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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9 年度性別平等議題熱門新聞關鍵字 

談數位性別暴力 

 

還記得去年大家常在談論的性別平等議題新聞話題嗎? 

排名第一名的新聞關鍵字為「性侵」， 

在去年性侵案件的新聞中，其中某個事件的揭露，震驚國內外媒

體及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也引起多數媒體開始一系列追蹤報導。 

妳（你）已經回想起來是哪個新聞事件了嗎？ 

 

 

 

         ▲ 109 年度性別平等議題新聞文字雲 

※本項資料文字雲的新聞資料來源素材為 2,797 篇電子或紙本性別平等議題新聞標題，以文

字雲斷詞斷句技術軟體計算詞頻，愈大的字代表 2,797 篇新聞標題愈常出現的詞。經文字雲

軟體計算詞頻算出 109 最常出現的標題為「性侵」一詞。 

※2,797 篇的性別議題新聞挑選，以性別平等政策綱領、CEDAW、行政院重要性別 

平等議題及常見國際性別平等評比等內容作為基礎參考資料，檢索出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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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0 日開始， 通訊軟體 Telegram 匿名聊天室「N 號房」事

件成了南韓最大搜尋入口網 Naver 熱門關鍵字及各大報新聞頭條，也引起

亞洲多數媒體一系列的追蹤報導。 

揭開「Ｎ號房」的內幕，是２名南韓女大學生，她們因報名參加新聞報導比

賽，以網路性犯罪為文章主題，每天花上至四至五小時在 Telegram 蒐證，

這 2 名南韓女大學生追蹤發現，有人在 telegram 設有 8 個以「N 號房」

為名的聊天群組，而每一間都有數十名性侵或性虐待的受害女性的影片，但

要進入「非法」聊天室第一關要透過詢問，跟其他會員對話，並附和色情信

息，許多會員就會在房內，互相大量交換相關情色影片，影片中受害女性包

括未成年人或兒童。 

但她們的報導當時並未引起媒體的關注。一直到 2020 年年 1 月，南韓網路

上出現「解決 telegram 上發生的性犯罪」請願，突破了 10 萬人連署，這

個議題才逐漸浮上檯面，引發主流媒體關注。當初揭發的女大生不僅參與警

方辦案，同時她們也協助南韓媒體報導，提供採證資料，順利將嫌犯繩之以

法1。根據南韓媒體的報導，受害女性至少有 74 人，其中有 16 名都是未

成年人，最小的受害人甚至僅僅 11 歲2。 

警方發現嫌犯在網路上尋找經濟需要幫助或是失學的女孩，以「網路約會、

模特兒兼職」等高報酬職缺誘騙她們上鉤，涉嫌以不法管道取得女性個資，

並脅迫受害女性拍攝性暴力影片或裸照，在通訊軟體 Telegram 的匿名聊天

室中流通販賣，而透過「N 號房」觀看或散佈非法視頻的人數則超過 26 萬

                                                      
1 鏡周刊「冒生命危險揭 N 號房真相 吹哨人背景起底」https://news.ebc.net.tw/news/world/203282 

 
2 天下雜誌「韓國大規模性犯罪醜聞「N 號房事件」，26 萬參與者能被懲罰嗎？」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9563 
 

1.從震驚國際的南韓「N 號房」事件談起 

https://news.ebc.net.tw/news/world/203282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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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 2020 年國內外媒體大幅度報導「N 號房」事件後，國內媒體開始以較多

篇幅關心國內的情形，報導臺灣面對相似事件之處理機制，例如婦女團體呼

籲政府立法防治數位性暴力、立法委員提案修法對性侵竊錄判處重刑，以及

國內兒少面臨數位性別暴力事件等浮上枱面等，相關新聞如下： 

 表 1  2020 年南韓 N 號房新聞事件後國內相關新聞報導整理一覽表 

日期 新聞標題 資料來源 

3/24 南韓 N 號房 74 女遭性剝削 婦團籲台灣修法防範 蘋果日報 

3/24 南韓N號房事件後 警政策進作為值得我國借鏡反思 公民行動 

3/25 韓國 N 號房事件 婦團籲立法防數位性暴力 芋傳媒 

3/26 台灣不能出現 N 號房 范雲擬成立委員會反性侵 新頭殼 

3/26 防台版 N 號房 藍提修法性侵竊錄判重刑 中時電子

報 

3/26 從南韓極惡劣集體性虐待N號房事件 借鏡看見性平

教育的必不可缺 

自由時報 

3/31 如果 N 號房事件發生在台灣，我們法律能否妥善處理 女人迷 

3/31 你的情慾不是你的情慾：當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成

為一種龐大產業 

聯合新聞

網 

3/31 借鏡韓國 N 號房蔡清祥：專責機構助移除影像 中央社 

3/31 記取韓國 N 號房教訓法務部：專責機構協助下架情色

影片 

自由時報 

4/6 N 號房事件，台灣防得了嗎? 蘋果日報 

4/8 從 N 號房條款看我國性犯罪法制 上報 

2.南韓的「N 號房」離我們很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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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新聞標題 資料來源 

4/9 N 號房翻版少女被逼自拍裸照 蘋果日報 

4/9 台灣性侵竊錄逐年增加 她曝檢討被害人成最大成

因：怕被責怪 

ETtoday

新聞雲 

4/27 渣男、前女友、N 號房 自由時報 

4/29 N 號房事件後...遏止復仇式色情唐鳳給解方 中國時報 

5/13 杜絕台版 N 號房 朝野立委紛立法保障性自主權 聯合報 

5/13 防堵N號房 立委推專法保障性自主性霸凌偷拍影片

須限時下架 

上報 

5/30 台中市驚爆校園版 N 號房！5 女學生遭偷拍 ETtoday

新聞雲 

7/3 童版 N 號房色男誘 30 童裸體直播 蘋果日報 

8/26 兩天一件數位性暴力案暑假暴增 聯合報 

8/26 Lulu：拒絕數位性暴力《裸照外流不是你的錯》全台

首映 

公民行動 

9/3 高雄少女失蹤案背後 是數位性別暴力的巨大黑影 聯合報 

9/10 N 號房事件上演？有嚴刑峻法 台灣為何難杜絕網路

兒少性剝削？ 

新 頭 殼

newtalk 

9/16 台版 N 號房！工程師架色情網站 不法所得達 11 億 東森新聞 

11/25 惡狼 5 手法網路獵童 1 天 2.38 件兒少私密照外流 風向新聞 

12/21 台版 N 號房真實上演？ 王婉諭揭收裸照臉書社團：

阻止孩子隱私受危害 

民視新聞 

12/23 台灣男版 N 號房事件又一人！「虎爺」吳念軒認：

年輕不懂事 

新 頭 殼

new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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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含社群網站), 

35.6%

通訊軟體, 32.2%

其他平臺, 

4.1%

非網路犯罪, 

28.2%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辦理情形」統計表

而國內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實際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

2020 年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的 1,696 件通報案中，有 1,333

件屬於「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物品」，不但占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案件所有犯罪型態近 8 成，亦呈現成長的趨勢，比起 2017 年

581 件，成長了近 1 倍多。 

 

如進一步來看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運用網路犯罪情形，犯罪工具以利用

網站(含社群網站)占 35.6%居首，通訊軟體占 32.2%次之。可見在國內相關

案件利用網站或通訊軟體等數位科技作為媒介的比例是相當高。 

 

 

 

 

 

 

 

 

2020 年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運用網路犯罪概況 

581 546

717

1333

2017 2018 2019 2020 年

近年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物品

犯罪件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辦理情形」

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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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內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的資料顯示，該基金

會從 2015 年設立「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求助專線，統計至 2020 年

7 月已有多達 487 件求助案例，其中女性受害者高達 95%，男性及其他性

別則占 5%，顯見透過影像進行性暴力的行為，對女性的殺傷力仍遠遠高過

男性。而統計被害者中，未滿 18 歲者占 14%，且比例有逐年升高的趨勢。

此外，當被害人發現加害人持有性私密影像時，未有威脅或未加以散布的比

例僅有 11%，也可看見一旦加害人持有影像，被害人就極有可能曝露在網

路性別暴力的風險中。而加害人散布影像的管道，以網站為最大宗佔 72%，

包括社群網站、色情網站、網路影音平台，其次是通訊軟體佔 22%，相關行

為造成被害人嚴重心理恐懼、不安或創傷，影響其未來工作、人際、生活甚

至伴侶或婚姻3。 

綜上，隨著數位科技發展迅速及運用普及，利用或透過網路或數位方式之性

別暴力層出不窮，態樣益趨多元，對於民眾隱私與名譽等個人秘密及名譽等

權益造成嚴重侵害；又基於網路廣泛流通及快速等特性，倘被害人遭受性別

暴力的影片一經公布，將難以完全移除下架，影響被害人一生。因此，強化

數位性別暴力的防治，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在國內外相關政策倡議部分，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4關注人口販運

                                                      
3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婦女救援基金會〈婦援會針對韓國 N 號房事件之回應〉https://twrf.org.tw/info/title/181 

 

4 參考資料:〈性別平等政策網領〉https://gec.ey.gov.tw/Page/FD420B6572C922EA 

 

3. 防治｢數位性別暴力」在國內外的政策倡議 

https://twrf.org.tw/info/title/181
https://gec.ey.gov.tw/Page/FD420B6572C922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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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剝削等相關網路犯罪預防及調查機制之建立，以及社群網路服務提供者

自律之強化，期冀建構有效性別暴力防治網絡，落實被害人權益保障。另聯

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5.25將「消除公開及私人場合中對婦女的各種形式的暴

力，包括人口走私、性侵犯，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剝削」列為具體目標。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6）第 35 號一

般性建議亦指出，基於性別之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存在於人際接觸所有空間

及領域，包括在網路或其他數碼環境中發生之暴力行為。CEDAW 第 33 號

及第 36 號一般性建議也指出，締約國在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之法制及

措施面部分，應採取措施，包括制定立法，以保護婦女不受各種網路犯罪之

害，並頒佈界定和懲處所有形式之基於信通技術與線上騷擾婦女及女童行為

之法律；第 36 號一般性建議並建議從教育宣導及支援服務著手，制訂全面

方案，向教師、學生與家長介紹網路欺淩可能之形式及其潛在影響，並為遭

受網路欺淩之受害學生提供諮詢及支援。而在 CEDAW 第 19 號及第 35 號

一般性建議復強調，國家有義務採取一切適當手段及政策來消除一切基於性

別之暴力行為，包含具體之預防及懲罰性措施，解決導致基於性別之暴力行

為根本原因，包括性別不平等之觀念及成見、家庭內部之不平等；並為被害

人建立服務或給予支助，包括收容所、法律、保健、康復及諮詢等，鼓勵旁

觀者報告此類暴力並加以干預；及瓦解普遍歸咎受害人之信條，即被害人應

為其自身安全及所遭受之暴力承擔責任。 

 

                                                      
5 參考資料:〈永續發展綱領〉https://nsdn.epa.gov.tw/about/policy 

 
6 參考資料:「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一般性建議

https://gec.ey.gov.tw/Page/876AE3EDF26D8E91 

https://nsdn.epa.gov.tw/abou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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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數位科技發展迅速，網路及其他數位環境之性別暴力叢生，已然對於隱

私權與人身安全造成實害，行政院長蘇貞昌於 2020 年 5 月 8 日行政院性

別平等會第 21 次委員會議裁示責成各部會檢視現有法律是否周延，針對業

管範圍提出具體有效之作法及期程。 

行政院經邀集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相關部會討論研商後，於 2021 年 2

月訂定「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7，提供部會逐一

檢視業管法規與措施是否足資納入新興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予以規範，並利

權責部會據以辦理相關研商會議決議事項，如盤整法源及規劃辦理教育宣導、

盛行率調查及相關調查統計等。 

前揭所訂定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分述如下: 

(1) 定義：係指「透過網路或數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力行為。即針對性別

而施加他人之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他人，包括身體、心理或性之傷害、痛

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等。」 

（2）類型及其內涵： 

○1 網路跟蹤： 

A.對於他人反覆實施跟蹤騷擾行為，致令他人感到不安或畏懼，如：傳送

攻擊或恐嚇性電子郵件或訊息；對於他人網路留言，發表攻擊性言論等。 

  B.跟蹤或監視他人活動，如：透過手機 GPS 定位或電腦、網路使用紀錄

等方法為之。 

C.監視或蒐集他人網路活動或資訊，進而違反他人意願與之接觸等。 

○2 惡意或未經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惡意或未經同意而散

                                                      
7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

https://gec.ey.gov.tw/Page/5950AEA34211CEE3/38a54bdc-8849-4ade-8b96-c382339b73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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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個人私密資料。 

○3 網路性騷擾： 

A.未經同意逕將猥褻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資料傳送他人，如：

傳送具露骨性意味之電子郵件或簡訊；於社群網站或網路聊天室發表不

適宜或具侵略性挑逗言論等。 

  B.對於他人實施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或性騷擾防治法所定性

騷擾行為。 

○4 基於性別貶抑或仇恨之言論或行為 

A.對他人之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等，發表貶抑、侮辱、攻擊或威脅等

仇恨言論。 

B.基於性別，對於他人之行為或遭遇，進行貶抑或訕笑，如：穿著性感、

婚前性行為或遭受性騷擾等。 

C.鼓吹性別暴力。 

○5 性勒索：以揭露他人性私密資料（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

為手段，勒索、恐嚇或脅迫他人。 

○6 人肉搜索：透過網路搜索取得與散布未經他人同意揭露之文字、聲音、

圖畫、照片或影像等私密資料。 

○7 基於性別偏見所為之強暴與死亡威脅：基於性別偏見，以強制性交或加

害生命之事恐嚇他人，使他人心生畏懼者。 

○8 招募引誘：係指運用網路或數位方式遂行人口販運，如：佯稱提供工作

機會，或使用盜用之圖片、內容製作虛假廣告，引誘他人賣淫；抑或從

事人口販運者，利用網路聊天室等傳遞人口販運訊息或進行廣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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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非法侵入或竊取他人資料：非法侵入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以觀覽、取

得、刪除或變更他人個人資料等，如：侵入網路攝影機取得他人影像資

料等。 

○10偽造或冒用身分：偽造或冒用身分，以取得他人個人資料、侮辱或接觸他

人、損害他人名譽或信用、遂行恐嚇或威脅，或據以製作身分證件供詐欺

之用等。 

 

.  

 

為防止兒童及少年接觸有害身心發展的網際網路內容，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 2013 年 8 月召集衛生福利部、教育部、警政署等單位，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 條規定，共同籌設「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

構」（下稱 iWIN），針對違反「iWIN 網路有害兒少身心健康內容防護例示

框架」的網路內容，iWIN 可通知業者盡速移除8。 

此外，各地方檢察署婦幼保護執行小組已與相關機關、團體建立婦幼安全

聯絡人名冊，並逐年更新名冊資料，法務部請各地檢署依轄區與各縣市政

府警察局婦幼隊、各分局建立與 iWIN 聯繫之窗口，於檢警偵辦此類「未

經同意，散布他人性私密影像」案件時，一方面適時保全證據，另一方面

由 iWIN 協助移除被害人遭散布之影像，避免被害人因性私密影像不斷遭

轉傳而產生二度傷害，以維護被害人權益。9 

                                                      
8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記取韓國 N 號房教訓 法務部：專責機構協助下架情色影片」。 

9同註 8。 

4.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工作—沒有人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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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也呼籲一旦發現類此事件，家長也要「不指責」，民眾則是「不

助長」不要下載或轉傳，相反的，人人都該當吹哨者，主動舉報，而家長

可協助孩子「保存證據，找 iWIN」若遇到私密影像未經同意被散布或被

威脅，需要諮詢、刪除影像或下架處理，都可以撥打求助專線求助10。 

在性私密影像外流的報導留言處常可見到「求上車」、「跪求網址」，甚至許

多檢討被害者的言論。這一切行為對被害人而言都是二度傷害11，依照「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9 條規定，若無正當理由持有內容包含兒少

性剝削之情色製品，依法可處 1 至 10 萬元罰鍰，並得進行輔導教育，也提

醒持有 N 號房或任何有關兒少性剝削影片者應立即刪除，以免觸法。 

而「不點閱、不下載、不分享」就是對被害者最好的幫助。當多數人開始正

視行為的嚴重性，社會風氣才有可能因此改善。 另教育部針對數位性別暴

力也提出五不四要原則如下12: 

(1)避免數位性別暴力的「五不」防護守則 

○1 不違反意願：不可強迫他人拍攝或傳送影像。 

○2 不聽從自拍：不要聽從引誘拍攝自己的影像。 

○3 不倉促傳訊：傳送訊息及影像前應再三確認。 

○4 不轉寄私照：收到他人私密照，轉傳即違法。 

○5 不取笑被害：取笑或檢討被害人是更大傷害。 

(2)遭遇數位性別暴力的「四要」防護守則 

                                                      
10 資料來源:三立新聞「愛我就給私照 1 天 2.38 件兒少私照流出！小學生受害增」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853695 
11 資料來源:THENEWS LENS 關鍵評論：〈數位性暴力：如果全世界都看過我的裸體，我該怎麼正常的生

活〉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1458 

 
12 資料來源:教育部「 107 年兒少性剝削及校園復仇式色情事件防治工作宣導方案」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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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告訴師長：比起獨自面對，師長可提供更多協助。 

○2 要截圖存證：有明確的證據，有效將歹徒繩之以法。 

○3 要記得報警：不只為了自己，避免更多無辜者受害。 

○4 要檢舉對方：就算是假帳號，讓管理者依規定處理。  

  

韓國 N 號房事件的發生，讓我們再度關注數位性暴力與性犯罪的議題，在

網路科技及資訊技術日益發達下，數位性別暴力可能正在你我周遭發生，就

像韓國 N 號房事件吹哨者為主動蒐集網路性犯罪調查數據的大學生。對於

防治網路數位暴力，沒有人是局外人，它更需要整體社會心態上的轉變，大

眾對被害者的看法以及輿論的氛圍，都是問題能否被清楚看見、被完善處理

的關鍵因素。只有大家一起留意，保存證據、積極舉報，才能有效保護他人

與自己，避免讓大家所使用的網路環境成為犯罪的溫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