

程，但除了努力向前進，她還可以選擇稍作休息。

孩子玩家家酒，生氣了東西亂丟，任性就走。婚姻是
一種責任，有了孩子，這個責任更重。在面對施暴的
另一半時，很多時候都不相信「暴力是真的」，想替
對方找尋很多理由，合理化他的施暴行為，亦或為給

每天都有像美嬌這樣的被害人接受家暴服務處的
服務，在復原的路上，因為社工人員的協助而獲得重
生，撐起在聲請保護令過程中支持被害人的力量。

子女一個「完整的家」，要自己委屈求全，等子女都
長大成人了，再離開或勇敢面對這樣的環境。

綜觀現代婦女基金會所承接的五個法院服務處來
看，包括台北、士林、新竹、台中、花蓮等，過去一

而直到美嬌透過警察局外張貼的「駐地方法院家
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海報，她才知道原來現在每個地
方法院都設有專責處理家庭暴力事件的服務處，提供
法律諮詢、安全計畫討論、資訊提供、聲請保護令、

年的服務成效，年度的服務總案量為4,677件，其中
符合開案指標的案件共有1,460件，不開案案件共有
3,217件，從五院在服務案量上看來，即使是不開案個
案，亦佔了法院服務處大部份的工作內容，亦證明了
法院服務處在提供服務上朝向更多元的方向發展。

服務案量
台北

士林

新竹

台中

花蓮

總計

開案/
開案

不開案

開案

不開案

開案

不開案

開案

不開案

開案

不開案

開案

不開案

不開案
人數
小計

6

336
1,090

754

199
883

684

490
885

395

226
1,155

929

209
664

455

1,460

3,217

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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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

服務人次
台北
開案

不開案

464

人次
小計

開案
人次

869

追蹤

開案

1,737

不開案

296

848

新竹
追蹤

開案

827

不開案

724

476

3,070

1,971

3,893

台中

花蓮

總計

不開案

1,150

小計

士林

1,263

追蹤

開案

1,499

不開案

855

682

3,912

追蹤

開案

2,220

不開案

3,489

4,138

3,757

追蹤
2,693

追蹤
8,976

16,603

備註：服務總人次為16,603人次，其中開案個案服務的總人次為12,465人次，不開案服務為4,138人次。

服務項次
台北

士林

新竹

台中

花蓮

總計

社會福利服務

4,587

2,308

6,097

6,171

4,942

24,105

法律服務

4,811

2,890

4,670

7,426

4,643

24,440

網絡聯繫

558

402

551

784

841

3,136

9,956

5,600

11,318

14,381

10,426

51,681

小計

備註：在服務項次上看來，以法律服務總項次有24,440次為最高，其次為社會福利服務總項次為24,105次，在講求團隊合作的家庭暴力
防治工作中，其網絡聯繫的總項次也有3,136次。

從96年度的服務成果看來，五院高達4,677件的服務
案量，平均每天就有20位家庭暴力被害人求助家暴服務
處。從服務處所提供高達的五萬多次的服務項目，可看出家
暴被害人對服務處的期待，也因著這樣的企盼，我們將會繼
續運用社工專業在司法場域給予家暴被害人更多力量。
家暴被害人透過與服務處社工人員的專業會談，獲得心
理支持、完成保護令聲請、討論安全計畫、連結社會資源、
提供法律程序的諮詢，有了這樣的服務，讓家暴被害人在不
斷受暴的無助深淵中又看到曙光。在法院中，社工陪伴被害
人聲請保護令的審理過程，減輕當事人對司法的恐懼，讓她
們更有勇氣去面對生命中的每一個挑戰。有了這樣的正向經
驗，推動她們朝著復原的路上邁進，因為有我們的陪伴，讓
她們感到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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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

駐地檢署司法社工服務—
苗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
「喂~請問是林社工嗎？我接到傳票了，地檢署通知
我×月×號要開庭。我那天要準備什麼東西嗎？檢察
官要問我什麼？我好緊張，不知道要怎麼跟檢察官說
…」

困境與需求，除了給予情緒支持與關懷，連結其他社
會福利資源外，並幫助案主解決困境，協助其回復被
害前的生活功能，使其能有勇氣面對未來。當案主有
一些法律疑問，需要諮詢與協助時，我們也提供了出
庭陪同服務，司法程序、相關法規以及訴狀撰寫的說

法院與檢察署對民眾來說都是陌生的，印象中

圖二：苗栗地檢署被害人保護服務處

的司法人員扮演著嚴肅的形象與角色，對於一個從未

明，或連結其他專業法律資源，讓案主可以感受與體
會司法柔性關懷的一面(如左下圖)。

有出庭經驗的民眾來說，「出庭」兩個字除了令人緊
張，也讓人感到焦慮，同時也可能因為出庭陳述事件
96 年度 4- 12 月案件類型圓餅圖

服務處成立的第一年，我們正處於籌備、探索的

過程而引發遭受不幸的悲傷情緒。「現代婦女基金

階段，期望透過與相關單位的交流，以連結苗栗的資

會」在駐法院提供服務的經驗中，深深感受與體會到

源網絡、藉此了解苗栗的在地文化以及犯罪類型。第

被害人及其家屬的需求，因而引發本會率先全國在苗

一年，因為苗栗資源網絡對我們的不熟悉，服務處個

栗地檢署設置被害人保護服務處的構想。所以，現代

案來源多由設置於苗栗地檢署內部的犯罪被害人保護

婦女基金會結合了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與財團法

協會轉介而來，因此，我們常遇到的個案皆是屬於重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透過三方共同

大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其中又以「車禍案件」類型的

合作，終於在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份順利推動成立『苗

個案為最大宗，致使性侵害案件，以及遭到家庭暴力

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

的被害人服務情形比例較重大刑事案件來得少。

至今，被害人保護服務處已經一歲多了，經過

當然，在這一年的墾拓過程中，我們逐漸熟悉

這一年來的摸索，如同娃娃學步，這真不是件容易的

苗栗的在地文化，開始主動積極向外拓展，並邀約苗

事。從去年4月到12月，我們總共服務了141位個案，

栗縣市的社會福利資源。投入服務期間，我們積極拜

圖三：苗栗地檢署被害人保護服務處
其中，人身安全刑事案件佔了67％為服務的最大宗，

會苗栗地檢署的各檢察官、檢察事務官以及苗栗縣政

其次是性侵害案件，佔了20％；家庭暴力4％；其他類

府社會局，經由與各單位的連結，試圖推展並深化服

型案件則佔了9％。在服務的過程中，我們看見案主的
96 年度 4- 12 月服務內容圓餅圖

務處的服務內容與品質。今年度我們除了至苗栗市區
各國小進行校園暴力預防宣導，將重點放置於教育學

96 年度4-12 月服務內容圓餅圖

情緒支持
25%

府社會局合作，提供未成年性侵害受害者後續追蹤輔

個案評估

20%

其它
15%

導，期望服務處能從提供前端預防的宣導教育、被害

福利資源提供
19%

出庭陪同
2%
程序說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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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如何預防性侵害、性騷擾等議題，也將與苗栗縣政

撰狀說明
2%

法規說明
5%

人進入司法流程的服務與處遇，至後端的持續追蹤輔
導，以提供案主更深度、更全面的服務。

研究倡導

現代婦女基金會年報

在研究與倡導中尋求案主的最佳利益
首先，我們透過各種拜
會、邀請和會議的方式，讓縣
內的各領域專業人員共同學習
危險評估的方法，分辨受暴婦
女的危險程度，並且透過快速
即時的通報彼此溝通，縮短處
理時效。接著我們協助網絡成
員以被害人為中心、量身訂做
擬定安全計畫，防治人員可以
現代婦女基金會創立至今21年，之所以獲得社

立即彼此串連並採取行動，即時介入以降低傷害，有

會各界肯定，除了專業的個案服務之外，是因為我

效預防暴力再發生。過程中我們也首度引進了科技的

們投入了大量心力來倡導法律制度改革，希望全面

輔助，使用「衛星定位手機系統」，讓被害人隨身攜

地保障受暴婦女的權益。我們一直抱持著對於服務

帶，在緊急時刻就能夠立即發送求救訊號給警察，更

品質精益求精的堅持，因此使用科學研究方法來紀

加提升了救援的效率。

錄、分析評估實務工作中重要的議題，希望透過研
究發展的方法，為我們的案主群帶來更高品質的服
務，也成為本會倡導的重要基礎資料。因此，本會
自95年起特別設置了研究發展組，各地的工作團隊
並在去年全面展開了研究的工作，不但有助於服務
品質，也更貼近了當地社區的需求。重大工作成果
說明如下：

(一)宜蘭縣家庭暴力防治安全網方案
看著丈夫醉醺醺的踏進門來，故意把門關的震天響，
又是讓她和孩子難挨的一夜。拿出藏在口袋中的
minibond(衛星定位手機)，按下撥給家防官的快速鍵，
從家防官關懷堅定的回應和積極處理，她知道起碼今
晚她和孩子會有一夜好眠…
現代婦女基金會超過二十年的服務經驗一再告
訴我們，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需要各種不同專業人
員的通力合作，例如現場制止暴力的員警、醫院驗傷
的醫護人員、通報的學校老師和救援追蹤的社工人員
等，才能夠即時幫助那些身處危急的受暴婦女和孩
子。因此專業人員之間的共識和合作變得非常重要，

(二)基隆市警察局推動辦理性侵害案件專責組
偵辦計畫之評估研究
坐在地檢署的溫馨會談室裡，檢察官、警察和社工員
考慮到她剛驗完傷，又問了一些讓她不願回想的情
節，關心地問：「妳還撐得住嗎？如果真的太累，要
不要休息一下？」她接過社工員端來的熱咖啡，啜了
一口，說：「謝謝，我想我應該有力氣再說下去…」
性侵害被害人受到的身心創傷經常難以平復，因
此我們努力建立一個友善的司法環境，讓被害人的權
益和創傷都能夠獲得保障和支持。我們投注超過七年
的時間，倡導「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的方案，希望
降低被害人在司法過程中的二度傷害。基隆市警察局
為落實保護被害人的精神，特指派受過專業訓練之婦
幼警察隊專責受理性侵害案件的偵察訊問工作，以掌
握案件偵辦時機。為了幫助基隆市政府更進一步提升
性侵害案件偵辦品質及民眾滿意度，我們前往辦理了
專業教育訓練和評估研究，幫助警察人員及共同合作
的網絡成員們，掌握過去工作經驗並且加以改善。

我們稱之為「防治網絡」，否則受暴婦女很可能因為

我們透過辦理專業教育訓練與團隊探索教育，強

中斷救援而面臨更大的危險。所以我們投注專業研發

化專業知能、激勵團隊間士氣和合作默契。接著透過

的人力，與宜蘭縣政府合作，幫助他們建立專業共識

防治網絡座談會與督導會議，拜會市府團隊、司法與

和協力服務的方法，建構出適合宜蘭當地的家庭暴力

檢警單位之關鍵人物，強化性侵害防治網絡聯繫，增

防治安全網，讓宜蘭縣的受暴婦女能夠獲得更即時且

進案件起訴審判的品質，達到保護被害人與提高定罪

全面的服務。

率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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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倡導

雖然本計畫剛起步，但案件受理至移送天數已經

法聯盟伙伴們，共同參與了該聯盟成立正式組織的重

由18天縮減至9.6天，落實的品質也獲得各方的肯定。

要時刻，並加入成為「台灣防暴聯盟」的創設核心會

相信本計畫的推動，更能確保犯罪偵防專業，促進網

員，透過更多同盟伙伴的彼此支持，繼續為台灣的防

絡分工合作，落實保護被害人與犯罪防治之最高目標。

治工作努力。

(三)其他地區型實務研究案

在實務的修法工作上，我們也仍持續進行。經過

除了研究發展組之外，去年本會在各地的服務據

多年的爭取之後，很欣慰地看到自96年開始，當家庭

點也進行了結合實務的小型研究並發表。我們透過實

暴力被害人在保護令案件遇到問題、需要進一步抗告

務與研究的結合，更進一步瞭解服務地區的特色和需

的時候，法院已不再收取裁判費用，大大地降低被害

求，也更提升我們的服務品質。(如下表)

人在尋求司法保障過程中的經濟壓力。

(四)倡導專區

許多制度的建立並非一蹴可及，需要不斷在服務

現代婦女基金會成功推動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

中發現問題、在問題中尋求解決方案，甚至需要不斷

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及性騷擾防治法三項人身安全

地溝通、遊說、修正與施壓，才能協助受暴婦女撥開

重大法案之後，仍持續發揮監督政府的角色，不斷倡

層層籠罩的烏雲，重新看見生命的希望。我們期許自

導各種政策方案和修法方向，來解決實務上的困境，

己成為婦幼人身安全的守護者、保護業務的開創者，

以提升防治工作的效能。96年我們與長年合作的修

一步步朝向更友善的社會環境而努力！

研究主題

執行

㕽研究團隊

重要發現

與優點個管共舞：
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之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
實踐與省思

★優點個案管理模式讓社工員能更有效且正向地和婦女工作

受暴婦女安全需求及
因應策略之研究：以 新竹地院家庭暴力
新竹地院家庭暴力服 服務處
務處為例

★受暴婦女遭受精神暴力嚴重程度，高於傳統認知的肢體暴力

★發展平等和專業友誼關係
★反思社工員與研究者應建立平等互動的伙伴關係，而非指導關係

★越沒有求助警察的受暴婦女，受到的肢體傷害風險越高
★受暴婦女最不常使用「約束施暴者」的因應策略，因容易觸怒對方
★暴力風險比人口變項對於受暴婦女因應策略的影響更為顯著
★受暴婦女撤回的原因是多重因素的考量，因素大致分為：達成和

受暴婦女撤回保護令 台中地院家庭暴力
原因與影響探討
服務處

解、負面求助經驗、安全因素考量、傳統價值觀、法不入家門、憐
憫情感因素
★撤回的影響層面有：人身安全的穩定或危險、家庭生活型態改變、
家庭關係的改變、個人心情的轉變
★有九成的受訪者有著程度不同的身心狀況困擾，69.2％出現中重度

受暴婦女健康問題及 士林地院家庭暴力
司法訴訟經驗探討
服務處

的情緒困擾，需要求助專業人員
★受暴婦女對於身心健康問題的調適有正向與負向的不同策略，正向

有尋求親友、宗教或專業，負向的有物質或藥物濫用
從烏龜變鐵鎚：
台北地院家庭暴力
北院家暴服務處社工
服務處
從苦悶到發聲之歷程

★透過社工人員敘事和影片的紀錄，呈現法院服務處複雜的生態，以

及社工人員身處其中的感受與因應之道。
★健康、安全和經濟是基礎需求

新竹縣婦女福利服務
需求調查研究

新竹工作站

★生活背景與福利需求息息相關
★對於福利資訊的需求大，多元化的福利宣導和提高福利可及性，皆

是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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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暴力零容忍、服務零細縫」
的專業教育訓練
現代婦女基金會二十年來，致力於受暴婦女保

與關懷下，讓本會同仁獲益良多，專業能力也增進不

護的工作不遺餘力，我們深知唯有受暴婦女身心的痛

少。在此，也特別感謝王珮玲、張碧琴、林雪琴、柯

能夠止步，我們的任務才算達成。然而，面對每年家

麗評、劉秀珠、徐孟愔、黃蘭瑛、林助信、周桂霙、

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近八萬件的通報案量，相關防治

黃淑如、黃明慧、梁珊華、吳慈恩等老師，不辭辛苦

網絡成員必須更加努力，才能營造沒有暴力傷害的社

為同仁的專業提升奉獻心力。

會。所以在每一個制度催生、每一項法案通過時，台
灣大江南北、甚至每個離島，我們都走遍了，為的只
是將最佳的方案與工作方法，帶給網絡工作者及社會
大眾。

(二)、推動服務多元化，辦理專業教育訓練
九十六年度，本會為求提升對受暴婦女的瞭解
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各據點共辦理近百場的教育訓練
活動，內容多元專業。在面對不同區域的資源分佈與

第二十年，基金會三個站、六個服務處、一個婦

案件特質，透過不同的專業人才，從人文社會、社會

女中心共十個據點，服務遍布於台北、新竹、苗栗、

心理、犯罪心理、法律修正、社工服務模式等面向切

台中、台南、花蓮縣市。然而，因著各點區域特色與

入，並邀請學者專家講授國外的經驗，其目的就是希

文化的多元，如何能讓同仁有更多的工作交流與專業

望服務不能「儀式化」進行，更需具有當地人文的關

敏感的提升，更是第二十年重要的工作指標。據此，

懷，及多元化創新服務的理想。在教育訓練專業與認

本會第二十年，在教育訓練工作的重點與成效如下：

知的提升經驗中，本會瞭解這樣的理想需要其他網絡
成員共同加入，進而以分享的方式，辦理各縣市網絡
人才的訓練，讓受暴婦女的服務網絡齊步走。

(三)、提升問題解決力，細緻化探討個案問題
在個案服務的問題解決模式中，同仁有時面對
更多的服務輸送的質疑與批判，我們不僅要反省與檢
討，更期待其他社政、警政、醫療、司法、民政等政
府單位，甚至各社區的非正式支持系統，都應該尋求
合作與改變的策略。為此，各據點每季定期安排個案
研討，及不定期個案問題討論，持續檢視各項網絡服
務的缺失與提出解決方針。面對「暴力零容忍、對服

(一)、強化工作敏感度，全面性引進外聘督導
為了延續本會多年來在專業上的發展，近年外聘
督導制度的引進，帶給本會同仁許多專業的提升。尤
其目前各工作站據點的區域特色不一而足，在網絡資
源差異下，常導致服務的困難度加深。因此，目前為
促進問題解決能力與專業敏感度提升，透過外聘督導
帶領同仁進行相關研究，並針對區域問題逐一討論解
決方針，以進行網絡資源的檢視與合作的促進，並且

務零細縫」的理想，就在本會每年近四十場的個案研
討中逐步落實。

(四)、跟進全球化腳步，計畫性安排出國考察
台灣在受暴婦女的保護性立法，堪稱亞洲第一；
然而面對先進的法律修訂，卻在法律落實層次上有著
不少的遺憾。九十六年度，本會自費由副執行長帶
領社工部、企宣部、新竹站主任們，參訪香港當地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保良局、東華三院芷若園、香

在過程中，大量提供同仁情感的支持。在這樣的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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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服務、個案管理、安置服務到離院後的追蹤輔導，
都經過不斷評估與檢視，並發展各項評估工具。回國
後，除了與同仁分享這趟經驗，更激發本會更多努力
的方向，期待本會能在近期發展各項服務指標與評估
工具，繼續成為台灣婦女保護業務的領航者。
在專業督導中，我們發現自己的能量耗弱，但
我們隨時補充情感能量再上；在教育訓練中，我們體
認到自己的專業不足，但我們努力提升專業再戰；在
個案研討中，我們看到網絡的服務困境，但我們邀集
各方單位再議；在出國考察中，我們看到香港的進步
港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賽馬會和諧一心家暴防治
中心、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等共六個單位。在參訪過
程中，我們看到香港社工專業的進步，也看到他們對
受暴婦女的高度關懷與用心，都令我們佩服不已。香

努力，但我們激發鬥志願意更努力。現代婦女基金會
面對二十年的奮鬥與努力，縱使遇到再多的挫折與壓
力，我們就像一朵壓不扁的玫瑰，永遠為受暴婦女保
護工作，呈現燦爛與光芒。

港社福團體積極與學術單位合作發展各項研究，從熱

建立友善的社會環境—
人身安全教育宣導
亞芳在一次應酬中遭到客戶性侵害，身心俱創的她，
回到家中昏睡了三天三夜，努力想要忘卻遭遇不幸的
事實。然而工作上仍要與那位客戶頻繁接觸，身邊的
同事開始對亞芳指指點點，讓亞芳徹底崩潰。在家人
的鼓勵下，亞芳好不容易決定對外求助，卻在過程中
一再遭受承辦人員的質疑，懷疑自己因故挾怨報復
…。亞芳不懂，為什麼受傷害的人是自己，卻還要遭
受一次次的二度傷害…

從法律人的基礎教育做起，因此連續兩年針對全省北
中南多所大學法律系所學生辦理多場「性侵害被害人
保護法律列車」座談會，希望引發法律系學生多一點
的同理心和關懷，使其了解將來在實務工作上，面對
性侵害被害人應持有的態度及被害人的心理歷程，期
望學生多一點體諒、瞭解與保護，以避免未來在執業
的過程，產生對被害人的二度傷害。96年度我們共辦
理7場次校園影片欣賞座談會，並吸引上千位法律系所
同學參與活動。

現代婦女基金會多年來從事家庭暴力、性侵害、
性騷擾被害人個案服務，實務工作中看見有些朋友因
為求助的過程中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對待，有些甚至遭
受身邊親友的誤解，深深感受到除應加強民眾預防的
觀念外，如何共同建立對被害人友善的環境，也是我
們工作的一環，96年度我們推動了一系列人身安全教
育宣導活動：

(一)2007性侵害防治─法律列車宣導計畫：
由於司法人員是被害人最常接觸的專業工作者，
多年來我們深切地感受到被害人保護觀念的養成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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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暴、性侵害、性騷擾預防宣導講座：
96年度，我們在全省共辦理60場以上各式的預
防宣導活動及專題講座，期望透過與不同對象的溝通
來推展防暴工作。社區宣導方面，由於鄰里長在社區
中較容易接觸到高風險的家暴家庭，因此我們辦理了
「鄰里長座談會」，期望與鄰里長共同建立家暴防治
的第一道防線。此外，我們亦在新竹縣13鄉鎮市推動
「社區守護天使計畫」，透過搭配客語、閩南語的戲
劇演出，使居民各了解家暴、性侵害相關概念。另一
方面，我們也體認到宗教團體在個案協助的重要，因
此也辦理了「教會宣導講座」，期望教會工作人員建
立正確的觀念並了解求助管道，以便日後協助有需要
的教友。而在針對企業方面，無論作為職場老闆或是
場所主人，企業都不希望在自己的企業中發生性騷擾
事故，因此我們也在花蓮地區辦理了「企業不可不知
的性騷擾防治策略」講座，期望提供企業建立性騷擾
案件的因應策略。

(三)大型宣導活動：

而在中秋節前夕，我們則在台南地區辦理了「愛
在府城─518婦幼安全扶一把~家庭暴力防治宣導活
動」，會中邀請台南市長許添財出席，鼓勵民眾用愛
與包容對待最親密的家人，更在活動中宣導婚姻契約
對於夫妻雙方保障的重要性。

(四)媒體宣傳活動：
今年度我們針對大眾

在針對社會大眾的部份，首先，我們在溫馨的

關心的婦女人身安全議題共

母親節期間舉辦「關懷受暴媽媽─喜望花網路票選活

舉辦9場次媒體記者會，均

動」，邀請民眾共同關懷這群生存在逆境中的受暴媽

引發媒體熱烈報導及社會各

媽，透過網路票選出代表具有「能堅強面對創傷」意

界廣大迴響，辦理的場次內

涵的野牡丹作為受暴媽媽喜望花，讓民眾一起在網路

容如下：

上為受暴媽媽加油打氣，並進而扭轉社會大眾對受暴
媽媽的污名化印象，本次共有6千多人次參與活動。

1.「狼狼出沒，人人驚！」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十週年
記者會(96.01.22)

在此同時我們亦在新竹地區辦理「天下第一媽─
母親節講座及影展」，讓忙碌的媽媽們能在母親節的
時候，看場電影、聽場演講，得到身心靈全方位的放
鬆，讓新竹地區的民眾獲得充足的法律、婚姻相處及
親子教養的知識。

2.「你摸摸，我不再怕怕」性騷擾防治法實施一周年
司法判決分析(96.02.05)
3.「人間三月天，何時見晴天」全國婦女人身安全滿
意度調查公布記者會(96.03.08)
4.「校友狼老師，你該怎麼辦」記者會(96.04.03)
5.「關懷受暴媽媽」喜望花網路票選結果公佈記者會
(96.05.12)
6.「從唐台生案看性侵害加害人治療及再犯預防」媒
體座談會(96.06.15)
7.「用愛扶助，傷害止步」受暴媽媽扶助天使招募行
動記者會(96.06.23)
8.「 是 絕 配 ？ 還 是 冤 家 」 七 夕 夏 日 愛 的 見 證 記 者 會
(96.08.17)
9.「漂洋過海來受罪─受暴婦女的悲歌司法的情理在
哪裡？」記者會(96.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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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支持，受暴婦女的復原力量—
義賣及募款成果
「喂…我想加入扶助天使，請問要怎麼加入啊？」
「我想要幫助阿雪媽媽，請問要怎麼捐款啊？」

96年6月一個溫馨的午後，現代婦女基金會發
起了一項「用愛扶助

傷害止步」─受暴媽媽扶助天

使的募款活動，阿雪媽媽與小香的故事批露後，感動
了許多朋友，基金會不斷同仁接獲熱心民眾的來電鼓
勵，頓時心中充滿無限溫暖。

此外，我們在去年度也發起及參與了數項義賣
活動，如台灣大哥大、台積電愛心園遊會，義賣本會
各項義賣品，所得共約5萬元。8月至9月間在廠商的

去年對現代婦女基金會來說，在募款工作上是個

贊助下，我們發起了「守護精靈─防身警報器義賣活

充滿全新嚐試的一年。去年我們靠著自己的力量發起

動」，透過網路訊息的傳遞義賣防身警報器，所得約

此項年度募款活動，一路走來點滴在心頭。在資源有

8.5萬元。

限的狀況下，我們獲得許多朋友的幫忙：阿雪媽媽與
小香的挺身而出，讓社會大眾了解受暴家庭的經歷，

然而在這條扶助受暴婦女的道路上，面對求助者

並願意慷慨解囊捐助本會，以提供更多受暴婦女的服

眾多、而社工人力吃緊的狀況下，我們深深感到投入

務。廣播名人朱衛茵及亞太影后陸奕靜為我們錄製呼

資源的不足。為了消弭對女性及孩童所有形式的暴力

籲捐款的廣告，讓基金會更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與關

與傷害，本會於去年底與國際獅子會300A2區攜手

注；贊助廠商台灣郵政、台灣大哥大、威秀影城、騏

合作，共同舉辦「用愛扶助 傷害止步」感恩募款餐

驥網路行銷、魅剋設計、兆豐國際商銀、首都客運、

會，共同籌募受暴婦女扶助基金，在台北市京華獅子

國賓影城、國賓大戲院、柏泓廣告及千千廣告，提供

會的號召及董事的賣力投入下，整場活動總共募集到

募款D M 海報的設計與擺放空間，使得更多朋友能

$2,463,780元的好成績，並將全數募得款項運用在

獲知我們的訊息；還有許多為善不欲人

97 年度受暴婦女服務及防暴宣導活動相關計畫上，期

知的朋友，默默幫忙推廣這項募

望共同建立一個安全、安心的社會。

款計劃。這一切善念的集合，使得
在去年度共有2,528 人次加入受暴

社會公益需要你我共同參與，去年一年現代婦女

媽媽扶助天使的捐款行動，並募得

基金會有此小小成就，全是靠著各界善心人士不求回

2,308,021元，使我們的服務得以推

報的貢獻，也期望大家持續給予支持與鼓勵，我們將

動，在此獻上最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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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現代婦女基金會大事紀
• 96年1月舉辦「現代High翻天∼2007現代婦女基金
會員工激勵營」
• 96年1月舉辦「狼狼出沒，人人驚！∼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實施十周年」記者會
• 96年1-11月舉辦「婚姻暴力被害者支持團體與增能
工作坊」
• 96年2月舉辦「你摸摸，我不再怕怕∼性騷擾防治法
實施ㄧ周年司法判決分析」新聞發稿
• 96年2-12月與宜蘭縣政府社會局合作辦理「宜蘭縣
政府家庭暴力防治安全網計畫」
• 96年3月舉辦「人間三月天，何時見晴天∼全國婦女
人身安全滿意度調查結果公佈」記者會
• 96年3-12月與基隆市警察局合作辦理「推動性侵害
案件專責組偵辦性侵害案件執行計畫」
• 96年4月舉辦「校有狼老師，你該怎麼辦？」記者會
• 96年4月舉辦「現代婦女基金會駐苗栗地檢署犯罪被
害人保護服務處成立」記者會
• 96年4-5月舉辦「關懷受暴媽媽∼喜望花幸福網路票
選活動」暨結果公佈記者會
• 96年4-7月舉辦「走進心靈桃花源∼性侵害生存者支
持團體」(共8次)
• 96年5月舉辦「天下第一媽∼母親節講座及影展」
• 96年6月舉辦「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說明座談會」(共
3場)
• 96年6-9月舉辦「社區守護天使∼家庭暴力、性侵害
及性騷擾防治宣得計畫」(新竹縣13鄉鎮市)
• 96年6月舉辦「從唐台生案看性侵害加害人治療及再
犯預防」媒體座談會
• 96年6-11月舉辦「2007第二屆性侵害犯罪防治∼大
專院校法律列車宣導計劃」校園座談(共6場)
• 96年6-12月舉辦「用愛扶助，傷害止步∼受暴媽媽
扶助天使招募行動」暨記者會
• 96年6-8月承辦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暨性侵

• 96年6-9月舉辦「守護精靈∼防身警報器義賣活動」
• 96年7-9月舉辦「親戚朋友逗陣來∼文山區生態與紓
壓的交會之旅」(共3場)
• 96年8月舉辦「是絕配？還是冤家！婚姻契約七夕夏
日愛的見證發表」記者會
• 96年8月舉辦「受暴家庭好幫手∼里長、里幹事如何
協助婚暴家庭」座談會
• 96年8月舉辦「記憶與測謊∼兒童及少年證詞可靠性
之檢驗」專題演講
• 96年8月舉辦「發現婦女心世界成長團體」(共3次)
• 96年8月舉辦「在地發現，多元探討∼婦女人身安全
實務暨學術」研討會
• 96年8-11月舉辦「婚暴婦女藝術療育紓壓工作坊」
• 96年9月舉辦「創傷復原過程的教會協助」座談會
• 96年9-10月舉辦「拒絕傷害，家家有愛∼外藉配偶
性別暴力防治宣導活動」(共5場)
• 96年9月舉辦「婦女自助成長團體」(每隔週五辦理)
• 96年9月舉辦「愛在府城∼518婦幼安全扶一把」家
暴防治宣導義賣活動
• 96年10-12月舉辦「止不住的思念∼喪親支持團體」
(共8次)
• 96年11月舉辦「情到深處無怨尤∼訂一個有情的婚
姻契約」專題講座
• 96年12月舉辦「愛在大直，用心扶持」大直婦女暨
家庭服務中心開幕活動
• 96年12月協辦「漂洋過海來受罪∼受暴婦女的悲
歌，司法的情理在哪裡」記者會
• 96年12月舉辦「企業不可不知的性騷擾防治策略」
專題講座
• 96年12月舉辦「用愛扶助，傷害止步∼現代婦女基
金會20周年感恩募款餐會」
• 96年12月舉辦「新移民婦女心成長團體」(共3次)

害防治工作專業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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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現代婦女基金會96年度收支統計表
(96年1月1日~96年12月31日)
收入部份
名稱

一般捐助收入
專案捐助—
518，扶一把專案
政府補助款

業務收入

支出部份
金額

名稱

15,508,208

行政費—
辦公費事務及人事費

12,579,726

2,308,021

業務費—
個案專業人力服務費

14,392,567

業務費—
宣導教育活動費

13,528,461

27,128,340

387,297

業務費—
勸募行政費用
捐助支出—
個案捐助

合計

金額

45,331,866 合計

本年結餘

76,836

320,000

40,897,590

4,434,276

註： 1. 一般捐助收入含企業、團體捐款及一般社會大眾未指定專案的捐助部份。
2. 業務收入含自編相關防治手冊、書籍、預防教學DVD等販售。
3. 政府補助款含中央及地方縣市政府補助個案服務、宣導活動、教育訓練等款項。
4. 行政費含本會及二個工作站、六個服務處、一個婦女中心之行政人員人事、事務及雜支等相關費用。
5. 業務費個案專業人力服務費，為本會各單位個案直接服務之社工人事費用。
6. 業務費宣導教育活動費，為本會及各單位辦理宣導、教育訓練等相關活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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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在感謝與反省過去一年努力的同時，我們也面臨一些新的危機與挑戰，這不僅是我們繼續奮鬥的基礎，也是努力的
目標，97年起我們將朝向下列目標繼續努力：
（三）服務與宣導軟體的建構

（一）內部組織、制度的健全與整合

1.直接服務模式（含電子化服務模式）的建構

1.組織的確立與調整
2.評鑑制度、預算與決算制度的檢討與修正

2.倡導模式的建構

3.各部門橫向與方案的整合

3.重要方案的出版與改編
4.增加與民眾溝通之管道
（四）新服務方案的創發與法律的修訂

（二）人才的晉用與培育
1.招募優秀人才

1.家庭暴力被害人安全網的研發與實施

2.強化領導幹部的培育與進修

2.地檢署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方案的研發與實施

3.提升各部門的實務研究與發表能力

3.初次暴力預防方案的研發與實施
4.性騷擾服務模式的建構

4.增加出國觀摩與考察機會

5.婦女人身安全保障相關法律條文的擬訂與修正

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名冊
職稱

姓名

現代婦女基金會組織架構

現職

1

董事長

潘維剛

立法委員

2

董事

王如玄

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3

董事

王珮玲

國立暨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4

董事

王麗容

台灣大學社工系主任、教授

5

董事

成嘉玲

南開技術學院董事長

6

董事

朱小萍(衛茵)

飛碟電台主持人

7

董事

李正宗

中華民國勞工教育研究發展中心董事長

8

董事

沈筱玲

東吳大學企管系教授

9

董事

周素慧

力琳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0

董事

邱淑華

世新大學總務長

11

董事

范國勇

吳鳳技術學院保全管理系系主任

12

董事

高小晴

魅麗雜誌行銷公關總監

13

董事

高忠信

指南管理委員會董事長

14

董事

張淑芬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

15

董事

張錦華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16

董事

陳蔡淑津

福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7

董事

溫小慧

好徠經典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董 事 會

董事長

受暴婦女訴訟扶助委員會

執行長

副執行長

執行秘書

18

董事

廖繼榮

永世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9

董事

潘維大

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

20

董事

盧明珠

匯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1

董事

賴芳玉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研
究
發
展
組

個
案
服
務
組

大
直
婦
女
暨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士

台

林
地

北
地

院
服
務

院
服
務

處

處

新
竹
地
院
服
務
處

花
蓮
地
院
服
務
處

台
中
地
院
服
務
處

苗
栗
犯
罪
被
害
人
保
護
服
務
處

聯絡資料
現代婦女基金會

駐 新竹地院家暴服務處

台北會本部

地址：新竹市中正路136號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7號7樓之一 B室

電話：(03)521-0022轉118

電話：(02)2391-7133

專線

傳真：(03)525-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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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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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工作站

專線

㕽傳真：(03)823-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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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 台中地院家暴服務處
地址：台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91號
(第二辦公大樓)

台南工作站

電話：(04)2223-2311轉3992

連絡處：台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2段315號7樓

專線

傳真：(04)2229-7771

電話：(06)295-3315 (06)295-3438
傳真：(06)295-1079
駐 苗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
駐 士林地院家暴服務處

地址：苗栗市中正路1149號
(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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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地院新店家暴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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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市中興路一段248號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1號2樓

電話：(02)8919-3866轉398或378

電話：(02)2532-1213

專線

傳真：(02)2532-1216

傳真：(02)2915-9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