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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間彼此的互動其實也是人際關係的一種，良好人際關係裡的尊重、體諒、誠實，也都應該存
在於良好的性別互動關係裡，但要如何維持良善的性別互動關係，避免性騷擾他人或成為受害者呢？
聰明的您請堅守「四不二要」的六點原則。
◎四不：＊不要說或不要做不被別人喜歡的言行。
＊察覺自己言行不受歡迎時，就應立刻停止。
＊不要將對方的「友善」誤解為「性趣」。
＊不要利用對方的仰慕或信任，行性騷擾行為。
◎二要：＊要能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之個別差異：權力、體力、地位、身體界線、認知標準、價值觀
等。
＊若察覺與對方存有上述差異（師生、上司、身強體壯者..），應嚴守人際關係互動之份際
原則。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整理自「
整理自「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站/
網站/性侵害防治網
網址：
網址：http://dspc.moi.gov.tw/lp.asp?ctNode=558&CtUnit=94&BaseDSD=7&mp=1

#打工防暴有一套：

尊重身體自主權，防治性騷擾、性侵害
每次叔叔全家來訪，小玲的叔叔常常喜歡坐在小玲的身旁，聊天時大腿總有意無意的碰觸小
玲的大腿，或拍拍她的手背、搭搭她的肩，令小玲不勝其擾，每次向媽媽抱怨，媽媽總安慰小玲
說：「叔叔是關心妳。」小玲也以此自我安慰，但不免常想：「關心需要動手動腳嗎？」
或許，你我都聽過「性騷擾防治」、「性侵害防治」這些名詞，但對於如何「尊重他人，保
護自己」又認識、瞭解多少呢？
很多男性跟女性談話時，喜歡說說黃色笑話，或故做親密，以手搭對方肩膀、拍打背部或拉
拉小手。可是，你/妳知道嗎？只要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及言語，即
使加害人辯稱只是開開玩笑，或是碰觸受害人是表達關心，只要讓對方感覺到被冒犯、不舒服，
而不當影響對方正常生活之進行，就有可能構成「性騷擾」。那麼什麼是「性侵害」呢..性侵害
是指違反被害人意願，加害者以權威、暴力、金錢、引誘、脅迫被害人與其發生性活動，若與未
滿十六歲之人發生性行為者亦屬性侵害，而且在刑罰上是要加重其刑的，這些性活動包括：異物
或性器插入陰道、口腔、肛門之行為。更需提醒大家的是，加害者末必是男性，女性也有可能成
為加害者，而且面對「性騷擾」或「性侵害」的預防，我們不是只提防陌生人，有不少性騷擾或
性侵害的加害人是熟識的人，甚至可能是家人、親友、師長或朋友等等。
我們在報章雜誌上常可見到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案件。這些案件凸顯出許多人仍然沒有尊重他
人「身體自主權」的觀念。同學們，你們知道如何「尊重他人，保護自己」嗎？這次我們要請大
家來了解身體自主權的重要性，並學習保護自己的方法，成為一個懂得尊重、自重的人。記住喔..
保護自己是自己的責任 別將這重要的事交給別人！
【性騷擾重點提示】
】
1. 性騷擾可能發生在異性與同性間。
2. 男女都可能成為騷擾者或被騷擾者。
3. 性騷擾不一定要跟「性」或「身體」有關，也包括「性別騷擾」。
4. 性騷擾的構成要件雖首重被行為人的主觀感受，但也兼顧客觀
的認定標準，並需衡酌事發情境。
資料來源：國立台南大學/
資料來源：國立台南大學/性別平等教育
網址：http://www2.nutn.edu.tw/gac320/newweb/index09.html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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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受暴的案例屢見不鮮，同學在外打工者眾，以下是打工防暴的重要原則：
一、 從報章、雜誌上找的打工資訊應留心以下各點：1.以公家機關或聲譽卓著的大公司為優先考慮。
2.對浮誇不實、含糊其辭、說明不詳的廣告不要前往應徵。3.對刊登的同一廣告不妨多注意幾
天，如發現其前後不一致、矛盾則應放棄應徵。4.應徵前先探詢核對該公司是否存在，啟事是
否屬實？所刊登之條件是否相符？
二、 從親友推薦的打工機會應留心以下各點：1.考慮推薦人的動機。2.注意推薦人最近的生活是否
有重大變化。3.探詢推薦前往之公司徵人是否屬實，以及其工作條件及人事條件。4.充分瞭解
該公司與推介人的關係。
三、 打工面談時要注意下列各點：1.最好有親友陪同前往。2.清楚告訴家人親友面談時間及地點。
3.備有適當的防範器物。4.面試前先觀察面談地點的外觀。5.面試時注意面談者的言行舉止。
6.不輕易取用別人準備的點心或飲料。7.不要隨便將自己的證件或印章交給公司。8.不要隨意
繳交保證金:有公司藉由繳交保證金的理由進行詐財，值得注意。
四、 打工時要注意下列各點：1.注意公司的營運情形，是否僅為一空殼公司而別有意圖。2.不隨便
答應非公務以外的不當要求。3.上班時，衣著、態度、言行均應謹慎、端莊。4.初到新公司應
先熟悉環境，對不熟悉同事的邀約更須謹慎。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台中市輔導資訊網~~
台中市輔導資訊網~~輔導小語
~~輔導小語
網址：
網址：http://assist.tceb.edu.tw/51p.htm

#性騷擾被害人可採取之處理方式
1. 明白對騷擾者表示抗議，大聲說「不」。
2. 聯合其他被害人一起採取行動。
3. 理直氣壯的表達自己的憤怒，阻止騷擾者繼續 其騷擾行為。
4. 拒絕的態度要嚴肅明確，前後一致。
5. 避免與性騷擾加害者的再次接觸。
6. 將自己的遭遇告訴他人。
7. 勿期待或要求特別的待遇。
8. 減少與可能的騷擾者見面的可能性。
9. 沉著冷靜，並出其不意的掙脫。
資料來源：輔英科技大學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尊重他人，保護自己學期「尊重他人，保護自己-青少年不可
青少年不可不知的兩性法律觀」
心理健康講座講稿
心理健康講座講稿/
講稿/演講者演講者-台灣青少年與家庭輔導協會 蘇益志
蘇益志理事長
【貼心小提醒】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申訴及處理程序：
※校園性騷擾事件：
1. 指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2.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向行為人於行為時所屬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申請調查或檢舉；當校長為加害人
時，則向學校主管機關申請調查或檢舉。
※職場性騷擾事件：（各位同學，記得唷..打工時或找工作一定要小心）
受害人於求職時或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擾，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向受害人雇主或依循申訴管道提出申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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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輔導中心 99 年 11 月活動一覽表＞＞
月活動一覽表＞＞
日

週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主要活動

﹡11 月”心靈園地-性侵害、性騷擾防治”發行（11/1）
六 10/31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 月心靈電影院-性侵害、性騷擾防治（11/4）
﹡「心靈 SPA 導師」種子培訓知能研習（11/5）
七

11/7 11/8 11/9 11/10 11/11 11/12 11/13

八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11/20

﹡性別平等教育職技員工教育訓練（11/17）
﹡99 學年第 1 學期「心世界」徵文、海報比賽截稿（11/19）

﹡輔導教師諮商輔導專業進修─生涯輔導（11/24）
﹡身心障礙學生導師聯席會報暨導師及輔導老師特教知
九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能研習（11/24）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11/25）
十 11/28 11/29 11/30

若有任何問題，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請洽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分機：
分機：2270 或 mail 至 friend@mail.fy.edu.tw

「心世界」徵文暨海報比賽活動開跑囉！
「心世界」徵文暨海報比賽活動開跑囉！
我們需要你的創意、心意、新意！打開新腦袋，發現心世界。這兒的天空，可以寫滿
你的心情故事~現在就一起大聲說出來。我們真的很期待能夠與你分享，生命中的點
點滴滴。
★ 徵文暨海報比賽主題：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及校園溫馨感人小故事
★ 徵文、海報比賽截止日期：99 年 9 月 20 日起至 99 年 11 月 19 日止
★ 繳交地點：諮商輔導中心（行政大樓三樓）或 e-mail：friend@mail.fy.edu.tw

心靈書坊－
心靈書坊－<<人小
<<人小，
人小，但是機伶 >>
作者：瑪榭兒．拉馬緒，尚．方斯華．包薛曼/合著
譯者：邱瑞鑾 出版社：飛寶

出版日期：2006 年 4 月 1 日

教孩子安全的飛吧!
教孩子安全的飛吧!
隨著國內性侵犯罪率遽升，在台灣的家長，大多會教導孩子要防範陌生
人、不要跟陌生人說話。但社會變遷太過快速，我們的孩子面臨著和我們不同
的成長空間，實際生活中，陌生人在兒童性侵犯的加害者中只占 10%~20%，受
到親近的人性侵犯，遠多於陌生人，這比例在全世界都相同。不幸的，很多孩
子在面對這些親近的人，根本不知道要保護自己。甚至很多家長在遇到這類情
況時，同樣也不知道該怎麼保護孩子。
這是一本很特別的書，不僅同時適合家長和孩子，也是預防性侵犯最佳的
工具書。用愛關懷每個孩子，讓孩子免於性侵犯的威脅，擁有快樂安全的童年，
自由自在的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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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惑 (Doubt)
本片獲得 2009 年金球獎五項提名，梅莉史翠普以本片第 15 度入圍
2009 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創下奧斯卡新紀錄。
1964 年，一名天主教學校校長修女 Aloysius（梅莉史翠普飾），
在無意間發現神父費林（菲力普西蒙霍夫曼飾），對某位黑人學生總是
過於關注，她嚴厲指控神父對黑人學生性騷擾，一名年輕修女（艾咪亞
當斯飾）夾在其中、左右為難。校長的指控究竟是真是假，還是一切都
是她無中生有的想像？
電影由 2005 年獲普立茲獎同名舞台劇改編，以一名修女內心的猜
疑，步步見証人性的黑暗，是部結合了道德、人性、宗教與懸疑的驚悚
劇。
★導覽老師：鄭金謀老師
★時
間：99 年 11 月 4 日 18：00～20：30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自由參加
★地
點：C101 環生講堂

☆請勿攜帶食物及飲料入場，謝謝！
☆住宿生請攜帶宿舍管制卡，影片欣賞完後蓋章！
☆本活動有「有獎徵答
有獎徵答」，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有獎徵答

#請為您的權益把關
※窗口一：性別平等教育
窗口一：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相關宣導措施及提供資源協助，期盼師生瞭解自身的權益
委員會－推動相關宣導措施及提供資源協助，期盼師生瞭解自身的權益
★勇於維護自己的權益-服務窗口：性騷擾、性侵害案件申請調查。
★法規宣導－相關資料、法規、資源請查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網站。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3/st/CN/CN0011.html
※窗口二：學生申訴
窗口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別讓自己的權益睡著了
評議委員會－別讓自己的權益睡著了
知道在學校裡有「誰」可以保障您在校的學習、生活與受教權益呢？
本校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與受教權利，增進校園和諧，訂定了「學生申訴評議辦法」。
在您需要時..『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將為你的權益把關！
您可以透過這些管道找到我們..
1. 服務窗口：行政大樓 3 樓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2. 申訴電話：7811151 轉 2271
3. 申訴信箱：friend@mail.fy.edu.tw
◎辦法及表單下載登入網址：
【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3/st/CN/CN0011.html
【學生申訴】
學生申訴】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3/st/CN/CN0010.html
◎登錄說明：
【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本校首頁行政組織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中心性別平等教育
【學生申訴】
學生申訴】
本校首頁行政組織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中心學生申訴
◎申訴流程
【性騷擾、性侵害案件
【性騷擾、性侵害案件】
案件】
填寫申訴書交至「性騷擾、性侵害案件」收件窗口『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輔導中心轉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學生申訴案件】
學生申訴案件】
填寫申訴書交至「學生申訴案件」收件窗口『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輔導中心轉交「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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