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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篇 

陳美華、鄧佳蕙 

 

一、前言 

確保所有人民之基本人身安全是當代國家最基本的職責之一，也是人生而為人最根

本的權利。然而，在黑金政治氾濫、政黨政治淪為男性／派系利益分贓的台灣，婦女在

公／私領域的人身安全始終被視為貓狗小事，而未能被視為重要的政治議程。 

回顧一九九五年以來婦女人身安全保障的發展，彭婉如及白曉燕命案無疑是促成政

府正視性侵害，以及婦女在公共空間安全的開始，並直接催生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去

氧核醣核酸強制採樣條例，以及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秘密罪章的修正。然而，在

人力、經費極度不足的情形下，法律制度所提供的保障，究竟能帶來多大的變革尚有待

觀察。除了法律制度上的進展之外，公共空間設計上的性別歧視、夜間運輸系統的缺乏，

以及針孔攝影機橫行等等，都是潛在危害婦女人身安全的重要關鍵。 

其次，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通過也宣示了「法不入家門」的舊時代之終結，受暴婦女

得以聲請保護令，隔絕丈夫的暴力虐待。但自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家庭暴力防治法

施行以來，仍普遍出現警政、醫政單位等專業人力缺乏，各縣市政府經費、人力編置不

足，未依法設立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同時司法體系對於家庭暴力的認定至今仍有疏異。 

本文將回顧過去五年來，婦女在國家公權力介入不足致基本人身安全不保的處境，

並討論近年來婦女人身安全法案的進展，以及相關機制運作的狀況，希望作為將來政府

施政的參考。 

 

二、對女人的暴力行為 

  在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極力奔走下，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終於在

九○年代成為聯合國保障女性權益的重要課題之一。一九九三年六月維也納宣言首次強

調應努力消除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對婦女所施加的暴力。一九九三年底聯合國大會更進一

步通過了「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並將「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界定為「對婦女

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或性方面的傷害或痛苦的任何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包括威脅

進行這類行為、強迫或任意剝奪自由，而不論其發生在公共生活中還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第二條則指這些暴力行為包括 1)發生在家庭內的毆打、對女童的性凌虐、配偶強

姦、非配偶的暴力行為2)社會上常見的強暴、性虐待、職場及教育機構中的性騷擾、販

賣婦女和強迫賣淫 3) 無論發生在什麼場所，由國家所做或縱容其發生的身心和性方面

的暴力行為（王如玄編，1999:600）。一九九五年聯合國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大會通過

的北京宣言及行動綱領也一再重申上述原則。本文將針對性侵害問題以及私領域中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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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暴力問題進行討論，關於職場及教育機構性騷擾部份則留待於工作權及教育權部

份作更詳細的分析。 

（一）性侵害 

強暴，一直是女人聞之色變的社會控制。西方女性主義者將強暴視為是男性製造恐

懼，女人受制於這種恐懼情境的權力控制，並稱之為性的恐佈統治(Sheffield, 

1987:171-172)。劉毓秀更指出，強暴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不僅讓女性受制於外在的強暴

犯，更讓多數女性在安全的考量下，接受父／夫／兄／男友的保護與規訓，成為丈夫／

男友的性禁臠（劉毓秀，1991:261-266）。強暴得以成為一種有效的性別控制，固然和文

化上深層的處女情結有關，國家機器坐視不管的放任姿態則是助長強暴統治的重要關

鍵。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被砍殺三十五刀的屍體在高雄

被發現之後，台灣女人的安全問題才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一九九七年四月白曉燕命

案，促使中產階級扶老攜幼的走向街頭。白案三嫌陳進興、高天民、林春生四處逃竄、

強暴婦女，更使得台灣女性陷入極度恐慌的狀態。事實上，彭婉如之前早有數不清的女

性慘遭姦殺，陳進興也不是台灣第一個惡性重大的強暴慣犯，但是，婦女人身安全這個

古老的議題，卻一直要到世紀末才為執政者所正視。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十年間，全台灣強暴案件

從605件增加為1701件，成長幅度高達181%。即使成長幅度驚人，但全台灣年僅二千

件的強姦案，似乎與一般人動不動即耳聞某某人被強暴的市井傳言有極大的出入。事實

上，依據羅燦煐的推估，官方的統計其實只佔實際發生案件的十分之一。同時，一九九

四年起，向警政機關報案的件數也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但整體而言，十年間強暴案件於

事發當年即為警察機關所破獲的比例卻從一九八九年的 84.6%，逐漸減少為一九九七年

的 63.6% (見表一)。若以強暴案件發生的時間來看，婦女於晚上七點到十二點遭強暴

的比例最高（共479件，佔45%），強暴發生的場所則以住宅佔最多（694件，佔65%），

其次則是旅社飯店等特定營業場所（見表二）。被害人年齡則以12-18歲的女性居最多

數，若以其職業別來看，女學生高居第一位，其次則為家庭主婦。 

表一 歷年強（輪）姦案件統計            單位：件數 

年別 1988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當年發生

件數  

605 739 766 662 872 862 1139 1361 1477 1701 

破獲當年

件數   

512 595 605 524 716 709 812 938 940 - 

當年案件

破獲率％ 

84.6 80.5 79 79.5 82.1 82.3 71.3 68.9 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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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案件數均包含輪姦案件。 

資料來源：台灣刑案統計，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表二 1997年強（輪）姦案件發生場所分析表    單位：件／％ 

場所別 住宅 特定營業

場  所 

郊區及 

特殊場所

市街商店 交通場所 文  教 

衛生機構 

其  他

件數 694 112 79 67 28 12 74 

比例 65.1 10.5 7.4 6.3 2.6 1.1 6.9 

 

1、強暴迷思 

依據羅燦煐的研究，社會大眾普遍存在著強暴是為了滿足性慾衝動、強暴多為陌生

人所為、強暴都是因為女人穿著暴露、正常的男人不會強暴，只有變態男人才強暴女

人．．．等等強暴迷思(1995)。事實上，當時媒體及輿論討論彭婉如案的過程就毫無保

留地暴露出主流社會的強暴迷思。 

（1）衣著鮮豔引起犯意？ 

「彭婉如衣著鮮豔、略帶酒意」、「彭婉如是女性主義者，個性好強」、「捨生力

保清白，婉如未遭強暴」是當時各大報對彭案的評論與臆測，而辦案的警官更大膽假設，

「彭婉如極力反抗，司機性慾無法宣洩而抓狂」．．．。表面上，這些說法是針對彭案

而發，但事實上，這些言論卻是典型強暴迷思的複製──它不斷地在訓誡女人，所有的

強暴案都起自於受害女性的衣著、個性、言談舉止，甚至不斷地複製女人必須極力抵抗

以保“清白”的貞操崇拜，而強暴加害人充其量只是一時性起，“性慾無法宣洩”而

已。上述強暴迷思要說的其實只有一句話，那就是，女人被強暴一定有個可以被歸責的

好理由（例如，她穿著冶豔、行為舉止像辣妹、半夜還在酒吧逗留．．．）！接下來的

邏輯是，如果女人膽敢逾越社會對女性衣著、言行舉止的規範，那麼她被強暴充其量也

只是咎由自取的結果。然而，上述警政署的統計資料卻在某種程度上戳破了主流社會對

強暴事件的臆測與想像。資料顯示，身著制服的女學生及家庭主婦反而是遭強暴的高危

險群──與受害者的衣著，無關！ 

（2）強暴犯都是陌生人？ 

其次，強暴案件發生在住宅、旅社飯店等特定營業場所，某種程度也突顯出熟識強

暴或約會強暴的嚴重性。馬階醫院急診室從一九九六年五月至一九九八年八月接獲的

117個性侵害個案中，48.7%的性侵害案件就是認識的人所為，其中，10.3%是受害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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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識的家人或親友所為
1
。近年來，報紙社會版新聞隨處可見父親性侵害幼女長達數

年、仿效色情錄影帶，兄長強暴妺妹的家庭內性侵害事件。然而，這類父對女、叔伯兄

長對家族內女性晚輩的性侵害案件，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除了存在性別權力上的不對等

關係之外，還存有一層父／兄對女兒／妹妹的家父長式權威。實務上，常見的是，父兄

叔伯經常以這層親屬關係或同住之便趁機性侵害，並以避免破壞家庭和諧為由，脅迫當

事人不得告訴他人。尤有甚者，為免“家醜不可外揚”，家庭內其他成員甚至聯合起來

協助加害人掩蓋事實真相。 

（3）女人都是愛呷假細意？ 

約會強暴盛行，但卻經常被（加害者）解釋成是雙方的合意性行為，或者雙方認知

不同，但所謂“認知不同”卻滿是性別刻板印象的痕跡，異性戀父權文化的產物。在異

性戀父權社會下，女人一直被編派為一個被動的性客體，而非情慾的主體。因而，爽快

答應男人性邀約的豪爽女人常被譏為蕩婦，而配合男性節奏、“半推半就”的女人則被

視為理想的好女人。這種不將女性視為性主體的父權性文化，座落在兩性互動所呈現的

場景是：女人面對性邀約，都是“欲拒還迎”“愛呷假細意”； 而鑲嵌在父權律法中

所呈現的意義則是，女人說不，還不夠！ 

刑法妨害風化罪章未修正為妨害性自主罪章以前，刑法對強姦的定義「對婦女以強

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不僅赤裸裸的反映了男主動

／女被動的情慾文化，甚至公開地宣示兩性之間的性行為是允許暴力存在的，只要男人

使用暴力的程度不要逾越婦女“至使不能抗拒”的程度。諷刺的是，這個嚴苛的強姦構

成要件中，恰恰反映出在一個強調“男主動／女被動”、“男剛強／女柔弱”、“男征

服／女被征服”的父權性文化下，性和強暴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以致於出現父權本身根

本無力區辨合意性交與強制性交的窘境。為了解決父權自己製造的難題，最後竟將責任

全推到女人身上，課予女人必須積極抗暴的法律義務，而這背後的（父權強暴）邏輯是：

異性戀性愛本是一幕幕欲拒還迎、抗拒與征服的過程。甚而，女人任何的抗拒行為幾乎

都可以被主流社會解讀為是調情、前戲的一部份，甚至被視為是對加害人提出更進一步

的性邀約。因而，只有抗暴到以死明志的程度，才能說服他人，妳真的不要！姑不論，

課予女人抗暴義務是否將把受害婦女推上險境，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惡法已經徹底

地剝奪了女人的身體自主權及應被保護的個人法益。 

（4）強暴都是出於性衝動？ 

將強暴化約為純粹性衝動的說法也站不住腳，事實上，女性主義學者即不斷地強

調，強暴不只關乎對她／他人性的掠奪，更關乎加害者強烈的權力控制慾（羅燦煐，

1995:285）。同時，強暴的原因也不像一般說的那麼單一，而是混雜著種族、階級、性

別、性傾向甚至宗教等各種不同的因素。換句話說，白人強暴黑人女性、雇主強暴菲傭，

                                                 
1 見自由時報，1999.8.28，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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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異性戀男人對女同性戀者的強暴等，都有不同的社會意涵存在，而非單一的“生物

性衝動”可以解釋的（何春蕤，1999）。倘若強暴被化約為性衝動所引起的性暴力，那

麼合理的懷疑是，強暴案何以如此一致的發生在晚上？難不成強暴加害人只有在夜間才

有性衝動？事實上，正因為社會普遍將強暴化約為特定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個人問題（前

者的性衝動、後者的性吸引力等等），所以結構性的公共安全問題長期被忽視。換句話

說，如果不是夜間照明不足，普遍欠缺夜間公共運輸網絡，暗夜也不會成為女人恐懼的

來源？如果不是舊刑法將強姦罪列為告訴乃論之罪，加害者又如何可以逍遙法外？因

此，與其說強暴是性衝動的產物，不如說是漠視女性人身安全的法律、社會及政治結構

助長男性強暴。 

（5）佛門清靜沒有性騷擾？ 

假藉宗教名義，利用傳道或講授佛學的機會長期性騷擾女性徒眾者的現象也相繼出

現。事實上，報紙社會版就經常可以看到，××神壇（男性）主持人對女信徒詐財斂色的

社會新聞，但一般人總也沒有認真看待這些利用種種神秘的宗教色彩性騷擾甚或強暴女

性的非法現象，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唐台生牧師利用傳教機會對女性徒眾集體性輔導，以

及一九九九年妙文指控護國禪寺住持如虛法師、真華法師性侵害以來，宗教性騷擾／性

侵害事件才有比較多的討論。然而，宗教性騷擾／性侵害的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除了

存有性別權力上的不對等關係外，也有師徒、上下臣屬的權力關係，同時加害者也具有

片面詮釋佛學、聖經的權力。在這種單向封閉的權力網絡下，加害者以宗教語言包裝自

己的性要求，女性徒眾聽從的可能性之高，不難想像。和其他性侵害相同的是，一旦事

件被揭露，除非集體受害，否則在“佛門清譽”的光環下，出面指控之一方通常必須獨

自面對來自同門的嚴厲指責與韃伐。 

2、危險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安全與否是女性能否自由、安全地進出公領域的重要指標。一九九七年台

大城鄉所針對女性使用公共空間安全的經驗，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女性朋友

認為最不安全的地點，以暗巷排名最高，接著是公廁、公園、空曠郊區、地下道、電梯、

公車上、計程車、娛樂場所及地下室停車場等十大危險地點。其中，約四成的女性表示，

必須有人陪伴才敢夜晚出門（台大城鄉所，1997:76）。此一調查明顯反映出一般婦女在

公共空間中的不安全感，事實上，一旦我們仔細檢視過去幾年來的重大性侵害案件，將

不難發現危險公共空間實為助長性侵害案件的最大幫凶，而彭婉如、張富貞以及眾多在

公廁、賓館遭針孔偷窺的女性則是典型的受害者。 

彭婉如命案不僅讓多數婦女再次蒙上不敢獨自搭乘計程車的恐慌心理，也曝露出長

期來國內計程車管理不當的問題。早在一九八八年計程車司機張正義陸續姦殺六名女乘

客後，「計程車之狼」幾乎令婦女聞之色變，但執政當局卻始終沒有認真面對歹徒利用

公共運輸工具對女性進行性侵害的問題。事實上，在彭婉如命案發生時，當時的警政署

長姚高橋即指出，（當時）全國領有計程車營業登記證的司機共有十二萬五千四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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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有刑事前科者就高達46,871人（佔37.4%），究其原因，則與當時「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計程車登記證的取得較為寬鬆有關，也因此，促成了

日後該項法律的修正。然而，修法禁止有刑事前科者領取計程車營業執照，畢竟只具消

極防止之功能
2
。長久之道，仍應從如何建立一個安全、普遍的大眾運輸網絡著手：例如，

設立夜間公車、延長捷運行駛時間、建立安全叫車網絡、標示僻靜巷道，增設夜間照明

等等都是政府應積極提供之基礎建設。 

計程車之狼防不勝防，但一向戒備森嚴的博愛特區，卻在一九九九年爆發景美女中

學生張富貞為了完成軍訓課報告，於端午節連假期間到軍史館查閱資料，卻遭館內士兵

郭慶和姦殺的駭人事件。張富貞命案一方面突顯國軍軍紀散漫，另一方面，更反映出國

內部份承擔教育、文化功能的公共空間設計不良的問題。以軍史館為例，該館雖然開放

民眾參觀，但除了駐館士兵之外，卻沒有設置警鈴等緊急求助系統，全館為封閉式建築，

只有一個出入口。入館民眾安危全繫於駐館士兵身上，一旦士兵失之散漫，民眾只能自

求多福。事實上，過去幾年來，軍中性侵害案件頻仍，有五歲女童於軍營中遭姦殺，也

有女軍官遭性騷擾，但國防部不僅沒有全面體檢軍方內部安全問題，也沒有提出一套有

效的性侵害防治方案。國防部甚至在張富貞命案發生時，宣稱此乃士兵個人行為，作為

推卸軍方長期漠視軍中性侵害防治教育的藉口。 

其次，近年來非法偷拍及針孔偷窺也嚴重侵害女性的隱私權。一九九八年現代婦女

基金會針對婦女人身安全問題發表一項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婦女朋友最擔憂的安

全問題中，非法偷拍竟高居第二位
3
。偷拍風愈演愈烈，不僅不肖偷拍、徵信業者與飯店、

賓館業者掛鉤，偷拍寄宿男女，再予以恐嚇勒索，甚至發生房東利用出租房屋的機會，

竟在浴室裝置隱藏式監視器，偷窺女性房客的不法事件
4
。 

危險公共空間反映出政府對婦女人身安全的漠視。當我們回顧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編

列時，就更能清楚的看出政府對婦女人身安全之輕忽。在彭婉如案發生前，國家政府總

預算中，每年僅點綴式的在內政部中編列少額婦女福利預算，一直到彭案發生，彭婉如

文教基金會要求政府編列警政預算，政府部門才小幅增加婦女預算。依據立委周慧瑛的

研究，一九九八年度婦女福利預算為6.7億，一九九九年下半到二○○○年度總預算中，

婦女預算編列 8.2億，僅佔總額的萬分之三點六。表面上，看似有所增加，但若折算回

去，反倒負成長7.1%（周慧瑛，1999）。無怪乎，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及家庭暴力防

治中心總是抱怨沒人，沒錢，無法落實防治工作。 

                                                 
2 此外，單單從加強管理計程車牌照的發放著手，也可能誤導社會大眾，讓計程車司機變成社會治安敗壞

的頭號敵人。事實上，彭婉如命案發生時，姚高橋一句“我女兒也不敢搭計程車”就讓計程車司機生意跌

落谷底，計程車司機給一般社會民眾的觀感也更差。 
3 詳見自立晚報，1998.3.8，頭版。 
4 詳見中國時報，1998.8.29，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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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上的變革 

彭案發生後，國內婦女團體宣佈將募款籌組「婉如基金會」，並要求行政院立即召

開全國婦女人身安全會議。當時國內婦女團體大規模串聯組成全國婦女連線，並於十二

月二十一日發起「1221女權火照夜路」的夜間大遊行，遊行隊伍則高喊「要權力不要暴

力」的口號，並要求召開全國婦女人身安全會議
5
。朝野三黨女性立委也一致呼籲立法院

應加速制訂保障婦女人身安全的法案，包括修改刑法妨害風化罪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三十七條，以及制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犯罪人

暨重大暴力犯罪去氧核醣核酸強制採樣條例」
6
。這些法案相繼在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

年間於立法院制訂通過，其中，對婦女權益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

暴力防治法以及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的制訂與修正。 

（1）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1994年立委潘維剛即提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但一直到彭案發生後，是項法

案才快速審議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目的主在強調性侵害犯罪防治以及性侵害受害

人權益之保障。(I)就防治機制而言，依法內政部應成立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各縣市政府

則應設立性侵害防治中心，以推廣性侵害防治教育，並規定各級中小學每學年至少應實

施四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其次，各縣市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應設立二十四

小時服務專線，提供二十四小時緊急救援，辦理被害人心理治療、提供緊急安置及法律

扶助，並給予加害人身心治療。(II)就被害人權益保障部份，該法明訂醫院及診所不得無

故拒診或拒絕開立驗傷單、各媒體也不得報導或記載受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被害

人身分的資訊，同時，法院審理性侵害案件時，受害人也可以由親屬或社工人員陪同到

庭陳述意見，而性侵害案件之被告或辯護人也不得詰問受害人的性史。此外，身心障礙

被害人或十六歲以下的性侵害受害人也可以在法庭外，或以雙向電視系統來進行審理。

(III)該法也課予各縣市主管機關應對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施以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 

然而，法律的制訂終究無法確保婦女權益保障無虞。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運作至今，

批評四起。首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實施一年後，在中央沒有撥付足夠經費預算的情形

下，竟發生部份縣市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竟然只有一張掛牌、一個人、一支電話的窘境。

                                                 
5 婦女團體原要求召開全國人身安全會議，但最後執政者僅同意於同該年十二月三十日召開的全國治安會

議，但會議形同一場大拜拜，再度引來婦女團體的強烈批判。婦女團體並提出「十大訴求」：要求行政院

應於三個月內責成各地方政府成立 24小時的「111婉如專線」及受害婦女保護中心，處理性侵害、婚姻暴

力、買賣人口的婦女人身安全相關業務；內政部應設立婦女局，地方政府應設置婦女科執掌促進婦女權益

業務；行政院應設置跨部會的常設性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等。 
6 當時包括國民黨潘維剛、黃昭順、沈智慧，民進黨葉菊蘭、翁金珠、王雪峰、范巽綠，新黨謝啟、朱惠

良等人共同前往內政部拜會當時內政部長林豐正，強調立院將儘速通過上述人身安全法案，並要求內政部

正視女性外出之安全保障。見 1996.12.5中國時報，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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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專業人力也是問題。依法各縣市政府應提供性侵害受害人身心治療，而加害人則

必須接受強制診療，但國內卻極度欠缺性侵害受害人及加害人心理治療專家。致使受害

人的身心治療無法落實，而加害人強制診療計劃也無法真正執行。第三，媒體對性侵害

受害人保護知識不足。依法媒體不得暴露受害者的姓名，或任何可資識別的資訊，但各

大報及各家電子媒體卻直接登出張富貞的照片，電子媒體在報導台中五歲女童小玉遭性

侵害的案件時，卻直接將鏡頭拉至受害者臉上，已明顯涉及違反行為。第四，依法各法

院、檢察署、警察機關應由專人處理性侵害案件，法院也應提供雙向電視詢問系統，但

截至目前為止，在法院硬體的改善部份，司法院僅只完成少數樣板法院的改造；軟體部

份，法院應有專人專庭審理部份更是短缺。第五，緊急庇護資源缺乏。以資源最豐沛的

台北市為例，截至一九九八年六月為止，台北市政府的安心家園提供緊急庇護，庇護期

限約一至二週，僅24床；提供長期庇護的溫馨家園，庇護期限半年，床位也僅只16床

（陳美華，1998:29）。除了這些重大的運作缺失之外，社政、醫政、檢察機關、警察機

關、法院等第一線工作者的服務品質與專業性也令人質疑。 

（2）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 

早在八○年代末期，台北律師公會婦女問題研究委員會、婦女救援基金會、現代婦

女基金會等婦女團體即開始研擬刑法妨風化罪章修正事宜，力倡強姦罪應從告訴乃論之

罪改為公訴罪，以免受害婦女因加害人之恐嚇，不敢挺身控告加害者。然而，社會上因

欠缺保障遭性侵害婦女免受二度傷害的制度及立法，因此，是否將強姦罪改為公訴一直

懸而未決。一直到彭案發生，因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已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公佈，保護性侵

害受害人免於二度傷害，因而在婦女團體的督促下，該項修正案才在一九九九年四月由

立法院三讀通過。 

一九九九年新修正通過的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主要內容則包括：(I)將強姦罪從規

範社會法益的妨害風化罪章抽出，改立為妨害性自主罪章，用以強調性侵害事件為侵害

當事人性自主權的不法行為，而非敗壞社會善良風俗的色情問題。(II)新法將強姦罪改稱

為強制性交罪，並強調每個人的性自主權，不再課予受害者奮力抗暴的法律義務，同時，

也將男性列為性侵害受暴客體。現行刑法將強制性交定義為「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

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換言之，不論男女，說不就是不！

凡是男對女、女對男、男對男、女對女的強制性交行為都構成強制性交罪。(III)性交的

樣態則包括，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之行為，或以身體其他部位或器物進

入他人性器、肛門的行為。(IV)最大的變革莫過於將妨害性自主罪（原強姦罪）改為公

訴罪，並將配偶間的強制性交行為一同列入規範。但為健全性侵害受害者之保護，普通

強制性交罪及普通強制猥褻罪設有二年緩衝期，直到二○○一年始改為公訴，夫妻間強

制性交，以及十四歲以下未滿十六歲者兩情相悅所發生之性行為，則仍維持告訴乃論。 

 

（二）私領域中的婚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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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羅瑞娜「閹夫案」、國內鄧如雯「殺夫案」，暴露了「家庭內」婦女人身安全

問題之迫在眉睫，也引發了國內婦女團體對婚姻暴力議題的關切，進而積極推動制訂「婚

姻暴力防治法」，以公權力來規範私領域中的婚姻暴力行為，保障婦女人身安全。經由

婦女團體的大聲疾呼與奔走，內政部於一九九四年委託婦女新知基金會研擬防治婦女婚

姻暴力之短、中及長程計畫。後由現代婦女基金會於一九九六年成立「家庭暴力法制定

委員會」，在參酌紐西蘭、澳洲、英國、關島及美國等各國有關防治家庭暴力之法規後，

撰擬出我國之「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並於一九九八年五月經立法院通過、六月公佈，

一九九九年六月正式全面施行。 

1、婚姻暴力的定義 

國內對於婚姻暴力之定義說法不一，且都是沿用、翻譯美國的定義，雖然遣辭用字

有所不同，意義卻大同小異（周月清，1995）。名稱也依受害者的身分而有不同的說法，

例如：若不特定指明受害者的身分，發生在家庭內的暴力事件均通稱為家庭暴力，若專

指夫妻間的暴力事件，則稱為婚姻暴力。而家暴案件中又以配偶間之婚姻暴力所佔比例

最高，且受暴者多為女性。根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統計，一九九九年六月家暴案件被害

者仍以女性居多，高達九成五，被害人和加害人的關係，以夫妻為主佔七成
7
。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或『精神上』

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成員」則包括：1、配偶或前配偶。2、現有或曾有事實上之

夫妻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3、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4、現為或

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因此，已經離婚之夫妻或同居者也包括在內。

本文係針對婚姻暴力部分作探討。 

2、婚姻暴力知多少 

一九九八年「台灣省婦女保護熱線」的調查統計指出已婚婦女 15﹪偶而遭受丈夫

施暴，經常遭受丈夫施暴或已到無法忍受地步者佔 2﹪（台灣省社會處，1998）。而婦

女新知民法諮詢熱線五年來，共三萬多個接案紀錄中，婚姻暴力問題總數為 4100件，

佔總問題數12.8﹪，僅次於離婚、子女監護權。依我國「家和萬事興」、「家醜不外揚」

之民風，受暴婦女非迫不得已、非常嚴重才會至警局報案或備案。一九九八年台灣省社

會處「台灣省婦女保護熱線的認知與運用調查報告」指出曾經被丈夫施暴過的婦女中，

有八成的婦女是自行解決，請警察調解者只佔7﹪，可見報案率之低
8
。又警局多半將婚

姻暴力案件與一般傷害罪等同視之，而不是將婚暴案件另外處理，因此對於婚暴之統計

數字並沒有確切數據，婚姻暴力犯罪黑數究竟是多少實不易推估。 

然而，家庭暴力防治法自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施行至二０００年一月這半年期

                                                 
7 詳見 1999.7.25台灣日報、自立晚報。 
8 此數據為打電話求助者的情形，還有多少人未求助，尚不可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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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根據統計，全國各地方法院共受理 5811件聲請保護令案件，已核准發出的保護令

只有3170張
9
，比例偏低

10
。 

在「家暴法」實施之前，受虐婦女在苦無出路之際，大都只能走上「殺夫」、「被

殺」、「自殺」或是「暗自飲泣」的路，其中最為震驚社會各界的例子莫過於鄧如雯殺

夫案，而計程車司機殺妻弒子案與蘭潭吳氏母子三人自焚案也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計程

車司機高光平因家庭問題與妻子發生口角，持菜刀砍殺妻小，造成五歲獨子喪命，妻子

重傷。受害妻子醒後才娓娓道出婚姻暴力陰影下的辛酸。一九九八年嘉義蘭潭吳氏母子

三人自焚案，其丈夫踢打妻子焦黑屍體的畫面震驚社會各界，據婦女救援基金會等團體

的了解，吳女的丈夫、小叔不但對吳女拳打腳踢，還限制她的行動自由，不准她上班，

不准她隨便出門與鄰居交談，沒有零用錢，與娘家的通話也被監聽，回娘家，先生與小

叔也「寸步不離」緊跟，吳女有苦難言，長時間的精神壓力與恐懼讓她選擇了絕路
11
。

國人譴責吳氏的「狠心」，以自焚方式結束二名稚子與自己的生命，卻忘了這其實是典

型婚姻暴力下的產物。吳氏攜子自焚不僅是對其夫長年施暴的深沉控訴，更突顯出國內

兒童保護資源網絡宣傳不足之問題。 

家庭暴力除了社會大眾常見的肢體暴力之外，看不見外傷的精神暴力、性暴力及技

巧性施暴也極為常見。在實務上，新知的民法諮詢專線發現精神暴力的類型有限制行動

自由、限制發展人際關係、惡毒的言語污辱、恐嚇威脅要傷害其家人、冷言冷語不將對

方當作人、要求夫妻不能同房等。性暴力的樣態則包含要求對方模仿A片動作、強迫對

方從事性行為。或是打頭、拉頭髮、不准對方睡覺等….技巧性施暴。這些類型的暴力行
為常讓受暴婦女難以收集證據，而不容易脫離受暴環境。 

3、婚姻暴力迷思 

由於我國普遍有「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觀念，對於別人之「家務

事」多半不聞不問，也認為不應該插手，總認為家庭是屬於私密性、私領域，外人無權

干涉。父權家庭下，妻子與孩子更被視為是丈夫的財產，因此他有權「管理」、「教育」

他的女人。且之所以教訓她，一定是她做錯了什麼事，或是她挑釁、回嘴，如：案發之

後，高光平…一味地編派妻子的不是，強調若不是受對方刺激譏諷，應不至於把累積的
怨憤全部爆發出來。這種說法看似合理，但卻是典型的責難受害者論調，把一切責任往

                                                 
9 資料來源：司法院網頁 http://www.judicial.gov.tw/juds/Sf-11.htm 
10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三日這一個月期間，各地家暴中心全國保護您專線接獲民眾尋求家

庭暴力諮詢協助案件即高達 6961件（民生報、聯合報，1999.8.4）。以台北市為例，與去年同期相比，家

暴事件以近三倍的速度增加，受害者有九成五為女性（自立晚報，1999.7.25）。然而，激增的家暴案件並

不表示，在家暴法實施之前沒有家庭暴力事件，相反地，只是受暴婦女苦無社會資源、相關法令規範不足

致使一直隱忍不發，於是家暴法一頒布施行，申訴案件便呈現瞬間迅速倍數成長。 
11 詳見中國時報、民生報，199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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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身上推，以合理化加害人的非法行為。要不就是將那加害者暴力行為發生的原因

歸諸於酗酒、吸毒、或精神不正常等個人因素。鄧如雯案中，林阿棋的友人就指出” 林
阿棋酒量不差，但是「酒癖」不好，酒一喝多就是「牛」，且動手打人，但是不喝酒時

卻又待人有禮”12。此說法意圖將加害者的行為以個人心智喪失為由予以淡化、除罪化的
心態昭然若揭。 

依據王麗容（1994）之研究，社會上普遍存在婚姻暴力之社會迷思大約可分為以下

六種：一、「婚姻暴力是芝麻小事」，認為妻子受暴或毆打只是偶發事件。二、認為「婚

姻暴力是家務事」，外人不宜介入。三、「心理病理歸因」之迷思，認為婚姻暴力是來

自於個人心理失調或喪失功能。四、「理想家庭」迷思，認為婚姻暴力只發生在低社經

地位及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五、罔顧受虐者處境，片面指責「受虐婦女不願離開受暴

環境」。六、施暴者認為女性為男性之附屬、財產，女性應順從男性要求。 

以鄧如雯「殺夫案」為例，在傳統貞操觀念作祟下，鄧如雯在被林阿棋強暴之後，

竟在地方人士的協調以及林阿棋的威嚇下嫁給他。婚後長期受虐求救無門，幾次逃家卻

換來更嚴重的暴力行為，林阿棋甚至恐嚇將對其父母及妹妹不利，報警警方卻以「家務

事自己處理就好」，甚至有警察叫他們「自己拍照存證」
13
。在七年的婚姻期間，鄧如

雯也曾想要離開，但擔心拿不到子女的監護權而作罷，最後終於在忍無可忍之下以「殺

夫」來解脫全家人的苦難。然而事發之後，林阿棋的友人不是宣稱對林阿棋的婚姻生活

不了解，要不就是推說「喝酒害了他」，試圖為其脫罪。 

4、現行法令對家庭暴力的規範 

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之前，女性人身安全之相關法令散見於刑法及民法。依據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可以構成傷害罪。第三百零二條私行拘禁或以其

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第三百零五條恐嚇危害安全

罪亦明訂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可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受虐婦女若有上述情事可以提起刑法傷

害罪、妨害自由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之訴訟，若確屬實情也可據此提起離婚訴訟。 

而民法親屬編第一千零五十二條亦規定，受虐婦女可以「不堪同居之虐待」、「受

他方之直系尊親屬之虐待」及「受他方意圖殺害」等事由訴請離婚。但實務上以「不堪

同居之虐待」、「受他方之直系尊親屬之虐待」及「受他方意圖殺害」等事由判決離婚

之案件，一九九三年共278件，僅佔總離婚終結案件的18.4﹪，一九九八年共713筆，

佔總離婚終結案件的 31.2﹪，已有明顯成長（台灣高等法院，1997、1998）。然而，這

還是能取得驗傷單、罪證確鑿的情況下訴請離婚成功的案件，那些受精神虐待或無法取

得驗傷單之受虐婦女又不知凡幾。因此，雖然有上述法令規定，但是婚暴證據取得困難，

                                                 
12 詳見自立晚報，1994.2.16。 
13 詳見中國時報、民生報，1994.2.21 

 

 13



一九九九台灣女權報告 

 

如：驗不出傷、精神上施虐蒐證困難等等，則是部分受暴婦女無法脫離惡質婚姻的主因。 

然而，法令規章不周延的情況隨著家暴法的通過與施行已有些微的改變。一九九八

年六月公佈之「家庭暴力防治法」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正式全面施行，受虐婦女

得以依據自身的情況聲請保護令。其中有關保護令章節說明保護令分為暫時保護令及通

常保護令二種，但受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法院可依警察人員所陳述之家庭

暴力事實，於四小時之內以書面核發緊急性暫時保護令，並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

備傳送。若非急迫危險者，被害人亦可自行聲請一般暫時保護令，於聲請後一至二個月

內核發，核發後法院即進入通常保護令之審理。通常保護令約為二至三個月後核發，同

時暫時保護令亦於核發通常保護令時失其效力。 

保護令的內容包括：禁制令（包括命禁止施暴及禁止接觸）、遷出令（命相對人遷

出住居所之驅逐令）、遠離令（命加害人遠離被害人住居所或工作場所）、決定令（定

動產之暫時占有權、子女之暫時監護權、探視之會面權）、給付令（如命給付租金、扶

養費等）、防治令（命加害人完成處遇計劃）等部份，法官可依據被害人及加害人之需

求，酌情給予適當之處置。 

此法令對於家庭暴力的定義並不侷限於身體虐待，尚包含精神虐待，如：言語虐待、

心理虐待及性虐待，舉凡冷嘲熱諷、威脅、恐嚇、騷擾等舉措均可向法院提出聲請。聲

請人除了受害者本人之外，還可由檢察官、警察、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提出，

若受害者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其法定代理人或三等親以

內之血親或姻親得代理。此項規定讓受虐婦女在本人無法聲請時得委託代理人，不致於

坐困愁城。 

另外，為保護被害人，保護令事件的審理不公開，必要時可以隔別訊問。而且保護

令事件不得進行調解或和解，以杜絕加害人關說、威脅及恐嚇。法院也不能以當事人間

有其他案件偵查或訴訟繫屬為由延緩核發保護令。以上種種規定均為當事人提供相當之

保障，致使各地家暴防治中心在「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當天即接獲不少諮詢電話，可

是家暴法在法令的落實上卻不盡理想。 

5、婦女在家庭暴力中的處境 

就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以來的成果來看，除了法令本身有許多不甚周全的地方，

如：家庭暴力案件責任通報制不夠健全、加害人處遇計劃不夠具體、交付子女監護權的

權責機構不明等。在整個運作的過程中，不論是第一線之警政人員、醫護人員或是法官

的心態，都有諸多疏失與不當之舉措頗令人不解，對女性之權益亦造成相當程度的損

害。除了法令之外，目前外在環境對婦女的處境並不友善，如：傳統文化觀念對離婚婦

女的污名或婦女經濟條件偏差造成依賴的惡性循環等。以下將就法制層面及社會環境層

面逐項說明： 

（1）法制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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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功能不彰：「家庭暴力防治法」於一九九八年公佈時，設有

一年緩衝期。目的則是希望各地方政府能在此時間之內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然

而各地方政府囿於經費問題並沒有另外聘請專業人員，只能任務編組，以兼職

人員負責相關工作，或是與性侵害防治中心合併，專業人員沒有增加，但接案

量卻暴增，致使工作人員疲於奔命。再者，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本為兩種不同性

質之案件，所須之專業素養亦有所不同，若都由同一人員處理，其專業性亦令

人懷疑。 

b、 保護令執行不徹底：家庭暴力防治的宣導工作不夠，部分加害人仍然認為「外

人無權干涉家務事」，再加上地方基層警力有限，不可能全天候待命，致生受

虐婦女在拿到保護令之後，加害人仍到家中施虐。高雄市就發生法院要求加害

人離家100公尺，但加害人無視於保護令的約束，回家揍老婆，追殺幼女
14
，顯

見防治宣導工作仍需再加強。 

c、 專業人員觀念守舊、訓練不足：多數家庭暴力受害者指出受理報案的警員對家

暴案件處理仍沿襲舊有觀念，避重就輕，或說那是家務事。有些甚至明白表示

對剛實施的家暴法不了解，不會填寫「家庭暴力案件調查紀錄表」，拒絕為個

案製作紀錄。或說受害者「傷勢太輕」、「需要三張以上驗傷單」，而不肯予

以協助
15
。警察為家暴受害者尋求協助的第一線人員，對於受害者非但沒有提供

適當的幫助，反倒是勸退、教訓受害者不要找先生麻煩，或傳達「警方必須帶

著被害人一起去交付保護令給施暴者」等錯誤訊息，讓受害者卻步。此外，醫

學教育也沒有教導醫護人員如何協助受害者採證，甚至連驗傷單都不知怎麼填

寫。多數醫師害怕日後要上法庭作證，而不願出具診斷書，或填寫模稜兩可的

診斷書，讓受害者難以據此爭取自身的權利
16
。 

d、 司法單位態度保守：法官執法的態度沒有隨著法令進步，仍有不少法官以處

理「家務事」的心態審理「家庭暴力罪」，且由於與加害者、被害者相關之處

遇計劃尚未規劃完成，讓保護令大打折扣，法官甚至當庭說「還沒有處遇計劃，

判了也沒用」，讓婦女團體大失所望
17
。 

e、 周邊支援系統的不足：健保法並未配合家暴法之施行予以適度的修改，使得依

附加害者之無業眷屬必須為了每一年度的健保換卡，至配偶工作場所委曲求

全，有些婦女因而被迫放棄使用健保
18
。又提供受害者脫離受暴環境後的庇護

                                                 
14 詳見聯合報，1999.7.3 
15 詳見民生報，1999.8.12 
16 詳見民生報，1999.9.19、自由時報，1999.8.9 
17 詳見民生報，1999.7.29 
18 詳見民生報、台灣立報，19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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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途之家或相關之社會福利單位支援系統不足，造成受虐婦女無處可去。

加害人、受害人處遇計劃尚未具體，使得家暴法流於「抓人」、「趕人」，對

於暴力問題之根本並沒有解決。 

（2）社會環境層面 

a、 傳統文化觀對女性不利：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女人應當從一而終，並需維

持家庭型式的完整，害怕面對離婚所帶來的不名譽，及單親家庭的異樣眼光（周

月清，1995）。又中國社會普遍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娘家無權

過問女兒的生活，若知女兒受虐也多半規勸女兒要多忍耐，「在家從父，出嫁

從夫」，若女兒離婚回娘家，對娘家顏面有損，表示女兒教養不夠好、不夠順

從，因而，多半勸合不勸離。整體社會給予受暴婦女的支持不夠。 

b、 經濟依賴的惡性循環：由於投入職場就業的女性僅佔 45﹪左右，又多半因結

婚、生子而被迫離開職場，經濟上必須依賴加害者提供生活費用，一旦離開，

生活恐陷入斷炊之虞，因而，勉強留下來。在實務上，受理案件中的被害者大

多只是想停止加害者施暴，並不希望先生離開家裡而失去經濟依靠
19
，因而經濟

因素便成了受虐婦女逃家所面臨的第一個障礙。 

c、 子女監護權不易取得：子女監護權的裁判是以子女的最佳利益為主要考量，其

中父母的職業、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亦佔決定性因素。多數婦女婚後即在家裡

相夫教子，經濟上極為依賴丈夫，一旦離婚，在經濟能力不允許之下難以取得

子女監護權，迫使女性為了子女忍氣吞聲。一九九八年台灣省婦女保護熱線的

調查顯示，有44﹪的婦女會為了小孩繼續忍耐。家暴法施行後，「讓施暴者擁

有監護權是不利於子女」這項規定為受暴婦女爭取不少權益，或許能讓婦女更

勇於面對家庭暴力。 

 

三、結論 

  過去幾年來，台灣婦女人身安全保障確實小有進展，但我們也不得不說這些法律、

制度上的變革其實是用彭婉如、白曉燕以及無數女人的性命換來的。這些法律上的變革

與成就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以及用以規

範未成年男女性交易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的制訂。這些法律制度上的變革，已

漸漸使得部份遭受暴力侵害的婦女能逐漸走出性侵害的黑暗陰影。然而，法律規範與執

行之間的落差，卻也不容忽視。 

  從上面的討論，不難看出，不論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或者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施

行，都出現資源短缺的問題。在這兩項法案施行至今，政府釋出的資源卻極為有限，經

                                                 
19 詳見自立晚報，199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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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編列不足的結果，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竟出現合併辦公的違法

情事，硬體設備也未完全建立。硬體建設不佳，提供服務的軟體條件也有待改善。截至

目前為止，處理性侵害事件及家庭暴力事件的社政、警政、醫政、檢察機關、司法體系

第一線工作人員所受的專業訓練都極其有限，政府能否固定於年度預算中編列固度經

費，將是未來這二大婦女保護工作能否順利推展的重要關鍵。 

  其次，除了落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外，中央及地方政府也應

全面清查危險公共空間，建立如夜間公車等方便、便宜的大眾運輸系統，標示僻靜巷道，

增設照明設備，以確保婦女自由進出公共空間的基本自由。 

  法律制度上的改造誠是保障女性權利，提昇女性地位的重要關鍵，但更為長期的改

造，卻是整體社會文化及意識型態上變革。未來社會如何逐漸走出貞操崇拜、強暴迷思、

婚姻暴力迷思，接受女人作為權利主體的觀念，將是婦女權益不可迴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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