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題篇 

測測你的性別平等概念 
1. （ ）只要是男女朋友，就沒有「性騷擾」「性侵害」的問題。 

2. （ ）無論任何時間、地點，都有可能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 

3. （ ）只有「行為不檢」，穿著暴露的女性才會被性騷擾或性侵害。 

4. （ ）性騷擾和性侵害的加害人大多是陌生人。 

5. （ ）性騷擾或性侵害受害人都是女性。 

6. （ ）只要奮力抵抗就不會被性騷擾或性侵害。 

7. （ ）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加害人都是看起來心理不正常的壞人。 

8. （ ）被性騷擾或性侵害被害人完全不需要感到羞恥或罪惡。 

9. （ ）如果被性騷擾或性侵害了，最好讓時間治療一切，盡量讓當事人忘記。 

10. （ ）女生說「不要」就是「不要」。 

11. （ ）只要兩情相悅，不論什麼年紀都可以發生愛撫或性行為 

12. （ ）一般正常的男生、女生有可能表現出娘娘腔或男人婆的行為 

13. （ ）同性戀是性別認同異常的現象 

14. （ ）會變成同性戀是因為小時候受過性侵害的影響 

15. （ ）同性戀或跨性別（要變成另外的性別）都是沒有問題的 

16. 性平會專線＿＿＿＿＿＿＿＿＿＿＿＿ 

17. 若遇上性騷擾與性侵害，妳（你）可以向學校那個單位申訴？＿＿＿＿＿＿ 

班級＿＿＿＿＿＿＿＿姓名＿＿＿＿＿＿＿＿學號＿＿＿＿＿＿＿＿＿ 

 

 

 

 

 



解答篇 

來看看妳（你）的迷思澄清了沒？？？ 
1.（╳）只要是男女朋友，就沒有「性騷擾」「性侵害」的問題。 

事實：這實在是錯誤的觀念。不論他們的關係如何，只要女生是在不願意的情形下被強迫，就算是

性騷擾。事實上有許多性騷擾就是發生在熟人之間，這跟強暴的情形是一樣的。「約會強暴」的例

子歷歷在目。有的男人說「女人說不要，其實心裡很想要」，這樣的心態，反應的正是對女性感覺

漠視的現象。 

2.（○）無論任何時間、地點，都有可能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 

事實：很多時候，你以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會發生性騷擾（例如一群朋友拍照），可是案例顯示，

任何時候及地點都有可能發生，所以當別人提出控訴時，不需要覺得驚訝，也要在任何時候注意自

己的安全。 

3.（╳）只有「行為不檢」，穿著暴露的女性才會被性騷擾或性侵害。 

迷思三：受害人穿著暴露，賣弄風情，放蕩不羈，夜路走多了 

事實：無關年齡、性別、外貌、形象、生活方式都可能被性騷擾／性侵害 

4.（╳）性騷擾和性侵害的加害人大多是陌生人。 

迷思一：加害人都是陌生人 

事實：84%是認識的人 

5.（╳）性騷擾或性侵害受害人都是女性。 

迷思一：受害人都是女性或異性。 

事實：男性或同性之間也有性騷擾的可能 

6.（╳）只要奮力抵抗就不會被性騷擾或性侵害。 

迷思四：受害人沒有義正嚴詞拒絕，抵死反抗，讓人誤會她其實是想要的 

事實：女人被性騷之後不敢明說，並不代表她就喜歡被性騷擾，更大的理由是她擔心一旦說出來後，

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包括會被指為行為不檢點，甚至可能激怒騷擾她的男上司，而因此丟掉工作。



如果不考慮使女性「沈默」的社會因素，反以為女性喜歡被性騷擾，只是暴露了社會對女性經驗視

而不見的盲點，以及輕視女性的深層偏見。 

7.（╳）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加害人都是看起來心理不正常的壞人。 

迷思二：加害人都是學歷低的勞工階級/樣子都色色、怪怪的，一看就知 

事實：加害人不乏高學歷、高收入、能幹、長相端正斯文、風評佳、形象好，令人難以相信 

 

迷思三：加害人只是少數病態男人/很可憐，要發洩，無法控制 

事實：大部份的加害人都有正常的社交生活、性伴侶，無須「飢不擇食」、「衝動而失控地找人發洩」 

8.（○）被性騷擾或性侵害被害人完全不需要感到羞恥或罪惡。 

迷思二：被性騷擾已經很丟臉了，不要再說出去了？！  

事實：女性應該意識到，受到性騷擾不是自己個人的問題，不必自責。 

在此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談：首先是社會上覺得「被性騷擾很丟臉」，其次是女性自己認

為「說自己被性騷擾會很丟臉」。如此的迷思，會導致許多被害女性壓抑自己的感受，使得性騷擾

事件多被隱藏，加害者也沒有受到應有的譴責與非難 

9.（╳）如果被性騷擾或性侵害了，最好讓時間治療一切，盡量讓當事人忘記。 

如果被性騷擾，你該怎麼辦？ 

1.相信自己的直覺  

    當你被性騷擾時，只要感覺到不舒服，都應該勇敢地制止對方，無需感到自責內疚，或為對方

尋找藉口。  

2.向性騷擾說「不」  

（1）對於陌生的騷擾者，若在安全的情境下，可大聲叱喝，以達赫阻效果。但若自覺不太安全時，

必須冷靜應對，等待安全脫險後，再向警政單位、本校校警、或「兩性平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求助。  

（2）對於認識的騷擾者，應及早要求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如果不方便當面告知，可用書信向其

表明自己的不舒服感受或被騷擾行為，書信內容必須包括事件發生歷程的敘述，載明時間、地點、

具體內容、相關人士等。或請朋友、老師、輔導中心老師、「兩性平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協助，讓對方了解並尊重你的感受，以防止類似行為再度發生。  



3.尋求同伴支持  

    向朋友、師長、學生輔導中心、或「兩性平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的委員說出自己的遭遇和

感受，可以紓解羞愧、憤怒、恐懼、焦慮等負面情緒，釐清問題，獲得信心採取行動。  

4.蒐集相關證據  

    詳實紀錄每次性騷擾的事實，作為證據。如果對方口出侮辱性的言詞，可以記錄發生的時間、

地點、言語內容，或請在場者作證人。如果對方發佈色情刊物或圖片，可以將之扣留做為證物。對

於不當的觸摸，可當場將加害人的手抓住，請他人評理，當面對質。若不幸遭到強制猥褻或強姦時，

千萬不要立刻洗澡或更衣，應立即到醫院掛急診接受檢查和治療。 

5.提出控告申訴  

    對加害者提出控告申訴，不但可以保護自己免於再度受到騷擾，還可以使其他人不至於跟著受

害，因此，被害人可利用書面或口頭的方式，向「兩性平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提出申訴，或逕

行向警察機關報案。  

6.尋求心理諮商  

    被騷擾者事後可能會出現某些負面的情緒反應，如抑鬱、沮喪、喪失自信心、無力、無助、脆

弱、害怕、焦慮、感覺孤立、無法集中注意力、不滿與疏離、易與家人或朋友意見不合，以及對兩

性關係的態度與行為改變等，宜尋求支持網絡或專業心理治療。  

10.（○）女生說「不要」就是「不要」。 

事實：男女說法大不同，男生會說女生只有「象徵性掙扎」，沒有強力反抗，只是輕聲說「不要啦」，

等於是半推半就，事實上女生從小被教導順從，例如出門玩選擇經常是「隨便」，很多時候不習慣

表達真正的心意，但其實沒有意見不表示人也很隨便。 

11.（╳）只要兩情相悅，不論什麼年紀都可以發生愛撫或性行為 

事實：刑法有關性侵害定義及處罰 

第十六章  妨害性自主罪  

  

第二百二十一條  （強制性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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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二十二條  （加重強制性交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十四歲以下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心神喪失、精神耗弱或身心障礙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二十三條  （刪除）  

 

第二百二十四條  （強制猥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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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  （加重強制猥褻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二十五條  （乘機性交猥褻罪）  

    對於男女利用其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身心障礙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身心障礙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

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二十六條  （強制性交猥褻罪之加重結果犯）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

條之罪，因而致被害人  

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強制性交猥褻等罪之殺人重傷害之結合犯）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

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  

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百二十七條  （未成年人）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  （減刑或免刑）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二百二十八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

扶助、照護之人，利  

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二十九條  （詐術性交罪）  

    以詐術使男女誤信為自己配偶，而聽從其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二十九條之一  （告訴乃論）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之罪者，或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第二百三十條  （血親為性交罪）  

    與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為性交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一條  （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  

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以犯前項之罪為常業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  （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  

    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男女與他

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媒介、收受、藏匿前項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犯前二項之罪為常業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三十二條  （利用權勢或圖利使人性交之加重其刑）  

    對於第二百二十八條所定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或夫對於妻，犯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百三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百三十三條  （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罪）  

    意圖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  

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三十四條  （公然猥褻罪）  

    意圖供人觀覽，公然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三十五條  （散布、販賣猥褻物品及製造持有罪）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

覽、聽聞者，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

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二百三十六條  （告訴乃論）  

    第二百三十條之罪，須告訴乃論。 

12.（○）一般正常的男生、女生有可能表現出娘娘腔或男人婆的行為 

多元性別 

……追根究底起來，只因為出生時的生理性別不同（也就是有沒有小雞雞啦），就理所當然以為他

╱她這一生，自然而然應該要有什麼樣子，這樣嚴明的界線，其實是大粗糙的認定。 

   當我們細緻探討一個人身上與性別相關的屬性時，其實可以從下面這張表格裡，找到一個人身

上可以有多少種不同的性別屬性： 

 

～也來玩玩你的性別屬性吧～ 
 

我的特質 屬性 

（1）我生下來是‧‧‧ 公 光譜地帶 母 

（2）我覺得我是‧‧‧ 男生 光譜地帶 女生 

（3）我看起來像‧‧‧ 陽剛 光譜地帶 陰柔 

（4）我喜歡的是‧‧‧ 女生 光譜地帶 男生 

 

   過去以老舊的眼光看世界，天經地義地認為男生一定要藍色框框理，女生就一定要在紅色框框

理，以為天下只有粉藍與粉紅兩種顏色。但一種米養百種人，性別的表現不可能只有兩端，打從一

生下來，有小雞雞的嬰兒不一定就認為自己是男生，男生也不一定就很陽剛強壯，喜歡的人也不

一定就是女生，反之亦然。如果開始以帶著這樣包容的想法看周遭的親友與世人，突破男女二元對

立的性別種類，打開繽紛而多元的面貌，每個人才能停止假扮自己，而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獨特的

位置。 

13.（╳）同性戀是性別認同異常的現象 

14.（╳）會變成同性戀是因為小時候受過性侵害的影響 

15.（○）同性戀或跨性別（要變成另外的性別）都是沒有問題的 

同性戀空間  

 曾有一位女同性戀者說：「由於我是女同性戀者，迫使我不得不過著無法讓人看見的生活，我

只向世界展現我的一小部分，甚至連這小部分都還是個謊言。」i[ii]  

  「媽媽，我要告訴你我是同性戀，這不是妳的錯，也不是我的錯。」是的，生為同性戀，並不

是同性戀者自己的錯。錯的是社會並不祝福同性戀者，錯的是社會罵同性戀是病態，然後同時又責



怪同性戀為什麼不認同自己… 

  芸芸眾生中有的人以為自己是唯一的一個，有的人背負著面具與謊言過日子，可是到哪裡去找

尋和自己同一國的同志呢？所有的空間，包括家庭、學校、街道、電影院、體育場、游泳池，都是

異性戀空間，重複看見異性戀情慾模式的表演，此時如何尋得一個能夠讓同性戀覺得安全、不會遭

致異樣眼光排擠、甚而得到歸屬感的空間，就變得刻不容緩。  

  「我家在屏東，當我發現我是同性戀的時候，我聽說台北有一個新公園，知道那裡有許多和我

一樣的人，就覺得好感動。」「已經忘了什麼時候，我們開始發現自己，深愛著同性的朋友。也記

不得用盡了多少的青春歲月，否定自己、壓抑自我，深感罪惡，企圖改變。偶而到公園逛逛，或到

bar裡坐坐，看看那些和我們一樣的朋友。總可以得到些許的撫慰。」ii[iii] 

  「[在 gay bar裡]我遇見了朋友，而原本彼此並不知道都是同志，而且很誇張的是有些是大一

就認識的朋友，甚至還是社團同學。拜託都已經認識四、五年了耶，結果通通是在 Funky裡認親。」

iii[iv] 

  「我們需要女同性戀酒吧，來呼吸我們在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可能的生活。我們想看、也想和其

他女人一起跳舞、做愛、穿襯衫和長褲。我們發現彼此、發現這個空間是一個很震撼人的社區。」 

  「在酒吧我們可以在一起，我開放我自己，完全成為我自己。」iv[v] 

  或者像白先勇在孽子裡所寫的：「在我們這個王國裡，我們沒有尊卑，沒有貴賤，不分老少，

不分強弱。我們共同擁有的，是一具具讓慾望焚煉得痛不可當的軀體，一顆顆寂寞得發瘋發狂的心。」

同志空間本來應該是無所不在的，就像異性戀空間。但是在現實異性戀的宰制下，仍然需要一些專

屬同性戀的空間，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讓同性戀不再覺得自己是怪異的，是孤獨的。

也許有一天天空出現彩虹的時候，我們就不必再為空間貼上異性戀或同性戀的標籤。  

   就像我們有女性電影展、女作家小說選、女科學家列傳，但是男人從來不必稱呼自己為男人：

因為男人就是人，人就是男人。同樣的，將異性戀看成自然的存在，不必探討異性戀的成因，也使

得異性戀無法從外往內看自己。無法看見自己所具有的差異性，導致我們的空間成為異性戀空間。  

  曾有一些好男人說，女人如果真的喜歡穿的涼快一點，那在家裡涼快就好，為什麼要穿到外面



呢？意思是，這種女人如果遭致男性騷擾是活該倒楣。…一些自以為思想比較開放的人也經常說，

我其實對於同性戀並不排斥，他們在私密空間中做什麼那是他自己家裡的事，只要他們不要在公共

空間中「亂搞」就好。這種說法好像是說異性戀者在公共空間裡都不會表達他們的情慾似的。 

  兩個男人如果敢在街上牽手，異性戀一定會說：他們為什麼要那麼「張揚」呢？可是一男一女

在街上擁抱，難道就不是在「炫耀」他們是異性戀嗎？…異性戀者視異性戀為無可置疑的自然存在，

卻逼的原本快樂的同性戀非要否定自己之後，異性戀才能容忍同性戀的存在。  

  這種他人凝視、言語挑釁與暴力的威脅也一再宣告公共空間是異性戀的空間，而使得同性戀無

法享有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兩個男人抱在一起真是噁心！」「那麼 C，一點男子氣概也沒有！」 

  一名高中男學生因為情書被母親發現，這名「驚懼、憂傷交加」的母親要該生下跪認錯，把他

打得「皮開肉綻」，並要求他們兩人分手。另一名男學生最後以割腕尋死希望男朋友不要離開他。

這是什麼樣的社會呢？異性戀的流行歌曲，十首不是有八首在談愛情，認為愛情是高貴的情操嗎？

可是當二個男人相愛，得到的為什麼卻是被自己的親生母親打的皮開肉綻？  

 創造同性戀空間並不是同性戀者的事情而已，任何反異性戀霸權的人都可以盡一份力。承認同

性戀和異性戀是相同的存在，只是所愛的人的性別不同而已。所有同性戀犯過的錯，異性戀也都曾

經犯過；所有異性戀對社會所做的貢獻，同性戀也都共同參與。 

   

  解嚴後十年的台灣，在街上牽手、擁抱，仍然是同性戀者遙不可及的夢想。什麼是同性戀空間

呢？說穿了，也不過是一個同性戀者可以公然相互牽手、擁抱的空間，一個可以完全作自己的地方…

談論同性戀空間，其實凸顯的是異性戀空間的議題，因為在同志經驗的關照下，照見的其實是原來

我們每日所呼吸的空間竟然是「如此的異性戀」。  

    

 無論現身與否、無論是不是同性戀，只要反對同性戀霸權的人就都是改革的同志。兩個男人或

兩個女人在公共街道上互投親暱的眼神、搭肩、牽手；播放同志歌曲；以跨越性別的穿著出現公共

空間；配戴彩虹的首飾；將同性戀者視為一個有專業、有個人特質的人，而不僅是同性戀者；不附



合取笑歧視同性戀的談話，甚至起身反駁；參與集體現身的同性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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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網站--「小畢的文章精選」--同性戀空間 ：畢恆達著 

 

事實：金賽博士說：「今日心理學家最喜歡用的詞就是適應不良。今天我要告訴你，在我門的社會

體系中，有幾件適應不良的事情是我引以為榮的。我永遠不會去適應動用私刑的群眾、種族歧視、

經濟的不平、「瘋狂的軍國主義」和自我挫敗的身體暴力。世界的救贖就在於適應不良。」--我們

總習慣用正常與否去質疑別人，但卻不會質疑自己接受的觀念，而因此「殘害別人」，更何況，許

多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都是這麼溫和，不會傷害他人，為什麼只是因為選擇不同的路而需被指責？

他們只是想做自己而已！就算是因為某些原因想嘗試不同的路，也只是他們自己的選擇，所以讓我

們從今天起，給別人更多「生存」的空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