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益彩券回饋金補助計畫 

拒絕性騷擾之「出氣小幫手」宣導計畫結案報告書 

 

壹、計畫緣起 

在傳統觀念中，多數人認為性騷擾只被摸一下、言語上吃吃豆腐，只要不是暴力脅迫，

又不是什麼了不起的犯罪，認為性騷擾並不像性侵害那樣嚴重，使得一般人對於性騷擾不像

性侵害一樣被重視和討論，但事實上多數遭受性騷擾的當事人會有嚴重的情緒波動、甚至崩

潰自殘的情狀，一般處理方式不是跟親友訴苦，就是忍氣吞聲，僅有少數被害者會向相關單

位進行申訴要求處理。主要是原因除了性騷擾事件極為私密、難以啟齒之外，還包括整體環

境不友善、舉證困難、缺乏相關法律知識等因素。 

婦女新知自 1982 成立雜誌社、1987 年成立基金會以來，即以倡議婦女議題、喚起婦女自

覺、爭取婦女權益、改變婦女處境為宗旨，本會性質為非營利組織，多年來致力於性別法案

之研擬與修正，包括「民法親屬編」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擬定，

以推動兩性平權之合理社會資源分配與平等之法律制度設計。而「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

別平等教育法」當中，即針對職場及校園兩大類性騷擾，規範政府、雇主、校方應設置的申

訴處理機制。 

然而，在「性別工作平等法」施行屆滿五年、「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超過三年之際，我

們依然可見，無論是在校園、職場，性騷擾的問題都無所不在，而性騷擾事件的受害人往往

是身處性別與權力關係的雙重弱勢，受害人在遭受性騷擾時，為保有工作與學習機會，往往

必須被迫接受或順從這些不受歡迎的性言詞或性要求。因此，願意站出來進行申訴的受害人

少之又少，尤其是個案涉及到性侵害部分時，必須顧及社會異樣的眼光及環境壓力，而選擇

封口，因此握有「權勢及地位」的加害者在這個關係中佔了很大的優勢，受害人會面臨工作、

升遷、考績的刁難，甚至是被迫離職，同樣的，性騷擾如果是發生在校園，加害教授同樣會

因為掌握受害者課業分數或考績評比，迫使被害者休學或離職。 

性騷擾通常是從一些小地方輕微的碰觸或言語挑逗開始的，加害人藉由言語及肢體上的

試探以便瞭解是否有機會再繼續下去，但被害者的反應通常是會保留、存疑是否是自己過於

太大驚小怪，但這段存疑期間等於是給加害者一個等同「默許」的認知，如果沒有被明顯拒

絕或嚴重警告，加害者就會食髓知味。 

其實性騷擾事件往往都是有權力的一方向權力弱勢者施以與性相關的騷擾行為，無論是

言語或是肢體接觸「摸摸手沒什麼大不了」，都會令被騷擾者身心極度不舒服。但被害人一考

量身分曝光後，礙於社會與論的眼光，及加害人可能握有權力施壓等種種因素而不敢申訴，

選擇默默忍受。 

因此，除了持續宣導性騷擾防治的重要性外，婦女新知基金會考量被害者所身處權力不

對等的社會弱勢情境，計畫發展「柔性勸阻」的具體方式，在性騷擾情事剛剛發生時，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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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加害者明示或暗示的軟性勸阻。一方面讓被害者有抒發情緒的機會，不再只是一昧隱忍

心中的不滿及恐懼，二來，也可使加害者明確瞭解自己的行為並不受歡迎，使其心存警惕，

以避免類似情況再度發生。我們期待開發「柔性勸阻」意涵的創意文宣品，同時搭配趣味的

性騷擾防治宣導活動，以打造更加性別平等的友善校園和職場環境。 

 

貳、預期效益 

1. 使「拒絕性騷擾」觀念，透過各項創意設計及宣導，而使民眾廣泛注意。 

2. 許多性騷擾的形態有不特定的受害者（譬如騷擾者公開講黃色笑話），或是被害者不止一

人。匿名柔性勸阻的方式，等於給騷擾者一個機會改變自己的行為，並且讓騷擾者了解自

己的行為不當。騷擾行為若能在經由文宣物品的提醒後有所改變，則可以降低相關社會成

本。 

3. 創意文宣品的形式一旦為社會大眾所熟悉與接受，則大幅度增加性騷擾防治的宣導形式與

管道，使性騷擾防治能更快落實。 

 

參、計畫目標及內容 

性騷擾情事一旦發生，應在情節輕微時便立即採取表明拒絕，然因權力的不平等或礙於

雙方情面，真正可以做到的幾希？對此，本會決定開發設計：1）明示拒絕性騷擾的公仔，以

「快遞禮品」的方式，由被害人索取、付清運費後，匿名快遞給騷擾者，明確表達「拒絕性

騷擾」的態度。2）製作可公開張貼或一般人使用的「拒絕性騷擾」的宣導標語鑰匙圈與貼紙，

可供一般社會大眾隨身攜帶的小物，加強一般人對此訴求的親近性。 

本會希望利用創意設計，使這些柔性提醒或不失幽默的宣導標的物，可以一改過去，破

除硬梆梆的標語政令宣導方式，直接教育騷擾加害者或是不特定對象公開宣傳。 

計畫預定進行的方式，主要如下﹕ 

 

（一）設計「拒絕性騷擾」意涵的公仔： 

為嘲諷性騷擾的加害人形象或是被害人向加害人說不的拒絕意味。  

（二）提供郵寄包裹的付費服務： 

已遭受性騷擾的被害人可用選擇匿名方式，讓想要表達拒絕卻又不敢說出口的被害者，

來信索取「拒絕性騷擾」意涵的設計公仔，利用「快遞禮品」方式，由索取者以信用卡付清

運費，再由本計畫工作人員將公仔包裝後寄出，使收件人無法看出寄件人資訊，於指定時間

內送達指定收件人簽收。包裝中除了創意設計的商品外，也包括性騷擾防治的宣導小冊與說

明。禮品的包裝方式可以讓人減低戒心收下，也會造成同事間一陣話題，待收件人拆封後便

可使「性騷擾加害人」形象眾人皆知，藉此警惕收件人收歛其行徑，不讓傷害更進一步擴大，

也可讓被騷擾者的委屈與憤怒既有表達的機會，並同時受到匿名的保護。 

而此一快遞或郵寄的服務，既然需要事先以信用卡付清運費，則需留下真實姓名資訊，

如此一來，可避免任何第三人假借被害名義來索取而逕行惡作劇。而願意留下真實姓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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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清運費的人，通常在現實生活中應確曾遭受性騷擾而亟需抒發情緒，不敢提出法律上正式

申訴而又願意信任民間團體將以匿名處理快遞。以過往職場性騷擾的申訴案例來看，調查經

驗豐富的勞委會兩性工作平等委員會焦興鎧委員（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曾經指出，來

申訴的案例 90％以上在調查後發現果然為真，另外 10％只是證據不足、難以判斷，因此我們

對於勇於出面申訴者，都應抱持信任且友善的態度來應對，不應假設其為造假或挾怨報復。

而婦女新知基金會，作為處理性騷擾已有十多年經驗的婦女團體，自然具備如此的公信力、

判斷力及性別敏感度。 

（三）設計「拒絕性騷擾」的一般性宣導鑰匙圈與貼紙： 

  針對一般民眾的普及宣導，我們將設計可供公開張貼或一般人使用的「拒絕性騷擾」的

宣導鑰匙圈與貼紙，可供一般民眾索取，張貼於教室、辦公室牆上、電腦、工作桌等空間，

公開表明自己不歡迎性騷擾言行，營造友善環境的契機。 

（四）性騷擾防治之宣傳活動： 

  加害者意涵的設計物品是為了在性騷擾事件發生後，讓被害者有一吐怨氣的機會，但基

於「預防勝於治療」的前提，本會希望可以在性騷擾發生事前廣為宣傳性騷擾防治的重要性。

故此，預備在計畫初始請專人設計相關系列產品，並在代表物定稿選出、製作實品後，大量

利用網路、媒體的力量，建立部落格大量宣傳，並透過記者會的形式，向社會大眾解說此計

劃的目標、呼籲性騷擾防治的重要性，同時廣告此一系列文宣品開放索取訊息，鼓勵被害人

可踴躍透過快遞匿名方式表示拒絕的權利，或是索取宣導要圈與貼紙以供日常生活使用。另

一方面架設相關部落格，處理各界索取與詢問等庶務。使用活潑有趣的方式，使大眾更加注

意友善環境、防治性騷擾，加害者可心生警惕，受害者可一吐怨氣，營造友善環境，達到性

別平等與彼此尊重，對此計畫目標一一預防性騷擾，有更深刻的意涵了解。 

 

 

肆、計畫執行情形 

 

「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拒絕性騷擾活動  

婦女新知基金會考量許多人受到性騷擾卻不敢申訴、或想公開表明不歡迎性騷擾，或擔

心他人言行構成性騷擾，甚或公司不處理性騷擾、沒有申訴規定等各種情形。特別舉辦了「呼

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的活動，活動製作了囧公仔 2500 個、披風小俠鑰匙圈 3000 個、大力

寶寶貼紙 3000 張等性騷擾文宣品免費發送，文宣品寄送時亦會附上婦女新知基金會所製作的

「性騷擾完全拒絕小書」(詳閱附件一)，小書內容說明了性騷擾的定義與性騷擾申訴流程，讓

人們索取以明確表達拒絕性騷擾也同時了解性騷擾申訴資訊。 

例如：許多人受到職場性騷擾卻不敢申訴，因礙於對方是長官上司，握有權勢及地位，

而選擇封口忍耐；甚或在忍無可忍下、向公司申訴後，但公司並不積極處理性騷擾事件，內

部也沒有申訴規定及處理辦法；或想提醒身邊同事、同學別在玩笑中不慎觸犯性騷擾法律…

等各種情形皆可向本會索取囧公仔，只要指定寄送地點，就可讓囧公仔背後標語「我錯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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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不該性騷擾」代為發聲。 

我們也歡迎索取大力寶寶貼紙和披風小俠鑰匙圈，來公開表達拒絕性騷擾。貼紙可張貼

在辦公室或學校等公共場所，鑰匙圈則可個人使用。例如：校園或工作場所中常見以娛樂名

義高談黃色笑話、或勾肩搭背的身體碰觸，對某些人而言卻是不受歡迎、不舒服的性意味言

行，如果礙於情面而不知道如何提醒，也都歡迎來索取囧公仔、貼紙與鑰匙圈來明示自己拒

絕性騷擾。 

還有，在公共場所中商店老闆、店員、公車司機、乘客…等的性騷擾，也都可向本會索

取囧公仔、貼紙和鑰匙圈的寄送服務。也可撥打內政部的性騷擾諮詢專線 113。我們希望藉

由此一宣導活動，讓大家更瞭解性騷擾的申訴管道。而這些文宣品，也可讓不想申訴的人能

夠找到代為發聲的小幫手，無論是職場中、校園中或是公共場所裡，期待藉此打造生活中更

加性別平等的環境。 

為宣傳活動特地舉辦「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活動開跑記者會。 

 

◎記者會活動紀錄 

時間：2008 年 12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9：40 

地點：台灣國家婦女館（台北市杭州南路一段 15 號九樓 糧政大樓）  

 記者會出席代表：范  雲（婦女新知基金會 董事長、台灣大學社會系助理教授） 

          黃長玲（婦女新知基金會 常務監事、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賴淑玲（婦女新知基金會 顧問、執業律師） 

          楊麗娟（護士 性騷擾案件 當事人） 

時間 內容  

09:40-09:50 短劇演出 介紹：囧公仔、披風小俠鑰匙圈、大力寶寶貼紙

09:50-10:00 主持人開場、活動說明 主持人：范雲教授 

10:00-10:10 活動發想 發言人：黃長玲教授 

10:10-10:20 性騷擾法律說明 發言人：賴淑玲律師 

10:20-10:25 案主現身鼓勵此活動 發言人：楊麗娟護士 

 

婦女新知基金會常務監事黃長玲首先針對活動內容做了說明。她強調只要是受到性騷擾

不敢申訴的被害人，皆可來電向婦女新知基金會索取囧公仔，以信用卡付款方式支付運費後，

便可由婦女新知基金會這邊代為將囧公仔寄給加害人，藉此提醒加害人注意行為舉止，被害

人無須擔心身分曝光的危險。若是想要明確表達拒絕性騷擾、或者希望宣導性騷擾防治觀念

的學校和團體，同樣可向婦女新知基金會免費索取囧公仔、披風小俠鑰匙圈和大力寶寶貼紙。

婦女新知基金會董事長范雲特別提出，之所以希望以信用卡付款方式支付郵費，主要是不希

望有人藉此惡作劇，索取者並不用擔心身分因此而曝光。 

 

記者會中，婦女新知基金會邀請到賴淑玲律師具體說明性騷擾的申訴管道，這些申訴管

道在婦女新知基金會所製作的「性騷擾完全拒絕小書」中皆有詳細的解釋與說明。賴淑玲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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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特別指出，婦女新知基金會並非希望用寄送囧公仔來取代法律途徑，而是希望當事人能在

事件剛開始發生時，就明確表達拒絕性騷擾，法律手段應該是性騷擾事件中所採取的最後方

式。婦女新知基金會常務監事黃長玲亦表示，性騷擾事件愈能在一開始的時候得到解決，愈

能節省更多的社會成本。 

 

此外，婦女新知基金會亦邀請到職場性騷擾事件的案主楊小姐出席，希望藉由楊小姐的

出面鼓勵大眾勇敢拒絕性騷擾。楊小姐提到，她在 1998 年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時候並無這麼多

的資源管道可以申訴，她除了感謝婦女新知基金會當她的肩膀外，亦表示當初若有這些文宣

品表達心聲，性騷擾的情形或許可以得到解決。 

 

婦女新知基金會希望藉著「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的活動，能讓大家更瞭解性騷擾的

申訴管道。藉由囧公仔、披風小俠鑰匙圈、大力寶寶貼紙這些「柔性勸阻」文宣品，能夠讓

不想申訴的人能夠找到代為發聲的小幫手，打造出性別平等的友善職場、校園和公共環境。 

 

一、 活動日期：2007 年 12 月 11 日起至發送完為止 

二、 活動方式：欲索取文宣品者，請來電至婦女新知基金會，告知以下資料：a.姓名/單位 b.

電話 c.電子信箱 d.索取樣式與數量，服務人員將以數量估計郵費後，將信用卡郵費付

款單 email 或傳真給妳/你，收到信用卡付款單填妥後，請傳真回覆並來電與服務人員

作確認(信用卡付款單簽名需要與信用卡簽名一致)，服務人員進行信用卡郵費扣款確認

後，三日內寄出文宣品寄出後會以 email 通知。 

三、 活動宣傳： 

1. 活動海報：製作活動海報，寄送各縣市家防中心、婦女中心、婦女會、婦女團體(共

300 處)、社福單位(350 處)與各工會團體(210 處)，同時寄發給大專高中學校學務處(450

所)與社區大學(84 所)等，各單位 3~5 張，並請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與

勞委會協助發送公文給予各單位請求協助張貼。 

2. 電子報：透過婦女新知基金會電子報、「網氏」女性電子報等網絡發送活動訊息。 

3. 活動部落格：設立「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部落格

http://www.wretch.cc/blog/doll2008，宣傳本活動訊息及索取方式。 

4. 新聞稿：將活動新聞稿發給各平面/電子媒體，爭取報導與曝光，聯合報、中國時報、

中央社、國立教育廣播電台、立報皆有報導。(詳閱附件二) 

5. 電台宣傳：復興廣播電台，98/01/06 錄音，活動宣導與宣傳。 

四、 索取情形：活動於 12/11 發佈後，受到廣大迴響與熱烈詢問，在 12/23 即全數發送完畢，  

     索取包括團體索取、個人索取，共 80 多筆索取資料，團體包括婦女團體、社福團體、 

     公家機關、大小型公司、學校、警察局…等。(詳閱附件三) 

 

 

 

 



◎活動照片 

 活動開跑記者會 

 

 活動開跑記者會－行動劇演出 

(行動劇劇本詳閱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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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會現場 

  
囧公仔、披風小俠鑰匙圈、大力寶寶貼紙 

 活動海報與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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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目標達成情形 

 

一、活動特色與成效 

‧ 文宣品創意設計，宣導與實用性高，促成索取踴躍 

婦女新知基金會邀請到香港女性主義漫畫家劉莉莉為我們設計一系列性騷擾防治文宣

品：囧公仔、大力寶寶貼紙、披風小俠鑰匙圈。三個圖樣皆表達著不同的想法和理念，對於

囧公仔，是一種同情的心態設計的。同情加害人，為什麼像個長不大的孩子，要對別人性騷

擾？希望他看到囧公仔後，能夠自我反省且改過。至於大力寶寶和披風小俠，這兩個人物都

面帶著微笑，她們一面微笑一面充滿能量地表示“拒絕性騷擾＂。尤其是披風小俠，一臉的

書卷氣，卻有著丁字褲外露的造型，好像在宣告：我雖然穿著大膽、開放，但可由不得你胡

亂性騷擾！ 

三個文宣品都有實用性，公仔存錢筒、貼紙、鑰匙圈。貼紙可張貼在辦公室或學校等公

共場所，鑰匙圈則可個人使用。例如：校園或工作場所中常見以娛樂名義高談黃色笑話、或

勾肩搭背的身體碰觸，對某些人而言卻是不受歡迎、不舒服的性意味言行，如果礙於情面而

不知道如何提醒，也都歡迎來索取囧公仔、貼紙與鑰匙圈來明示自己拒絕性騷擾。 

本會利用創意設計，使這些柔性提醒或不失幽默的宣導標的物，可以一改過去，破除硬

梆梆的標語政令宣導方式，直接教育騷擾加害者或是不特定對象公開宣傳，受到大眾的喜愛

歡迎，活潑實用又可宣導，活動開跑不到 15 天即索取發送完畢。 

 

‧ 記者會媒體播報與部落格平台宣傳教育效益高 

本活動利用發佈活動開跑記者會方式，藉由媒體採訪宣傳報導，平面媒體報導此活動，

擴大活動曝光度，記者會過後即湧入許多索取電話。此活動，特別設立「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

退散」活動部落格，其他像電子報、電子郵件的運用更是活動不可或缺的宣傳幫手。另外也

透過網氏（女性電子報）刊登本活動消息。部落格在記者會過後當天，瀏覽人次近千人。   

  網路有其即時性，以網路為活動平台，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立即讓民眾清楚了解活動訊

息與方式，以及回應與問題詢問，本會也在部落格上直接回覆問題，縮短許多時間。在「呼

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活動部落格中，除了活動消息，另有了解性騷擾與申訴流程管道之文

章，從部落格中不僅可以了解活動資訊，也可以發揮性騷擾教育作用。部落格也加上相關網

站的連結，使民眾可以有效運用。 

 

‧ 團體與個人索取踴躍，使性騷擾防治能更快落實 

    活動開始後即有許多團體與個人索取文宣品，活動在 15 天內文宣品索取完畢。可以感受

到大眾對性騷擾議題漸漸重視和注意，團體索取包括許多大小公司，索取發放給員工做宣導

教育用，學校也大量索取，在性騷擾課程時發放作為課程輔導教材，也有小吃攤、美容院等

服務業，索取貼紙張貼在明顯處，明示公共場所拒絕性騷擾。也有個人索取由本會代寄給加

害者達到警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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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論是個人索取或是團體索取，索取的踴躍效果，是讓性騷擾防治跟教育更廣泛宣導，

讓不了解的民眾了解性騷擾，已了解的民眾也能再次加強觀念，使「性騷擾」議題受到正視。

性別平等的友善職場、校園和公共環境大家一起打造！ 

 

二、綜合檢討與改進建議 

‧ 本次活動宣傳海報寄發給各婦女團體、社福團體、工會團體…等，達到不錯的宣傳效果，

但較晚開始整理寄發資訊，花掉較多時間，往後可以固定更新這些寄發資訊，在任何的活

動宣傳以及資訊寄發上會更快速且便利。 

‧ 本次活動文宣品是利用快遞或郵寄發送的，本案審查時，因委員建議，而需要事先以信用

卡付清運費，則所有索取人必須留下真實姓名資訊，如此一來，可避免任何第三人假借被

害名義來索取而逕行惡作劇。但此規定也造成部分未使用信用卡者無法索取，需委託其他

使用信用卡朋友索取。如會再有類似此活動，應討論是否有更便利的方式可以確認身分。 

‧ 本次活動原本想藉由各連鎖商店在活動期間，張貼本活動宣傳海報，但在籌備期間聯絡

時，超商與商店多是拒絕的答覆，拒絕的原因多為兩項，一為檔期已滿無法張貼，二為商

家本身不是本活動贊助廠商或合作單位不給予張貼。所以往後如活動有需要此宣傳方式，

就必須提早在活動半年前即開始連絡商家，詢問預約張貼檔期，或是考慮邀請商家成為贊

助商或是合作辦理活動。 

‧ 本次活動文宣品，在 15 天內即發送完畢，活動開始後索取電話踴躍，因數量有限，本會

定出索取上限，但仍有許多團體向隅，學術單位與各公司行號需求量大。往後如有類似此

活動，數量方面可更大量來供應需求。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

拒絕性騷擾之「出氣小幫手」宣導計畫結案報告書

壹、計畫緣起

在傳統觀念中，多數人認為性騷擾只被摸一下、言語上吃吃豆腐，只要不是暴力脅迫，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犯罪，認為性騷擾並不像性侵害那樣嚴重，使得一般人對於性騷擾不像性侵害一樣被重視和討論，但事實上多數遭受性騷擾的當事人會有嚴重的情緒波動、甚至崩潰自殘的情狀，一般處理方式不是跟親友訴苦，就是忍氣吞聲，僅有少數被害者會向相關單位進行申訴要求處理。主要是原因除了性騷擾事件極為私密、難以啟齒之外，還包括整體環境不友善、舉證困難、缺乏相關法律知識等因素。


婦女新知自1982成立雜誌社、1987年成立基金會以來，即以倡議婦女議題、喚起婦女自覺、爭取婦女權益、改變婦女處境為宗旨，本會性質為非營利組織，多年來致力於性別法案之研擬與修正，包括「民法親屬編」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擬定，以推動兩性平權之合理社會資源分配與平等之法律制度設計。而「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當中，即針對職場及校園兩大類性騷擾，規範政府、雇主、校方應設置的申訴處理機制。


然而，在「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屆滿五年、「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超過三年之際，我們依然可見，無論是在校園、職場，性騷擾的問題都無所不在，而性騷擾事件的受害人往往是身處性別與權力關係的雙重弱勢，受害人在遭受性騷擾時，為保有工作與學習機會，往往必須被迫接受或順從這些不受歡迎的性言詞或性要求。因此，願意站出來進行申訴的受害人少之又少，尤其是個案涉及到性侵害部分時，必須顧及社會異樣的眼光及環境壓力，而選擇封口，因此握有「權勢及地位」的加害者在這個關係中佔了很大的優勢，受害人會面臨工作、升遷、考績的刁難，甚至是被迫離職，同樣的，性騷擾如果是發生在校園，加害教授同樣會因為掌握受害者課業分數或考績評比，迫使被害者休學或離職。


性騷擾通常是從一些小地方輕微的碰觸或言語挑逗開始的，加害人藉由言語及肢體上的試探以便瞭解是否有機會再繼續下去，但被害者的反應通常是會保留、存疑是否是自己過於太大驚小怪，但這段存疑期間等於是給加害者一個等同「默許」的認知，如果沒有被明顯拒絕或嚴重警告，加害者就會食髓知味。


其實性騷擾事件往往都是有權力的一方向權力弱勢者施以與性相關的騷擾行為，無論是言語或是肢體接觸「摸摸手沒什麼大不了」，都會令被騷擾者身心極度不舒服。但被害人一考量身分曝光後，礙於社會與論的眼光，及加害人可能握有權力施壓等種種因素而不敢申訴，選擇默默忍受。


因此，除了持續宣導性騷擾防治的重要性外，婦女新知基金會考量被害者所身處權力不對等的社會弱勢情境，計畫發展「柔性勸阻」的具體方式，在性騷擾情事剛剛發生時，立即给予加害者明示或暗示的軟性勸阻。一方面讓被害者有抒發情緒的機會，不再只是一昧隱忍心中的不滿及恐懼，二來，也可使加害者明確瞭解自己的行為並不受歡迎，使其心存警惕，以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我們期待開發「柔性勸阻」意涵的創意文宣品，同時搭配趣味的性騷擾防治宣導活動，以打造更加性別平等的友善校園和職場環境。


貳、預期效益


1. 使「拒絕性騷擾」觀念，透過各項創意設計及宣導，而使民眾廣泛注意。


2. 許多性騷擾的形態有不特定的受害者（譬如騷擾者公開講黃色笑話），或是被害者不止一人。匿名柔性勸阻的方式，等於給騷擾者一個機會改變自己的行為，並且讓騷擾者了解自己的行為不當。騷擾行為若能在經由文宣物品的提醒後有所改變，則可以降低相關社會成本。


3. 創意文宣品的形式一旦為社會大眾所熟悉與接受，則大幅度增加性騷擾防治的宣導形式與管道，使性騷擾防治能更快落實。


參、計畫目標及內容


性騷擾情事一旦發生，應在情節輕微時便立即採取表明拒絕，然因權力的不平等或礙於雙方情面，真正可以做到的幾希？對此，本會決定開發設計：1）明示拒絕性騷擾的公仔，以「快遞禮品」的方式，由被害人索取、付清運費後，匿名快遞給騷擾者，明確表達「拒絕性騷擾」的態度。2）製作可公開張貼或一般人使用的「拒絕性騷擾」的宣導標語鑰匙圈與貼紙，可供一般社會大眾隨身攜帶的小物，加強一般人對此訴求的親近性。


本會希望利用創意設計，使這些柔性提醒或不失幽默的宣導標的物，可以一改過去，破除硬梆梆的標語政令宣導方式，直接教育騷擾加害者或是不特定對象公開宣傳。


計畫預定進行的方式，主要如下﹕


（一）設計「拒絕性騷擾」意涵的公仔：


為嘲諷性騷擾的加害人形象或是被害人向加害人說不的拒絕意味。 


（二）提供郵寄包裹的付費服務：


已遭受性騷擾的被害人可用選擇匿名方式，讓想要表達拒絕卻又不敢說出口的被害者，來信索取「拒絕性騷擾」意涵的設計公仔，利用「快遞禮品」方式，由索取者以信用卡付清運費，再由本計畫工作人員將公仔包裝後寄出，使收件人無法看出寄件人資訊，於指定時間內送達指定收件人簽收。包裝中除了創意設計的商品外，也包括性騷擾防治的宣導小冊與說明。禮品的包裝方式可以讓人減低戒心收下，也會造成同事間一陣話題，待收件人拆封後便可使「性騷擾加害人」形象眾人皆知，藉此警惕收件人收歛其行徑，不讓傷害更進一步擴大，也可讓被騷擾者的委屈與憤怒既有表達的機會，並同時受到匿名的保護。


而此一快遞或郵寄的服務，既然需要事先以信用卡付清運費，則需留下真實姓名資訊，如此一來，可避免任何第三人假借被害名義來索取而逕行惡作劇。而願意留下真實姓名資訊、付清運費的人，通常在現實生活中應確曾遭受性騷擾而亟需抒發情緒，不敢提出法律上正式申訴而又願意信任民間團體將以匿名處理快遞。以過往職場性騷擾的申訴案例來看，調查經驗豐富的勞委會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焦興鎧委員（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曾經指出，來申訴的案例90％以上在調查後發現果然為真，另外10％只是證據不足、難以判斷，因此我們對於勇於出面申訴者，都應抱持信任且友善的態度來應對，不應假設其為造假或挾怨報復。而婦女新知基金會，作為處理性騷擾已有十多年經驗的婦女團體，自然具備如此的公信力、判斷力及性別敏感度。


（三）設計「拒絕性騷擾」的一般性宣導鑰匙圈與貼紙：


　　針對一般民眾的普及宣導，我們將設計可供公開張貼或一般人使用的「拒絕性騷擾」的宣導鑰匙圈與貼紙，可供一般民眾索取，張貼於教室、辦公室牆上、電腦、工作桌等空間，公開表明自己不歡迎性騷擾言行，營造友善環境的契機。

（四）性騷擾防治之宣傳活動：


　　加害者意涵的設計物品是為了在性騷擾事件發生後，讓被害者有一吐怨氣的機會，但基於「預防勝於治療」的前提，本會希望可以在性騷擾發生事前廣為宣傳性騷擾防治的重要性。故此，預備在計畫初始請專人設計相關系列產品，並在代表物定稿選出、製作實品後，大量利用網路、媒體的力量，建立部落格大量宣傳，並透過記者會的形式，向社會大眾解說此計劃的目標、呼籲性騷擾防治的重要性，同時廣告此一系列文宣品開放索取訊息，鼓勵被害人可踴躍透過快遞匿名方式表示拒絕的權利，或是索取宣導要圈與貼紙以供日常生活使用。另一方面架設相關部落格，處理各界索取與詢問等庶務。使用活潑有趣的方式，使大眾更加注意友善環境、防治性騷擾，加害者可心生警惕，受害者可一吐怨氣，營造友善環境，達到性別平等與彼此尊重，對此計畫目標一一預防性騷擾，有更深刻的意涵了解。


肆、計畫執行情形


「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拒絕性騷擾活動 

婦女新知基金會考量許多人受到性騷擾卻不敢申訴、或想公開表明不歡迎性騷擾，或擔心他人言行構成性騷擾，甚或公司不處理性騷擾、沒有申訴規定等各種情形。特別舉辦了「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的活動，活動製作了囧公仔2500個、披風小俠鑰匙圈3000個、大力寶寶貼紙3000張等性騷擾文宣品免費發送，文宣品寄送時亦會附上婦女新知基金會所製作的「性騷擾完全拒絕小書」(詳閱附件一)，小書內容說明了性騷擾的定義與性騷擾申訴流程，讓人們索取以明確表達拒絕性騷擾也同時了解性騷擾申訴資訊。

例如：許多人受到職場性騷擾卻不敢申訴，因礙於對方是長官上司，握有權勢及地位，而選擇封口忍耐；甚或在忍無可忍下、向公司申訴後，但公司並不積極處理性騷擾事件，內部也沒有申訴規定及處理辦法；或想提醒身邊同事、同學別在玩笑中不慎觸犯性騷擾法律…等各種情形皆可向本會索取囧公仔，只要指定寄送地點，就可讓囧公仔背後標語「我錯了，我不該性騷擾」代為發聲。


我們也歡迎索取大力寶寶貼紙和披風小俠鑰匙圈，來公開表達拒絕性騷擾。貼紙可張貼在辦公室或學校等公共場所，鑰匙圈則可個人使用。例如：校園或工作場所中常見以娛樂名義高談黃色笑話、或勾肩搭背的身體碰觸，對某些人而言卻是不受歡迎、不舒服的性意味言行，如果礙於情面而不知道如何提醒，也都歡迎來索取囧公仔、貼紙與鑰匙圈來明示自己拒絕性騷擾。


還有，在公共場所中商店老闆、店員、公車司機、乘客…等的性騷擾，也都可向本會索取囧公仔、貼紙和鑰匙圈的寄送服務。也可撥打內政部的性騷擾諮詢專線113。我們希望藉由此一宣導活動，讓大家更瞭解性騷擾的申訴管道。而這些文宣品，也可讓不想申訴的人能夠找到代為發聲的小幫手，無論是職場中、校園中或是公共場所裡，期待藉此打造生活中更加性別平等的環境。


為宣傳活動特地舉辦「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活動開跑記者會。

◎記者會活動紀錄

時間：2008年12月11日（星期四）上午9：40


地點：台灣國家婦女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號九樓 糧政大樓） 


· 記者會出席代表：范  雲（婦女新知基金會 董事長、台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黃長玲（婦女新知基金會 常務監事、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賴淑玲（婦女新知基金會 顧問、執業律師）


　　　　　　　　　　楊麗娟（護士 性騷擾案件 當事人）


		時間

		內容

		



		09:40-09:50

		短劇演出

		介紹：囧公仔、披風小俠鑰匙圈、大力寶寶貼紙



		09:50-10:00

		主持人開場、活動說明

		主持人：范雲教授



		10:00-10:10

		活動發想

		發言人：黃長玲教授



		10:10-10:20

		性騷擾法律說明

		發言人：賴淑玲律師



		10:20-10:25

		案主現身鼓勵此活動

		發言人：楊麗娟護士





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黃長玲首先針對活動內容做了說明。她強調只要是受到性騷擾不敢申訴的被害人，皆可來電向婦女新知基金會索取囧公仔，以信用卡付款方式支付運費後，便可由婦女新知基金會這邊代為將囧公仔寄給加害人，藉此提醒加害人注意行為舉止，被害人無須擔心身分曝光的危險。若是想要明確表達拒絕性騷擾、或者希望宣導性騷擾防治觀念的學校和團體，同樣可向婦女新知基金會免費索取囧公仔、披風小俠鑰匙圈和大力寶寶貼紙。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范雲特別提出，之所以希望以信用卡付款方式支付郵費，主要是不希望有人藉此惡作劇，索取者並不用擔心身分因此而曝光。


記者會中，婦女新知基金會邀請到賴淑玲律師具體說明性騷擾的申訴管道，這些申訴管道在婦女新知基金會所製作的「性騷擾完全拒絕小書」中皆有詳細的解釋與說明。賴淑玲律師特別指出，婦女新知基金會並非希望用寄送囧公仔來取代法律途徑，而是希望當事人能在事件剛開始發生時，就明確表達拒絕性騷擾，法律手段應該是性騷擾事件中所採取的最後方式。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黃長玲亦表示，性騷擾事件愈能在一開始的時候得到解決，愈能節省更多的社會成本。


此外，婦女新知基金會亦邀請到職場性騷擾事件的案主楊小姐出席，希望藉由楊小姐的出面鼓勵大眾勇敢拒絕性騷擾。楊小姐提到，她在1998年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時候並無這麼多的資源管道可以申訴，她除了感謝婦女新知基金會當她的肩膀外，亦表示當初若有這些文宣品表達心聲，性騷擾的情形或許可以得到解決。


婦女新知基金會希望藉著「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的活動，能讓大家更瞭解性騷擾的申訴管道。藉由囧公仔、披風小俠鑰匙圈、大力寶寶貼紙這些「柔性勸阻」文宣品，能夠讓不想申訴的人能夠找到代為發聲的小幫手，打造出性別平等的友善職場、校園和公共環境。


1、 活動日期：2007年12月11日起至發送完為止


2、 活動方式：欲索取文宣品者，請來電至婦女新知基金會，告知以下資料：a.姓名/單位 b.電話 c.電子信箱 d.索取樣式與數量，服務人員將以數量估計郵費後，將信用卡郵費付款單email或傳真給妳/你，收到信用卡付款單填妥後，請傳真回覆並來電與服務人員作確認(信用卡付款單簽名需要與信用卡簽名一致)，服務人員進行信用卡郵費扣款確認後，三日內寄出文宣品寄出後會以email通知。


3、 活動宣傳：


1. 活動海報：製作活動海報，寄送各縣市家防中心、婦女中心、婦女會、婦女團體(共300處)、社福單位(350處)與各工會團體(210處)，同時寄發給大專高中學校學務處(450所)與社區大學(84所)等，各單位3~5張，並請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與勞委會協助發送公文給予各單位請求協助張貼。


2. 電子報：透過婦女新知基金會電子報、「網氏」女性電子報等網絡發送活動訊息。


3. 活動部落格：設立「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doll2008，宣傳本活動訊息及索取方式。


4. 新聞稿：將活動新聞稿發給各平面/電子媒體，爭取報導與曝光，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社、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立報皆有報導。(詳閱附件二)

5. 電台宣傳：復興廣播電台，98/01/06錄音，活動宣導與宣傳。

四、　索取情形：活動於12/11發佈後，受到廣大迴響與熱烈詢問，在12/23即全數發送完畢， 


     索取包括團體索取、個人索取，共80多筆索取資料，團體包括婦女團體、社福團體、

     公家機關、大小型公司、學校、警察局…等。(詳閱附件三)

◎活動照片

　活動開跑記者會

　活動開跑記者會－行動劇演出

(行動劇劇本詳閱附件三)


　記者會現場

　


囧公仔、披風小俠鑰匙圈、大力寶寶貼紙

　活動海報與文宣品

伍、目標達成情形

一、活動特色與成效

· 文宣品創意設計，宣導與實用性高，促成索取踴躍

婦女新知基金會邀請到香港女性主義漫畫家劉莉莉為我們設計一系列性騷擾防治文宣品：囧公仔、大力寶寶貼紙、披風小俠鑰匙圈。三個圖樣皆表達著不同的想法和理念，對於囧公仔，是一種同情的心態設計的。同情加害人，為什麼像個長不大的孩子，要對別人性騷擾？希望他看到囧公仔後，能夠自我反省且改過。至於大力寶寶和披風小俠，這兩個人物都面帶著微笑，她們一面微笑一面充滿能量地表示“拒絕性騷擾”。尤其是披風小俠，一臉的書卷氣，卻有著丁字褲外露的造型，好像在宣告：我雖然穿著大膽、開放，但可由不得你胡亂性騷擾！

三個文宣品都有實用性，公仔存錢筒、貼紙、鑰匙圈。貼紙可張貼在辦公室或學校等公共場所，鑰匙圈則可個人使用。例如：校園或工作場所中常見以娛樂名義高談黃色笑話、或勾肩搭背的身體碰觸，對某些人而言卻是不受歡迎、不舒服的性意味言行，如果礙於情面而不知道如何提醒，也都歡迎來索取囧公仔、貼紙與鑰匙圈來明示自己拒絕性騷擾。


本會利用創意設計，使這些柔性提醒或不失幽默的宣導標的物，可以一改過去，破除硬梆梆的標語政令宣導方式，直接教育騷擾加害者或是不特定對象公開宣傳，受到大眾的喜愛歡迎，活潑實用又可宣導，活動開跑不到15天即索取發送完畢。

· 記者會媒體播報與部落格平台宣傳教育效益高

本活動利用發佈活動開跑記者會方式，藉由媒體採訪宣傳報導，平面媒體報導此活動，擴大活動曝光度，記者會過後即湧入許多索取電話。此活動，特別設立「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活動部落格，其他像電子報、電子郵件的運用更是活動不可或缺的宣傳幫手。另外也透過網氏（女性電子報）刊登本活動消息。部落格在記者會過後當天，瀏覽人次近千人。　　


　　網路有其即時性，以網路為活動平台，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立即讓民眾清楚了解活動訊息與方式，以及回應與問題詢問，本會也在部落格上直接回覆問題，縮短許多時間。在「呼叫囧公仔 性騷擾退散」活動部落格中，除了活動消息，另有了解性騷擾與申訴流程管道之文章，從部落格中不僅可以了解活動資訊，也可以發揮性騷擾教育作用。部落格也加上相關網站的連結，使民眾可以有效運用。

· 團體與個人索取踴躍，使性騷擾防治能更快落實

    活動開始後即有許多團體與個人索取文宣品，活動在15天內文宣品索取完畢。可以感受到大眾對性騷擾議題漸漸重視和注意，團體索取包括許多大小公司，索取發放給員工做宣導教育用，學校也大量索取，在性騷擾課程時發放作為課程輔導教材，也有小吃攤、美容院等服務業，索取貼紙張貼在明顯處，明示公共場所拒絕性騷擾。也有個人索取由本會代寄給加害者達到警惕效果。


    無論是個人索取或是團體索取，索取的踴躍效果，是讓性騷擾防治跟教育更廣泛宣導，讓不了解的民眾了解性騷擾，已了解的民眾也能再次加強觀念，使「性騷擾」議題受到正視。性別平等的友善職場、校園和公共環境大家一起打造！

二、綜合檢討與改進建議


· 本次活動宣傳海報寄發給各婦女團體、社福團體、工會團體…等，達到不錯的宣傳效果，但較晚開始整理寄發資訊，花掉較多時間，往後可以固定更新這些寄發資訊，在任何的活動宣傳以及資訊寄發上會更快速且便利。

· 本次活動文宣品是利用快遞或郵寄發送的，本案審查時，因委員建議，而需要事先以信用卡付清運費，則所有索取人必須留下真實姓名資訊，如此一來，可避免任何第三人假借被害名義來索取而逕行惡作劇。但此規定也造成部分未使用信用卡者無法索取，需委託其他使用信用卡朋友索取。如會再有類似此活動，應討論是否有更便利的方式可以確認身分。

· 本次活動原本想藉由各連鎖商店在活動期間，張貼本活動宣傳海報，但在籌備期間聯絡時，超商與商店多是拒絕的答覆，拒絕的原因多為兩項，一為檔期已滿無法張貼，二為商家本身不是本活動贊助廠商或合作單位不給予張貼。所以往後如活動有需要此宣傳方式，就必須提早在活動半年前即開始連絡商家，詢問預約張貼檔期，或是考慮邀請商家成為贊助商或是合作辦理活動。

· 本次活動文宣品，在15天內即發送完畢，活動開始後索取電話踴躍，因數量有限，本會定出索取上限，但仍有許多團體向隅，學術單位與各公司行號需求量大。往後如有類似此活動，數量方面可更大量來供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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