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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學術研討會 
 

論文徵稿須知 

一、 宗旨 

「親密關係暴力」(Violenc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是最常見的暴力

形式之一，係發生在配偶、前配偶、同居伴侶(婚姻、離婚與同居關

係)之間的肢體、精神暴力或性虐待的行為。這類型的暴力受害者雖

然有很高的比率為女性，但也可能發生男性身上，且無論是否有婚姻

關係，只要具有同居或共同生活的事實均可能發生，甚至在同性伴侶

之間也都是很常見的現象。 

幾乎在所有的社會與文化都存在著親密關係暴力的問題。自 1993

年世界人權大會倡議“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以來，國際社會已取得一致性的

共識，將親密關係暴力視為國家相當重要的公共政策議題。然而，要

對這類議題進行深入研究並不容易，原因在於被害人與加害人是彼此

認識的，甚至是自己最親密的伴侶，往往礙於雙方情感因素而不願意

舉報。此外，對於強暴的錯誤認知及迷思，也經常讓被害人陷入二次

責備或譴責之困境，例如當女性報告被陌生人進行性侵犯時，她們往

往也會比處於親密關係暴力中的女性獲得更多的同情。許多人會把陌

生人性侵犯視為一種攻擊，但卻沒有以同樣的方式來看待親密伴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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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現象，他們只會看到這個女性自願留在這個關係中，進而譴責被

害人。 

根據 2005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調查結果顯示，10 個國家合計 2.4 萬名婦女中約有 50%至 95%的婦

女曾在親密關係中遭受身體虐待，但卻從未向警察、非政府組織或庇

護所尋求協助。2010 年全美親密伴侶與性暴力研究（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針對全美 16,507 成年

人進行電話訪問，結果顯示 1/4 受訪女性表示曾被伴侶痛毆；1/7 受

訪男性表示曾遭親密伴侶暴力。而我國從 1998 年通過＜家庭暴力防

治法＞，且在 1999 年於全國各縣市成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開始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以來，家庭暴力通報案件數亦逐年

攀升，由 2001 年 34,348 件增加到 2017 年 118,586 件。在 2017 年

家庭暴力通報案件中，以「親密關係暴力」(包括婚姻、離婚與同居

關係）通報案件數所占比例最高(約為 55%左右)，而兒少保護、老人

虐待與其他四親等家庭暴力之通報案件數則約佔 45%左右。 

親密關係暴力不僅嚴重戕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其衍生的社會成

本更難以估算，例如一項針對台灣南部 109 名婦女歷經家庭暴力的調

查結果顯示，93.6％的婦女在受到虐待後會表現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之特徵，甚至出現低自尊、重度憂鬱及自殺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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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上述背景，本次會議的主題將訂為「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期待藉由舉辦本次研討會來創造多元對話空間，增進跨界整合資源，

並希望透過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等活動之舉辦，邀請學者、教育專業

人員、司法人員、中小學教師、社工及輔導人員、醫護人員、民間團

體、社會大眾等，共同關心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經由此研討會的對話，

集思廣益，提出因應策略，有效應對相關問題。 

二、 主辦單位 

(一)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 

(二) 社團法人台灣性學會 （地址：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 

(三) 馬來西亞性學會 

三、 協辦單位 

(一) 樹德科技大學應用社會學院 

(二)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中心 

四、 活動規劃 

  本研討會將分兩場次進行，上午場次邀集產官學界專家進行專題講座，下午

場次為論文口頭及海報發表。 

五、 參加對象 

對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研究與實務有興趣之機關團體、學校教師、衛生醫療人

員、社會工作服務、司法等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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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徵稿範圍 

本研討會特別歡迎如下主題之研究、技術報告或應用案例參與發表： 

(一) 親密關係暴力的本質 

(二) 親密關係暴力的動態和風險因素 

(三) 親密關係暴力分類學與危險評估 

(四) 親密關係暴力的後果 

(五) 對親密關係暴力的法律回應 

(六) 親密關係暴力中的醫療角色 

(七) 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援助方案 

(八) 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治療與社區處遇方案 

(九)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教育 

(十) 各國推動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政策比較 

(十一) 其他與親密關係相關之主題 

七、 徵稿規定 

(一) 論文投稿者請填具報名表(如附件)連同論文摘要，email至：

sssstaiwan@gmail.com  

(二) 本研討會採論文摘要審稿，以中文或英文書寫為主，需包含論文標題、作者姓

名、服務單位、職稱、摘要內文、關鍵詞，其中論文摘要應包含研究背景、研

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及結論。文稿以能清楚完整陳述或報告所論議之

題目為原則。關鍵詞最多以5個為限。 

(三) 採電子郵件投稿方式，請將稿件以Word 檔傳送，信件主旨請標明：「親密關

係暴力防治學術研討會投稿」，並且以「作者姓名-論文題目」為檔名(如：王

大明-台灣親密關係暴力研究…)，於徵稿截止日期(2018/03/03) 前將「論文摘要

電子檔」及「研討會論文報名表」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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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摘要由本研討會編輯委員會進行審查，經審查通過者，以口頭或海報方式發表

論文成果，海報大小為A1 (594mm x 841mm) 直式，請作者統一格式製作，海

報論文由發表者自行列印輸出（請勿手繪），並於發表日當天自行攜至會場指

定地點張貼，會場提供張貼用具。 

 

海報張貼時間 海報移除時間 

2019/05/25 09:00-10:30 2019/05/25 16:00-18:00 

八、 繳費方式 

(一) 本學會經費來自會員資助，為提供參與年會之會員更好的服務，年會比照國內

其他學會之通行做法，非本會有效會員者參與年會論文發表及活動者需繳交註

冊費。 

(二) 本會及馬來西亞性學會有效會員參加今年年會者，費用免費。 

(三) 非會員但想參加今年年會者，請繳交註冊費 600 元。 

(四) 非會員但想參加本會主辦之各項專題演講及年會者，若欲申請為本會會員者，

請繳交入會費 1000 元（學生身分 500 元）及年費 1000 元，申請方式如附件三。 

(五) 投稿者可先行投稿，繳完註冊費用才確認投稿完成；未投稿而想參加者亦可先

行繳費，可保證獲得年會資料及年會餐點，其餘膳宿由學員自理。凡全程參與

研習會者核發證書。 

(六) 相關費用可以使用匯款方式繳費，匯款後請來信告知(sssstaiwan@gmail.com)，

未投稿僅參加年會者可現場當場繳費。 

1. 劃撥帳號：第一銀行(總代號 007)三民分行帳號：704-50-459870   

2.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性學會 

3. 聯絡電話：07-6158000#4402，傳真：07-615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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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重要日程 

(一) 論文摘要截稿日期：2019年03月03日(星期日)  

(二) 審稿結果通知日期：2019年03月20日(星期三)  

(三) 參加會議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05月10日(星期五)  

(四) 研討會舉行日期：2019年05月25日(星期六)  

十、 辦理地點 

樹德科技大學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  

十一、 聯絡訊息 

(一) 聯絡人：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余小姐 

(二) 電話：07-6158000 轉 4402 

(三) 傳真：07-6158001 

(四) E-mail：社團法人台灣性學會( sssstaiwan@gmail.com )、樹德科大人類性學

研究所余小姐( paling@stu.edu.tw )。 

(五) 台灣性學會網站：http://www.sssstaiwan.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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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研討會場交通與平面位置圖 

(一) 樹德科技大學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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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樹德科技大學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研討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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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論文投稿報名表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學術研討會」投稿報名表 

論 文 發 表 方 式 □ 口頭發表      □  海報發表 

投 稿 論 文 名 稱  

投 稿 人 姓 名  

服務單位／就讀學校  

職 稱  

台 灣 性 學 會 會 員 □是              □ 否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行 動 電 話  

 

1. 注意事項：本研討會採電子郵件投稿方式，請將稿件以 Word 檔傳送，信件主

旨請標明：「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學術研討會投稿」，並且以「作者姓名-論文題

目」為檔名(如：王大明-台灣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研究…)，於徵稿截止日期

(2019/03/02) 前將「論文摘要電子檔」及「研討會論文報名表」傳送。審查結果

將暫定於 2019 年 03 月 20 日（三）公布，並以 E-mail 方式通知。 

2. 主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台灣性學會、馬來西亞性學會 

3. 聯 繫 人 ：余小姐 

4. 電  話：(07)6158000 轉 4402 

5. 傳  真：(07)6158001 

6. 電子信箱：台灣性學會( sssstaiwan@gmail.com) 

7. 學會網站：http://www.sssstaiwan.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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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稿件格式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學術研討會投稿格式 

一、 稿件基本規定 

(一) 標題與作者資訊標於首頁，第二頁後請勿置入作者資訊。 

(二) 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為 12 號，段

落行距中文為 1.5 倍行距，英文為二倍間距（double space），對齊方式為左

右對齊，使用紙張大小為 A4 直式，以直式橫書，電子檔案請以 Microsoft 

Office Word 編寫。 

(三) 摘要請以 500 字為限；關鍵詞以 5 個為限。  

(四) 建議文稿內容包含摘要、前言、研究方法、研究結論；作者人數以不超過 4 

人為原則。  

二、 投稿論文格式範例 

論文文稿題目 

作者1*   作者2* 

1. 服務機關（地址） 

2. 服務機關（地址） 

* 聯絡人電子郵件 

摘要 

本文舉例說明「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學術研討會」完整文稿檔所採用排版格式，

供投稿人準備文稿時參考。文稿撰寫中文或英文皆可，檔案需為 Microsoft Office 

Word，請檢附授權書（親簽後之掃描檔）、報名表、完整文稿檔以電子郵件附檔方

式寄至本編輯委員會（Email: sssstaiwan@gmail.com），郵件主旨請加註：「投稿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學術研討會論文-稿件名稱」。惠稿如未經採用概不退還。電子檔

案請自行完成掃毒，切勿夾帶病毒，並以通訊作者姓名為檔案名稱。若有多篇同時

投稿，請在檔名中附註編號。 

關鍵詞（3~5 個字）：親密關係暴力、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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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社團法人台灣性學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編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生理性別： □男  □女 

最高學歷： 經歷  

服務機構／現職： 

戶籍地址：□□□□□ 

 

通訊住址：□□□□□       □同上  

□另列： 

電話／(H)：                       (fax)： 

   (O)：                        手機： 

e-mail： 

入會： □永久會員   □年會會員  □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您可以為本會做的事： □擔任志工  □募款  □帶活動  □寫計畫  □擔任講座 

□其他另列如下： 

希望本會為您做的事：  

繳費 

日期 
 

收據

編號
 

 
本表格可逕自本會網站線上填寫入會資訊或填寫本表單回傳到 e-mail：
sssstaiwan@gmail.com 謝謝! 
   收費標準：自 103 年 12 月 05 日起修訂如下 
   入 會 費： □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 □團體會員：壹萬元  □學生會員：新台幣伍百元 
   年    費： □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 □團體會員：新台幣壹萬元 

□永久會員：新台幣壹萬元整（終身免再繳會費） 
   劃撥帳號：第一銀行(代碼 007)三民分行帳號：704-50-459870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性學會 
   聯絡電話：07-6158000#4402，傳真：07-6158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