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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婦女溝通平台會議記錄 

 
 

時間 100 年 04 月 08 日（五） 地點 五妃里活動中心 1 樓 

討論主題 家是避風港？現行法令與家暴家庭關係修復 

會議流程 

時 間 流 程 人 員 

14:00~14:20 報到 報到組人員 

14:20~14:40 與會團體代表自我介紹 

主持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邱美月 秘書長 

引言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黃淑珠 理事長 

各與會單位/承辦人 

14:40~15:00 CEDAW 宣導及影片播放 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工作人員 

15:00~16:30 家是避風港？ 
現行法令與家暴家庭關係修復 

  與談人 1：台北大學犯罪防治所 

     黃蘭媖 老師 

      與談人 2：亞洲大學社工系     

      陳竹上 老師 

16:30~16:40 休息時間  

16:40~17:30 雙向交流座談時間 

主持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邱美月 秘書長 

引言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黃淑珠 理事長 

與談人及與會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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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摘要 

 提問一、 

楊巧鈴社工督導：以這兩年接觸地檢署修復式司法方案經驗為例，討論對於家庭暴力事件議

題的權力不對等與暴力循環的狀態，讓婦女團體對於修復式司法方案的調

解或關係修復很無自信，在修復式司法的理念下，如何讓家暴事件議題獲

得討論或扭轉刻板印象之可能？如何讓暴力持續進行之加害人體驗再整合

式羞恥？ 

 回應 

呂蕙美講師：在修復促進階段應觀察及加強當事人之動機與意願。 

黃蘭媖老師：加害人過去也可能是被害人，原因為:1.家庭暴力被害人代間傳遞 2.加害人也

可能是其他犯罪的被害人。學習到社會強凌弱，用攻擊保護自己。 

陳竹上老師：修復式司法是值得努力的工作但有其難度，過去謝如媛老師研究報告也談到紐

西蘭修復式方案是排除家庭暴力及性侵案件的。相較於家事調解案件，修復式

司法又更顯艱難。但在這樣的過程中可以慢慢化解司法不公的積怨，過程中不

能完全排除劍的功能，但可減少司法女神劍的銳利，相信人會因此改變。當然

在修復過程中各理論學派的基礎例如行為主義、認知療派等都可成為評估的標

準與借鏡。是否進入修復需先詢問加害人意願，以避免被害人被拒絕而二次傷

害。可參考「菊花與劍」。 

 提問二、 

郭宗男調委：如何鑑定與診斷案件是否適宜進入修復式司法？ 

 回應 

黃蘭媖老師：不是每個案子都適合修復，面對偽裝道歉的當事人可能會影響修復成效。不過

現在試辦階段，可能想說廣開大門以了解實際操作上適合或不適合的案件型

態。過程中去教育加害人與被害人以避免更大的悲劇。 

陳竹上老師：多數案件會緩起訴。有犯罪嫌疑才會被檢察官起訴由法官對證據做裁判衡量。

而緩起訴不算犯罪，它沒有前科。但若用不起訴則不能附帶條件如道歉、做社

會公益、社會勞動等。 

陳秀峯老師：林明傑教授有在使用加害人危險評估量表，也可以成為指標以協助評估當事人

是否適合參與。將加害人分類，分數在中間與輕微可能運用修復式司法是有效

益、有改變可能者。畢竟資源有限，以免浪費資源，且在重度等級的加害人實

際上需要的是治療，而非修復方式可予以改變。修復概念，是對於人的尊重，

可以涵蓋平常生活中人際相處問題廣泛的運用。且要認知到未判決前大家都是

無罪的，生命需要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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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婦女溝通平台會議記錄 

 
 

時間 100 年 04 月 15 日（五） 地點 五妃里活動中心 1 樓 

討論主題 
學校是成長的天堂？ 

校園霸凌現象與性別平權 

會議流程 

時 間 流 程 人 員 

09:00~09:20 報到 報到組人員 

09:20~09:40 與會團體代表自我介紹 

主持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邱美月 秘書長 

引言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黃淑珠 理事長 

各與會單位/承辦人 

09:40~10:00 CEDAW 宣導及影片播放 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工作人員 

10:00~11:30 學校是成長的天堂？ 

校園霸凌現象與性別平權 

   與談人 1：高雄市學生心理諮商中心

            鳳山區辦公室輔導組 

           瑪達拉.達努巴克 組長 

 與談人 2：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工系 

    呂蕙美    講師 

11:30~11:40 休息時間  

11:40~12：30 雙向交流座談時間 

主持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邱美月 秘書長 

引言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黃淑珠 理事長 

與談人及與會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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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摘要 

 提問一、 

楊巧鈴社工督導：當學校社工進入校園如何與學校輔導老師區分、合作？ 

 回應 

達努巴克老師： 

1. 輔導教師團隊：社工系統如何協助學校去做二級個案，或許可以從一級預防就該著手而非

到後端。學校教師比較無力的部分社工可以著力，像整合資源、教育宣導。友善校園中訓

導的功能 vs.社工系統。長遠來看，依學校需求提供服務，建置資源整合系統。不要讓學

校對社工責任模糊不清，減少非社工相關的行政工作。 

2. 輔導的意義就是換觀點看問題。老師可能是強調問題解決，但小孩在陳述時其實是在表示

感受。所以若是急於讓司法、警察單位進來要審慎，因為學生需要的其實是情緒抒發的系

統而非禁止。  

呂蕙美講師：輔導、諮商比較是偏治療矯正。社工則是會連結外部系統，而非深層探究。 

邱美月秘書長：有過例子是社工並非專於某所學校，是一些學校共用一個社工，這好處是比較

不會有站在學校立場講話的難題。社工如何可以不被體制影響、牽制才能發揮

它原本的功用。 

達努巴克老師：督導社工的處室、系統要建立出來。 

邱美月秘書長：學校其實是很適合修復式司法概念進行。可參考香港修復式司法。例子： 村

童燒橋，村民討論非以懲罰方式而是要村童將橋再搭建起來，所以為了做的

錯事付出代價，同時也是對村民有益。 

 提問二、 

陳秀峯調委：葉永鋕事件過後，校方如何處理？ 

 回應 

達努巴克老師： 

1. 一級預防方面，學生未感到被學校支持，因此藉辦活動將同志議題提出來，思考生命經驗。

並非學生都沒有這個困擾，而是需要先引出議題才有漣漪回嚮回來。另辦活動的媒體公關

部分也是需要注意的。 

2. 老師需要有一個觀念是，青少年的親密關係是需求不是偏差行為。通常我們都很喜歡用

“檢查”這個方式，但它的意義，是要看你有沒有違抗我的意思、命令，而少了關懷。 

3. 有些老師會覺得輔導室辦太多活動學生無心上課，但學生無心課業很可能就是他們的問題

沒有得到解決。而老師對生命經驗的想法或自我揭露也能引起學生回饋自己的經驗與問

題。 

4. 若老師怕家長進入學校掌控教學與對待小孩方式，那是因為進來的路沒有規劃好。 

5. 可以參考以下這些書籍，『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提醒對性別不正義的知覺。『我

走在性別平教育之路上』、『擁抱玫瑰少年』、『街角社會』(人類學民族誌)、電影『無法無

天』。我們必須先意識到自己是既得利益的角色，才可以不是在對對方施予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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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婦女溝通平台會議記錄 

 
 

時間 100 年 04 月 22 日（五） 地點 五妃里活動中心 1 樓 

討論主題 
工作創造自我實現？ 

職場性騷擾面面觀 

會議流程 

時 間 流 程 人 員 

14:00~14:20 報到 報到組人員 

14:20~14:40 與會團體代表自我介紹 

主持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邱美月 秘書長 

引言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黃淑珠 理事長 

各與會單位/承辦人 

14:40~15:00 CEDAW 宣導及影片播放 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工作人員 

15:00~16:30 工作創造自我實現？ 

職場性騷擾面面觀 

與談人 1：勞工委員會 

王如玄 主任委員 

與談人 2：雲嘉南就業服務中心 

施貞仰 主任 

16:30~16:40 休息時間  

16:40~17：30 雙向交流座談時間 

主持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邱美月 秘書長 

引言人：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黃淑珠 理事長 

與談人及與會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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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摘要 

 提問一、 
邱美月秘書長：以前生很多小孩都要請產假，請多了變乙等，但現在請產假不可以影響考績，因

為性別工作平等法，流產才有流產假，安胎假，懷孕婦女減少工作量。雇主會

不甘願，應給孕婦減稅等獎勵措施。現統計顯示 5 個孩子一個就被墮胎掉，很

多措施要多給保障讓女性敢懷孕生子。應該要鼓勵，健康的孕婦也可以來上班，

給雇主減稅措施，不要只是消極的要安胎就給安胎假，讓懷孕的婦女不受重視，

被辭退或調職到很遠地方。 

 回應 
施貞仰主任：雇主不太敢辭退孕婦，會受主管機關處分，雇主應宣示其重視性別平等，有性騷擾

應出面做立即有效的處理。 

邱美月秘書長：政府應制定一些法律使孕婦有保障，而非要她請假解僱等。 

楊巧鈴社工督導：這樣會造成對單身的歧視。 

邱美月秘書長：沒有結婚仍可以懷孕生小孩，臺南市現在單身懷孕也有獎勵。 

 

 提問二、 
張瑛俐飛雁協會理事長：政府輔助人民自我實現，應分層級補助，經濟方面生活現實問題是很需

要，雲嘉南就業服務就在協助就業，但單親媽媽因時間調配上的困難

不得以須自行創業解決自身困難，這部分該如何就業輔導。 

 回應 
施貞仰主任：外配其實會面臨比較多的就業困難，像語言等方面，很多事情不知道要找誰處理，

將來應做調整。 

邱美月秘書長：針對性別議題做就業輔導，外配也可以提升處境，是否可以針對外配開放名額受

訓並給予工作幾會，較有來學習的動力，勞工局可以做這部份來做到自我實現。 

陳雅芬科長：外配都有語言的問題，現在臺灣的外配基本條件有哪些，他們會做一些基本的，但

離真正的就業市場仍有一段距離。 

邱美月秘書長：辦勞工訓練應與真正的職場連結起來才有效。身體的界線不論各種性別在性騷擾

防治有明確規定，不喜歡應勇於 say no，身體的自主權應彼此尊重。 

 

 提問三、 
楊巧鈴社工督導：針對公部門性騷擾成立不成立背後的議題，雇主如何處理？ 

 回應 
施貞仰主任：涉及於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處理性騷擾案件。 

陳雅芬科長：就業歧視中，性別歧視也包括在內，會先去做調查才判決。 

邱美月秘書長：勞工局是針對顧主有無採取立即的補救與矯正措施，若無會處分，修法後是 10—

50 萬，且是連續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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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四、 
郭宗男醫師(調解委員)：請生理假是向雇主口頭請假還是須有診斷書，第一浪費錢，第二生理假

本就是口頭說明難以診斷。 

 回應 
邱美月秘書長：口頭即可，沒有嚴格規定，基於員工與雇主的信任。 

陳雅芬科長：不論公私部門依照各請假規定執行。 

施貞仰主任：非生理期即可請假，而是來(A)且工作有困難(B)者才可以請假(即具備 A+B 兩樣條

件)。因此需要診斷證明比較是針對 B條件。 

郭宗男醫師(調解委員)：工作有困難女性只是口頭說，這樣如何開診斷書。 

邱美月秘書長：這部分沒有明確規定。 

 

 提問五、 
馮月梅犯保志工：公司有排老現象，四、五十歲就想辦法要你走。 

 回應 
陳雅芬科長：若因年齡而有年齡歧視應舉證申訴。 

邱美月秘書長：若在 65歲前有排老現象，應據理力爭，白頭翁的有智慧，有許多的歷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