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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性別暴力

如何再現？可能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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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念萱／網路性霸凌──那
些受害於數位性別暴力裡的
人們，尤其是女人

數位女力聯盟 (FB)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revenge-porn-

digital-gender-violence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revenge-porn-digital-gender-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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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ca Lewinsky 「羞辱的代價」（The 
Price of Shame）TED Talk 

「大家見到了我，但是事實上，很少
人知道我。」（I was seen by many but 
actually known by few.）



出自陳羿谷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 2015年初，世界經濟論壇(WorldEconomic
Forum)《如何解決網路性別暴力》中，出現「以
技術促進的性別暴力(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一詞;
>2018年7月，美國非營利組織國際婦女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提出定義：「一人或多人根據性別、性
別認同或強行以性別規範傷害他人的行為，此行動
使用網際網路和/或行動技術為之，包括跟踪、欺
凌、性騷擾、誹謗、仇恨言論和剝削」；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第
38屆會議則奠基於原有性別暴力核心觀點之上，強
調「包括在數位技術領域，並注意到此類暴力行為
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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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傳私密照給男友…麥迪森
活在恐懼中7年！自爆揭真相
2020/03/10 17:07:00 三立新聞

21歲美國歌手麥迪森（Madison Beer）在
2012年翻唱小賈斯汀的歌而爆紅，IG粉
絲人數高達1450萬個，她近來自曝曾在
14歲時傳裸照給當時男友，沒想到一片
真心卻在之後讓她後悔萬分，現在她決
定勇敢坦承這一段不堪黑歷史，不再受
裸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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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消息令麥迪森決心不再接受威脅，
大方坦承：「在國際婦女節，我要讓自己自
由！」麥迪森並以自身經驗呼籲廣大女性：
「妳們不應為探索性向感到羞愧，這是一種
學習過程，那些背叛妳們信任，試著羞辱妳
們的人，才應該感到慚愧！」將這件事說出
來，也讓麥迪森終於能從壓著自己7年的恥
辱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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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新聞》提醒您：
根據刑法第235條規定，散布、播

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
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2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
萬元以下罰金。意圖散布、播送、
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
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
者，亦同。提醒大家勿加入跪求、

私給等行列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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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即時新聞】整型名醫洪欣瑜日前
遭前女友李煒指控，涉嫌在手術房，拍
攝病患裸照，今天李煒透過市議員公開
這些不堪照片，洪欣瑜不但會把病患當
背景自拍，還會傳給友人炫燿，更誇張
的是，事情爆發後，甚至還求被害人翻
供，擔心還會有更多人受害，議員要求
衛生局立刻介入調查

「違反醫師職業道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EhPMaLO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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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演員 Geena Davis創立媒體中性別中
心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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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主演「末路狂花」(1991)的演員
吉娜戴維斯所創立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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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na Davis Institute on Gender in Media

◼ Geena Davis Inclusion Quotient (GD-IQ)

◼ 以軟體計算螢幕上出現的時間比例以及
螢幕上發聲的時間比例，以此分析2014
與2015年共200部獲利在前端的影片，

◼ 2015: 17%的影片有女性領銜，為主角。
多是喜劇與動作片。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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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s led by women 

grossed 15.8% more

on average than 

films led by men.

2020/4/6

14

https://seejane.org/research-informs-

empowers/data/

https://seejane.org/research-informs-empowers/data/


✓2013瑞典 Ellen Tejle 發起 評量計畫

◼ Bechdel Test  要通過Bechdel test，一部影片必
須遵守以下三項原則

(1)至少要有兩個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

(2)她們彼此有對話；

(3)她們對話內容與男性無關 (女性在影像中被塑造
的世界，可以不必是以男性為中心)

通過這檢驗，獲得A級標章，會在海報、宣傳、影片上

◼ 在臺灣，也有FilmEQ計畫，與Wikiwomen
Taiwan, 與「薇姬的房間」合作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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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 電視節目評量為例

◼ Common Sense Media(2003-)

You know your kids. We know media and 

tech.

Together we can build a digital world where 

our kids can thrive.

Families and teachers everywhere trust 

Common Sense for expert reviews, objective 

advice, helpful tools, and so much more.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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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採用Bechdel Test 來分析電影與電
視節目，

Q: Do they combat gender stereotypes?

性別刻板印象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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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犯罪現場(NCIS)的Abby、Dr. Bone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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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怎麼評量 性別 與 暴力 與 其他?

要面對艱難的挑戰的，從來不是教條可以

指導。

比方說，要怎麼盱衡整體質地與特定的性別角
色？

如果堅毅剛強的女性角色選擇要進入一個傳統
的(如母親、妻子）女性角色呢？

如果劇本故事是頌揚男孩女孩展現選擇截然不
同於傳統性別角色，這是不是離間、逼走了父
母觀眾？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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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一片為例，
Betsy Bozdech, Common Sense Media 有關排比評
量部門的執行編輯表示

“ “Moonlight,” for example, will be given the new stamp of 
approval for 17-year-olds and up, despite depictions of violence, 
drugs and sex. “I can’t think of any title that has prompted 
more talk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frican-American 
young man, about opening up more possibilities, than that 
movie,” she said.”

她表示，即使這部電影對於暴力、性、與用藥都有所描

述，但是「我再寫想不出任何一部片子是對於做
為一個非裔美國年輕男性有更多立體的描繪、
提供更多展現的可能性。」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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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調查結果顯示「觀眾即使保守、期待
女性角色順從，但是要能表意」

Common Sense的調查與訪談顯示，他們遇到
過保守的家長，但是很妙的是，家長表示，
即使是要女兒將來成為好媳婦，但是未必不
要女兒成長過程與手足中的哥哥弟弟一樣好、
能替自己發聲。

對性別角色，更細緻的想像與設計。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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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例

 益智節目(quiz show, game show)

 Women's Logic (2012/3開始）

這個喬治亞共和國的益智節目是要兩位
女性參賽者參透一些瑣碎的問題、給出
答案。同時，真正的比賽是在男人之間
的，是讓兩對男性參賽者比賽，要猜出
女人會選出什麼答案，看哪一隊最能瞭
解、明白所謂「女人的邏輯」。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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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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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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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開頭，介紹參賽女性出場往往是這樣，

⚫ 主持人: Let‘s introduce your girls to you.
1號參賽男性: Yes, of course.
1號女性: Hello everyone, I am Maka Macharashvili, a ballerina by 
profession. I very much like to sing -- but sadly, I don‘t have a talent 
for it, and so I can’t sing.
2號女性: Hello, I am Alina, an economist by profession. I like to paint 
and I dislike chemistry. [Audience applauds]
主持人: Do you think these girls will know how many kilos are in 2 
tons? [Audience laughs](你覺得這些女孩兒會知道「兩噸」有多少
「公斤」嗎？）
1號參賽男性: What did one of them say? That she dislikes chemistry?
主持人: Yes, but as I remember one of them was an economist.
2號參賽男性: Tons and kilograms are a [complicated] topic for a 
ballerina.

⚫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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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形式(format）採用美國益智節目「Are You 
Smarter than a 5th-Grader?」這種競賽方式，但是
這節目連再保守的喬治亞都遭觀眾嚴厲批評，
因為節目只針對單一性別、取笑捉弄單一性別。

⚫ 棚內常常是女性坐在一純白沙發上，前有
一杯香檳

⚫ 爭議：有一集提問 Is Salvador Dali (達利）a 
French nudist (裸體主義者）, an Italian 
hairstylist(髮型師） or a Spanish surrealist(超現實
主義者）?

兩位上節目的模特兒因為不熟悉 nudist 和
surrealist 這兩個字，再加上她們認為時尚業的
男性常以留髭鬍為造型，就選擇達利是美髮師。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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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效應

⚫ Logic does not have a sex!

⚫ 觀眾跑到電視台前面抗議，幾天之內，
上千人連署，要Imedi電視台撤下這節目
或是從頭改變這節目型態。

⚫ 引起國際輿論、外交注意，因為喬治亞
共和國曾經簽署性別平等公約，但是，
這種節目？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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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女性總不同？

華盛頓郵報記者Bob Woodward
因為兩位記者新書She Said問世，

於2019年10月訪問紐時記者
（#Me Too報導者）Jodi 
Kantor與Megan Two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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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為例

 「綜藝玩很大」，2019金鐘入圍綜藝節
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DUZFeRKRSI&list=PLKOpTKk
FrTy_nX9SHIKMHXogoJnvf9cLi&index=3&t=0s

五週年 去紐西蘭 隨便選一段 像是1:09 -- 1:13

如果用screen time 和 speak time，你可能

不會意識到這節目兩隊裡有三位女隊員？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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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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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琦、鄭其嘉(2015)
台灣青少年常看之綜藝節目其性別角色內容分析：以《康熙來
了》為例 。臺灣性學學刊2015 201505 (21:1期)

研究結果發現，

• 話題：女性話題為男性話題的2.11倍；

• 外在裝扮多偏向各人物的生理性別；女性總暴露量為3753人次
（94.88%），遠大於男性的216人次（5.11%）；

• 性別特質部分多偏向生理性別，男性62.06%表現男性化特質，
女性69.96%表現女性化特質；

• 傳統性別角色價值觀最關注外在形態，特別著重女性要有身材
曲線、要性感、要瘦，男生要強壯；

• 性騷擾行為情形受身分別權力位階影響較大，主動者以女主持
人為主，被騷擾以男來賓為最多；而女性被物化（54次）的內
容多於男性（20次），且此內容呈現方式存在暗示性的表達；

• 跨性別內容多出現以取笑、揶揄的態度，最常發生於嘲笑男性
有女性化特質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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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性別刻板印象，
電視節目影響力，超大！

◼ 2012年歐巴馬執政時代副總統拜登接受美國NBC電視台
訪談節目Meet the Press訪問，談到他對於同志婚姻的立
場與看法時，拜登表示，

“I think Will & Grace probably did more to 
educate the American public than almost 
anything anybody's ever done so far,”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live-feed/joe-biden-cites-will-grace-320724-0

◼ 1:45處拜登表示，「要社會文化改變，
電視節目、傳播的力量最大，如果要說
誰對社會文化改變大，Will & Grace可能
比我們誰的影響都都大」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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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職場性別友善環境

媒體工作環境中，性別工作權受到保
障了嗎？

當一方以「性別工作平等法」、「性
騷擾防治法」中定義的性騷擾言語動作，
侵犯干擾其他勞動者的人格尊嚴、人身
自由、影響工作表現時，工作環境中的
勞動者的性別工作權受到保障了嗎？如
何受到保障？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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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性騷擾、侵犯的理解，

還有長路要走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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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Woodward suggested during
the interview that the behavior
Mr. Weinstein was accused of had
been at least partly to do with sex.

“It’s not about sex in the 
romantic sense,” Ms. Kantor said.
“I would say that part of the way
it’s about Power is it’s about
work.”
The audience, which packed the

historic room, appla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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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獨生理女性:
上圖出自關鍵評論網報導(20161001)〈熟人

加害、男性受害比例超乎想像——五張圖

看十年來性侵案面貌〉

職場性騷擾，一般認為是女性受害者居多，但

是根據日本調查，20-29歲男性受到職場性騷

擾的比率，反而要比女性多出7個百分點；甚

至在另一份調查發現，每四名男性上班族，就

有一人曾遭遇女性上司騷擾。但在傳統社會觀

念的框架底下，男性往往難以開口談論甚至求

助專業輔導，使許多性騷擾或性侵受害者選擇

默默承受創傷，因此造成心理疾病。(20191120
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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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媒體界的例子、對話：

「不停地對著我的背吐煙，以為是種撩撥」

「女性主管告訴我，別人怎麼沒遇到？你
要不要換個座位？」

「在會議上不停地用粗暴的言詞羞辱同志、
跨性別者，取笑別的部門看起來是女同
志的同事」

「他們說她就是典型的人帥真好、人醜性
騷擾，根本就是她的問題！」

「我們兩個人工作，別人也看不到，我說
了別人也不會相信的。」

「他就會對她說『我最喜歡看妳穿短裙影
印東西了。所以都叫你去印啊，哈哈哈』
真想給他一巴掌，但是，她不講，我也
不知道能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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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媒體職場的性別腳本；

✓ 傳播媒體職場的權力關係；

✓ 商業利益取向的合作關係

40



媒體職場的性別腳本:
✓ 女性不輸男性，兩性能力一樣

（職務安排？）、各憑本事；

✓ 強悍能言，不至於受害不語；

✓ 女權自助餐？(女性使用了平權論述，

取用對自己有益的部分，而不願承擔相應義
務)

✓ 何需出櫃? 主管、高層對性平、
同志、性少數喜惡影響大；

✓ 母職，影響工作表現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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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體職場的權力關係:
✓ 權力關係明顯(稱謂為一指標）；

✓ 女權自助餐？

✓ 因性得利？

✓ 研究指出：性騷擾事件中的加
害者，常常會有權力加持與組
織庇護

42



商業利益取向的合作關係:
✓ 新聞表現(新聞標題 「SOD是真

的」)；

✓ 在職教育訓練中流露、強化的
性別意識；

✓ 臺灣新聞媒體對#Me Too的案
例與運動的報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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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營造性別友善媒體工

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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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來信請寄到

telnh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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