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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一百精彩一百精彩一百精彩一百    守護青春校園列車守護青春校園列車守護青春校園列車守護青春校園列車””””示範營隊活動示範營隊活動示範營隊活動示範營隊活動    

    

一一一一、、、、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    

 

『劇一劇一劇一劇一    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 

  自日前當紅之偶像劇—犀利人妻之中，謝安真（隋棠 飾）曾有

一段為安真失意賴在家中隨意轉著電視，毫無生氣之表現，便以此為

出發點，以安真被電視購物吸引，因購物頻道之花招百出，安真抵擋

不住誘惑，進而購買商品，於取得商品後，發現商品不為自己所用，

又不知如何退貨，只好求助於和自己關係良好的藍天蔚。 

 

『劇二劇二劇二劇二    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 

  溫宇猛自小就是一個擁有極高藝術天份的男孩，因此有些女性

化，他有一個知心的好朋友─壯壯，國中時，擔任學藝股長的猛猛做

事細心，也屢屢得獎，經常被老師稱讚，被班上女生所喜愛，但也因

此使班上男生忌妒，故班上男生便一直說他是娘娘腔，並經常戲弄、

欺侮他，使猛猛不堪其擾…… 

  猛猛升上高中後，對於國中的經驗感到非常痛苦，因此便將自己

武裝起來，由於念的是男女合校，便將自己偽裝成一個花心的男生，

經常逗弄班上女生，拉女生肩帶，偷看底褲等等，也會夥同其他男

生，欺負班上較弱小的男生，直至班長的反制，猛猛終於變回壯壯所



 

認識的那個猛猛。 

二二二二、、、、劇本創作理念劇本創作理念劇本創作理念劇本創作理念    

 

『劇一劇一劇一劇一    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貨貨貨』 

  關於這齣戲劇，主要是希望以貼近高中生活的網路、電視購物的

議題，培養高中生們的法律素養及使其了解消費者的權益、退貨管

道。 

  郵購買賣，因為無法接觸到商品實體，所以消費者常常對於企業

經營者所提供的商品，賦予過高的期待，這常常是因為企業經營者的

廣告手法、促銷噱頭所致。消費者在收到商品時，因為不解法律程序

而吃暗虧的情況比比皆是，故此，我們設計出這齣戲劇，希望能夠以

輕鬆誇張的表演方式，引起高中生們想要去了解法律的興趣，進而讓

他們能夠用正確的方法保護自己，也連帶培養年輕一代對於法律的新

思維。 

 

『劇二劇二劇二劇二    校園校園校園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 

  校園內形形色色的學生皆有，無形有形中、有意無意中都可能在

互動時造成感覺上的不適或是身體上的傷害，近年來，「性騷擾」不

只在社會、職場中出現，下至校園也開始受到重視，各界都將其視為

教育領域中，實是防範上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此想藉由短劇的方式，挑選出一些在校園生活經驗上較常出現

的性騷擾行為，以詼諧的方式，讓學生們了解到有些言語與行為乍看

之下或許無關緊要，但事實上對與接受的一方，可能會是一輩子的傷



 

害甚至是夢魘。更希望曾經施行者，能在戲劇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而反

省之，以促使校園生活更加和平以及燦爛。 

 

三三三三、、、、劇本劇本劇本劇本    

 

『劇一劇一劇一劇一    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 

第 1幕 

(地點：安真家中) 

(安真坐在沙發上敷著面膜看著電視，還不斷抓著旁邊的零食猛嗑) 

 

旁白：離婚後的安真最大的娛樂就是看著購物頻道，對著電視傻笑

(安真傻笑)和瘋狂的下單訂購所有看起來很神奇但是其實根本沒

有什麼用的東西…… 

 

安真：(等旁白說完後立刻接上)(撥電話)喂？欸那個＂陰森＂購物

台，我想要跟你訂購那個你們剛剛節目上那個有長得很像變型

金剛的那個烤箱啦……阿(表情失落)，烤箱沒了，只剩下變形

金剛喔……是喔，沒關係那就算了。 

 

安真：(轉台)最近好像都沒有東西可以買耶？唉呦？！這台感覺不錯

喔！ 

((((場燈暗場燈暗場燈暗場燈暗))))    

第 2幕 



 

主持：來來來！！有結婚沒結婚有男朋友沒男朋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各位太太阿姨小姐，今天我們這個產品(拿起平底鍋)，什麼？！

這什麼？！各位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太太阿姨小姐，這是我們最

新、最新的高科技多功能奈米光纖結合雲端技術還跟 NIKE、

adidas、apple 聯名的全方位平底鍋，套一句周董周杰倫的話 

 

(周董出場) 

周杰倫：超屌！ 

(周董退場) 

 

主持：為什麼超屌？今天這個我們這個鍋子結合了奈米科技，你看他

表面，光滑細緻，大家都知道奈米科技是一種微科技，這種東

西要怎麼應用到我們生活上？來！VCR！瞧落起！ 

 

第 2.1 幕 

(場景是一個公車站牌，男孩每日都來看女孩，女孩卻總是沒有發現

男孩) 

男孩：(躲在一旁)我每天都看著她，每天每天，她每天都很專心的在

做自己的事，那種感覺很安靜，很合諧，讓人不忍心去打擾，

彷彿破壞了這種寧靜，對他就是一種褻瀆。 

(忽然雷聲大做，男孩為了躲雨躲到了女孩的身旁) 

女孩：(手中的書被男孩撞掉)啊！ 

男孩：啊！對不起，我幫你撿！ 



 

女孩：謝謝 

(一陣無言，配樂初戀的粉色系) 

女孩：好久喔 

男孩：你要去哪哩？看樣子公車還會晚一點到欸 

女孩：噢 

男孩：要不然……我送你好了？！ 

女孩：可是雨下這麼大(雷聲大做)……你要怎麼送我？ 

男孩：……阿!!我剛剛才去幫我媽媽領東西(拿出平底鍋)，聽說這奈

米科技的，水碰到他沾都來不及沾就飄走了，就是颱風來都不怕！ 

女孩：哇！真的欸，你好厲害喔！！(抱著男孩的手走掉) 

 

(周董出場) 

周董：哇塞…超屌 

(周董退場) 

 

第 2.2 幕 

主持：來來來各位阿姨太太小姐們，是不是有沒有，單身的買我們的

鍋子，你賺到了，已婚的買我們的鍋子，不要緊，國父革命都革

了 11次才成功，結婚多結個一兩次，當然也沒有什麼，重點是

找到一個像我一樣的好男人。 

 

主持：再來！我們每一台的鍋子藉由光纖直接連接到我們總公司的雲

端主機，並解搭載最新的 AI人工智能，我們每天晚上 6.30會自



 

動幫你更新病毒定義檔還有最新消費資訊，聽不懂對不對，沒關

係，好聽好看的 VCR，瞧落去你就知！ 

 

第 2.3幕 

(場景是白雪公主的後母拿著平底鍋在自言自語) 

後母：魔鏡阿魔鏡！我美不美麗啊？ 

平底鍋：(GOOGLE配音)你想聽實話還是謊話? 

後母：先聽實話 

平底鍋：很漂亮 

後母：謊話呢? 

平底鍋：有夠漂亮 

後母：魔鏡阿魔鏡！我要怎麼樣讓最有錢的男人變成我的呢？ 

平底鍋：你想聽實話還是謊話 

後母：這次先聽謊話 

平底鍋：恐嚇他，以你這張臉應該很容易 

後母：真話呢 

平底鍋：額額額額額額額額 

後母：你說話阿 

平底鍋：你下輩子可能有機會吧！ 

後母：你故障了是嗎？ 

平底鍋：打我阿笨蛋 

後母：你！ 

平底鍋：打我啊打我啊打我啊打我阿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啊笨蛋 



 

後母：我決定送你去維修 

(退場) 

平底鍋：笨蛋笨蛋笨蛋打我阿哈哈哈哈哈 

 

(周董出場) 

周董：唉唷，不錯阿，還蠻屌的阿 

(周董退場) 

 

第 2.4幕 

主持：各位阿姨太太小姐們，是不是有沒有，我們這組搭載了最新人

工智能的鍋子，除了跟你聊天解悶外，你無聊的時候他還可以

來段 B-BOX 分擔你的憂愁！不信？來！(B-BOX) 

 

主持：擱來！為了響應環保，節省所有有用的空間，我們這握把的部

份，有沒有(指)有看到沒有？APPLE！你沒看錯！這是我們自己

內建的 I-TOUCH而且我們這不是普通的 TOUCH，這是 APPLE 跟我

們協力開發，全新一代的 TOUCH，支援各國語言和模式，來！我

們來示範一下，帶來這首黃力行的，音浪！ 

 

(音樂下，黃力行和 DANCER出場) 

(唱跳兩個八之後停止) 

 

主持：中文沒搞頭，來！台語我們也可以通！ 



 

(音樂下) 

(唱跳兩個八之後停止) 

 

主持：擱來！客家話崔洛去！ 

(音樂下) 

(唱跳兩個八之後停止) 

 

主持：international！國際化！英文也來！ 

(音樂下) 

(唱跳兩個八之後停止) 

 

主持：來！環繞音響！ 

(音樂下) 

(所有舞者到主持人身邊圍著他唱跳兩個八) 

(音樂不停) 

主持人：大聲點！！ 

(所有舞者以主持人為圓心擴散兩步至三步的距離跳一個八) 

主持人：再大聲一點！！put your hands up！！ 

(所有舞者再以主持人為圓心擴散兩步至三步的距離跳一個八) 

主持人：崔洛去啦！！跳跳跳給他爽！！！ 

(所有舞者跑下台繞觀眾席，邊跑邊唱邊跳三個八之後直接進後台) 

(主持人在台上一起唱，自以為 DJ) 

(音樂結束) 



 

 

主持：有爽沒有，來，重點來了，這支平底鍋要賣多少，一萬？不

用！五千？不用！三千？不用！整組高科技多功能奈米光纖結

合雲端技術還跟 NIKE、adidas、apple 聯名的全方位平底鍋，

算你兩萬塊就好，來，各位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阿姨太太小姐

們，馬上撥打我們的訂購專線，限量只有 200 組，要買有快，

手快的才有，慢了我們也只好跟你說すいません。 

 

主持：節目的最後最後有各大廠商聯合起來幫我們辦的時尚走秀，手

腳卡緊，沒買到是不會有安慰獎的喔。 

 

(燈暗) 

(音樂下 SEVEN的廣告配樂) 

(三個 MODEL開始走秀大約三個八之後燈漸暗) 

 

第 3幕 

(場景在機場，安真正在等著天蔚) 

 

旁白：這天，出國深造的天蔚終於回到了熟悉的故鄉 

(天蔚拖著行李廂剛下機場，看到安真一臉苦惱的在等他) 

 

天蔚：怎麼啦？我才剛下飛機就拿著張臭臉對著我，又是誰惹你小

姐不開心啦？ 



 

安真：吼唷我跟你講啦，就前幾天阿，我看購物頻道阿買了一個高科

技多功能奈米光纖結合雲端技術還跟 NIKE、adidas、apple 聯

名的全方位平底鍋，那時候看感覺哇塞也太厲害了吧，誰知道

買回家爛的要死什麼都沒有，吼唷你快點幫我想辦法拉！ 

天蔚：來你不要急，慢慢跟我說情況怎麼了。 

安真：你看啦，就是這鍋子，說什麼麼搭載最新的人工智慧，你跟他

講話都會回應，結果… 

天蔚：結果怎樣？ 

安真：阿你自己跟他講講就知道了啦！ 

天蔚：呃…你好我叫天蔚 

平底鍋：天你個頭，長的帥了不起阿，不過就是個小白臉有什麼好囂

張的你會 B-BOX 嗎？我會！(開始 B-BOX) 

天蔚：哇賽他也太囂張了吧 

安真：你才知道喔，還有阿我真正要他 B-BOX的時候，你看 

安真：欸！B-BOX！ 

平底鍋：額額額額額額額額額額 

安真：還有就是他那個什麼最新的 TOUCH阿，裡面居然只有 6M的容

量欸，他就放他那首內建的音浪就滿了，然後這首歌居然還沒辦法

刪，最扯的是他在節目裡說的那麼多功能只有環繞音效可以用，居然

連正常板都沒辦法，你要聽就只能聽環繞音效。 

天蔚：環繞音效，感覺還不錯阿，我聽聽看 

安真：不要！ 

(安真要去阻止，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音樂下，黃立行跟舞者又出現把兩個人圍住跳兩個八之後離場) 

天蔚：剛剛那個是？(心有餘悸) 

安真：(點頭認真)環繞音響 

天蔚：趕快把它退回去阿你留著它幹麻 

安真：阿就我那時候簽名說要買的時候他說概不退還阿，阿如果說一

定要退的話齁……… 

天蔚：怎麼樣？ 

安真：你可以問問他(指平底鍋) 

天蔚：……欸我要把你退貨 

平底鍋：打我啊打我啊打我啊打我阿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啊笨蛋 

天蔚：天阿，他實在太囂張了，沒關係，怎麼樣都有辦法的，我一定

會幫你討回公道！ 

 

『劇二劇二劇二劇二    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 

 

<第一幕> 

老師：讓我們給溫宇猛掌聲鼓勵，他又為我們班上奪得了海報比賽第

一名喔！沒事就下課了 

（眾學生們鼓掌） 

壯壯：欸，你好厲害喔！又得名了欸，回家你媽一定會很開心。 

猛猛：沒有啦！還不是有大家的幫忙才可以得名，不然那麼大

張海報我哪裡做得完。 

壯壯：不過也要你領導的好啊！學藝股長大人～ 



 

猛猛：你很賤欸！ 

（壯壯、猛猛大笑） 

男學生 A：得了個獎在那邊跩個什麼勁。 

男學生 B：對啊！教室布置欸！那種比賽誰要參加啊！ 

男學生 A：要就要籃球比賽啊什麼的！ 

女學生 A：對啊！對啊！你們就只會耍狠，哪像猛猛那麼多才多藝。 

男學生 A：去去去，誰要跟那死娘娘腔一樣什麼多才多藝。 

（男學生群大笑） 

壯壯：猛猛你還好嗎？ 

猛猛：我…… 

女學生 A：啊！不要理他們了啦！等等放學我們可以一起去吃冰啊！ 

女學生 B：好啊！好啊！壯壯超好笑的，哈哈。 

猛猛：我心情不是很好，你們去就好。 

女學生 A：唉唷！就說不要理他們，你那麼優秀，對吧？(問其他人) 

壯壯：對啊！去散散心也好啊！ 

猛猛：其實我……早就不想要再參加什麼海報什麼朗讀比賽了，那麼

娘娘腔的比賽，我先回家了。 

壯壯：欸欸！你幹嘛啊！ 

（女學生群討論著） 

女學生 B：該怎麼辦啊？猛猛這次好像真的很難過欸！ 

壯壯：唉，該怎麼辦呢？ 

 

<第二幕> 



 

旁白：在矛盾又無助的國中生涯結束後，嶄新的高中生涯來臨。猛猛

有了不同的想法也有了改變，但壯壯卻對眼前的猛猛越看越覺

得哪裡不對勁…… 

 

猛猛：嘿嘿～我們終於是高中生了！不用再看到那些垃圾的嘴臉了。 

壯壯：垃圾？猛猛，你以前講話都沒那麼粗俗。 

猛猛：管他的，男生就是要這樣啊！你這個死娘娘腔。 

壯壯：欸！你怎麼這樣說我啊？ 

猛猛：我跟你說啦！你再不改你的死樣子，上高中一樣會被欺負。 

壯壯：我覺得我這樣很好啊！幹嘛改啊？ 

猛猛：隨便你啦！到學校後離我遠一點啦！ 

壯壯：猛猛……(失落) 

(噹噹噹噹上課) 

班長：起立、立正、敬禮 

全班：老師好 

猛猛：欸欸！壯壯，你看那班長好正喔！那事業線跟海溝一樣，還有

那水蜜桃，好想給她……欸欸，你幹嘛都不理我啊？ 

壯壯：你不是說到學校離你遠一點。 

猛猛：現在是私底下沒關係啦！ 

壯壯：喔…… 

猛猛：我剛剛說的你有沒有在聽啊？ 

壯壯：我不想聽你說這些髒兮兮的話啦！ 

猛猛：你這死 GAY！ 



 

(噹噹噹噹下課) 

（猛猛偷掀女同學 A裙子） 

女同學 A：你幹嘛啊！很色欸！ 

猛猛：會嗎？我覺得妳的粉紅色內褲很可愛啊！ 

（男同學們大笑） 

女同學 B：欸你們這樣很過份欸！笑成這樣。 

（猛猛拉女同學 B肩帶） 

女同學 B：欸！你不要那麼誇張好不好啊！ 

（女同學 A在旁一直啜泣） 

班長：現在是怎樣，以為我們好欺負是不是啊？ 

猛猛：唉唷～美女說話了喔！來來讓哥哥我秀秀。 

漂亮女班長：你要秀是不是，你可以去路邊找看看有沒有誰要給你秀

啊！不過你看你長這個德行想必是碰壁而歸吧！你最好適可而

止，不然絕對不是要你受幾句罵而已。 

猛猛：唉唷～好啦好啦！別生氣啦！去去去(叫身邊的男同學散掉) 

（班長安慰其他女同學） 

 

<第三幕> 

猛猛：欸欸你們知道什麼是阿魯巴嗎？ 

男同學 A：我知道啊！就是掰開後然後撞下去啊！ 

男同學 B：聽說超爽的欸！ 

猛猛：爽？你要不要試試看啊？ 

男同學 A：對啊！爽？ 



 

男同學 B：我才不要咧！拿壯壯來試試看好了！壯壯、撞撞傻傻分不

清楚。 

（男同學們大笑） 

猛猛：好啊！他這個死娘娘腔，今天就來測試一下他到底有沒有男生

的寶物。 

男同學：好啊好啊！ 

壯壯：欸…你們要幹嘛，住手啦！猛猛救我啦！猛猛…… 

猛猛：我們是要幫你測試一下啊！ 

壯壯：猛猛你怎麼變這樣啦！放我下來，救命啊…… 

班長：很厲害是不是，現在沒辦法欺負女生就欺負男生是不是？ 

男同學 A：你是住海邊是不是？ 

男同學 B：管這麼寬。 

（男同學 A B擊掌） 

猛猛：對啊！跟女生玩你要管，我們現在跟男生玩你也要管，現在是

怎樣。 

班長：是怎樣，你最好有臉說這種話啊！你現在是怎樣，喜歡阿魯巴

是不是？（拍手） 

  來啊！就讓我們的猛猛＂童鞋＂嘗試一下什麼叫做經典阿魯巴。 

（一群同學湧出來把猛猛抬起來阿魯巴） 

猛猛：啊！不要啦！你們給我注意一點喔！我是猛猛大人欸！ 

漂亮女班長：大人？你大人？ 

(徐老師 TEMPO 音樂下) 

漂亮女班長：我是誰？ 



 

女學生們：徐班長！ 

漂亮女班長：Who am I？ 

女學生們：班長徐！ 

漂亮女班長：(結束手勢後音樂停)再給我大人咧！在這，我，班長徐

最大！來人啊！ 

女學生們：在！ 

（被阿魯巴嚇到後的猛猛呆坐在地上啜泣） 

壯壯：猛猛，站起來。你還好嗎？ 

猛猛：對不起，壯壯，我只是不想再被欺負，才得跟他們混在一起，

其實我真的不喜歡這樣。 

壯壯：我知道啦！你知道錯了就好。走吧！我們等等一起去吃冰。順

便找班長他們啊！ 

猛猛：班長他們？他們一定討厭死我了，不要啦！ 

壯壯：不會啦！我有跟他們說你其實不是這樣的人了，他們人都很好

啊！一定會原諒你的。 

猛猛：真的嗎？好啊！一起去。 

壯壯：嗯！我好高興你回來了喔！ 

（猛猛、壯壯大笑） 

 

四四四四、、、、講解大綱講解大綱講解大綱講解大綱    

    

『劇一劇一劇一劇一    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犀利人妻電視購物之我要退貨』 

何謂郵購買賣何謂郵購買賣何謂郵購買賣何謂郵購買賣????    



 

 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

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之

買賣。 

商品可否退回商品可否退回商品可否退回商品可否退回？？？？    

  郵購買賣之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得於收受商品

後七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明

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賣方不同意賣方不同意賣方不同意賣方不同意？？？？    

   由消費者以單方意思表示向企業經營者提出，即生效力，毋庸取

得企業經營者之同意。 

七日要如何計算七日要如何計算七日要如何計算七日要如何計算？？？？    

    七日其計算方式應以消費者收受商品之翌日起算，如其末日為星

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代替之。又如企

業經營者自願給予消費者較七日為長之猶豫期間者，即以該較長之期

間為準。 

若商品有毀損可否退回若商品有毀損可否退回若商品有毀損可否退回若商品有毀損可否退回？？？？    

   消費者因檢查之必要或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收受之商

品有毀損、滅失或變更者，仍得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退回商品或以

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

價款。 



 

消費爭議的救濟管道消費爭議的救濟管道消費爭議的救濟管道消費爭議的救濟管道    

〈一〉申訴 

消費者於消費爭議發生後，可向企業經營者或消費者保護團體

或各地之消費者服務中心提出第一次申訴。企業經營者應於接獲消費

者申訴之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理之，消費者保護團體及消費者服務

中心或分中心應於接獲消費者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函覆處理情形。     

消費者之申訴獲妥適處理紛爭即解決，若未獲妥適處理，此時

消費者可選擇提起消費訴訟以解決紛爭，或向各地方政府之消保官提

出第二次申訴，或向各地方政府之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消

保官受理申訴案件後，應盡速妥為處理。 

〈二〉調解 

消費者申請調解必須經過第一次申訴，未獲妥適處理，始可申

請調解。至於申訴是否獲妥適處理，論者有謂以消費者主觀意思認定

之，但如消費者已於申訴中與企業經營者達成協議時，似不得於事後

因單純之不滿意協議內容，遂認為申訴未獲妥適解決而申請調解。    

調解成立者，須將調解書送請管轄法院審核，經法院核定後，與民事

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得成為執行名義。若消費者申請調解未能成立

時，則消費者只能提起消費訴訟以解決紛爭。 

〈三〉消費訴訟 

由於消費者個人之財力、法律力及資訊力往往無法與企業經營

者匹敵，因此消費者於消費爭議發生而受損害時，如欲循法律途徑向



 

企業經營者求償，在訴訟上多處於較不利之地位。因此消保法乃就消

費訴訟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規定，其規定如下： 

 1.消費訴訟亦得由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保護官提起。依此

規定對消費者訴訟上之地位及能力均有大幅之提昇。 

 2.消費保護團體及消費者保護官免付律師報酬及減免訴訟費

用，以減輕消費者訴訟上之障礙。 

 3.消費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保護官提起消費訴訟時，

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使消費訴訟之管轄法院能

盡量接近消費者，使消費者免於訴訟奔波之苦。 

消費者服務專線消費者服務專線消費者服務專線消費者服務專線    

拿起電話直接撥打１９５０（一通就護您） 

 

『劇二劇二劇二劇二    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校園性騷擾之猛猛的覺悟』 

 

什麼是性霸凌什麼是性霸凌什麼是性霸凌什麼是性霸凌？？？？什麼是性騷擾什麼是性騷擾什麼是性騷擾什麼是性騷擾？？？？    

性霸凌是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

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

屬性騷擾者。 

性騷擾是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什麼是校園性霸凌事件什麼是校園性霸凌事件什麼是校園性霸凌事件什麼是校園性霸凌事件？？？？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是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另一方為學生

者。 

短劇中的性霸凌短劇中的性霸凌短劇中的性霸凌短劇中的性霸凌＆＆＆＆性騷擾事件性騷擾事件性騷擾事件性騷擾事件    

性霸凌 

    1、同學們罵猛猛娘娘腔 

    2、猛猛罵壯壯死GAY 

    3、阿魯巴 

性騷擾 

    1、偷掀女同學裙子 

    2、拉女同學肩帶 

  3、猛猛過分形容班長的身材 

校園性霸凌校園性霸凌校園性霸凌校園性霸凌、、、、性騷擾性騷擾性騷擾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的處置性侵害事件的處置性侵害事件的處置性侵害事件的處置    

學校人員如果沒有在 24小時內通報性霸凌性騷擾性侵害事件，

最高罰緩 15萬外，最重解聘。 



 

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

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  

加害人應接受心理輔導之處置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向被害人道歉且要： 

   1.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2.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3.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懲處，最嚴重面臨退學甚至刑罰。 

如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規定：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另外還有更多在刑法中規定的強制性交、強制猥褻的規定。 

校園性霸凌校園性霸凌校園性霸凌校園性霸凌、、、、性騷擾性騷擾性騷擾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的處置性侵害事件的處置性侵害事件的處置性侵害事件的處置    

加害人： 

1.應接受心理輔導之處置 

2.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3.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4.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5.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懲處，最嚴重面臨退學甚至刑罰。 



 

 

如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規定：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還有更多在刑法中規定的強制性交、強制猥褻的規定。 

性騷擾概念化性騷擾概念化性騷擾概念化性騷擾概念化    

除了前面介紹過的校園性騷擾事件，在兩性工作平等法、性別平

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中，都有性騷擾定義的法條，雖略有不同，

但核心概念如下： 

一切不受到歡迎的，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言行舉止，讓被行為者感

到不舒服，不自在，覺得被冒犯、被侮辱，嚴重時，甚至會影響到被

行為者正常生活之進行，或人格尊嚴之損害。 

性騷擾可能發生在異性異性異性異性和同性同性同性同性間、不論男女不論男女不論男女不論男女都可能成為騷擾者騷擾者騷擾者騷擾者或被騷被騷被騷被騷

擾者擾者擾者擾者，，，，性騷擾不一定要跟「性」、「身體」直接相關，也包含「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騷擾騷擾騷擾騷擾」。 

性騷擾的構成雖然重視被騷擾者的主觀感受主觀感受主觀感受主觀感受，但也會兼顧事發情

境的客觀標準客觀標準客觀標準客觀標準    

這是哪種性騷擾？ 

如果是雇主對受雇者或求職者性騷擾，以及受雇者在執行職務



 

時被性騷擾…… 

兩性工作平等法兩性工作平等法兩性工作平等法兩性工作平等法    

如果性騷擾事件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

他方為學生者……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    

非屬以上兩者的性騷擾，如發生在公共空間或大眾運輸工具上

的性騷擾事件…… 

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    

如果發生性騷擾如果發生性騷擾如果發生性騷擾如果發生性騷擾……………………    

(一)相信自己的直覺：雖然不是每件事都會構成性騷擾，但請相信自

己直覺。 

(二)尋求情緒支持：你可以向朋友或同事說出自己的感受，不要因此

自責、失去信心，或任何羞愧。 

(三)向性騷擾者直接說「不」，要求停止性騷擾：美國平等僱用機會

均等委員會建議性騷擾的受害者寫信給騷擾者，其內容包括：

◎事件發生的過程(人、事、時、地、物)◎受害者對於這件事

的感覺及想法◎受害者的希望，例如行為人停止騷擾行為，或

道歉等 

(四)詳實記錄每次性騷擾行為，作為申訴之用 

(五)尋求證人，及其他證據：◎不堪入耳的黃色笑話：錄音、或請在



 

場之人作證 ◎不堪入目的文字或圖片：拍照、留置該文字或圖

片之物體或檔案、或請在場之人作證。◎不當的身體碰觸：當

場抓住其手，吆喝其他人，並與行為人對質，請在場的人作

證。◎要求交換條件的性騷擾者（交換性騷擾）：建議錄音◎

以錄音作為蒐證方式時，建議以自己作為對話的一方時再錄

音，或由同事、友人與其對話時錄音，並注意刑法第 315條之 1

的妨害秘密罪。 

(六)向加害人所屬機關、機構或僱用人申訴；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者，

向行為人所屬單位提出申訴，不知或不明者，向警察報案。 

(七)向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如管轄單位 7天內未依限進行調查，違

反性騷擾相關規定者，或當事人對調查結果不服，得向主管機

關提出再申訴。 

諮詢管道諮詢管道諮詢管道諮詢管道    

性騷擾防治專線１１３１１３１１３１１３    

內政部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委員會(02)8912(02)8912(02)8912(02)8912----7331733173317331    

彰化縣社會處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中心(04)72504)72504)72504)725----2566256625662566    

關懷e起來－內政佈線上通報系統http://ecare.moi.gov.tw/ 

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委員會http://dspc.moi.gov.tw/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網https://www.gender.edu.tw/index.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