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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玲 老師 
人文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法治教育/文化美學生活/ 

媒體素養教育/圖書館利用教育/親子教育.. 
專業師資/志工培育  顧問 

 • 現任： 
瑪雅人文教育創意中心 執行長 
年代新聞部  評議委員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有線)新聞 
評議委員會    諮詢委員 
台灣減(毒)害協會  理事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副秘書長 
台北市教育局圖書館資源輔導團   
                                            輔導員/老師 
基隆監獄  假釋委員 
基隆看守所/少觀所 專任教師 
桃園少觀所專任教師 
臺灣桃園女子監獄  專任教師 
 

 
 

經歷：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諮詢委員 
◎內政部「性騷擾防治法」師資培訓講師 
◎96、97年度台北市政府未成年未婚懷孕防治
宣導     專案指導/  編劇導演/講師 
◎98年度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反性別暴力之性侵害防治校園宣導計畫  
              專案指導/講師 
◎99-104年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矯正單位/ 
台北市立圖書館/縣市政府*醫院 /學校/NGO 
  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醫療倫理 講師 
 台北市政府社區  規劃師(城市規劃師)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年和平志工團  
                                                               諮詢業師 
慈濟921震動大愛人文美學課程設計 老師 
宜蘭社區大學女性影展  主持人/引言人 
法務部修復正義「回家」影展 主持人/導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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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玲老師     
 
 
 

• CEDAW &第一屆婦女國是會議  共同參與推動者 
 

• 2016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參加CSW國際會議及Pen報告 
 

     推動性別正名運動-回復性別 
 
     推動女性收容人生育計畫自主權—出監前裝置避孕器 
 
• 2010年台灣大學第一屆愛滋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 女性HIV收容人所受歧視問題探討 
• 2010年台灣百年「婦女國是會議~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作品發表 
• 95年促成台灣第一座女子監獄接受高等教育 
• 96年首開台灣HIV(女性)收容人班群讀書會老師 
• 93年與人間福報首推送報到監獄~ 
  「讓關懷動起來，把愛傳出去」 
• 79年臺灣第一位最年輕女性殯儀館經理人/深 
     度悲傷輔導3年實務經歷 
• 93/94國家圖書館年鑑專題報導 
   (第一位為台灣監獄圖書館利用撰寫年鑑記錄者) 
• 98搖滾阿嬤~陳素安搖滾繡 紀錄片 導演/獨立製作 
 

 



 
 
國際新聞~ 
 

諾貝爾獎得主歧視女性 丟掉大學教職 
 
 

 

這名生化教授叫亨特，
72歲，是英國「倫敦大
學學院」終生榮譽教授。
日前「亨特」在一場國
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講話
時，提到女性。他說，
他願意談一談女人對他
造成的麻煩。 

 中廣新聞網 – 2015年6月11日 下午6:26 

 

 

 

 

 

 

 

 

 

 

 

 

 

 

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亨特爵士（Tim Hunt）日前竟
在公開場合說出疑似歧視女性的言論，而被迫解
除倫敦大學學院生命科學系所的職務。（圖／翻
攝自網路） 

參與在南韓舉辦的世界科學記者會議
（World Conference of Science Journalists）
時，竟批評女性麻煩。 ETtoday國際新
聞 | ET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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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 《 聯合國憲章》重申對基本人權、人身 

    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平等權利的信念。 

 

• 《世界人權宣言》申明不容歧視的原則，
並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
一律平等，且人人都有資格享受該宣言
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得有任何區
別，保證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
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 



•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
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可知性別平等在我國
亦是受到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簡稱
CEDAW          

為實施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實
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制定本法。 

 





職場性騷擾問題與 
多元性別的友善國度 



CEDAW第5條：性別刻板印象和偏見 

•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 (a) 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
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
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 (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
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
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
益。 



什麼是性騷？ 
法律定義：性騷擾防治法的界定 

 • 1.性騷擾： 
係指性騷擾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
或減損與工作、 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
有關權益之條件。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書、聲音、影像或其他物
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
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
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 
 



2.性騷擾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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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之罪，乃告訴乃論。（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 
二．法律效果： 
  性騷擾行為可能導致刑事、民事賠償及行政懲處。 
三．概念化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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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當影響到被行為者正常生活之進行，或人格尊嚴之損害。 
＊重點提示： 
• 1.性騷擾可能發生在異性間及同性間 
• 2.男女都有可能會成為騷擾者或被騷擾者 
• 3.性騷擾不一定要跟「性」或「身體」有關， 
         也含括「性別騷擾」 
• 4.性騷擾的構成要件雖首重被行為人的主觀感受，但也兼顧客    

觀的認定標準，並需衡酌事發情境。 
 



職場性騷擾，一般而言有兩種情形 

• 一為受僱者在執行職務時，他人以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語言或行為，使其
感到困擾，侵犯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
響其工作表現；例如言語上的吃豆腐、毛手
毛腳等。 

• 另一種是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以明示或暗
示的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語言
或行為，做為其取得或變更職務、報酬、考 

   績、陞遷等的交換條件，影響工作權益至鉅。 



 
性騷擾資源尋求 

 
*政府資源：1999  /   113   /110 / 02-89127378 

各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行政院勞動部性別工作平等資訊網 
服務專線：02-8590-2567 

*「快樂勞工HAPPY CALL─員工協助方案諮詢」 

專線：03-5280-911（我愛幫您）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服務專線：02-77367819 

*婦女新知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台灣防暴聯盟 
貓頭鷹監督專線：0800-434-434或02-23413434/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諮詢專線：02-2363-8841/ 

現代婦女基金會(02-2391-7133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為每週五，需事
先去電預約。） 

 

 

 

http://gee.cla.gov.tw/
http://gee.cla.gov.tw/
http://gee.cla.gov.tw/
http://gee.cla.gov.tw/
http://www.gender.edu.tw/index.asp
http://www.gender.edu.tw/index.asp
http://pcab.natwa.org.tw/
http://pcab.natwa.org.tw/
http://pcab.natwa.org.tw/
http://www.tgeea.org.tw/
http://www.tgeea.org.tw/
http://www.tgeea.org.tw/


相關法律 

• 刑事部分主要是刑法的「妨害性自主罪章」 

 

• 民事部分主要是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以猥褻的言語、舉動或
其他方法調戲異性」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下罰
鍰來懲處加害人。  

 



• 葉門婦女權益活動家卡曼（左） 
• 賴比瑞亞女總統約翰遜-瑟利夫（中） 
• 賴比瑞亞專欄作家蕾曼•格鮑伊（右） 
    共獲諾貝爾和平獎(2011.10.08) 

 



• 2011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賈格蘭 ： 

「我們無法成就民主與維繫世界和平，
除非女性也獲得如男性的機會，以影響
社會所有層面的發展」。 

*諾貝爾和平獎提倡以非暴力手段促進 

和平、民主與性別平等。 
 



那些國家仍對女性女孩女童 
有不公平的對待？ 



一起推動CEDAW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201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頒給沙提雅提(60歲*印度)和馬拉拉(17歲*巴基斯坦) 
因為他們勇於反抗對兒童和青年的壓迫，爭取兒童的受教權 

馬拉拉：「我述說我的故事，並非因為我的故事特別，而是
因為我的故事不特別，這是許多女孩的故事」。 
她促成巴基斯坦教育權利法案！                          20150501自由時報 

 

 



 
全球女權鬥士----伊芙‧恩斯勒 Eve Ensler她說 「修復式正義」意
指，責任不在受害者，或要求受害者原諒加害人，而是在於加害
人要對其行為負責，並認錯，伊芙說，她不希望父親被關進監獄，

期待的是，父親認錯的眼淚。V-Day 「從傷痛淬鍊力量．10億

人的全球起義」。伊芙在剛果建立了City of Joy（歡喜城），庇
護身心靈飽受摧殘的婦女。伊芙指出，勵馨基金會發動台灣加入OBR行動，
她期待更多人加人勵馨的行列，一起反暴力。 

 
 



台中一中「回復性別」曾愷芯老師 
台中一中一名51歲的生物老師曾愷芯，從小就覺得自己心裡住著一位女生，前年
妻子病逝後，毅然決然要做自己，向專業醫師諮詢，先服用女性賀爾蒙，還從90
多公斤的胖大叔，甩肉變身美魔女。學校師生全都力挺，家人也漸漸接受。今年
暑假，她將要進行變性手術，成為真正的女人。2015年9月恭喜曾老師已重新申領
身分證完成。 「回復性別」一詞是由王麗玲首先提倡的性別正名。 





醫病倫理~ 
醫病關係與病人人權& 
人文關懷&醫療環境與資源 



藥師是藥學知識的專家 
藥師與醫師具有同等地位 
藥師的職責不只調配藥劑 

             更進化到全面藥事照護的階段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A5%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5%89%82


垂死之家給重病的人有尊嚴的安息 



醫病雙贏模式~ 
我國第一座類漸凍人專屬醫院 



醫病關係與病人人權 



從台南北門水晶教堂探討 
醫病環境&關係 



 
當時得烏腳病，被認為是被邪附身 
所亦大家都求神問卜，吃香灰治療， 
不敢就醫吃藥！而王金河醫師是如何回應病患呢？ 
 



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 

 

• 民國30年從日本東京醫科畢業，在日本擔任外科醫師。 

• 民國33年在台南北門鄉開設「憐憫之門」診療所。 

• 1954年，王金河，與孫理蓮牧師、謝緯醫師合作，免
費為患病鄉民治病。王金河同時開始研究烏腳病。 

 

• 學醫就是為醫人的病，能醫好病人，自己就有成就感，
得到真正的快樂，這和賺多少錢完全沒有關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7%90%86%E8%93%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C%9D%E7%B7%AF


 
以人文關懷的心智實踐~ 

具有性別敏感度，及友善的醫藥環境。 

 
「病床與設備只會使醫院變龐大，  

     只有愛心 讓醫療變偉大」 

而社區藥房（藥局）可以協力社區健康營造 
 

1.藥師的醫(義)務是: 

 

 2.病患(顧客)的權利是: 

 



忠僕號-工作是為了行善 
醫藥人員是在工作中行善 



           尋找優勢 
 



 
              放   大   格  局 

 



3Q~祝福大家~再見 
Goolg:王麗玲老師 TEL:0919-58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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