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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騷擾防制法立法大事紀 

2013 年 

12/12 召開反跟蹤法立法籌備會議，決議組成反跟騷立法小組，推動反跟騷法立法行動。 

 

2014 年 

1. 組成立法小組，並召開 11 次立法小組會議（2/20、3/27、4/24、5/29、7/01、7/18、8/08、

8/29、9/26、10/24、11/21） 

現代婦女基金會反跟蹤法立法小組成員 

總召集人：潘維剛  立法委員 

常青法律事務所  王如玄律師 

律州法律事務所  賴芳玉律師 

中正大學法律系  盧映潔教授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刑事警察科 張錦麗教授 

台灣防暴聯盟  廖書雯秘書長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王珮玲教授 

現代婦女基金會  林美薰副執行長暨全體同仁 

2. 3/7 召開「38 婦女要安全 反跟蹤法在哪裡？」記者會，宣示本會將組成立法小組推動反跟蹤法

立法工作，制定一部獨立的反跟蹤法，將跟蹤犯罪定義明確化，期許能遏止跟蹤犯罪，讓每個婦

女都能擁有不被跟蹤騷擾的安全自由。 

《相關資料》https://bit.ly/3akh9lZ 

 

  

https://bit.ly/3akh9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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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召開 4 次立法小組會議（2/2、3/13、5/20、9/25） 

2. 3/5 召開「38 婦女要安全 給我反跟騷法」記者會，公布本會針對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女學生的跟

蹤騷擾問卷調查結果，並宣布本會期把耗時年餘完成的「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送進立法院。 

《相關資料》https://bit.ly/3PD7KGh 

 

3. 4 月由時任立法委員的潘維剛董事長連署提案「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該草案經立法院院會一

讀、交付內政委員會後，就不曾排入議程審議。 

4. 於 104 年與美國肯塔基大學 T. K. Logan 博士合作，引進 SHARP，建置本土化的 SHARP 跟蹤騷

擾安全管理小幫手線上系統。從 104 年 7 月至 106 年 3 月為止，有 256 位個案使用。 

SHARP 跟蹤騷擾安全管理小幫手線上系統：http://cc.38.org.tw/CoerciveControl/122 

2016 年 

1. 3/7 召開 Anti-Stalking, Taiwan Go！反跟騷，台灣大步走！【盡速制定跟蹤騷擾防制法】記者

會，爭取社會大眾對跟蹤騷擾防制法的認同亦成立了粉絲頁和立法推動連署專區 

《相關資料》：https://bit.ly/3wEDzH4 

Anti-Stalking Taiwan Go！反跟騷台灣大步走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AntiStalkingTaiwan/ 

 

https://bit.ly/3PD7KGh
http://cc.38.org.tw/CoerciveControl/122
https://bit.ly/3wEDzH4
https://www.facebook.com/AntiStalking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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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4 透過參與非營利團體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NGO-CSW）與辦理週邊會議（Panel）的機會，

希望引起國內外對於我國推動跟蹤騷擾法案的重視與支持，週邊會議（Panel）中除基金會同仁和

Dr. T.K. Logan 的精彩報告外，倡議大使的現身說法，除了在會場得到熱烈的迴響，也獲得國際友

人的支持，媒體亦有報導露出。 

《相關資料》https://bit.ly/3PDb6cj 

 

一連串的呼籲和媒體露出，引起幾位立法委員的大力支持與關注，其中以吳志揚委員這邊最為積

極，表達願意協助基金會提案與推動法案的意願。 

3. 4/20 本會與立法小組成員拜會國民黨吳志揚委員，尋求其對跟蹤騷擾防制法之重視與支持。討論

草案與後續法案推動的初步方向與策略。 

4. 6/3 上午與吳志揚委員聯合召開「反跟騷，台灣大步走！【跟蹤騷擾防制法立法】公聽會」，針對

所提出之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希望透過匯集學術、法律、實務工作、倡議團體等各方意見以凝聚

立法共識，從跟蹤騷擾行為界定與維護被跟蹤騷擾者權益進行探討，提供立法及修正方向，以具

體規範和防制社會中之跟蹤騷擾問題，促使民眾的人身安全與自由、隱私及尊嚴得以獲得進一步

保障。 

 

5. 7 月份本會與吳志揚立法委員合作，由吳志揚委員再次連署提案「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但同

樣經立法院一讀後，交付內政及衛環 2 委員會聯席審查，未能排入委員會實質審查。 

https://bit.ly/3PDb6cj


4 
 

6. 11/15 由衛生福利部主辦，本會承辦「跟蹤騷擾之衝擊、對策與立法－兒少性別暴力防治新趨勢

國際研討會暨實務工作坊」，邀請美國、英國與日本三國之跟蹤騷擾防制法規與實務之專家學者，

講授最新跟蹤騷擾防治趨勢、法律制度、措施與實務工作趨勢。開幕記者會邀請與會貴賓與繫上

銀絲帶，呼籲拒絕跟蹤騷擾。內政部長葉俊榮回應，內政部已在研議「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

希望盡快建立制度。 

 

7. 辦理四場次【跟蹤騷擾安全管理小幫手 SHARP 操作與運用－跟蹤騷擾防治實務工作坊】。 

2017 年 

1. 3/28 拜會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曾銘宗召委與李麗芬立委，希望能儘速將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排入議

程審議。 

2. 辦理三場次【拒絕跟騷背後靈－專業人員培訓工作坊】。 

3. 3/14 及 5/31 分別參加內政部舉辦之「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研商會議」、「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公

聽會」，提出相關意見與建議。 

4. 6/23 成立全國第一個性別暴力跟蹤騷擾諮詢專線(02)7730-4495分機 84 (疾疾散靈、速速救我)，

正式開線，提供跟騷被害人電話諮詢服務。 

 

5. 8/30 舉辦「每 8 位年輕女性就有 1 位曾遭遇跟蹤騷擾 現代婦女於農曆 7 月 發起「跟騷拜拜月」

活動」記者會，將每年的農曆七月訂為「跟蹤騷擾拜拜月」。《相關資料》https://bit.ly/3MLzqHg 

https://bit.ly/3MLzq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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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3/12 時任內政部長葉俊榮於國會答詢時表示：母親節前提出跟騷法 列優先法案  

《相關新聞》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399701 

2. 4/19 行政院版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送進立法院待審。 

《相關新聞》 

行政院新聞稿：https://bit.ly/38IOFSp 

跟蹤糾纏行為  政院擬最高可處 3 年徒刑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4195003.aspx 

3. 4/20 立法小組召開立法會議，並於 4/23 針對行政院版草案發表公開聲明：

https://bit.ly/3Nu5teD 

4. 4/25 本會陳淑芬副執行長與研發部同仁，盧映潔教授共同拜會內政委員會楊鎮浯召委與吳志揚委

員，討論未來協商的方向與底限。 

5. 旁聽 5/14 及 5/16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糾纏、跟蹤、騷擾等相關行為防制，由行政院和朝野立

委提出的「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除法案名稱和少部分條文還有立委有

不同意見，需送黨團協商外，其餘條文皆審查完竣，初審通過。 

6. 8/23 舉辦第二屆跟蹤騷擾拜拜月活動：向科技跟蹤說 Bye Bye~跟蹤騷擾拜拜月開跑記者會 

  《相關資料》https://bit.ly/39R39zX 

 

7. 12/13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開朝野黨團協商，法案名稱與部分保留條文審查通過，確定法案名稱

為：「跟蹤騷擾防制法」。 

8. 12/28 朝野兩黨皆將跟蹤騷擾防制法排進院會臨時會討論事項，但遭執政黨以警政署表示人力培

訓和配置未到位為由臨時撤案，沒有機會進入二三讀。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399701
https://bit.ly/38IOFSp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4195003.aspx
https://bit.ly/3Nu5teD
https://bit.ly/39R39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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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今年度開議後雖多次排進院會討論事項但皆無進度，國民黨團書記長要求院長另召開黨團朝野協

商討論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一直到 4/23 下午在吳志揚委員堅持下才有數分鐘時間機會討論，

刑事警察局黃明昭局長到場報告，表示跟騷法經檢視發現存在問題，如第四條核發警告命令等。

黃國昌委員不滿警政署在審查與協商時不提意見，等審查協商完成才有異議且未提供資料，主席

要求警政署於 4/25 前提出詳細書面資料說明。 

2. 4/30 內政部及警政署在院會黨團朝野協商時，以草案與其他法律重疊，案件量大排擠治安

維護工作等為由，要求暫不推動。蘇嘉全院長最終決議內政部將草案帶回，重新檢討。  

3. 5/9 本會在母親節前夕召開記者會，邀請台灣防暴聯盟、勵馨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吳志揚

委員、王育敏委員、林為洲委員等長期支持反跟騷法立法的伙伴，共同表達強烈的不滿與抗議，

並提出三大訴求： 

一、內政部應於一個月內，就跟蹤騷擾防制法最終協商條文，向立法院提出相對應修正意見。 

二、內政部應儘速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民間團體，針對法案與實務困境，共同研擬解決方

案並取得共識。 

三、執政黨應督促內政部，並就委員會最終協商版本提出需修正條文，積極與他黨立委進行協商，

儘快於本會期審查通過符合人民需求的跟蹤騷擾防制法。 

相關資料：https://bit.ly/39P4cQD 

4. 8/21 舉辦遠離 黑色地帶 跟蹤騷擾實境遊戲發表記者會，跳脫過去傳統的宣講方式推出實境遊戲

-黑色地帶，讓更多民眾了解跟蹤騷擾的危害 

《相關資料》https://bit.ly/3wCloSz 

 

  

https://bit.ly/39P4cQD
https://bit.ly/3wClo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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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 4 月下旬 

本會與台灣防暴聯盟、婦女救援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數位女力聯盟、勵馨基金會等團體，

以及法律、犯罪防治、心理學等不同領域之學者與專家，共同研擬民間共識版之跟蹤騷擾防制法

草案，提供朝野立委與各黨團作為未來反跟騷法提案之參考，希望能更務實更具體規範防制社會

中之跟蹤騷擾問題，保障被害人權益，讓執法者有法可用，使民眾的人身安全與自由、隱私及尊

嚴獲得進一步保障。 

《相關資料》https://www.facebook.com/AntiStalkingTaiwan/posts/1376595999194283 

2. 10/13 內政部公告糾纏犯罪防治法草案，將送入行政院法規會審查。 

《相關新聞》跟騷難辦！「糾纏犯罪法」草案 新版再送審 

https://news.tvbs.com.tw/local/1405398 

3. 11/10 針對內政部日前公告之糾纏犯罪防治法草案，立法委員召開記者會，台灣防暴聯盟王珮玲

理事長、現代婦女基金會研發部王秋嵐主任，代表防暴聯盟各團體，還有共同起草民間共識版草

案的防暴聯盟、現代婦女、婦女救援、婦女新知、數位女力、勵馨六大團體，以及法界、學界和

實務界的專家們，為跟騷法立法請命。呼籲內政部和警政署正視民間共識版草案的訴求，回應民

間團體、一般社會大眾對跟騷防制專法殷殷期盼的訴求，盡早完成專法立法。 

《相關新聞》 

影／避免悲劇重演 藍委呼籲加速「跟蹤騷擾法」立法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5000184 

行政院版跟騷法 婦團震驚失望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346321 

3.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1/19 舉行「跟蹤騷擾行為防制相關法制立法」公聽會 

本會范國勇執行長出席公聽會時表示，放眼世界和台灣，警察執法政策趨勢就是犯罪預防 ，等跟

蹤騷擾案件發生再來進行犯罪偵查，為時已晚。跟蹤騷擾防制法 立法，在犯罪三級預防架構中，

就是二級預防，加上和防治網絡間的通力合作和彼此支持，就能早期介入，達到犯罪防治的效果。

范執行長強調，警方應有警告命令制度，使執法有據，早期介入跟蹤騷擾案件，以即時保護與預

防犯罪。且政府應明定數位科技跟蹤騷擾的定義與積極防制措施，以遏止科技跟蹤與網路霸凌行

為。 

《相關新聞》 

婦團籲立法防制跟騷 徐國勇：警察無抗拒心態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011190195.aspx 

https://www.facebook.com/AntiStalkingTaiwan/posts/1376595999194283
https://news.tvbs.com.tw/local/1405398?fbclid=IwAR15o4Y0V20r_yme0ib3CZFCp3uJ7di1FlUArKhKsR5_O8fWBGaaaSm5-Ao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5000184?fbclid=IwAR0xGWMAKMbx5rQO-cihDN0tbUU8N4giHnm0IFAYATf_SXSvUHe7GG1G_xE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346321?fbclid=IwAR0b3KwTJXu3XU6qMZjoxYfwwULlZjT9fVSLefQSTPMVlRvhsO_YXkUBjZc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01119019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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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院辦「跟騷法」公聽會 學界討論無共識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356681 

跟蹤騷擾防制法令難產 是否立專法各界意見多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85123 

2021 

1. 3/5 本會於婦女節前夕，與婦團聯合提出聲明，希望行政院版本儘速送進立法院，於第十屆第三

會期儘速審查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 

《相關新聞》 

婦團聯合聲明：跟騷法遲未通過 還要等幾個婦女節

https://www.pourquoi.tw/2021/03/06/taiwan-news20210306-1/ 

行政院龜速 跟騷法卡關停滯不前！ 

https://bit.ly/3lQ2zqb 

〔聯合聲明〕反跟蹤騷擾法立法不能再等！https://bit.ly/32aqzJa 

2. 行政院會於 4/22 提出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積極回應社會大眾之訴求，並承諾於立法院本會期

盡速通過，以利今年底上路。對此，本會與婦團 4/23 發表聯合聲明予以肯定，但針對條文內

容，也提出 5 項疑慮與建議，希望行政院提出補充說明，讓法律真正能符合民眾需求，達到保護

效果。 

一、書面告誡欠缺即時性與明確性 

二、保護令不應以取得書面告誡為要件 

三、跟騷行為之危害未必與性或性別有關 

四、主管機關應設置防制跟蹤騷擾推動小組 

五、政府應提供跟騷被害人之保護服務 

《相關新聞》 

政院提「跟騷法」婦團肯定 聯合聲明提 5 建議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510542 

跟騷法草案 婦團提出設置推動小組等 5 建議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7848 

【婦團回應行政院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聯合聲明稿 

https://www.facebook.com/AntiStalkingTaiwan/posts/1658306137689933 

3. 跟騷法草案除部分條文保留外，立法院內政與社福衛環委員會聯席會議，5/3 初審通過「跟蹤騷

擾防制法草案」。包括跟蹤騷擾的定義是否僅限 8 種態樣或是限縮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以及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356681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85123
https://www.pourquoi.tw/2021/03/06/taiwan-news20210306-1/
https://bit.ly/3lQ2zqb
https://bit.ly/32aqzJa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510542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7848
https://www.facebook.com/AntiStalkingTaiwan/posts/165830613768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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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羈押的裁定空間等，因朝野立委意見未有共識，共有 9 條條文保留協商。另也通過兩項條

文修正，在保護令案件審理不公開部分，增列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

足識別被害人身份的資訊；另外，有關保護令核發及抗告規定，依司法院建議增列不得再抗告，

防止濫訴情形。 

《相關新聞》 

立院火力全開 跟騷法草案順利出委員會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10503/38443082.html 

《跟騷法》審查 跟騷行為定義、預防性羈押等 9 條文送朝野協商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503/1973534.htm 

《跟騷法》審查完畢！是否只限「性別相關」騷擾行為，朝野無共識送協商 

https://musou.watchout.tw/read/DOJ6ufPr3mIm8SMgYWuG 

 

4. 原訂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 5/21 下午朝野協商，因疫情因素，朝野黨團決議暫停召開委員會及院

會至 28 日，於 5/31 日加開院會，優先處理紓困條例修正草案，並將其餘沒有爭議的法案一次通

過。跟蹤騷擾防制法朝野協商需等到下會期。 

《相關新聞》 

疫情嚴峻 立院 22 日起停會至 28 日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00254 

 

5. 11/19 院會逐條表決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12 月 1 日總統公布 

《相關資料》 

【聯合聲明稿】跟蹤騷擾防制法保障限縮 婦團將持續監督法案施行 

https://bit.ly/3wBY7QG 

 

2022 年 

6/1 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10503/38443082.html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503/1973534.htm
https://musou.watchout.tw/read/DOJ6ufPr3mIm8SMgYWuG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00254
https://bit.ly/3wBY7Q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