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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安全．教戰步數兒童安全．教戰步數

　　愛護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學會怎樣保護自己。因為父母親和警察，都不可能廿

四小時跟隨在兒童身邊保護，所以要減少避免兒童遭遇綁架、誘拐、欺騙、恐嚇、勒索、

虐待、性侵害⋯⋯等不幸事件的發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教導兒童認識危險及應變的能

力，加強兒童「隨機應變」的安全教育，使兒童在遭遇危險時，有能力保護自己。

【狀況一】陌生人叫門時該怎樣處理？

應變方法：爸媽不在家時，千萬不要聽信陌生人對你說的話。如果有人告訴你爸媽有

事，請他來帶你，即使對方是熟人，你也應該請他在門外等，然後打電話問

爸爸、媽媽是不是真的，如果對方真的是你父母的朋友，那麼，他一定能諒

解的。

總之，你要記住，單獨在家的時候，無論是熟人或陌生人，也不論對方利用

什麼理由，例如：送貨的、抄水錶的、收水電費的、收報費的⋯⋯都不要開

門。

有時候，歹徒會冒充警察來查戶口，所以，即使是真正的警察來叫門，你仍

然不可以隨便開門。如果警察真的有重要的事，可以請他等父母回來以後，

再登門拜訪。

【狀況二】遭到同學恐嚇時怎麼辦？

應變方法：在學校遭到同學或學長恐嚇時，千萬不要硬碰硬，當場向惡勢力挑戰；但是

也不要忍氣吞聲，否則對方食髓知味，很可能得寸進尺，變本加厲的欺負

你。

正確的處理方法，是先虛與委蛇的應付對方，事後再迅速的向老師、訓導人

員或家長報告。

如因被恐嚇時，曾交付財物，在法律上，可以向恐嚇者的法定代理人（通常

指父母）請求賠償。

【狀況三】上下學時被人跟蹤怎麼辦？

應變方法：1、發現被人跟蹤的時候，應該往人多的地方行走，如果附近有警察局，或
看見在指揮交通的警察，都可以就近向警察請求協助。

2、找不到警察時，可以走進超級商店，向店員借電話，請家人來接你。
3、如果被壞人追到死巷裡，趕緊按別人家的電鈴或用力打門，同時大聲喊
「救命」。

4、平常養成隨身攜帶哨子的習慣，遇到壞人的時候，就用力的吹哨子，吸
引路人的注意，達到嚇退歹徒的目的。

【狀況四】被綁架時怎麼辦？

應變方法：萬一不幸被歹徒使用武力綁架了，不要慌張，也不要哭鬧或反抗，要假裝順

從，你可以把爸、媽的姓名、家裡的電話、地址告訴歹徒，教導兒童假裝忘

記，不要說，那是不正確的應變方式，歹徒絕不會相信的，說不定會把你毒

打一頓，嚴刑逼供呢，但是家裡的經濟狀況，可以用「年紀小，不清楚」作

藉口，千萬不要告訴歹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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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兒童「性侵害」應該注意的事項防範兒童「性侵害」應該注意的事項

1、如果歹徒疏於防備，或經過有很多人的熱鬧地方，可以大聲求救或想辦
法逃跑。

2、如果沒有機會逃跑，要努力記住歹徒的特徵，例如：身高、體型、臉
孔、皮膚顏色、衣著、說話口音、習慣動作或口頭禪⋯⋯等。另外，共

有幾人？是男是女？搭乘什麼交通工具？經過的路線，路程有多遠（花

多久時間）？也要一一記清楚，然後冷靜的等警察來救你。事後再將記

住的各種線索告訴警察，讓警察將歹徒繩之以法。

【狀況五】遇到「暴露狂」時怎麼辦？

應變方法：一般而言，「暴露狂」都患有精神上的疾病，是屬於性變態的一種，遇到性

變態的精神病患時，要依照下列原則處理：

1、不可以大聲尖叫。因為「暴露狂」的目的就是要驚嚇妳，如果妳大聲尖
叫，驚慌失措，只會使他更興奮。

2、要趕快跑開。但是千萬不要往人少或隱密、偏僻的地方跑，那會使妳孤
立無援而更加危險；妳一定要往人多、熱鬧的地方跑。

3、立刻報告父母、老師或警察，將性變態的精神病患逮捕，送醫治療，以
免他繼續驚嚇、侵害別人。

1、儘量避免去停車場、黑暗處或棄置的空間。
2、非經父母同意，不可接受別人的贈與。
3、有陌生人請求協助時，找認識的大人幫忙，否則不要答應陌生人的請求。
4、絕對不要進入陌生人的車內，或搭乘陌生人的摩托車。
5、除非完全確定對方身分或經父母同允許，否則，不要開門讓他人進入家中。
6、非經父母同意，不可進入別人家裡或房間。
7、不要獨自去公共廁所；非去不可時，使用完畢迅速離開。
8、不要獨自搭乘計程車；也不要一個人走地下道，或獨自一人去看電影。
9、不要把家裡的地址、電話隨便告訴別人。

10、除了父母或醫護人員幫妳洗澡、擦身子、塗藥之外，絕對不要讓任何人撫摸妳的身
體。（長輩摸摸頭、拍拍肩或臉頰，與撫摸是不同的，要分清楚。）

11、若有人打電話來，妳無法確定對方身分或獨自在家時，不要隨便回答問題，可以告
訴對方父母正忙。請對方留下電話號碼，等父母有空再打過去。

12、萬一有陌生人要強迫帶妳走，立刻拳打腳踢、大喊救命、趕快逃走。
13、在校內看到行跡可疑的陌生人，立刻報告老師。



婦幼安全手冊婦幼安全手冊

1515

如果不幸遭遇性侵害....當您到醫院時,我們會協助您......

一、當您至醫療院所療傷時，各醫療院所不會無

故拒絕您診療，且會把您當作急診檢傷分類

第一級病人，優先處理。

二、但是，當醫療院所的設備或技術無法為您提

供完整診療時，醫院亦會主動為您轉診，並

且告訴您或您陪同的家人當地性侵害事件處

理之醫療院所的名稱及地址，使您能接受完

整的照顧。

三、當您在醫療院所接受診療時，醫院會有社會工作人員或護理人員陪您驗

傷，且若您需要家屬陪伴時，亦可以請家屬在場協助。在驗傷採證過程當

中，我們會提供隱密的空間，避免不必要的干擾。

四、對於您診療的結果，您或您的配偶、法定代理人（假如您尚未成年而且未

婚，父母就是您的法定代理人）均可向醫院要求開立驗傷診斷書。

五、為了保護您的權益，醫院診所在為您診療的當中，同時可以協助證物的採

集及驗傷，以作為您提出告訴的證物。醫師在為您進行診療時，會觸及您

較隱私的部位，如果過程中有任何的不舒服，您可以告訴醫療人員，醫療

人員會協助處理。

六、上述證物的收集及驗傷，仍會經由您的同意並請您填寫性侵害案件驗證同

意書之後才會進行驗傷採證，所收集的證物將會保存在證物袋中，送到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且這些證物將會被嚴密保護不會外洩。

七、如果您有不瞭解的地方，可以洽本縣性侵害防治中心或衛生局。

衛生局(醫療院所)之性侵害被害人權益保障事項衛生局(醫療院所)之性侵害被害人權益保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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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順序 權責單位 程序/作法

獲知事件

校內(學生告知、教
師發現、或其他)
校外(媒體、偵查
機關、或其他)

法律明文為「教育人

員」，即校園內所有教

育人員皆有通報責任

通報

1.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校安通報
2.113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接獲調查申請

事件申訴、受理 

學生事務處

（或訓導處）

★說明：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防治準則第 13 條
【民國94年3月30日修
正】

判斷是否受理

1.是否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
2.依法得否不受理
3.有無管轄權（行為人行為發生時身分之所在）
依據性平法第30條第1項無不受理情形，3日內
交由性平會處理 

輔導諮商協助：當事人如需諮商或輔導，需通知

輔導（處）或相關單位

 ★告知權益及資源並於20日內通知受理與否     
 ★注意三日之法定期間。 

危機處理

(公關發言-下欄)
由校長啟動危機處理小

組機制

1.通知家長/監護人
（家內亂倫及家暴事件除外）

2.危機介入（情緒支持與心理諮商）
依危機處理流程辦理

輔導諮商

協助

輔導（處） 輔導對象：

1.被害者 2.行為人 3.其他相關人員（含教師、當
事人同儕或親友）

 必要時，請求縣府教育處與社會處(社工)進行行政協調 

送交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學生事務處

（或訓導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召開性平會會議

（性平法第31條：接案後2個月內處理完畢，至多
延長2次，1次1個月，共計4個月，若延長須通知
當事人）

1.決定是否組調查小組
2.（承1如是）組3人或5人小組
3.調查小組完成調查，撰寫調查結果報書
4.是否依據性平法第25條第1項之移送權責機關處
置

5.是否依據性平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處置
★4.5可併行
★可決議是否指定專人對外發言（可參考危機處

理時應注意的溝通原則）

＊學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作業處理流程及相關權責單位參考作法＊學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作業處理流程及相關權責單位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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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會之調查報

告，送交懲處權責

相關單位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相關權責單位

性平會將調查結果報告書及懲處建議送交相關單

位，如有必要，性平會代表得列席說明

發文告知處理結果 學生事務處（或）訓導

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若建議懲處結果有涉及行為人身份之改變，需給
予陳述機會

2.教示制度：告知當事人申復窗口、(若對調查或
懲處結果不服，可循管道申復)

此為性平會之處理結果，非懲處機關之懲處結果，發文以○○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函為之

申復 學校指定之申復窗口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或懲處相關權責單位

申復調查

1.對於事實調查結果不服：若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
疵，性平會得另組調查小組重新調查

2.懲處結果不服：送交權責單位
學生：學生獎懲委員會

教師：教師評審／考績委員會

員工：人事評審／考績委員會

行政救濟 相關權責單位

國中小：教育處→教育

部

向權責單位提起申訴、再申訴

結案 學生事務處（或）訓導

處

1.填列回報單，回報教育處、教育部
2.結案檔案加密歸檔、指定專人管理 

 可依各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議決指定專人

懲處追蹤執行 學生事務處（或）訓導

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行為人懲處執行結果追蹤
2.若加害人身份改變，如轉學、就業，需通報其單
位（獲悉後1個月內）

備註 另請參酌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蘇滿麗 提供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調查處理
作業流程相關表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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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及兒少保護網絡南投縣政府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及兒少保護網絡

單位 通訊錄 電話 備註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南投市中興路759號 049-2242590 司法（家事少年）

臺灣南投地檢署 南投市中興路757號 049-2242602 司法（檢察）

南投縣政府 社會處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049-2247970 社政

南投縣政府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049-2231730 教育

南投縣家庭教育服務中心 南投市中興路669號 049-2243894 教育

南投縣政府 衛生局（醫政課） 南投市復興路6號 049-2224464
049-2231009 衛生

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婦幼隊） 南投市南崗二路133號5樓 049-2208149 警政

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少年隊） 南投市南崗二路133號1樓 049-2200943 警政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南投縣服務站 南投市文昌街87號 049-2200065轉201

南投醫院 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049-
2231150-2315 醫療

南基醫院 南投市中興路870號 049-
2225595--1186 醫療

新泰宜婦幼醫院
名間鄉新街村彰南路571之
1號

049-
2227787--3001 醫療

佑民綜合醫院 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049-
2358151--1733 醫療

埔里基督教醫院 埔里鎮鐵山路1號 049-
2912151--6160 醫療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049-
2624266--1029 醫療

埔里榮民醫院 埔里鎮榮光路1號
049-2990833-

1806（社服）
7106（精神科）

醫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院 草屯鎮平等街140號 049-2321188 醫療

南投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南投市南崗2路85號1樓 049-2244755 社政

南投縣兒童少年家庭諮商服務中心 南投市南崗2路87號 049-2246450 委託民間

南投縣政府駐台灣南投地方法院家暴事件

服務處
南投市中興路759號 049-2227885 委託民間財團法人勵馨社

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南投縣信義鄉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 信義鄉明德村新開巷60-2號 049-2792800 民間

南投縣仁愛鄉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73號 049-2802857 民間

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南投市服務中心 南投市信義街5巷4號 049-2206728
兒少家庭處遇

弱勢家庭兒少外展

家暴被害人後續追蹤

草屯療養院 草屯鎮玉屏路161號 049-
2550800-2201

心理治療

輔導

南投縣就業 服務站 南投市彰南路二段117號 049-2224094 就業服務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南投分會 南投市復興路76號 049-2248110 法律扶助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南投市中興路757號 049-2233051 民間

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 南投市中興路757號2樓 049-2243570
0800-788595 民間

◎113保護專線（24小時） ◎男性關懷專線0800-013999　 ◎愛護外配專線0800-088885◎113保護專線（24小時） ◎男性關懷專線0800-013999　 ◎愛護外配專線0800-088885
◎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0800-257085 ◎內政部家防會02-89127331 ◎內政部兒童局04-22502850◎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0800-257085 ◎內政部家防會02-89127331 ◎內政部兒童局04-22502850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台中）收出養專線04-22212255、22265905◎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台中）收出養專線04-22212255、22265905



服務對象：犯罪被害受重傷者或死亡之遺屬、遭受性侵害、家

庭暴力、人口販運、兒童及少年、外籍勞工與配偶

之被害人。

項　　目：協助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協助調查加害人財產狀況

提供法律、經濟協助

轉介社會資源等服務

實現司法公平正義實現司法公平正義
保障被害人及其遺屬法律權益保障被害人及其遺屬法律權益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南投分會

關心您、保護您、幫助您

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時⋯⋯

請撥 請撥 113113  保護專線保護專線

犯罪被害保護專線：0800-005-850

愛心捐款專線—臺灣銀行南投分行

帳號032-001-10751-9

報案專線110110
(發現犯罪的事實或需要警察協助及服務時)

走出生命幽谷
讓被害人迎向朝陽
你有權利讓自己走出傷痛
活出尊嚴 保護自己
不要讓愛你的人傷心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婦幼隊

049-2208149

南投縣政府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049-2247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