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DAW 第四次民間報告:性別暴力

撰寫者: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議題一:缺乏完整修法和專責單位不足因應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犯罪
(一)回應國家報告
1. 回應第 4 次國家報告第 2 條 2.42、2.43、2.45、2.46 項目有關修法(刑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宣
告政府因應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2022~2025 政策目標(修法、影片下架與移除
統計、盛行率調查)、網路業者平台針對有違法內容進行即時下架等。
2. 回應第 4 次國家報告第 6 條 6.12、6.13、6.14、6.15、6.16 等項目有關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修法、兒少性剝削被害犯罪類型以拍攝/製造兒童
或使少年為性交或猥褻物品為最多約占 61%、兒少性剝削案件逐年增多、違
反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數較前次國家報告減少等內容。
3. 不管是從民間接受求助案件或是國家政府統計案件均可發現兒少或成年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案件犯罪逐年增多，例如婦女救援基金會求助案例 2020 年有
98 件到 2021 年提高到 222 件；婦女救援基金會比較 2020 年與 2021 年媒體
報導發現從 249 則增加到 296 則；上述國家報告 6.13、6.15 政府統計中呈
現增多。不論是民間或政府統計案件均以女性被害人占大多數。
4. 實務經驗發現，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犯罪案件比起實體性別暴力案件處理在
時間上具有急迫性，且網路上散佈相當快速和跨縣市跨國境等特性。當被害
人被他人通知其性私密影像外流，或被持有性私密影像者威脅恐嚇時，例如
威脅報復、勒索金錢或虛擬貨幣、性勒索、要求更多性私密影像交換，往往
造成被害人很大驚慌、害怕與焦慮。案件發生時，如有被散佈，被害人期待
盡速下架或刪除影片；如未被散佈者，被害人期待盡速從拍攝者或散佈者取
回或確保刪除性私密影像，以免被散佈的風險。但是，有些境外影像例如
Telegram)下架需要原 PO 者(即加害人)下架。
5. 再者，因為網路無地域的特性，實務經驗發現同一加害人或加害集體所侵害
的被害人分散在各縣市，被害人須到各縣市派出所報案，從派出所到分局，
卻無整合、轉責單位與人力辦理。同時，限於刑事訴訟法規定，警方或檢察
官無法要求扣押加害人持有性私密影像，需透過檢察官聲請搜索票法官核發
同意才可至加害人處搜索扣押證據。如此，各項程序需有花費時間進行，且
一旦加害人知道便移轉私性密影像儲存處。第三，實務經驗發現加害者年齡
年輕化，需要有教育輔導機制。
6. 目前 2022 年政府雖提出的各相關修法條文，但其條文修訂內容無法完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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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實務上處理困境，包括無禁止加害人持續散佈條文、無立即扣押性私密影
像的條文、成人性私密影像下架無時效性、無專責人力和單位、更無法要求
加害人下架或刪除其散佈在境外網站平台上性私密影像、要求加害人交出性
私密影像(手機、隨身碟、電腦、雲端)等。政府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法中
有刑事保護令制度，只有檢察官聲請或法官依職權核發，身為被害人卻無法
聲請，也無上述相關保護令款項與違反處罰。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犯罪加害
人有多種類型但治療處遇只限於判刑確定且嚴重之類型。
(二)具體政策建議
1. 目前政府回應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政策目標過於緩慢、修法內容只能解
決一部分實務困境，建議各修法中應增列禁止被散布、即時取回、刪除、加
害人下架性私密影像(例如 telegram 等境外網路平台)、成人未經同意被散
佈性私密影像業者限時內下架等條文及罰則，如有保護令制度應將被害人納
入聲請之對象，以阻絕或降低被散佈的機率，降低被害人創傷與司法訴訟。
2. 所有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犯罪者不論罪刑輕重或種類都需要進行教育輔導或
教化，以預防再犯罪，建議政府應增加加害人的教育輔導。
3.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犯罪需要專責人力與單位進行跨單位跨縣市跨國際犯罪
偵查，建議政府應該於各縣市警察局及警政署成立專責單位，並進行交流合
作偵辦案件會議，以迅速破解案件外，減少受害人數。
4. 如現行法案中難以修法解決實務困境或預防犯罪，建議應盡速通過專法立
法，以達到保障被害人權益、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

議題二:政府重視性別人權及性別暴力教育推廣，應成立國家等級性
別人權和平館並納入國史及國家課綱
(一) 回應國家報告
1. 回應第四次國家報告第 3 條中提到 2020 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人權促
進及保障工作；關注不利處境者權益，修正《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並推動
5 大性別平等重要議題，以確保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
2. 回應 CEDAW 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
3. 台灣目前有國家婦女館(作為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辦公室、婦女相關圖書、
會議空間和少部分活動空間)、國家人權館(只限收藏和展示威權時期政府被
壓迫人權受害者文物)。台灣是個強調人權、性別平等和重視性別暴力防治
的國家，卻沒有一個國家等級性別人權和平館推動性別平權、性別暴力防治
和反戰的博物館或紀念館。
4.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成立慰安婦制度，有許多女性成為戰爭下性暴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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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而此乃是基於性別而產生暴力侵害行為。台灣自 1992 年被通知台灣
有一群前台慰安婦-軍事性奴隸制度下被害人 ，且推估台灣將近有 2000 位
被害人。經過民間團體協助下，收集收錄 59 位「慰安婦」倖存者的口述歷
史與生命故事，更保存了 5,057 件圖文、多媒體資料與 750 件文物、對日
司法訴訟、2000 年舉辦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又稱為 2000 東京大審相關文
件。
5. 2015 年韓國提出以二戰期間日軍「慰安婦」史料的相關檔案文獻申請世界
記憶遺產名錄的構想，邀請台灣、中國、日本等 8 個國家的 14 個公民團體
共同加入，並將此計畫案定名為「慰安婦之聲」(Voices of the“Comfort
Women”)，並由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此計畫籌備委員會的秘書長申惠秀教授
( Heisoo Shin ) 代表向聯合國提出申請。
6. 然而，台灣政府和學者卻不太重視此涉及戰爭下侵害婦女人權的歷史，只有
在國一、高一教科書少數篇幅，仍有耳聞部分教學老師認為其為自願擔任
「慰安婦」，坊間販賣台灣歷史書籍甚少有提到此軍事性暴力歷史，且記錄
台灣歷史的國史館也無此歷史記載。
7. 早期販賣未成年兒少進入性行業、彭婉如性侵殺害事件、鄧如雯婚姻暴力事
件、葉永鋕校園霸凌等事件，均是基於性別的侵害行為，在民間團體不斷倡
議下激發政府對婦女人權、性別暴力重視，而同婚通過更提升台灣性別人
權。
(二)具體政策建議
1. 台灣以人權立國，也致力區域和平的維持，東亞上次實體武裝衝突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透過成立性別人權和平館，把武裝衝突下性別暴力對人權侵害和
當代女性和平與安全結合，讓國民意識戰爭下的性別相關人權危害。同時後
疫情時代國民，極需要有實體博物館的五感體驗。
2. 「慰安婦」-軍事性奴隸事件不僅是國家歷史，亦屬於性別與人權議題，政府
應比照二二八事件積極推動，修入國史館和國家課綱，針對台灣史錯誤資料
進行矯正與強化女性角色，以還原歷史真相，避免民眾或學生接受錯誤歷史
教育。

議題三:對於成人從事性交易服務者應有退出政策與專業服務
(一)回應國家報告
1. 回應第 4 次國家報告第 6 條 6.20~6.21、6.23~6.24，政府報告中只有受罰
人數和起訴、判決人數，沒有全台從事性交易服務的粗推估人數。而在 6.23 中
提到從 20020 年協助性交易轉業的匿名服務機制，轉介有就業意願者至公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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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服務機構，卻沒有呈現轉介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人數。6.24 中雖說明從
事性交易女性可依照第 4 條第 1 項第 7 款申請扶助，惟該款規定仍須依照縣市
政府評估後方可申請補助，而目前僅有《臺北市家庭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中明
定將在台北市從事性交易者行業擬轉業者明定為補助對象，其他縣市受理該項
業務承辦人員往往不知可依據此條文申請。
2. 許多研究與民間實務經驗發現，從事性交易服務的女性絕大多數是因經
濟、債務、無親友支持等因素被迫進入性交易場域中，而部分來自於中國或東
南亞的台灣配偶，因為不認識字、語言溝通困難等因素更難以找工作被迫成為
性交易服務者，其中老年性交易服務女性更面臨身體與心理健康問題。
3. 珍珠家園是在台北市萬華社區從事服務性交易女性的少數民間團體，其工
作人員花費多年時間深入社區與性交易服務之女性建立關係並關懷其身心、培
養其就業技能並鼓勵、協助轉業。
4. 台灣有類似珍珠家園社區關懷性交易服務女性據點少之又少，政府相關網
站上無針對性交易服務女性退出或轉業服務有宣傳網站、匿名求助管道，而且
性交易服務女性如果有困難或轉業意願需要求助，在擔心他人歧視眼光對待
下，很難對外求助，也不知向誰求助，以及擔心求助後是否可獲得社會福利資
源協助。
二、具體政策建議
1 建議對於性交易服務女性建立完善退出或轉業的服務制度，與編列工作人員
（社工）為從事性交易個案制定退出計畫，提供性交易服務者退出性產業前、
中、後所需要的協助，避免當事人在欠缺協助下，短暫地離開後又回去性產
業。同時建議以台北萬華珍珠家園為範例，政府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在各縣市
色情行業密集區設立，以就近服務所需要之女性。
2.政府應積極提供資訊管道，例如網站，包括性交易服務者轉業或創業資訊、
債務法律知識與處理方式、從事性交易的身心健康維護、住宅服務、社會福利
資訊，以及匿名求助網站、專業諮詢等服務並加強宣導，以提升性交易服務女
性轉業之意願。
3.建議各縣市修法將從事性交易行業擬轉業者明定為《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
4

例》的扶助對象。

議題四:通常保護令核發時間過長
(一)回應國家報告
1.回應第 4 次國家報告第 2 條 2.25 中暫時保護令核發比 2016 年減少 6 天多，
但通常保護令卻增加 6 天多，並非所有通常保護令都會先聲請暫時保護令，且
通常保護令審理 55.69 天乃為平均日數，請說明為何會增加 6 天多日數?
2.回應第 4 次國家報告第 15 條 15.9，內容無說明這四年期間補充多少家事法
官及是否足夠?實務常有聽到總體法官人數員額增多，但各地法院家事法官仍未
因應案量而增加，2.25 中通常保護令審理時間平均長達到 55.69 日是否跟法官
人數不足有關，因為通常保護令必須由法官開庭審理，因為案件量太多法官人
數不足，造成難以安排時間，審理核發日數增多。
3.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6 條第一項法院核發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得不經審
理程序。實務上發現有不少法院即使被害人已檢具明顯證據仍堅持暫時保護令
需審理才核發，造成暫時保護令審理核發處理日數多。

(二)具體政策建議
1. 請思考每個家事法官的承載案件量比，安排合理案件量，以提高保護令審理
速度。
2.司法院向地方法院宣傳使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6 條第一項法院核發暫時保護
令或緊急保護令，得不經審理程序。

議題五:職場性騷擾被害人無專業人員與身心創傷復原服務
(一)回應國家報告
1.回應第 4 次國家報告第 11 條 11.12 點次提到職場遭遇性騷擾案件受理與評議
案件數，並明訂雇主須有職場性騷擾防治措施。
2.職場性騷擾案件被害人由於擔心加害者或雇主報復或漠視，大多選擇隱忍或
離職後提出申訴，尤其遭受雇主性騷擾之被害人更難以進行性別平等工作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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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程序，這些遭受性騷擾被害人所遭受不同程度身心創傷將影響其生活、人際
關係甚至親密關係。
3.性騷擾防治法或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只有規定雇主知悉後需要採取立即有效
補救措施，但不為要求提供被騷擾員工心理諮商、法律諮詢資源或專業人員諮
詢陪伴服務，以協助員工面對後續調查或進入訴訟程序。即使被害人離開職暢
或轉換職場，也需要此協助，但各縣市勞工局也無設置專業服務人員與服務措
施。
4.目前各縣市心理衛生中心設置心理諮商服務，乃針對一般民眾心理諮詢需求
而設置，不適合遭受到性騷擾被害人使用，而坊間心理諮商費用每次於
1200~2000 元不等，療程通常 6~12 次，這對於一般月薪 2~3 萬薪資的被害人較
難以支付此費用。
(二)具體政策建議
1.建議修訂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增訂雇主及勞政單位應有被害人服
務與福利資源。
2. 建議勞政單位應編列經費，自行設置或委託民間單位辦理性騷擾被害人專業
人員服務與創傷復原重返職場服務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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