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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兒少性剝削的化外之地
●
勵馨堅守崗位 陪伴弱勢婦女兒少生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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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

後疫情時代，如何邁向新日常
疫情期間，勵馨堅守崗位，不僅適切調整服務工作的模式，

像是以電訪取代面訪、加強安置中心的防疫措施，提供需要民眾以工代賑的機會，
同時也盤點自身資源並且連結各界支持網絡，期望能在下層撐開最後的防護網，
盡力接住每一位被紓困遺漏的弱勢婦女兒少，陪伴她們重回生活軌道。

勵馨本著基督精神，以追求公義與愛的決心和勇氣，預防
及消弭性侵害、性剥削及家庭暴力對婦女與兒少的傷害，
並致力於社會改造，創造對婦女及兒少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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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勵馨堅守崗位，不僅適

切調整服務工作的模式，像是以電訪取

代面訪、加強安置中心的防疫措施，提
供需要民眾以工代賑的機會，同時也盤
點自身資源並且連結各界支持網絡，期
望能在下層撐開最後的防護網，盡力接
住每一位被紓困遺漏的弱勢婦女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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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口述／王玥好．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採訪、撰文／許馨月

兒少性剝削的化外之地

「不同於現實世界，在網路世界中，年齡

界限是模糊的。所有年齡層的人都會在這虛擬
的空間中相遇、交談與交往。年齡差距造成的
資源及權力

係的懸殊，容易使未經世事的兒

童、青少年成為簡單的獵物。」王玥好說，常

勵馨倡議設立專法，遏止數位性╱別暴力

見的情況是，犯罪者會用遊戲點數或演唱會門

票，誘惑資源匱乏的孩子，她這麼說：「資源、
權力不平等始終是性╱別暴力不變的定律。」

無視台北捷運大坪林站熙攘的人潮，王玥

根據衛福部保護系統通報兒少性剝削案件

好不停翻閱著手中、剛結束的會議資料，沒多

的 2017 年至 2019 年統計數據顯示，違反 1 兒

來勵馨基金會面對兒少性剝削犯罪樣態不斷轉

逐年增加，從 581 件攀升至 717 件，比例則自

久她拿下眼鏡、輕推微蹙起的眉頭。三十年
型，而近年則轉移至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上。

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2 條第一項第三款的案件

52% 上升至 59%。而從勵馨 2019 年所服務之
兒少性剝削的被害樣態統計也發現，遭誘騙、

條件交換等因素傳送裸照的案件多達 79 件，
占所有被害樣態逾四分之一。

不被遺忘的代價——過往陰影無所不在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不想被記住的事情。

以往，在資料保存不易的年代，事情過了、時
間久了就會被遺忘是常態。但隨著數科技發
展，這份新時代所贈送的禮物，暗中卻標著讓
人難以承擔——不被遺忘的代價。

「我的照片和影片有辦法完全從網路上消

「遺忘，不只是個人行為，同時也是社
會遺忘我們，如此的社會遺忘給予人們
重新開始的機會。」

——《大數據》麥爾荀伯格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但偏偏這些急著想被忘掉的事情，在網際

網路上卻被記得一清二楚。數位科技完美的記
憶能力，也提供了兒少性剝削加害者絕佳的犯
罪場域，「她們剛開始覺得只是將裸照或私密

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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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更令人不捨的是，有些女孩是遭到性
侵後，受害過程被加害人拍攝成影片，上傳到

很多網站，」對女性充滿惡意凝視的環境，犯
罪情節像是被按下無止盡的重複播放鍵，而數

位世界儼然成為了一座禁錮性 / 別暴力受害者、
堅不可摧的牢籠。沒等到他人打斷，王玥好的

口氣漸漸變地很輕很輕，像是不想驚擾任何人
的傷痛。

勵馨倡議
設立數位性╱別暴力防制專法
在台灣，線上世界猶如數位性╱別暴力的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保護，若是受

影像下架，不要再被任何人看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2 條第一項：「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二、利用兒童或

突然間，王玥好臉上升起一抹凝重，語氣

但沒有人忍心給出答案，接著她吐出許多數位
的需要，不是透過法律懲罰行為人，而是希望

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四、利用兒童或

驗創傷事件。

化外之地，國內目前沒有專門防制數位性╱別

性暴力受害者的殷殷期盼，「通常她們最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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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及操控受害者的籌碼，使其身心靈反覆經

失嗎？ 」王玥好時而托腮皺眉、時而雙手抱

胸，想起不只一名孩子問過社工師這個問題，

Photo on Getty Images

載，更甚者有犯罪者將照片、影片作為恐嚇、

照傳給特定的一些人，沒料到不斷地被轉發，

當資訊一旦上傳至線上，就很可能透過搜尋引

擎或社群平台，無限制地傳播。」而且沒有人
知道資料會被如何使用，即使網路上的資訊遭

暴力的法律，除了在受害者未滿 18 歲時能受
害者是成年人則只能藉《刑法》的〈妨害秘密

罪〉、〈恐嚇危害安全罪〉或是〈散布猥褻物
品罪〉規範，「但現行法律都沒有規定需要將
性隱私內容移除，沒有即時、有效的下架機
制。」王玥好接著指出，〈散布猥褻物品罪〉

更間接將受害者的性隱私內容當成猥褻物，
「這就是二度傷害。」

勵馨希望政府意識到積極設立專法的重要

性，才能於法有據地主動追訴犯罪，啟動調查、
蒐集罪證，並且提供受害者所需要的法律制度
及協助，真正保護其性隱私權與性自主權。「如

果在網路上發現不肖人士惡意散布這些影像，
我們可以做的是：不分享、不轉貼、不評論，

甚至蒐證、要求分享者下架影片。」王玥好始
終相信集結大眾力量，除了可以建構更友善、

包容的環境與支持系統，讓孩子能勇於求救、

不用擔心被責罵，也更能遏止無孔不入的數位
犯罪橫行。

檢舉、刪除，難保不會被其他人多次上傳、下
執行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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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許馨月
攝影／許馨月

後疫情時代，如何邁向新日常
勵馨堅守崗位 陪伴弱勢婦女兒少生活重建

「承辦人員說我還沒 20 歲不能申請紓困
補助。」

疫情危機下失序的生活：
第一季家暴通報案件上升 5%
生命百態，貧窮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勵馨

長期服務的弱勢婦女兒少不乏因家庭暴力、性
「我嫁來台灣沒幾年、沒有身分證，沒
辦法申請紓困。」

侵或疏忽照顧等因素，被迫離家安置、自立生

活；有些則仍與家人同住，而原就面臨家庭失

功能、戶籍不明、經濟匱乏等困難，在新冠肺
炎的疫情影響下，他們可能遭遇更頻繁的家庭

你知道嗎？貧窮，是會偷走時間的。如果

前一陣子你想申請紓困補助，前面可能有數以
千計的人們或家庭在等著。「紓困方案出來的
隔一天，我就到區公所申請。從 4 月初到 5 月

初，中間紓困政策一改再改，區公所與中央的

說法不一致，一直被退件，或者收件後沒有消
息。」小棋（化名）是一名自由接案工作者，
由於工作性質

係並沒有投保於任何工會，眼

看疫情蔓延影響經濟活動，使小棋的案量大幅
減少，生計也隨之陷入困頓。

行政院於 5 月 6 日公布緊急紓困方案，針

對沒有投保勞保、農保等社會保險，且收入低

於最低生活費 2 倍的工作者，每戶加發一萬元

的急難紓困金，看似放寬無保工作者的申請限
制，但不少求助者仍因條件不符，無法穿過紓
困政策敞開的窄門。

「區公所要我準備父母與自己的戶籍謄本

和財稅資料，說需要列計我父母的財產。5 月
上旬通知說申請沒有通過，就是因為我父母和

外婆名下有不動產。但我自從 18 歲到台北工
作以後，就很少跟父母拿錢。」小棋語氣無奈
但仍堅定說出自身處境。

紓困申請要件中對於年齡與身分的嚴格規

範、為了防弊而緊綁家戶所得作為審查重點，

一份份看似客觀的書面資料，是否能真實反映
當下最迫切的扶助需求與狀態？台灣目前的社
會福利制度皆需審查申請者的資格與條件，並
且設有各式各樣的限制，且一旦欲保護或指定

的環境、狀態，甚至是被預期的身分消失了，
很可能就會失去使用社會福利的資格，遭排除

在原先的社會救助體系外，「不少求助者反應：
『區公所人說，如果獲得紓困可能會影響年底

申請低收入戶的資格。』」社工諮商部處長李
玉華說。

暴力與衝突，人生安全與生計陷入雙重危機。

根據衛福部統計，2020 年 1 月至 3 月全

國家庭暴力通報案件達 3 萬 2 千件，較去年同

期增加 5%。「疫情雖然不一定是家暴發生的
主要原因，但這段期間勵馨從服務中發現，有

兩種暴力樣態是增加的：第一是因為減薪或無
薪假導致的失業與經濟壓力，造成夫妻衝突；

第二是因為減少外出，親子或夫妻相處時間變
長，產生更多摩擦，演變成潛在的家庭暴力威

脅。」李玉華表示，因疫情所引發的生活與心
理壓力催化了暴力的發生，高衝突家庭隨時處
於瀕臨施暴的邊緣，「疫情危機中，最貧窮、

弱勢的族群往往受創最嚴重，而且將他們推向
更脆弱的處境。」眼看他們就又要因為重重的
紓困門檻，再一次被社會安全網漏接……。

勵馨堅守崗位
設立紓困諮詢專線、放寬物資發放條件
當社會普遍將弱勢族群看作社會福利資源

的倚賴者而非使用者，防弊思維往往讓求助者
剩下沒有選擇的選擇；甚至忽視貧窮真正的本
質是資源全面的匱乏，很容易被排除在正常的
生活型態、習俗與活動之外。求助者面臨獲得

資訊的落差，以及為求公平所訂定一致審查條
件與流程所產生的問題，不知不覺就在討論的
對話中銷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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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聽見被遺漏的聲音，於是在 5 下旬召

開紓困記者會。執行長王玥好於記者會上啟動
紓困諮詢專線服務至 6 月底，為基隆、台北、
新北與桃園等縣市的家暴、性侵被害人、弱勢

兒少提供紓困諮詢服務，「成立此專線的目的

是希望，社工師能在前端就協助弱勢婦女兒
少，準備好相

文件，減少多次奔波與挫折，

若是不符合條件但有急難需求，則會連結其它
網絡的資源，協助走過眼前難

。」同時宣布

林口物資中心擴大服務對象族群，有需要的民
眾可於 8 月底前憑藉社福機構或里長提供的證

明文件，就可以向物資中心申請食品類、及民
生用品等物資。

勵馨相信只要人能聚集、行動起來，就能

帶領、抵達想像不到的地方，也更有機會攜手
所有人建構出「沒有一個人被遺漏的社會」。

紓困諮詢服務專線服務成果
5 月 25 日至 6 月 10 日
☎ 共計 16 通電話
♥ 總計服務 31 人次

無薪假人數金融海嘯後最高
勵馨近 200 名弱勢婦女兒少受衝擊
紓困終究只是解決燃眉之急。勞動部 5 月

公布無薪假統計數據，全國實施無薪假企業
家數達 1,189 家，受影響的受雇者逾 2 萬人，

為金融海嘯過後最慘，越基層的行業遭受影響
越劇。勵馨長期服務之弱勢婦女兒少，多數不

僅缺乏原生家庭支持，學歷與工作經驗相對不

足，且多從事零售業、製造業、餐飲住宿等遭
疫情衝擊最嚴重的產業，不少被迫面臨資遣、
減班等收入驟減的危機。

根據會內統計，已有近 200 名服務對象因

疫情影響收入銳減，對他們來說，找工作本就

不易，且經濟資本相對不足、沒有存款，一旦
被迫放無薪假，恐面臨隨時斷炊、無力負擔房
租而無家可歸的艱難處境。令人擔心的是，各

界預估經濟復甦與就業市場回穩最長恐需花上

兩至三年的時間。因此除了延長、加大現行、
救急的紓困方案支持外，更需針對經濟、就業

與居住三大面向，擬定長期計畫陪伴弱勢族群
重回生活軌道。

勵馨倡議發聲

經濟、就業與居住三管齊下 重建生活
除了經濟與就業，居住需求向來是弱勢族

05/25 勵馨召開記者會
與立法委員吳玉琴及邱顯智，以及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召集人彭揚凱，
共同呼籲政府擬訂中長期計畫，協
助弱勢婦女兒少日後的生活重建。
訴求
1. 弱勢婦女兒少紓困申請要件與

家戶所得鬆綁，或可參考《自建
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

辦 法 》 第 25 條 第 2 項 與 第
1

2

3 項各款修正規定。

2. 延長「安心即時上工計畫」工

作期間至一年；經濟弱勢者延長

3. 擴大辦理「急難紓困救助實施

方案」從單次請領改為可按月重

複請領，且每案最多以 6 個月
為上限。

4. 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緊急租金補貼」規定。
立委回應

詢、提供社福中心資源、提供民間補助
資訊、協助申請會內資源，協助轉介其

吳玉琴：「將與衛福部進一步討論

它資源、情緒支持

是否參考《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
及租金補貼辦法》」

邱顯智：「不管是安心計畫還是急
難紓困都非常需要加大力度、延長
時間，尤其針對經濟或處境弱勢的
照片提供 / 勵馨基金會影像資料庫

通常超過月薪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當疫情
影響收入時，該怎麼維持穩定的租屋？

租屋族是相對更脆弱的群體，若是被安全

網漏接則更難得到任何協助。社會住宅推動聯
盟召集人彭揚凱強調，紓困理應救急不救窮，

「今年七月可以申請租金補貼，但真正領到補
貼時卻是明年一月，所以要協助的是從現在到
年底沒有辦法領到租金補貼的人。」他建議於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中增訂「緊急租金補貼」規定，及時支持
陷入居住困難的民眾。

受暴婦女兒少的居住需求一直是勵馨服務

至三年。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中增訂

服 務 項 目 ―― 紓 困 方 案 與 申 請 疑 難 諮

群最大的經濟負擔。以新北與台北為例，房租

族群。」

注的焦點。除了建立完善的租屋補助，勵馨

認為應該提高社會住宅的弱勢住戶比例達 30%
以上，並引進各領域專業的社福機構進駐，提
供服務與資源串接的平台。讓社會住宅、社區
不只是居住空間，而是陪伴弱勢族群的主體。

疫情時代，人們最重視的是──距離，卻

讓社會互助體系彼此更加疏離。社會安全如同
一張縝密的大網，包括社會福利體系、社會保

險體系、勞動體系一層疊著一層。疫情期間，
勵馨堅守崗位，不僅適切調整服務工作的模
式，像是以電訪取代面訪、加強安置中心的防
疫措施，提供需要民眾以工代賑的機會，同時

也盤點自身資源並且連結各界支持網絡，期望
能在下層撐開最後的防護網，盡力接住每一位
被紓困遺漏的弱勢婦女兒少，並期望能陪伴她
們重回生活軌道。

05/26 衛福部回應
《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家庭暴力或

1

性侵害相對人與受害者作為同一家庭成員同時請領救助時，僅受理受家庭暴力
或性侵害受害者之申請。

《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 25 條第 3 項，各款，申請人得

2

提出切結，不併入計算或審查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相對人及其配偶或直系親屬之
報稅所得、存款、補助、津貼及社會保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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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同婚一年之後

撰文／陳鶴勳．多重歧視性別暴力防治中心
專員
編輯／趙守予

這是一段對於同婚一周年隨處可見、甚至

生冷的敘述，可能看過即忘，閱讀下來感覺很
平常，但每個數字都代表著一位同志，一位活

生生的人。而我想跟大家聊聊其中一位女同志
的故事。

我是柴柴，79 年生，獅子座 A 型。從小

到大就是個留短頭髮的女生，愛穿 T 桖跟短褲
光腳到處跑，愛玩遙控汽車跟電動，也喜歡爬

樹玩泥土。在幼稚園的時候透過跟同學玩美少
女戰士扮家家酒遊戲，覺察自己喜歡的對象的
性別原來是女生。大學的時候，因為參與性別

社團共同投入社會運動，而認識現在的配偶─

龐龐（化名）。她有明亮的大眼睛，宏亮的聲
音，總是站在最前線為弱勢勞工發聲，這是我

最欽佩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經歷 8 年人生起

係與校園性別不友善

的程度。小學四年級，轉到學校的第一天上台

自我介紹。同學們看到我的性別氣質與打扮便

竊竊私語，覺得我很奇怪，在過了沒多久，有

好的選擇。依據內政部統計數據，一年下來，離婚對數總共 234 對，女性 144 對，
男性 90 對。

霸凌者的人際

係與學業環境，後續甚至影響

其身心健康與人際互動。

對同性伴侶來說，談未來是很奢侈的。早

期社會性別不友善的環境與氛圍，讓我覺得自
己彷彿是全校唯一的同性戀，對於尋找伴侶也
是想都不敢想。並且，當時同性戀與愛滋病的
不當連結，還很緊密地掛在一起，年少時的我

沒受過性別平等教育，還懷抱著自己是同性戀
就會得愛滋病死掉的恐懼。

現在回過頭來想，跟龐龐結婚後的每一天

可以結婚、有那麼一天我可以跟最愛的家人出

方，尤其是封閉的人際

就有離婚，跟異性婚姻一樣，兩人總有某些時刻無法走下去，分開也是對彼此都

校園性霸凌與性別歧視。霸凌的經驗會影響受

永不褪色的霸凌記憶

從都市搬家到偏鄉的孩子，有很多不適應的地

數共 4,021 對，其中女性 2,773 對，佔 69%，男性 1,248 對，佔 31%。有結婚

各種迷茫與社會適應的困難，更甚會直接遭受

醒來都很感激。因為沒想過有那麼一天校園開

後來因家中變故轉學到偏鄉的小學，作為一個

第一個同性結婚合法化的國家，到今年 5 月 22 日為止，全國完成同性結婚登記對

大部分的多元性別者在求學階段，會經歷

伏，我們在 2019 年 5 月 27 日結婚。

小時候對於性傾向不會想太多也很懵懂，

內政部發布的新聞稿指出，同性結婚登記去年 5 月 24 日上路，台灣成為亞洲

我是活下來的葉永鋕之一

個男同學當著我的面問：「你是不是同性戀？
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樣子，就知道你就是變
態！」從那刻起，長達 5 年橫跨到國中時期的
校園霸凌就開始了。

那段時期，每天睜開眼睛，想到要上學就

覺得肚子好痛。曾邊哭邊抱著母親說自己不敢

始積極推動性別教育、有那麼一天同性伴侶

櫃。結婚、接受大家祝福、辦一場熱熱鬧鬧的
婚禮，對於年少時的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夢
想，對許多同志來說也是。

這讓我很開心，但也很難過。一路走來我

有許多同志朋友等不到這一天，因為在汙名化
的社會環境中，性別歧視與校園霸凌先帶走了
他們的生命。負面的性別暴力經驗會影響多元
性別者的身心健康，而同婚一年過去，我看到

了社會逐漸進步的包容，政府願意投入資源照
顧多元性別族群的弱勢需求，法律肯認同同性
別兩人永久性的親密
靈帶來正面的影響。

係，對同志族群的身心

離開教室，怕回來找不到桌椅或是要從垃圾桶
撿回書包，也害怕上課分組，因為我每一次都
是留在原地的那個人。好害怕人多的地方、害
怕上學。也會開始想念原本在都市的朋友們，

在沒有手機的年代只能寫信，依靠著遠方的
信，讓我知道有人是支持我的。一封封信件隨
著記憶泛黃，但遭受霸凌的記憶卻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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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馨焦點

撰文／蕭淳方．公民對話部
媒體專員

校園性別霸凌 何時終結 ?
同婚沒姻親 家暴如何解 ?

編輯／趙守予

多重歧視性別暴力防治中心 服務一周年

校園霸凌的發生主因是多元性別者的「性

別氣質」與「性傾向」，不論師生都可能是霸
凌者。而校園霸凌帶來的身心受創，讓多元性
別者即使離開校園，創傷仍影響其精神健康與
人際

係。多歧中心公益大使林語菲坦言，他

從幼稚園開始，就因為性別氣質中性而被取外

號，高中時甚至在近百人的籃球場上，被脫掉
褲子，他望向球場上的老師，老師卻也只是默
默看著他。

勵馨基金會 2019 年成立「多重歧視性別

暴力防治中心」( 下稱多歧中心 )，希望能接住
曾受性 / 別暴力的多元性別者，迄今已滿一周

年。特於 6 月 18 日召開周年服務成果記者會，
也提出服務中看到校園性別霸凌狀況及《家暴

法》疏漏、多元性別個案安置資源不足之議題，
並與立法委員范雲及王婉諭共同呼籲校園落實
性平教育，

注家暴法修法及相

政策推動。

去年勵馨參與台灣跨性別遊行，以實際行動支持多元性別者。

校園霸凌 多元性別者的夢魘
當多元性別個案求助多歧中心時，通常是

想解決眼前的問題，如求職受挫等，但真正探

究才發現，他們在過往重要生命階段中遭受的
創傷議題，才是真正困境。求助者曾遭遇的問
題依序為校園霸凌 (21%)、家庭暴力 (19%)、
職場霸凌 (12%) 等。

友善校園 提升性別敏感度
《性別平等教育法》早在 2011 年修法，

將校園「性霸凌」納入通報範圍。但實務上師

長往往將事件視為一般的霸凌或學生打鬧來處

同婚未準用姻親定義 難以聲請保護令
除了校園霸凌外，多元性別者也常遭受

「家庭暴力」。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分析，
家庭成員間的家暴或伴侶間親密暴力，尚可聲
請保護令來約束對方行為；雖然同婚合法已滿
周年，《748 施行法》卻沒有準用民法的「姻

親」定義，因此同性婚姻當事人與對方血親並
沒有姻親

係，若發生對方未同居之血親的暴

力行為，依目前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 條
規定，並無法認列保護令可聲請範圍。對此勵

馨呼籲家暴法應進行修法，使同性婚姻之保護
範圍能與異性婚姻趨於一致。

立法委員王婉諭回應，在《748 施行法》

理，並未實際進行通報。據教育部統計，2018

的立法過程中，法務部曾表示，大法官釋字僅

性騷擾 5,982 件的通報量有大幅差距，顯見多

逐步處理，若同性婚姻當事人有與對方父母同

年性霸凌通報僅 128 件，與性侵害 1,766 件、
數師長的「性別敏感度」仍待加強。

勵馨呼籲校園應採取積極作為，如加強對

師長之性別平等教育訓練等，建立多元性別敏

感度，重視校園性霸凌議題，多歧中心亦有專
業講師可協助進行性別培訓。

立法委員范雲指出，玫瑰少年葉永鋕的事

件發生在 20 年前，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也

侷限在婚姻章，因此其他的部分要等之後再來
住，則可適用民法家屬的規定。

但 至 今《748 施 行 法 》 已 通 過

一年，仍存在同性婚姻當事人保
護不足的困境，她將研議修正

《748 施行法》或《家庭暴力

防治法》，以完備同性婚姻配
偶受保護的權利。

少年在校園的角落，而部分師長本身的性別平

亟需多元性別友善庇護資源
撫平家暴創傷

樣的狀況，范雲表示接下來將致力於讓「反性

女安置庇護機構，並有社工及生輔員陪伴個案

尤其是教師對性別意識的建立；改善廁所等校

受暴者是男性或跨性別女性，難以入住女性庇

將性別氣質納入範圍，但至今仍有無數的玫瑰

等教育也不足，可能成為霸凌的共犯。針對這

平教育」退出校園，並要求徹底落實性平教育，
園空間、制服也不應以男穿
褲女穿裙來做分野。她也
建議教育部可以進行性別

友善校園獎勵或評鑑計畫，
建立指標。

目前政府對家暴被害人的安置資源多為婦

安頓身心，撫平家暴創傷。而王玥好指出，若
護所，僅能被緊急安置在特約旅館，個案也很

難得到完整配套的服務。此外，有個案因家長

無法接受孩子的性別認同與性傾向，而將其趕
出家門，使其容易流落街頭，甚至暴露在性剝
削的風險中，但此種家暴型態未達安置標準，

無法使用庇護資源。勵馨呼籲政府提供多元性
別友善庇護資源，才能讓多元性別的家暴受害
者有機會撫平創痛，達到真正的「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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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服務

撰文／商銘峻．台中分事務所
青少女懷孕服務社工師
整理／黃怡嘉．台中分事務所
倡議專員
編輯／趙守予

出現產兆那天，祖父母都外出工作了、家

時，小花總會陷入沉默，淚水很快會從眼眶盈

的過程不到 30 分鐘。醫生說小花很能忍耐，

靠著在市場販售零嘴及農產品維生，同住的姑

接，小花最後自己叫了救護車前往醫院，生產

進產房的時候都已經開了五指，如果換作是一
也許，小花並沒有比其他人更耐痛，只是

在她的生命裡沒有人告訴她：「妳的痛應該被
重視、應該被

心。」

第三天，幸福被現實敲醒
生產後的三天裡，男友只有在第二天的晚

上來到醫院陪伴，男友和小花說：「等妳出院，
我會幫妳找月子中心，讓妳和孩子有一個安全
的地方住，可以好好坐月子。」那一個晚上，

也許是小花 19 歲的年華裡，最幸福的一幕。

色長髮，髮尾閃著微微的金色，像是一縷將逝
的青春。小花的爸爸是一名街友，很少在家中
出現，媽媽則在她出生幾個月的時候離開了，

小花的姑姑回憶起小花媽媽不告而別的那天，
只聽到小花在房間聲嘶力竭地哭喊，彷彿知道
媽媽不會再回來了，想用她小小的喉嚨吼叫出
最後一次的挽回，這是小花這輩子所面對的第
一場分離。

小花從 18 歲的時候開始接受勵馨基金會

的服務，過程中經歷了兩次懷孕。第一次，因
為孩子檢查出畸形的情況，選擇了提早進行人

姑則還有自己的孩子需要撫養，對於這個意外
到來的生命，家人無力承擔。

出養，也是母愛的一種樣貌
最終，在與我們和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社

工討論下，小花與家人決定將孩子出養。等待

出養契約簽訂的這段期間，我們仍時常前往訪
視，小花總會盤起長髮、笑彎著眼和我們分享

孩子這幾天的調皮可愛，說著孩子又因為肚子
餓而吵醒了祖母幾次，也說著在這個過程中一
點也感覺不到辛苦。

「也許和這個孩子相處的緣分只有幾個禮

拜，但我已經是他一輩子的媽媽。」儘管最後，

孩子則因為黃疸的緣故，在醫院的保溫箱多待

方式為孩子盡了最大的愛與祝福。

了一天，要將孩子接出院的時候，男友說他做
不到，然後就失聯了，無論小花如何用力傳送

訊息、撥打電話，都是一片無人回應，一瞬間，

在忍耐疼痛中期待幸福

出、彷彿要洩滿整片地板，小花的祖父母平時

生產後第三天，年邁的祖父母因為必須到市場
工作而無法前來，小花在我們的陪伴下出院，

19 歲的小花（化名），留著一頭及腰的黑

於養育的抉擇

裡沒有其他人在，男友的電話打了幾次沒有人

般的孕婦可能會在更早的時候就到醫院預備。

小媽媽圖像──百合的祝福

猶記得最初要和小花討論

小花的三人世界崩塌了，只留下自己與嗷嗷待
哺的嚎啕。

孩子沒能在她的身邊長大，但小花也已用她的
對我而言，「母愛」有好多種樣子，有一

些也許像康乃馨那般鮮豔熱烈，有一些像是馬
蹄蓮那般嫻靜而溫柔，而總是流淚的小花，則

好像帶著濕潤雌蕊的百合，總是獨立堅毅而散

發祝福的香氣。我想，對於小花而言，在她決
定承擔起分離的苦痛、為孩子做出艱難決定的
那個當下，她便已是一名足夠勇敢的母親。

工引流。第二次的懷孕，小花則在男友口頭表
示「會負起責任」的承諾下，選擇將孩子生下
來。在第二胎的懷孕過程中，每當我們和小花

討論到對於生產後的預備時，她總是帶著靦腆
的微笑說：「男友說他會想辦法的，我相信
他。」儘管 30 多歲的男友，所經營的娛樂機

勵馨基金會台中分所──青少女懷孕服務方案
勵馨投注在青少女懷孕的服務已屆滿二十年，當時，台灣每年約有一萬三千名未滿 20

台工作收入十分不穩定，對於小花的產檢也總

歲的少女生下寶寶，隨著避孕知識與性別教育的普及，青少女生育率已緩步下降至 4‰。然

的幸福世界可以到來。

人的道德瑕疵抑或是認定未成年人無力承擔親職，整體社會結構仍對我們所服務的青少年存

是缺席，但她始終期待著在孩子出生後，三人

而，二十年間我國社會對於青少女懷孕當事人仍存在污名的標籤，無論是將懷孕事件視為個
在偏見與誤解。因此勵馨台中分所的社工記錄了小媽媽的另一面，期待能讓打破這些偏見與
誤解，讓大眾對青少女懷孕當事人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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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馨語

撰文／陳惠欣．花蓮分事務所
行動向日葵小屋社工師

不能說出口的生氣

整理／李格全．花蓮分事務所
企劃專員

行動向日葵小屋主動出擊 進入偏鄉校園

編輯／趙守予

勵馨基金會花蓮分所行動向日葵小屋啟動

四個月後，社工第一次見到加加（化名），在
他小學三年級下學期放暑假前一週。孩子說喜
歡畫畫，為自己畫了一張面帶微笑的自畫像。

被束縛住的嘴 不知如何表達感覺
第二次見到加加，是在他暑假後升上四年

級的時候，孩子的臉上不再有笑容。每一次的
見面，總在加加充滿憤怒的情緒中度過。無論

經過社工一年多的引導與陪伴，加加慢慢

體會到，在社工面前可以表達真正的感覺、想

法，不會被看輕、責罵，開始相信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人不帶批評的眼光、真心

懷他，也逐

漸學習到，情緒是可以用不傷害彼此的方式表
達出來。

家庭當中，夫妻之間發生暴力，雖然孩子

社工預備什麼類型的遊戲媒材，都是以戰爭、

沒有遭到肢體上的傷害，但在目睹這段過程

的

壓力，他們不知道能找誰訴說、找誰抒發情緒。

攻擊、殲滅的遊戲型態與社工互動。面對社工
心及引導，加加都是以「不知道」、「不

想說」作為回應。老師說，加加在學校情緒不
花蓮「行動向日葵小屋」去到偏鄉學校，為孩子們講故事。

「行動向日葵小屋」引導孩子走向未來

平穩的狀況愈來愈明顯了，會在課堂中突然很
激動的說話、和同學遊戲時也常常突然很生氣
推打同學。

社工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陪伴，讓孩子透過

遊戲抒發情緒，社工觀察加加心裡有許多生

氣、憤怒的感覺，但他卻不確定能不能說出來，

中，心靈上也會產生巨大的傷害，因之而來的
花蓮分所「行動向日葵小屋」，以彈性靈活的
行動車，化被動為主動，帶著社工的專業服務

與遊戲媒材，駛進偏鄉的部落、社區與學校，
不讓花蓮因為地形南北距離狹長、部落或村莊
較偏遠，難以將服務送達需要的人手中，協助

與陪伴遭遇創傷的孩子，不讓家庭的暴力環境
影響他們飛翔。

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出口。終於在一次的互動

中，加加說：「媽媽規定我和妹妹不可以把家
裡的事情說出去！」，社工表達理解他的為難
之處，也持續傳遞對他的

懷及尊重。

「我其實很喜歡沒有生氣的爸爸」
有一次，加加一連串說出心中的許多疑問：

支持花蓮分所
缺你不可

「為什麼爸爸一喝酒就變得很可怕？為什麼我
們要忍受爸爸對我們做的事？為什麼媽媽一直
要我們忍耐？」；接著又說：「爸爸沒有喝酒

的時候對我們很好、我喜歡爸爸帶我們全家人
出去玩的感覺、我其實很喜歡沒有生氣時候的

爸爸。」這些是孩子內心長久以來的矛盾、掙
扎、疑惑、徬徨。在加加的心中，這些想法都

是不可說出口的秘密，或者不知道可以找誰
說？說了之後會不會再被責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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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馨語

撰文／林惠萍．高雄分事務所企劃專員
編輯／趙守予

有了安穩住所
才有能量面對未來

做公益之餘，也有機會認識乙豆購物。

（化名），住進婦幼庇護家園，看著窗外傾盆
的雨勢，小芳心裡卻有了一份安定。

「2020 愛馨公益季」
屏東勵馨邀請愛馨店家一起做公益

為了要安置因脫離暴力環境而無家可歸的

婦女，勵馨基金會高雄分所趕在梅雨季到來前

勵馨基金會屏東分所預計於 9-10 月舉辦

整理了婦幼家園，為她們找到一個遮風蔽雨的

「2020 愛馨公益季：守護家暴目睹兒做伙來」。

地方可以安住。

活動期間至公益合作店家消費，店家就捐出

這段時間社工師自己打包垃圾、找師傅維

10％支持屏東分所家暴目睹兒童及少年服務計

修房舍、到最後的打掃，婦女自立家園慢慢地

畫。今年因疫情影響，迫使許多參與多年的店

蛻變，期待著婦女們帶著孩子在這裡為自己全

家婉拒參與，屏東分所期待更多對愛馨公益季

新獨立的生活邁出腳步。後續社工師也會定時

有興趣的店家，可以主動聯絡一同參與。

與婦女舉行家園會議，針對不同的需要安排就
支持勵馨
勇敢做自己

因經費短缺需要籌措資源，曾擔心疫情的影響限縮了捐款人的捐款意願，但感謝在防疫

期間繼續支持的愛馨人與愛馨企業，協助勵馨打造婦女的自立家園。

特別感謝：
和洲建設公司為庇護家園增添油漆、床墊、被單、枕頭、電鍋、電扇；草本肌曜公司捐

贈一批防疫及沐浴清潔產品，並提撥了營利所得做為婦女多陪一里路的方案使用；家樂福南
區號召店內消費者響應公益，在母親節時捐贈蛋糕；華聯國際生技有限公司捐贈額溫槍及滅

勵馨會訊

捐款做公益
輕鬆就上手

防護抗菌噴霧液」100ml。讓勵馨服務的個案

基金會做為未來捐款贈物使用，讓更多愛馨人

降下了超大豪雨之時，剛剛逃離暴力的小芳

16

捐助勵馨基金會台北分所 460 瓶「乙豆全方位

同時乙豆購物也願意將愛心捐助的產品供勵馨

的那個人，在五月下旬過境高雄的兩道鋒面，

菌消毒液。

感謝乙豆購物於疫情期間照顧弱勢，愛心

們有更多防護，在日常生活中能免去染疫之憂；

最親密的家人，有時候卻是傷害自己最深

一里路。

防疫期間不忘愛馨

攜手防疫做公益
乙豆購物愛心捐助次氯酸水

「總算，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讓我和孩子住下來了。」

業、法律諮詢或心理諮商等服務，多陪她們走

近期活動

支持屏東勵馨
守護家暴目睹兒

花蓮《五你ㄟ陪伴，我才有靠山》
守護婦幼愛馨市集
勵馨基金會花蓮分所與遠東百貨於母親節

檔期，聯合舉辦市集活動「五你ㄟ陪伴，我才

有靠山」，並協助花蓮分所募集嬰幼兒日用品、
連結花蓮在地社團：青商會、東華大學 EMBA
讀書社等，捐助物資及善款。此次邀請在地近
二十間攤販餐車，與我們公益合作，將 10%

的營收捐款給花蓮分所。活動中設置了愛馨扭

蛋機，獎品由威秀影城、福容大飯店、麥當勞
與花蓮翰品酒店等廠商熱情贊助。

捐款幫助花蓮
缺你不可

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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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責信

女孩勇闖國境之南 2020 勵馨高雄
暑假 Power Camp 魔法少女電力營

間接服務

勵馨基金會今年暑假延續培力女孩計劃，

社區服務

邀請女孩以「流浪」的方式勇闖國境之南五天

諮商輔導

四夜，走入自然環境、拜訪部落與挑戰自我，
透過體驗活動思考自己與環境的
通與團隊合作。

劃撥單

係，學習溝

間接服務

近期活動

少年服務

日期：8 月 3 日至 7 日（費用：新台幣 2,500 元）

今年母親節，愛馨企業台灣帝亞吉歐第三

注女性培力。從台灣

帝亞吉歐經驗出發，與勵馨共同呼籲，期盼從

性別與心理的角度切入，將過去合作的性別相
課程資料重新整理提供同仁，深化性別平等

知識。台灣帝亞吉歐資深公共事務協理許鴻鵬
表示，女性是社會安定的力量，今年再度與勵
馨合作，讓不同性別在職場互動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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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會訊

17,416,013 12.24%

NT$ （50,295,022）

4,245,378 2.98%

124,871,529 87.76%

NT$

NT$
（總計）

透支

47,352,179 33.28%

5,511,219 3.87%

NT$

NT$

比例（％）

35,409,994 24.89%

NT$

NT$

年度募款目標 NT$635,400,000
離年度募款目標尚欠金額 NT$543,407,480
收入 NT$91,992,520
支出 NT$142,287,542

勵馨基金會與台灣帝亞吉歐
關注職業婦女培力

2020 年度 1 至 4 月收支報告

直接服務

工培訓行列。

間接服務

童熟人性侵教材，並號召會員加入社區安全志

新台幣／元
勵馨基金會財務處

防教育的決心，籌募善款支持勵馨發展預防兒

單位
資料提供

品等生活必需品。此外，Curves 認同勵馨做預

諮商輔導

為弱勢婦幼募集了衛生紙、食品、身體清潔用

社區服務

益月，號召全國 145 家會員運動的同時做公益，

婦女服務

辦「2020 第 11 屆女人幫女人─傳愛偏鄉」公

少年服務

運動，連續 11 年與勵馨攜手傳愛，在 4 月舉

32,352,759 22.74%

愛馨企業 Curves 可爾姿女性 30 分鐘環狀

金額

可爾姿號召會員傳愛 11 年

服務項目

對象：今年升國二至升大一的青少女 ( 共 24 名 )

年與勵馨基金會合作，

安置

地點：屏東縣滿州鄉、恆春鎮

安置（北中南東共 13 家中途之家） NT$

主辨單位：勵馨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直接服務

婦女服務

公益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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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總會

「助印兒童保護新觀點手冊，缺你不可」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109060102】
收據抬頭

※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二款之規定，本人
生日

年

⃞同意

月

⃞不同意
日

以真實姓名公開徵信
傳真

收據抬頭及徵信名稱可以分別設定，匿名徵信可自行命名或勵馨以「愛馨人」名稱為您徵信，若您未做任何勾選，本會將以您的收據抬頭公開徵信。

徵信名稱
電話

勾選「不同意」您可自行命名，或本會以「愛馨人」名稱為您徵信。
⃞匿名徵信
（請您命名） ⃞我要以「愛馨人」名稱徵信
宅

地址

電子信箱

捐 ⃞E化
款
收
據
⃞紙本

捐款金額

信用卡捐款

公

⃞⃞⃞ ‒ ⃞⃞

請
勾
選

⃞年度寄送 ⃞按次寄送
⃞不寄 ( 營利事業與機 團體之捐贈，請於 2 月底前將免扣繳憑單寄至本會 )

⃞ 10,000 元 ⃞ 5,000 元 ⃞ 2,000 元 ⃞ 200 元 ⃞其他：單次捐款
每月捐款 ⃞ 1,000 元 ⃞ 500 元 ⃞ 200 元 ⃞其他
元

元

信用卡卡號 ⃞⃞⃞⃞ ‒ ⃞⃞⃞⃞ ‒ ⃞⃞⃞⃞ ‒ ⃞⃞⃞⃞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名
（同信用卡背面簽名）
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發卡銀行
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聯合信用卡

贈品地址
郵局
定期捐款
郵政劃撥
其他
相關資料

⃞ 兒童保護新觀點手冊 ⃞ 兒童保護新觀點手冊 ⃞兒童保護新觀點手冊 ⃞兒童保護新觀點手冊 ⃞
1 本 + 助印 1 本
10 本 + 助印 10 本
30 本 + 助印 30 本
60 本 + 助印 60 本 + 謝
感謝狀一張
謝
+1
+10
+30
+60
我
不
需
要

♥單次捐款 200 元，贈送
【兒童保護新觀點手冊】
1 本，再資助勵馨加印
1 本。

♥單次捐款 2,000 元或以
上，或定期捐款 200 元
持續達一年 ( 含 ) 以上，
贈送【兒童保護新觀點
手冊】10 本，再資助
勵馨加印 10 本。

♥單次捐款 5,000 元或以
上，或定期捐款 500 元
持續達一年 ( 含 ) 以上，
贈送【兒童保護新觀點
手冊】30 本，再資助
勵馨加印 30 本。

♥單次捐款 10,000 元或以
上，或定期捐款 1,000 元
持續達一年 ( 含 ) 以上，
贈送【兒童保護新觀點
手冊】60 本，再資助
勵馨加印 60 本。

※ 贈品將於扣款成功後，次月月底寄出。若感謝狀抬頭與收據抬頭不同，請備註感謝狀抬頭

⃞同收據寄送地址

⃞另寄至：⃞⃞⃞ ‒ ⃞⃞

請另填二聯式授權書。因應郵局扣款核章作業流程系統全面更新，使用郵局存摺每定期扣款；請下載二聯
式授權書（勵馨官網首頁→我要捐款→捐款方式）填寫正本寄回本會。
戶名 勵馨基金會

帳號 1217497-8（通訊欄請註明「助印兒童保護新觀點手冊」方案）

⃞願意提供櫃檯放置【愛馨零錢箱】，請和我聯絡。我知道勵馨基金會，訊息是來自：⃞親友介紹 ⃞勵馨活動 ⃞勵馨網站 ⃞勵馨電子報
⃞勵馨出版品（含會訊、年報）⃞媒體報導（⃞報紙 ⃞雜誌 ⃞網路⃞廣播 ⃞電視）⃞其他

填妥表格後，請傳真至（02）2918-8377 或 郵寄至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捐款專線（02）8911-5561

勵馨基金會向您蒐集之上開資料，您同意本會於服務地區內，提供合於章程之目的、公益勸募條例需要之客戶管理、募款等相
您可依個資法第 3 條主張查詢、刪除等所有權利。凡捐助本會均享有免費雜誌、電子報、活動訊息通知以及客製化服務，
您亦可以電話、電子郵件或掃描右側 LINE@ QR 碼向本會取消或恢復此服務。 109 年 5 月版
衛部救字第 1081370172 號

苗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7‒260‒035
劃撥帳號 1987‒3533

台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6‒358‒2995
劃撥帳號 5021‒9132

林口服務中心
關懷專線 02‒2608‒1485

彰化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836‒7585
劃撥帳號 5028‒6231

屏東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8‒733‒0955
劃撥帳號 5021‒9095

桃園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422‒6558
劃撥帳號 5021‒9117

若您已申請 E 化報稅無需重複申請紙本收據，若有特別需求請單選。

※ 異動資料、調整金額，敬請來電告知。於信用卡有效期限內，每月 10 號將固定扣款，遇假日順延。

捐
款
感
謝
禮

台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2‒2362‒6995
劃撥帳號 1976‒7793

宜蘭服務中心
關懷專線 03‒9315‒995
劃撥帳號 5041299‒9

⃞同持卡人或開戶者身分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 □□□□□□□□□□（首次申請必填）
⃞收據抬頭另開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服務，

地址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網址 www.goh.org.tw

各區連絡資訊

新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2‒2983‒4995
劃撥帳號 5021‒9104

手機

凡提供身分證字號者，勵馨將主動為您加入 e 化報稅方便您申報作業
（若您無須此服務，請勾選取消 □我不需要 E 化報稅）

⃞單次捐款
⃞定期捐款

關懷專線 02‒8911‒8595
劃撥帳號 1217497‒8
服務信箱 master@goh.org.tw

新竹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668‒8485
劃撥帳號 5034‒8758

台中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2223‒9595
劃撥帳號 1976‒7802

南投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9‒224‒4995
劃撥帳號 5021‒9120
雲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5‒537‒0545
劃撥帳號 5041‒3019

高雄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7‒223‒7995
劃撥帳號 1976‒7831

花蓮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8‒228895
劃撥帳號 1988‒5491
台東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89‒225449
劃撥帳號 1980‒8917

新觀點

性侵害防治

翻轉傳統自我保護觀念
您的支持 守護孩子遠離性侵威脅

更多資訊請上勵馨官網 www.goh.org.tw

兒少

勵馨愛心碼 9118595

據衛福部統計，2018 年兒少性侵逾 5,200

件，加害者與受害者為相識

係超過九成。

極高的熟人性侵害，讓勵馨基金會反思傳

統的兒童自我保護觀念真的有用嗎 ? 然而過度
強調自我保護，一旦孩子受害，反而會落入自
我苛責的困境中。勵馨出版《兒少性侵防治新
觀點》，藉由情境插畫帶領大人和孩子，從日

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行為互動，建立孩子的主
體性與尊重的環境。

★本書分為「大人篇」、「小孩篇」與「資源
分享篇」，從大人與孩子的視角，談談孩子
成長過程中重要的事。

捐款專線｜ 02‒89115561

Fax ｜ 02‒89115695

23103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勵馨官網捐款

LinePay 捐款

2020. Jun.

Tel ｜ 02‒89118595

勵馨會訊 151

本專案扣除手冊印刷、郵資費用，其餘款項將作為防治熟人性侵害社區宣導及蒲公英飛揚計畫－心理諮商服務之經費，讓
更多需要幫助的孩子與其家庭能獲得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