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界的性別公義： 
從性騷擾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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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誰，會被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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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被性騷擾︖？ 

只有女⼈人，被性騷擾嗎︖？ 

年紀、︑種族、︑膚⾊色、︑身份地位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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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也會被性騷擾

2018年05⽉月18 

中時電⼦子報 ⿈黃
眉青/綜合報導 

「#Me Too」運
動延燒到台
灣，...... 

某公務機關
男性主管遭
爆料對下屬
伸出鹹豬⼿手，
但這次受害
者不是年輕
美眉，全是
⼩小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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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三⽉月，蘋果報導 

某體操教練，長期性侵女選⼿手！ 
⾼高市驚爆⼀一名國⼩小專任體操教練性侵女選⼿手，被害⼈人是先向教育

局通報，2⽉月6⽇日下午再由社⼯工陪同前來報案。︒ 

匿名在《爆料公社》轉貼⽂文，揭露有體操女選⼿手讀國中時，遭某國

⼩小專任體操教練於其家中、︑體操館、︑汽⾞車旅館等處多次性侵，
當時教練還因當事⼈人⽉月經異常，陪同到婦產科就診，但她當時隱忍不敢
報案，直到最近看到美國及⾹香港體操界爆發教練性侵事件，讓她體悟到
⾃自⼰己「不再是被你摧殘的⼩小女孩，⽽而是⼀一位復仇者，讓他的惡⾏行，得以
接受審判。︒」⽇日前⿎鼓起勇氣舉發報案，並表⽰示，已確認還有數位學姊也
曾經被教練摧殘踐踏傷害過，希望司法最終能夠給予他應有的懲罰，公

開他是因為不希望再有下⼀一位受害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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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如何遭受性騷擾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3179 

國際研究組織Promundo與聯合國婦女權能署（U.N. Women）2017

年5⽉月調查4830名男性 

有31%黎巴嫩男性、︑64%埃及男性承認公開性騷擾過女
⼈人，從拋媚眼、︑跟蹤到性侵都算。︒ 
伊絲拉（Esraa Yousria Saleh）⾛走過開羅知名的商店街，突
然1名20多歲的男⼦子跟她對上眼...。︒ 

為什麼這個男認為⾃自⼰己有權這樣看她、︑跟蹤

她、︑對她說下流的話︖？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3179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3179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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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男⼈人要性騷擾女性︖？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3179 

國際研究組織Promundo與聯合國婦女權能署（U.N. Women）

2017年5⽉月調查4830名男性以4個中東地區為對象：埃及、︑黎巴

嫩、︑摩洛哥和巴勒斯坦。︒ 

巴克和費基懷疑，當地的⾼高失業率、︑政治不安和養家活⼜⼝口的壓⼒力，都成為男性騷
擾女性的動機。︒ 

巴克說，這些年輕男性「對⾃自⼰己期望較⾼高，卻無法達成，所以只好騷擾當地女性，
他們覺得這個世界虧⽋欠他們」。︒ 

費基說，在埃及等地⽅方，情況很容易理解，因為在那裡，身為年輕男性會讓⼼心靈
麻⽊木，⽣生活單調無聊。︒他們找不到⼯工作、︑沒錢結婚、︑困在家裡與⽗父母同住，「他
們的⽣生活停滯在青少年狀態」。︒ 

費基認為，騷擾也是年輕男⼈人取樂的⽅方式。︒受訪者被詢及為什麼要公開騷擾女性，
極⼤大多數⼈人（部分地區⾼高達90%）回答，只是因為好玩、︑興奮。︒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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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性騷擾」被類歸為「女性議題」呢︖？ 

性騷擾，為什麼存在︖？



⼀一、︑教會界，有性騷擾議題嗎︖？

⼀一、︑我是，女性牧師 

據統計和公佈的數據，女性被性騷擾的
比率是⾼高於男性（因為這樣就被類歸為女性議
題），為什麼︖？



⼆二、︑我的職場：教會界。︒ 

「妳胸部那麼⼤大，男性會友能專⼼心聽講道
嗎︖？」這是⼀一位男性牧師說出⼜⼝口的... 

在某次在⾞車上密閉空間，⼀一位男性離婚基督徒對女性單身

牧師說：「你認為我配不上你嗎︖？我哪裡不好︖？為什

麼你都沒有考慮跟我交往︖？......」之後，....... 

有男性牧師搭肩、︑拍背，眼睛把我從頭到腳掃描⼀一遍。︒



（⼀一）性歧視⾔言論。︒ 

「妳胸部那麼⼤大，男性會友能專⼼心聽講道
嗎︖？」 

⾔言論複製：強度最⾼高就是 

「你穿那麼少，男⼈人能不強暴你嗎︖？....」 

（⼆二）性騷擾舉動： 

1「你認為我配不上你嗎︖？我哪裡不好︖？為什麼你都

沒有考慮跟我交往︖？......」 

2搭肩、︑拍背，眼睛把女性牧師從頭到腳掃描⼀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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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職場：遭遇性騷擾情況

20180412【1111通訊社記者李佩璇Passion報導】  
調查時間3⽉月28⽇日到4⽉月11⽇日，隨機抽樣為1070份，信⼼心⽔水準95%，誤差為正負3個百分點 

上班族逾半曾遭性騷擾 

5成上班族遭職場性騷擾 

4成6受害者隱忍 

性騷擾的類型，以有意的碰觸（67.6%）、︑⾔言語騷擾

（61.5%）比例最⾼高，其次是侮辱、︑歧視態度與⾏行為

（35.5%）、︑被盯著看（31.5%）以及摟肩摳⼿手（25.6%）。︒



（三）不舒服的語⾔言 

「你們查某牧師只要跟男長⽼老撒嬌，就沒什麼困難、︑

很好牧會...。︒」他說的時候，眼睛把我從頭到腳掃描⼀一遍.....

特別是看...。︒ 

（四）親善型歧視語⾔言 

「我們牧師掛⽿耳環，甩來甩去，害我都沒辦法專⼼心聽講道...」看
似親善語⾔言其實是歧視，服裝審查.... 

（五）⾃自我審查、︑⾃自保.... 

許多外表穿裙⼦子內在陽剛⾏行事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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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騷擾為什麼存在︖？ 

從騷擾到性侵， 

性暴⼒力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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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香港運動
選⼿手處⾯面指控
曾教練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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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我也是」運動從校園蔓
延⾄至職場 
2018年7⽉月27⽇日 

中國「我也是」運動從校園蔓
延⾄至職場 
2018年5⽉月10⽇日 

在中國說出「我也是」的代價 
北⼤大⾼高岩事件助推中國「我也
是」運動 
2018年4⽉月10⽇日

中國⼥女性加⼊入「我也是」運動遭
噤聲 
2018年1⽉月25⽇日 

中國⼥女性加⼊入「我也是」運動遭
噤聲 
2017年10⽉月17⽇日 

帕特洛、朱莉等指控⾱韋恩斯坦性
騷擾 
2017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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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ation:解放/⾃自由」：六⼗〸十年代
神學浪潮：⽣生⽽而平等的價值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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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ation:解放/⾃自由」： 
⽣生⽽而平等的價值觀

從信仰去同理她/他⼈人的受苦… 
拉丁美洲解放神學 
第三世界解放神學：非洲、︑印度... 
⽇日本、︑ 
韓國、︑ 
女性解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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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起的⺠民權法案... 
1977年起的抗爭.... 
1979年的⼀一本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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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騷擾的核⼼心問題是 

性騷擾：關鍵在「權⼒力/權勢」 
關鍵不是性慾，是權⼒力(受害者處於權⼒力的相對弱勢

者) 

某女性傳道與先⽣生間的戲碼：藉由性，宣⽰示主權/掌控。︒



參、︑教會內怎樣看待「性/別暴⼒力」議題︖？ 

（⼀一）2017台灣⼈人最關注的關鍵詞是「林奕含」，

「林奕含」事件凸顯什麼議題︖？ 

為何「林奕含」議題被類歸為「女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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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圖 
看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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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別嗎？ 
性別意識，有提升進步嗎 
性暴⼒力，有減少嗎？



34

南韓近來的M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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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紫妍不堪⻑⾧長期被性侵凌辱，以⾃自殺終⽌止受暴 
南韓警政與財團，吃案、壓制被害者！



肆、︑信仰與性別議題 

性別議題與信仰有什麼關係︖？ 

牧師，你可以只講信仰嗎︖？ 

那麼請告訴我「何謂信仰」︖？ 



什麼是信仰︖？ 

什麼是， 

信仰不能失去的「信仰價值」︖？ 

什麼是信仰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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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ation:解放/⾃自由」： 
⽣生⽽而平等的價值觀

☞

從信仰去同理她/他⼈人的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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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解放運動： 
黨外運動（69康、︑71被逐UN、︑72蔣組、︑75鄉⼟土、︑77中壢事件：張林

許、︑78台美斷交中美建交、︑79⼀一橋頭事件台史第⼀一次⽰示威遊⾏行）、︑79⼗〸十⼆二美
麗島事件，逮八⼤大寇、︑80⼆二⼆二八林宅⾎血案） 
PCT⼈人權運動（75聖經沒收、︑77⼈人權宣⾔言） 

解嚴：19870715 
街頭民主運動（84⼗〸十⼆二29成⽴立「原權會」、︑87原權宣⾔言、︑94還我

⼟土地運動：正名⼟土地⾃自治。︒ 

☞

PCT從信仰去同理/參與她/他⼈人受苦的歷史
…

⽣生⽽而平等的價值觀



性別議題＝⽣生命議題＝全⼈人議題 
神所創造的⼈人，都該享有全部⾃自由/釋放

以賽亞61：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
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傳福⾳音給貧
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
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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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
怎
麼
解
讀
這
消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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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傷害教會！ 
保護教會？保護了誰？

30年前性醜聞再度掀波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芭拉諾斯基從1985
年開始，有⼋八年時間擔任秘書與教會同⼯工，
海波斯在開頭幾年曾多次對她伸出鹹豬⼿手。
芭拉諾斯基在被問道，為何不早點揭發海波
斯的不當⾏行為時，她說是因為不想傷害教會。

⽂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 https://
www.ct.org.tw/1328047#ixzz5NpywhmwZ

https://www.ct.org.tw/1328047#ixzz5NpywhmwZ


44

2018⼋八⽉月14⽇日， 
美國賓州最⾼高法院公布⼤大陪審團的報告：過去70年來，

賓州逾300名神⽗父涉嫌性侵未成年⼈人。

報告建議：
取消兒童性
侵案的追訴
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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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夜
哭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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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棍，假除咒真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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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麼容易被『宗教權威』控
制，失去判斷與良知？

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正義的。︒ 

不是所有的神職⼈人員、︑都是道德的。︒ 

宗教對⼈人迫害、︑壓迫，⾃自古至今⼀一直存在著。︒ 

然⽽而： 

這是「⼈人」的問題，不是「神」的問題。︒ 

不要迷信牧者權威與教會威權。︒ 

分辨真理、︑道理與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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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同義字是什麼︖？ 

什麼是基督徒最底限不能失去的信仰核⼼心價值︖？

神，的同義字是什麼︖？是愛、︑憐憫、︑真理、︑道路、︑⽣生命、︑....，這是基督徒最
底限、︑也不能失去的信仰核⼼心價值。︒但是 

難過近期台灣，集體被「政治和宗教（包裝美化過的體制，如過

去⼗〸十字軍東征、︑宗教戰爭、︑南北戰爭、︑納粹、︑現代ISIS）」綁架。︒ 

信仰團體（教會），失去現知性提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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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性侵犯，是死罪？伊朗少⼥女賈巴
⾥里（Reyhaneh 
Jabbari）因抵
抗性侵，致使
對⽅方意外死亡，
被囚禁七年之
後，還是被處
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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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歲，我是童婚，已⽣生⼀一個⼩小孩



你真能⼼心平安的說：「性別議題」與信仰沒關係︖？ 

什麼叫只講信仰︖？ 

那麼請告訴我「何謂信仰」︖？ 

難道只介紹神，不談⼈人的處境嗎︖？ 

何謂性別公義︖？有被教會界重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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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ation:解放/⾃自由」： 
⽣生⽽而平等的價值觀

☞

從信仰去理解她/他的受苦… 
去理解「性暴⼒力裡的 
性侵、︑性騷擾、︑性壓迫... 

⼿手指正義魔⼈人（Line）令⼈人⼼心痛的抹⿊黑與指控： 
舉例：性淫亂與性解放。︒



教會聘牧時，都提出些什麼要求？
2010年教會公報這樣刊登：

• 臺灣基督長⽼老教xx教會誠聘主任牧師啟事

• ⼀一、︑本堂主任牧師將於xxx盡程退休，因此阮需
要新聘主任牧師。︒

• ⼆二、︑資格條件：1.本宗牧師。︒2.年齡45歲以上。︒

3.已婚（牧師娘能搭配教會事⼯工者）。︒

• 4.台語流利。︒5.具汽⾞車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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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否請你⽤用性別公義與平權的概念， 
去解讀以下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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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告⽩白：集體悔改的必要： 

牧師：我又沒做什麼錯事︖？ 

是的，你沒做錯事，但是 

你沒積極、︑作對的事（舉例，神有給我們審判世⼈人的

權柄嗎︖？）。︒ 

基督徒不能也不應選邊站，基督徒只能選擇：站
在神這⼀一邊。︒ 

神總是與相對弱勢者、︑與罪⼈人、︑病⼈人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