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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他打了我，
混 亂 之 中， 不
知道為什麼，我
也讓她／他受了
傷……我是不是
做錯了什麼？

一、
什麼是同志
伴侶親密暴力？

她／他昨天對我說了
很多很殘忍的話，我
嚇 到 了， 但 她 ／ 他
說，之所以會說這些
話，是因為她／他愛
我，對我好才這麼說
的……我該不該相信
她／他？

她／他威脅我，
如果不跟她／他
復合，她／他要
發黑函給我的上
司與同事，讓我
身敗名裂……我
該怎麼辦？

她／他打電話來，
說她／他現在人在
頂樓，如果我不去，
她／他會立刻從頂
樓跳下去……這樣
一再重複的情況，
我不知道還能撐多
久？

爭吵中，她／他
重重地打了我耳
光，我安靜下來
了，後來我們誰
也沒有提起這個
意外……我被家
暴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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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在交往過程中或分手後，因為糾紛、

衝突衍生各種形式的暴力；或一方為了控制對

方的思想、價值或行為，而採取暴力的手段，

形成一種『習慣使用某些形式的暴力控制對方，

讓對方聽命行事』的模式，這就是親密暴力。」

　　這裡所謂的暴力行為並不單指肢體上的傷害而已，在本手

冊「二、親密暴力的類型與形式」與「三、同志伴侶特有的精

神暴力類型」中，有詳細的暴力類型說明。

　　親密暴力是一件令人難以察覺與辨識的事情，尤其是正身

處其中的人。有些人誤以為只有肢體暴力才算是親密暴力，有

些人則誤以為只有發生在異性戀夫妻、男女朋友間，才算親密

暴力。事實上，親密暴力的類型包括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

也包括經濟控制、行動控制與性暴力。在同志伴侶間，威脅要

公開對方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更是一種常見的暴力類型。親

密暴力在夫妻、男女朋友、同志伴侶身上，都有可能發生，我

國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 2007 年的修法過程中，也已將曾

有或現有同居關係的同志伴侶，納入保障。

　　事實上，無論生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經地位、族

群、身心狀況，每個人都有遭遇親密暴力的可能。發生暴力，

並不是你個人的錯，當你們處在同志伴侶關係中，外在社會環

境的偏見、歧視與壓力，可能讓你們的關係變得封閉且充滿壓

力。在缺乏情緒出口或情感支持的情況下，衝突可能一觸即發。

因為對彼此未來的不確定、擔心分手後尋覓不到下一段關係、

因外在壓力或內在恐懼而無力改善彼此關係，都可能會讓你們

的關係越來越惡化，進而造成暴力發生。

　　

　　親密暴力並非時時刻刻都在激烈的狀態，通常在暴力發生

之後，施暴者會道歉，並承諾改變暴力行為。受暴者往往因期

待對方的正向改變，而忽略了關係中的暴力模式。施暴者也可

能會試圖讓受暴者覺得自己應該要為暴力行為負責。舉例來

說，有些人可能會向受暴者說：「都是你引發的」、「真正要

改變的是你」、「都是你的責任」……等等。久而久之，原本

應該要被看見的焦點：暴力的本質、關係裡的暴力模式，便逐

漸被模糊掉了。

　　談論暴力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段不良關係裡，

要分辨是否有暴力行為更不容易，有些人甚至因為長期經歷暴

力而產生無助感，或因為各種因素無法離開這段關係。身為同

志，從小到大很少有人會告訴你怎樣談感情，怎樣與伴侶相處，

怎樣的情緒是你可以忍受的，媒體上所呈現的情感關係多半是

異性戀情節，而且往往過於羅曼蒂克、完美，與真實的伴侶生

活有落差。當你進入同志伴侶關係，可能欠缺尋求協助的經驗，

甚至不知道資源在哪裡。倘若你真的遭受親密暴力，也可能因

為被對方威脅曝光同志身分，或害怕受到更多孤立與威脅而不

敢向外求助。但事實上，國內已有一些對同志友善的民間資源

可以協助你。無論你是哪一種同志身分，當你遭遇親密暴力時，

歡迎向現代婦女基金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尋求協助（詳

見本手冊「八、與我們聯絡（求助資源）」）。但如果是立即

性的危險，請撥打 110 求助，你可以以「與室友或朋友發生衝

突」為由，請警方到現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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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密關係（包含現有或曾有的親密關係）暴力有許多種形

式，包含肢體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暴力行為例如：

1  /  肢體暴力

　　└用手或拳頭推、撞、抓、打你

　　└對你摑掌、掐你脖子、用腳踹你

　　└用刀、槍、或是其他武器、危險物品威脅你或攻擊你

2  /  精神暴力

　　└不准你與其他朋友或家人聯繫、限制你交友、

　　　  不准你去任何社交場合

　　  └監控你的行蹤（包含唆使別人監控你）、

　　　  要你解釋與他分開的時間在做什麼

　　  └侵犯你的隱私，如私自打開或閱讀你的信件、電子郵件

　　└過度的嫉妒與佔有

　　  └以粗俗、不堪的言語辱罵你或貶抑你

　　└去學校或工作場所騷擾你

　　  └威脅要傷害你或你的家人、朋友

　　└以自殺或自殘威脅你要繼續維持伴侶關係

　　└控制你的財務、掌控你的經濟或要求你負擔所有的開支

　　  └損壞你的財產

　　└傷害你們共同養的寵物或你心愛的物品

二、 
親密暴力的類型
與形式

3  /  性暴力

　　└強迫你發生性行為

　　└如果你不配合他的性要求就會變得很生氣

　　└阻止你從事安全的性行為

　　└故意傷害你的性器官或性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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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異性戀夫妻、男女朋友、同志伴侶，都可能會面臨

上述各種的暴力行為。但與異性戀不同的是，你可能會遇到一

些因同志身分而特有的精神暴力形式：

1  /  威脅出櫃

　　 威脅若不順他的意思（例如：復合），就讓你的家人、  

     同事、職場主管、親友、鄰居……等，知道你的同志身分。

2  /  諷刺你不是真正的同志

　　 調侃你曾經和異性睡過、不是真正的同志等。

3  /  以傳統的性別角色樣態威脅

　　 例如：妳長的這麼 T，沒有人會相信妳被打。

4  /  強迫你表示出對同志身分的認同

　　 例如：如果你是同志，就不該怕別人知道你的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

三、 
同志伴侶
特有的
精神暴力類型

　　

另外，你在同志社群中，對於同志伴侶親密暴力，有時也會聽

到下列的迷思：

1. 親密暴力只發生在異性戀關係中，不存在於同志伴侶關係。

2. 同志伴侶因為沒有婚姻關係，如果有暴力發生，要離開關係

   並不困難。

3. 兩個男生之間的暴力只是增加情趣而已，兩個女生在一起      

   不會有暴力發生。

4. T ／葛格一定是施暴者，婆／底迪一定是受暴者。

　　身處於對同志充滿偏見、歧視的主流社會中，你可能花了

許多時間面對、認同自己的同志身分，也可能因擔心他人的歧

視而選擇隱藏自己的身分。因此，當遇到伴侶使用「同志身分」

當作施暴手段時，你很可能會難以處理、招架。而本手冊「八、

與我們聯絡（求助資源）」中所列的民間團體，對同志文化、

同志伴侶關係都相當熟悉了解，希望能陪伴你面對、處理這些

暴力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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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方會說些什麼，讓你覺得自
己沒受暴？

　　對方的暴力行為背後，通常有兩個目的：一是希望你繼續

留在關係裡，二是藉此滿足自己的某些需要。在關係中，對方

可能會用下列的方式，讓你感覺自己沒受暴：

1. 「我沒有打你，所以你不是受害者」

　　許多人認為暴力只有肢體暴力，但其實暴力還有其他形

式，如精神暴力、財務控制、性暴力。就算沒有毆打你，對方

仍可能會用其他形式對你施暴。例如，言語與精神暴力便常出

現在同志伴侶關係中，甚至有時不會有肢體暴力出現。而且就

算只是言語與精神暴力，仍可以再細分成很多不同的暴力形

式。

2. 「這是正常的」

　　對方會試圖說服你，說他的暴力行為是「正常的」，或說

「在同志伴侶關係中這很正常」。如果這是你第一次與同性別

的人交往，這說法可能對你會特別有效。但事實上暴力行為在

任何關係中都不正常，包括同志伴侶，它絕非健康伴侶關係的

一部分。

3. 「你是施暴者，我才是受害者」

　　你可能會為了避免被暴力對待，而有自我防衛的行為。對

方可能宣稱你的自我防衛行為是對他施暴，或宣稱你們是「互

相施暴」。

　　施暴者有時會缺乏對自身暴力行為的責任感。他可能指控

你是「施暴者」，而有時候，他真的認為自己才是「被虐待」

的那一方。在朋友、警察、社工或法官面前，他可能也會這麼

說。

4. 「都是你的錯」

　　另一種說法是責怪你「造成」他的暴力行為。對方會說：

「我不會施暴，只要你做某件事（或不做某件事）。」與前一

點相同，對方正在將施暴的責任從他身上轉移到你身上。這說

法會讓你感覺自己要為暴力行為，以及這段伴侶關係負責。但

事實是你不應該被責怪，你也無力停止對方的暴力行為。

　　如果施暴者是妳的前任或現任異性戀伴侶（如丈夫、男朋

友）、家庭成員（如父母、公婆），他也可能會有此說法。他

會說妳不是真正的同志、妳跟同性別的人交往是錯的。特別如

果妳曾與男性交往過，可能會被（前任）丈夫、男友施以性暴

力，他們會說：「妳需要的是男人！」當然，這理由只是他們

對自己施暴行為的推託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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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都是因為壓力、酒精或藥物濫用」

　　對方可能會說某些情況造成他的暴力行為，只要情況改

變，他就會停止施暴。換言之，他把暴力行為歸因於某些情況，

如壓力、失業、藥癮、酒癮。

　　有個常見的迷思是藥物濫用和酒精造成暴力行為，因為對

方失去控制。事實並非如此。雖然藥、酒癮可能會讓情況變嚴

重，但有些研究顯示，即便對方喝醉或用了藥正在嗨，他仍然

能控制並決定要不要對你施加暴力。

　　舉例來說，對方選擇對「你」施暴，而非酒保或老闆。這

顯示他的暴力行為是經過考量並選擇的。酒精或藥物濫用，只

是用來正當化暴力行為的藉口。

6. 「我會改、我會改」

　　對方通常承諾會改變：我會停止施暴、我會停止酗酒或濫

用藥物，這些承諾通常會伴隨在一次的暴力事件之後。這些承

諾可能會讓你回心轉意且繼續留在這段關係裡。

　　對方或許會相信這些承諾，但事實上這並不會改善他的暴

力行為，反而會將你留在關係裡。一旦對方確認你會繼續留在

關係中，這些承諾將會被遺忘。當你在這樣的情境中時，要注

意的是對方的暴力行為，而不是對方所說的這些承諾。

7. 「沒有法律可以保護你」

　　對方可能會告訴你：「沒有人會幫忙、同志伴侶間的暴力

沒有納入法律保障。」這絕非事實！國內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早已在 2007 年將同志伴侶納入保護範圍，只要你被前任或現

任的同志伴侶施以暴力對待，是可以向家暴防治專線 113、警

察、家暴中心等單位求助的，也可以聲請相關的家暴保護令，

保護你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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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該離開這
段關係
嗎？

　　要終止暴力確實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很

多人一起幫忙。

　　就我們的服務經驗發現，暴力一旦開始，施暴者的暴力就

會持續且變得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嚴重，施暴者會尋求原諒，

但又不斷重複施暴。研究發現，施暴者也不喜歡結束關係，這

讓受暴者會有很多充分的理由繼續留在這段關係裡。

　　施暴者很少會主動結束關係，在多數例子裡，施暴者在心

理層面上比受暴者更需要對方，他們害怕失去對方，也試圖說

服對方接受這樣的說法。

　　然而暴力是很可能會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無論你選擇

要留下或離開，都要有安全計畫來保護自身安全。

　　如果你現在正經歷暴力，可以想一想安全計畫。安全計畫

包括怎麼降低你個人或家人，在精神或肢體層面所遭受的威脅

與危險。

　　當施暴者想要維持關係或保持對你的控制，分手或分開是

一個很危險的時刻。如果你已經準備要離開、結束這段關係，

安全計畫也應包括結束關係時，如何降低被施暴風險的策略。

　　無論你選擇決定要留在關係裡或離開關係，或你仍猶豫不

決，只要你想找專業人員討論適合自己的安全計畫，來保障自

己與家人的人身安全，歡迎與我們聯絡（詳見本手冊「八、與

我們聯絡（求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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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該如何
                          面對暴力？

　　在多數的親密暴力案件中，施暴者在心理上往往比受暴者

更需要對方。施暴者通常都會隱藏對受暴者的依賴，以及害怕

失去對方的恐懼，且施暴者會設法說服受暴者，受暴者一旦離

開自己，將無依無靠。

　　受暴者無論選擇留下或是離開關係，都需要一套安全計畫

來確保自身安全。如果你正遭受到任何形式的親密暴力，你可

能要考慮擬定一套緊急應變的方法。你可以列出在緊急情況下

可應變的方式，這將有助於降低你自己與家人遭到情感或身體

傷害的風險。這套危機應變計畫應包括可降低遭到施暴機率的

策略，以及逃離現場的方式。你可以自己訂出這項計畫，或是

與可信賴的朋友、家暴防治單位討論。

1    暴力發生『當下』，你可以這樣做：

●　　先確保自己的安全，設法讓暴力終止，避免更嚴重的暴

　　　力發生。

●　　評估留下來或離開現場，哪一種方式會讓暴力減緩。

●　　必要時，或暴力真的太嚴重時，危機當下可打 110 報警

　　　處理，如果擔心身份曝光或擔心警察的不當對待，可以

　　　說明與對方是室友或朋友。

●　　必要時，可找雙方皆信任的朋友來（但找來的朋友必須

　　　不會讓情況變嚴重）。

2    暴力發生『之後』，你可以怎麼做：

○　　若安全離開現場，可到醫院診療傷勢，並考慮驗傷，驗

　　　傷過程中可以不用說出與對方的伴侶關係。

○　　尋找可信任的親友安全住所暫時借住，冷靜、休息過後，

　　　才有辦法思考下一步。但要注意尋求協助的親友，必須

　　　不會引發對方的嫉妒或讓暴力更嚴重。

○　　求助≠出櫃！當你向我們（現代婦女基金會、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協會）求助時，可選擇匿名且不告知個人資訊。

　　因為認為社會上沒有可以幫助同志的資源，許多同志在遭

遇親密暴力時不會對外求助。多數的同志也都知道社會上有服

務受虐婦女的家暴防治單位，但往往不清楚這些單位對同志社

群是否了解、是否了解同志的獨特需求。

　　事實上，國內常見的家暴防治單位不應、也不會拒絕服務

同志，而我們（現代婦女基金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這

幾年也努力針對國內的家暴防治單位（如：113、各縣市家暴

中心）的社工人員進行專業訓練，增進其對同志文化、同志伴

侶親密暴力的了解，以增加其在服務同志時的友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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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如果繼續留在關係中：

　　你要知道這是普遍大多數人的選擇，這樣的決定並不奇

怪，不用認為自己有問題或應該為暴力負責任、或自責。

但你必須做好以下的準備。

●　有 24 小時都能打的重要求助電話。

●　好好思考可以告訴誰（最好是2人以上）關於受暴的事情，

　　以及下一次再發生時，你可以怎樣跟他們求助。

●　在家中、學校或工作場所，都能有一個以上，對方不知道

　　的逃生路線。也能預備上下學（上下班）不同的路線。

●　假如又發生暴力或又爭吵了，如果離開家了，有哪些地方

　　可以去（至少想到 3個）。

●　保持經濟獨立：重新開一個帳戶、避免對方繼續用你的錢，

　　如果有需要，隨時都可以換工作。

●　準備一個安全萬用包，裡面要有錢（零錢）、證件、護照、

　　駕照、印章存摺、簡便衣物、電話簿、備用鑰匙，放在家

　　中安全的地方或信任的他人身上。

●　找出，並處理每次衝突的引發點。如果兩個人無法好好對

　　話，就得思考是否需要其他第三人協助。

●　設立一個決定結束關係的停損點，意思是說，思考如果暴

　　力越來越嚴重，或是關係都沒有改善，在怎樣的最後極限

　　下，得好好思考結束關係。

2  /  如果決定要結束關係：

○　如果要談分手，要以對方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平理性，有

　　技巧的談分手，千萬不可傷害、貶低或責怪對方。在對方

　　跟自己沒有喝酒、精神狀態與心理狀態都較佳的時候，在

　　安全的地點談分手。

○　如果可以，告訴一位可以信任的第三人，你們今天要談分

　　手的事，並且預告如果發生危險時，跟這個人求助的方式。

○　如果已經分開，新的住處或原本的住處可以換上更堅固的

　　門鎖、煙霧偵測器，並加強戶外照明。

○　如果已經分手，可以告知信任的親友雙方已不再同住。請

　　親友避免洩漏你目前的行蹤。

○　如果對方知道你的行蹤，請親友警告你。

○　暫時避免前往一些雙方以前在一起時，經常一同前往的餐

　　廳、超市、銀行、酒吧、運動中心……等。

○　同樣的，在家中、學校或工作場所，都能有一個以上，對

　　方不知道的逃生路線。也能預備上下學（上下班）不同的  

　　路線。

○　如果有一些情緒、難過或心理傷害，找尋朋友或是同志團

　　體、友善同志的諮商師協助，多參加同志社群活動，擴充

　　自己的交友圈。

無論是否要對外求助，下一步，
你可能要思考決定的事情是「繼續留     在關係中」或是「決定要結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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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行為發生之後，也許在你的心中會有無數的疑問，可

能關於自己，可能關於你們的關係，可能關於所有一切。如果

你是暴力情境中動手或是施以情緒壓力的那一方，無論是相互

的，或是單方的，在你慌亂、後悔、憤怒的情緒背後，你需要

想想的是，是否需要找個人談一談，關於你自己，也關於這段

關係該如何繼續或結束。

　　持續維持這段暴力關係，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期待有一

天能夠改變，再也不要發生暴力。」但是倘若兩個人的力量不

夠而陷入膠著時，也許就是你需要向外求援的時候。因為暴力

關係是一種動態、相互的，也與你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不

要害怕、擔心被疚責這是你個人的問題，相信他人會看見那些

困擾著你的議題，以及行為背後的因素。如果只是繼續待在關

係中鑽牛角尖，可能永遠找不到出路。

　　

七、
對伴侶施加暴力時……

　　也許你比較不習慣向外界發聲或求助，也可能缺少相關資

源，但現在你有一個機會，可以將你的期待──「再也不要發

生這樣的事情」，透過外力的協助來實現。更進一步的是，當

你準備好的時候，也能邀請你的伴侶一起來談談這件事及後續

的關係。

　　找朋友談談吧！或如果你想找朋友以外的人談談，歡迎與

我們聯絡。如果你的好友是位施暴者，你想知道能如何幫他、

如何支持他，也歡迎來電諮詢。你可以透過電話諮詢，無須

留下任何個人資訊（詳見本手冊「八、與我們聯絡（求助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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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1. 《家庭暴力防治法》已於 2007 年納入保障同志伴侶之間  

  的親密暴力。不論是正在進行式或是曾交往，只要是同居  

伴侶都在家暴法的保障範圍內。

2.  暴力不只是拳腳相向，還包括強迫出櫃、言語辱罵、限制

　交友、情感威脅、強迫性行為……等。

3.  求助不等於出櫃或離開關係，你有權力決定與誰出櫃或關

  係的去留。

4.  你的求助資料都會予以保密，打通電話並不會讓你因此出

  櫃，可選擇匿名詢問資訊。家暴機構並非只服務生理女性或  

婚姻中女性，只要有諮詢或求助意願，我們都願提供服務。

5.  求助家暴機構不表示要進入司法程序，你的安全、心理狀

  態、關係品質，都是我們所關心的。

八 、 與 我 們 聯 絡 　 　 　 　 　 　 求 助 資 源

我們（現代婦女基金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在協助處理

同志伴侶親密暴力時，亦針對同志社群普遍擔心的出櫃疑慮，

有下列的保護措施：

1. 協助你的過程中，如非必要皆可使用匿名。

2.在驗傷、報警、司法程序中，也有方法可保護你的同志身分。

3. 在聲請保護令或相關行政文件時，填寫寄送住址也有方法避

   免寄回戶籍地。

我們提供的服務：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情感諮詢服務、同志社群支持資源提供、面臨暴力之求助

　 意願討論、轉介家庭暴力防治資源

● 現代婦女基金會

　 支持性會談、安全計畫討論、關係離合決定討論、家庭暴

   力資源網絡介紹、法律諮詢、出庭陪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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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我  們  聯  絡─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http://www.hotline.org.tw/）：

　行政電話：(02)2392-1969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14:00~22:00）

　諮詢電話：(02)2392-1970、(07)281-1823

         　（服務時間：週一四五六日，19:00~22:00）

　現代婦女基金會（http://www.38.org.tw/）：

1. 士林家暴服務處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190 號 1 樓

　專線：(02)2831-2321 轉 103 或 136

2. 台北家暴服務處

　地址：新店市中興路一段 248 號 2 樓

　專線／傳真：(02)2915-9317

　專線：(02)8914-7163

3. 新竹家暴服務處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105 號

　專線／傳真：(03) 657-0946

　專線：(03)552-7061 轉 110

4. 花蓮家暴服務處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 15 號

　專線／傳真：(03)823-9067

　專線：(03)822-5947

5. 台中地檢署司法關懷保護服務站

　專線／傳真：(04)2229-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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