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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發展與效化「性別偏見態度量表」和「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兩種評估工

具，並探討「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對於降低學生性別偏見及提高性騷擾防治概念的

成效。本研究先以立意取樣選取 125 位高中生填答預試量表，經信度與效度考驗及項目分析

後，發展出 29題「性別偏見態度量表」和 16題「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皆具良好的信度與

效度。再以便利取樣選取同所高中 75位學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兩組學生在教學介入之

前後分別填答兩份量表。實驗組進行合計 18小時的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對照組進行

一般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在課程實施結束後徵募研究對象同意，個別訪談 8 位實驗組學生，

以進一步蒐集質性資料。本研究以共變數分析、獨立樣本 t檢驗進行量化分析，以內容主題歸

納方法進行質性分析，結果顯示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對於降低高中生性別偏見及提高

性騷擾防治概念具有顯著成效，而訪談分析內容顯示本課程能引發研究對象有旁觀者介入五

步驟之反應。本研究提出課程設計、教學實施、未來應用於性霸凌或約會暴力防治等建議，

期能更深入探討旁觀者介入教育之實施，並建議未來可針對不同變項、研究工具、成功經驗、

網路應用等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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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 30年來，國內外研究一致發現性騷擾發生率有逐年攀升的趨勢，且發生於不同族群、

文化、年齡層、職場或校園，是值得高度重視的社會與教育問題（陳若璋，1993；焦興鎧，

2006，2007；羅燦煐，1995，2010；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1993, 2001, 2011; Finkelhor, Turner, Shattuck, & Hamby, 2013）。性騷擾不僅是法律議

題，也是人權與性別暴力的問題，其研究範圍跨越不同學科與領域，涵蓋社會學、心理學、

組織管理、女權主義研究及法律等範疇。由於高中生正值青春中、後期階段，大多數學生的

心智與社會行為發展尚未成熟，也是性騷擾發生率最普遍的年齡層（Hong, Lawrenz, & 

McCarthy Veach, 2005）。Finkelhor等（2013）研究美國中學性騷擾發生頻率，發現 2.8%的 10

～13 歲青少年及 9.3%的 14～17 歲青少年在過去 1 年曾有被性騷擾的經驗，15.8%的 14～17

歲青少年在過去至少經歷過一次被性騷擾的經驗。而我國校園性騷擾發生頻率也是居高不

下，2006～2013年間所發生的性騷擾件數從 145件暴增至 2,733件，案件數增加近 19倍；以

2015年為例，中學通報案件有 2,174件，占 61.73%（教育部，2015），由此可知中學校園性騷

擾問題極為嚴重，亟待高度重視。然而，可能是基於東方社會保守觀念、校園環境不夠友善

或是申訴管道不夠周全等因素，導致青少年受害者不願提出正式申訴，因此性騷擾的通報率

只有約十分之一（焦興鎧，2007；羅燦煐，2014；McDonald, 2012）。 

國外運用旁觀者介入概念（Darley & Latané, 1968）於性騷擾防治教育行之有年，許多學

者針對旁觀者介入作用和方案影響進行許多研究，發現「旁觀者介入」與同理心、對性騷擾

態度、對性騷擾因子覺察呈現正相關（Banyard, Plante, & Moynihan, 2004; Nickerson, Aloe, 

Livingston, & Feeley, 2014），且發現透過教育措施確實能增加旁觀者介入的意願和效能

（Banyard, Moynihan, & Plante, 2007; Banyard et al., 2004; Banyard et al., 2007）。由於青少年正

處於人我界線釐清與試探的階段，倘若能及時導正其性別偏見和建立正確的性騷擾防治概念

將有助於其全人發展。劉秀嫚、李琪明、陳延興與方志華（2015）的研究發現，雖然教育人

員對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議題有共識，但媒體與家庭對品德教育有負面影響，加上師生未予

以積極重視，使學生欠缺公民意識與道德思辨能力之養成。此外，國內尚未有針對「旁觀者

介入」運用於性騷擾防治教育之實徵研究，是以國外的作法是否適合於我國高中環境仍有待

進一步檢視。 

綜合上述，本研究旨在針對學生進行性騷擾防治教育之準實驗研究，研發合宜的方案介

入評估工具，探討「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bystander 

intervene course, SHPBI）對於降低高中生性別偏見態度及提升性騷擾防治概念之效益。本研究

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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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與效化「性別偏見態度量表」及「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 

二、探討「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對於降低學生性別偏見態度與提高性騷擾防治

概念之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性別偏見的意涵與類型 

自古以來對於性別角色有不同的定義與期待，Thomson（2007）認為這些差異即為「刻板

印象」（stereotype），是一種對他人先入為主的概念並導致負向偏見；而「偏見」（prejudice）

則是指個人對於某一團體或該團體的成員，持著非基於真實經驗或事實的有利或不利的思

想、知覺、感覺和行為傾向的態度。黃政傑與張嘉育（1998）認為，「性別偏見」是對於男女

角色與關係所具有之偏差、錯誤之見；方朝郁、謝臥龍與方德隆（2002）認為，性別偏見是

因性別差異，而產生對人不公平之看法與態度。Thomson認為「性別偏見」也可稱為「性別歧

視」（sexism）。Cordeiro、Reagan與Martinez（1994）將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discrimination）

的定義予以明確化：「刻板印象」是在認知層次呈現對於非我所屬團體的想法；「偏見」是在

情感層次展現對於非我所屬團體的態度信念；「歧視」則是在行為層次表現對於非我所屬團體

的具體行動表現。 

Sadker 與 Zittleman（2009）認為男性和女性都是性別偏見的受害者，當多數社會文化要

求男性應更積極、獨立與強壯，則使其必須壓抑情緒與表現逞強；當女性被期待消極與保守

時，則使其缺乏自尊和自信。蘇素美（2017）的研究提出，害羞退縮會對社會自我效能及憂

鬱產生影響，但未特別討論性別差異。Archer與 Lloyd（2002）的研究指出，同儕互動中常會

出現排斥、批評那些表現出「不適合」其性別刻板印象行為的同伴，與國內學者何金針

（1987）、劉秀娟（1997）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青少年同儕團體傾向認為男生應有男性化行

為，女生應有女性化行為，以傳統形式表現性別角色行為的孩童比較容易受到同儕及社會接

納，性別特質違反傳統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者，往往成為被嘲笑或霸凌的對象。Zittleman（2007）

對 440 位美國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發現男孩面臨的問題是打架、紀律、成績差、同性戀恐

懼、友誼和情感的困擾等；女孩面臨的則是關係議題，如說閒話、傳播謠言、不能信任朋友

等，女孩甚至會為了人際關係而刻意在考試或作業成績上表現平庸，可見同儕關係是青少年

發生與經驗到性別刻板印象、偏見或歧視的重要場域。Larkin（1997）指出，性騷擾是父權社

會下性別權力不均等的一種性別歧視呈現。Herzog（2007）在以色列的研究發現，愈是認同傳

統性別態度者，愈會對女性有較多歧視、對性騷擾情境知覺程度愈低，且愈會傾向低估性騷

擾行為。劉宜（2001）、羅燦煐（1995，2011，2012）、蘇芊玲（2003）等學者亦指出，父權文

化、權力不平等與性別歧視是造就性騷擾的重要社會文化因素。另外，林信志（201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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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中的性別偏見，發現不乏呈現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偏差失衡、性別隱藏不見、性別語

言偏見等，顯示教育環境與教材中性別偏見問題仍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二、性騷擾的意涵與類型 

性騷擾是存在於各級校園極為嚴重且普遍的現象，是在性別多樣態及權力不對等的環境

下所呈現的一種校園暴力形式，並常與終止對婦女施暴等社會運動及議題有關。與性騷擾有

關的最早法令─美國詹森（L. B. Johnson）總統於 1964年簽署的《民權法案》（The Civil Right 

Act）揭櫫：「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它是一種不受歡迎的、有性意涵的行為」（Stein, 1995）。

而在教育場域最早對於性騷擾的規範是 1972年美國《教育修正案》（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第 9條，指出性騷擾是指與性有關的所有非經同意且不受歡迎的行為，

與平等教育的機會有關，符合「嚴重的、普遍的或反覆的」行為要件（Rollini, 2003）。在過往，

美國及我國的性別暴力防治聚焦於性侵害和家庭暴力防治，然而，現今涵蓋面向則更為廣義，

如監獄中的性虐待、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對潛在或實際的性取向議題進行攻擊等。整理近年

來對性騷擾之定義，可發現性騷擾包括了不同的行為組型： 

（一）Till（1980）及 Fitzgerald等（1988）提出性騷擾依嚴重程度可分為「性別騷擾」

（gender harassment）、「性挑逗」（seductive behavior）、「性賄賂」（sexual bribery）、「性脅迫」

（sexual coercion）和「性強迫」（sexual imposition）五種。 

（二）Gelfand、Fitzgerald 與 Drasgow（1995）認為性騷擾包括「性別騷擾」、「不受歡迎

的性關注」（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和「性脅迫」。「性別騷擾」是由語言和非語言行為組成

之最普遍的性騷擾形式，行為人之目的在創造威脅、攻擊或敵意的環境，如性別歧視的笑話

和展示色情物件，意圖侮辱被騷擾者；「不受歡迎的性關注」的行為人會呈現與性有關之不受

歡迎、單向的、冒犯的行為（如性評論）；「性脅迫」則是指行為人企圖對下屬或權力較弱者

行使其影響力，以獲得性方面的合作。 

（三）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1993）將性

騷擾分為「敵意的環境」（hostile 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和「交換式性騷擾」（quid pro 

quo sexual harassment）。 

發生性騷擾的因素極為多元，進化和生物論學者認為性騷擾者的主要動機是性興趣和性

吸引力（Browne, 2006），社會文化論學者認為性騷擾者藉由對女性的性剝削和壓迫來延續重

男輕女（patriarchal）的性別關係，尤其是針對那些違反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並威脅到陽剛霸權

認同者為對象（Berdahl, 2007; Galdi, Maass, & Cadinu, 2013; Maass & Cadinu, 2006）。羅燦煐

（2012）認為性騷擾作為父權壓迫，透過意識形態及社會場域之運作，持續對受害女性進行

壓迫與消音。此外，許多學者指出當男子氣概受到威脅時，容易引發「性別騷擾」之行為，

如 Hitlan、Pryor、Hesson-McInnis與 Olson（2009）觀察模擬面試實驗情境，當女性面試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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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某項男性化任務中表現優於男性時，擔任模擬面試考官的男大學生會表現出更多性別騷

擾行為（如提出具有性別歧視的面試問題）。Berdahl（2007）發現具有決斷性格、較偏男性化

之女性在從事以男性為主的工作時，會比男性和其他性格之女性更容易遭遇性別騷擾。換言

之，性騷擾的目的是企圖打擊那些威脅到男性的主導工作場域、引發更多敵意之「不知天高

地厚的女人」，由此可知，對女性的偏見態度與歧視行為適合作為性騷擾的預測因子。 

三、性騷擾防治教育 

性騷擾防治教育是一種預防性教育（preventative education），其與介入性教育（interventional 

education）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在一個議題成為問題之前就開始關注它，而後者是在議題已

造成問題之後才以某種方式進行介入，為了有效降低校園性騷擾事件發生，必須同時從預防

性與介入性教育兩種角度進行。澳洲學者McDonald、Charlesworth與 Graham（2015）發展出

「功能─時間」雙軸概念的性騷擾防治策略架構：（一）功能層面：從資訊提供、管理和監督

角度提供性騷擾預防和補救建議，管理者和機構組織需對性騷擾具體回應，並說明組織多元

角色、任務和職責；（二）時間層面：提供初級預防、次級預防到三級預防等不同時序因應之

措施。其中，「資訊提供」功能最符合校園性騷擾防治教育的概念，強調在「初級預防」時要

說明防治目的、定義違法行為、澄清錯誤概念；在「次級預防」要示範申訴處理並告知處理

結果，在「三級預防」要審視政策並以案例作為訓練基礎。 

Jensen 與 Kleiner（1999）的研究發現，學校或機構在推動性騷擾防治的限制有二：一為

面臨實施補救措施的挑戰，二為對性騷擾構成原因的看法歧異。美國學者 Taylor、Stein、Mack、

Horwood 與 Burden（2008）進行兩種中學生性騷擾防治課程成效研究：（一）「人際與互動課

程」（interaction-based treatment curriculum）：探討人我關係界線、判斷歡迎／不受歡迎行為、

瞭解旁觀者作為介入者的角色；（二）「法律與正義課程」（law and justice treatment curriculum）：

聚焦於性騷擾法律、定義、資訊和犯罪數據等。結果顯示互動性課程可降低受害率、增加對

性騷擾行為的覺察，並促進對個人隱私的態度；而法律課程可增加對性騷擾行為的覺察、對

個人隱私的態度、對性騷擾的法律與資源相關知識；然而，這兩組課程對於鼓勵學生以旁觀

者角色介入或減少／避免暴力意圖皆無顯著效果。其後，Taylor、Stein、Mumford 與 Woods

（2013）針對約會暴力和性騷擾防治整合設計出「改變界線課程」（shifting boundaries 

curriculum），其內容強調性別暴力或性騷擾的法律及後果、建立界線和安全的關係。附錄呈現

此三種課程之內容，大致皆有測量個人空間、人我界線、價值澄清、拒絕性騷擾等主題。 

我國於 1997年公布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7條規定，中小學各校每學年應至少有 4

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該課程包括兩性性器官構造與功能、安全性行為與自我保

護性知識、性別平等之教育、正確性心理之建立、對他人性自由之尊重、性侵害犯罪之認識、

性侵害危機之處理、性侵害防範之技巧、其他與性侵害有關之教育等九項，並鼓勵運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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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教學。此法賦予性別平等教育發展契機，責成教育部於 1997年成立「兩性平等教育

委員會」。1999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將兩性議題融入學習領域，2001 年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將兩性教育列為重大議題之課程政策，其後 2004

年教育部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將「兩性教育」改為「性別教育」，並於「推動友善校園計

畫」的整體策略納入「建立多元開放的平等校園」乙項，納入教師在職訓練。2006 年開始施

行的《性騷擾防治法》反映出性騷擾議題受到公部門的正視，另教育部於 2006年公布《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行為人防治教育課程》及 2014年公布《學校執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人防治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基準》，明定教育機制、對象及方法。雖性騷擾防治教育至

為重要，國內研究仍以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為主（曾敏慧，2010；葉嘉楠、王秀伶，2013；

蘇苑瑜，2011），且研究對象多為特殊教育學生（黃德州、何素華，2009）或行動研究方法（林

巧芳，2005）。因此，有進一步發展與推動性騷擾防治教育於各級學校之必要性與迫切性。 

四、旁觀者介入課程 

由於 Darley與 Latané（1968）的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實驗研究喚起人們對旁觀

者的重視，發現在緊急情況發生時，人們對於介入與否的決定歷程包括從「注意到該事件」、

「認為自己需要立即介入」到「知覺自己對事件有採取行動的責任」，共有三步驟。在性騷擾

事件中，旁觀者（bystander）或目睹者（witness）有三種的可能角色：協助或增強欺凌或騷擾

行為、保護受害者、成為局外人（如假裝沒看見）。如果旁觀者選擇介入並積極保護受害者，

可以有效降低性別暴力事件之發生（Craig, Pepler, & Atlas, 2000; Gidycz, Orchowski, & 

Berkowitz, 2011）。DeSmet 等（2014）指出旁觀者積極介入之重要：（一）旁觀者提供的社會

支持，可以減少受害者之傷害；（二）旁觀者經常展現主動保護行為而非被動袖手旁觀，會使

校園更為安全；（三）旁觀者保護受害者且不增強霸凌，能夠有效減少霸凌行為。但是，青少

年較少被周遭環境鼓勵表現出正向積極的旁觀者行為，一方面因為同儕較能接受不抵抗的行

為，一方面也感覺到父母並不支持這樣的防禦行為。 

Darley與 Latané（1968）的研究除了說明旁觀者未能幫助霸凌或性騷擾受害者的原因，同

時也提供旁觀者具體介入的方法，強化旁觀者協助的行動。近 20 年來，旁觀者介入模式

（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在歐美地區已廣泛被應用於道德教育、自殺防治（Kalafat, 

Elias, & Gara, 1993）、種族歧視、犯罪或暴力防治（Bickman, 1975, 1984; Katz, 1995; Slaby & 

Stringham, 1994）、霸凌防治、毒品或愛滋防治等。Banyard等（2004）及 Banyard等（2007）

針對旁觀者介入方案與效果進行多項研究，所研發的團體課程方案與策略，整合可預測因子，

包括：認知不恰當的行為、培養技能、承諾行動、角色楷模等，發現透過教育措施能夠增加

旁觀者介入之意願和效能，且女性在遭遇緊急情況時更願意介入並較男性表現出更多旁觀者

行為。歸納言之，旁觀者介入模式有五個步驟：（一）注意到事件發生；（二）將該事件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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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需要協助的緊急事件；（三）承擔起介入的責任；（四）具備介入或提供幫助的知識；（五）

實施介入決定。 

旁觀者介入課程旨在強化學生於目睹性騷擾或霸凌事件時，能主動提升保護與幫助受害

者的行動力，以減少欺凌行為或減輕負面影響。積極的旁觀者可採取很多行動來制止不幸事

件，包括：積極努力阻止霸凌或性騷擾、報告該事件、請求教師或其他成人的幫助、支持、

安慰、與受害者站在一起等（Espelage, Green, & Polanin, 2012; Huitsing & Veenstra, 2012）。美

國學者 Katz（1995）的暴力預防導師計畫（Mentors in Violence Prevention, MVP）將旁觀者介

入概念應用到運動員和軍方的性侵害犯罪防治，他認為在強調男子氣概的社會文化建構當

中，對男性進行性侵害防治教育時若聚焦於旁觀者的角色責任，並避免將男性視為潛在的行

為人，可減少男性對性侵害教育主題的防衛。Kleinsasser、Jouriles、McDonald 與 Rosenfield

（2015）將此模式設計成“Take Care”網路旁觀者介入方案，一方面便利記憶並讓研究參與者知

道如何在危險情境中即時反應，另一方面鼓勵將旁觀者介入行為概念化為「朋友照顧朋友」

的想法，其中，C（compassion）是對性侵害受害者或潛在受害者表現關懷；A（attention）是

留意周遭環境是否危險；R（responsibility）是負起責任去行動、減少危險或援助受害者；E

（effective）則是採取有效的行動。雖然旁觀者介入被認為是性騷擾防治的重要因子，但國內

將旁觀者介入模式應用於性騷擾防治教育的研究極少，如蔣駿（2013）研究校園性騷擾事件

處理，建議學校教師應更瞭解世界公民素養導向及性別平等觀念，但並未提及如何避免學生

面對性騷擾事件的團體盲思（groupthink）現象與有效策略。 

雖然國外旁觀者介入模式的研究已提出完整的架構，但由於國情與文化差異，並未能完

全符合國內性騷擾防治教育的需求；再者，能針對旁觀者介入模式進行實徵研究者更少。因

此，本研究在探討旁觀者介入課程對高中學生性騷擾防治的影響。擬訂研究問題有二： 

（一）「性別偏見態度量表」及「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的信度與效度為何？ 

（二）實施「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對於降低學生性別偏見態度與提高性騷擾防

治概念成效為何？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設計 

本研究實驗組課程設計乃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及教材分析，運用 Banyard 等（2004）及

Banyard等（2007）之旁觀者介入課程，參酌 Taylor等（2008）及 Taylor等（2013）的性騷擾

防治課程（如附錄），並以焦點座談方式蒐集四位相關領域專家對課程設計之意見，完成「性

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之設計。對照組進行一般性別平等教育，係依照「後期中等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能力指標」中對身體意象、性別特質、性別角色與互動、性別與情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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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力（含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等主題進行課程。對照組與實驗組之課程進行時間長度和

形式維持一致，對照組課程內容不涉及性騷擾防治之旁觀者介入教育概念。 

本方案於 2015 年 3～6 月間利用週末實施，實驗組與對照組皆有六個單元，每單元 3 小

時，其中第一及第二單元因主題相同（增進性騷擾概念、瞭解親密關係與人我界線）故共同

授課，第三至第六單元分別授課，各組皆進行了 18小時課程。本研究邀請六位性別平等教育

和性騷擾防治之專家協助帶領課程，並由具備相關課程與教學經驗之教師及社工擔任分組討

論協同帶領者。以下說明三階段六單元的「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設計概念及實施步

驟（如圖 1所示）： 

 

 

 

 

 

 

 

 

 

 

 

 

 

 

 

 

 

 

 

 

 

 

 

 

 

 

 

圖1. 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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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 

注意到事件發生 

（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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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擔： 

承擔起介入的責任 

（四）方法： 

具備介入或提供 

幫助的知識 

（五）行動： 

實施介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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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 

目的在著重認識性騷擾概念，課程內容除介紹性騷擾定義及樣態外，納入青少年常混淆

之親密關係和人我界線問題，使學生「注意」性騷擾事件發生，並能「詮釋」該事件需要協

助的程度；本階段協助高中生更瞭解性騷擾定義及法規，澄清對性騷擾的迷思。 

（二）第二階段 

重點在於培養旁觀者態度與責任，透過當事人或旁觀者現身說法與經驗分享，使學生重

視性騷擾議題，「承擔」起旁觀者介入責任；本階段鼓勵高中生自主規劃、接洽並準備對他人

宣導性騷擾防治，宣導內容以旁觀者應有之態度及責任為主題，宣導方式需與協同帶領者仔

細討論。 

（三）第三階段 

學習有效的旁觀者介入策略，培養成為積極旁觀者的能力，具備旁觀者介入「方法」，並

能做出介入決定「行動」；本階段高中生要討論具體之旁觀者介入性騷擾事件方法，演練有效

能的旁觀者介入行動，相互觀摩並納入宣導素材。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1. 預試問卷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選取 125位（女生 69位，占 55.2%；高一生 37位，占 29.6%；高二生

41位，占 32.8%；高三生 47位，占 37.6%）就讀於高雄市某公立高中學生為預試對象，該校

為社區型高中且長期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故具備代表性（如表 1所示）。 

2. 正式研究對象 

（1）量化部分 

採用便利取樣方式選取同所高中 82位學生為本研究正式對象，並依報名次序將研究對象

分派至實驗組和對照組。因有部分參與者退出，最後總計有 75 位學生參與，其中實驗組 41

位（女生 35位，占 85.4%；高一生 25位，占 61.0%；高二生 7位，占 17.0%；高三生 9位，

占 22.0%），對照組 34位（女生 15位，占 44.1%；高二生 34位，占 100.0%）。 

（2）質性部分 

於課程實施結束後徵募實驗組自願受訪者，共有八位學生（三位高一生、三位高二生、

兩位高三生）參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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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樣本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預試樣本 正式樣本 

實驗組 對照組 年級／ 

性別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高一 037 029.6 25 061.0 － － 

高二 041 032.8 07 017.0 34 100.0 

高三 047 037.6 09 022.0 － － 

男生 056 044.8 06 014.6 19 055.9 

女生 069 055.2 35 085.4 15 044.1 

總和 125 100.0 41 100.0 34 100.0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選用準實驗研究法（quasi-experiment）之不等組前後測設計，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

實驗組進行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對照組進行一般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介入時間約計

三個月。以研究者自編的量表於課程教學介入前進行前測，並於介入後實施後測，以瞭解學

生之性別偏見態度與性騷擾防治概念改變情形，並佐以訪談法蒐集質性資料。 

三、研究工具 

（一）性別偏見態度量表 

為瞭解性別偏見態度情形，參考 Benson 與 Vincent（1980）的「對女性歧視量表」（sexist 

attitudes toward women scale, SATWS）設計本研究之性別偏見態度量表。考慮研究目的，計分

方式及反向題設計與原量表相反，該量表共計 40題，採李克特式七點量尺，修正後計分方式

從 7（完全同意）～1（完全不同意）分，分數範圍從 40～280 分，量表總分愈高，代表性別

偏見態度愈低。 

原量表與對女性態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 women scale）（Spence & Helmreich, 1972）等

八個相關量表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Benson & Vincent, 1980），其對 80位大學生與 72位成

人施測結果顯示 Cronbach’s α分別為 .93和 .91。另 Hong（2004）針對 940位我國科技大學

女生進行施測，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2，因素分析三個向度分別為信念、心理個性及外表吸引

力，亦具備良好的建構效度。由於本量表尚未針對我國中學生進行研究，是以本研究依據

Guillemin、Bombardier 與 Beaton（1993）提出的測量工具跨文化翻譯過程：問卷翻譯、問卷

回覆翻譯、專家審查委員會、預試及計分方式等步驟。在翻譯部分，參考 Jones、Lee、Phillips、

Zhang 與 Jaceldo（2001）建議之問卷翻譯步驟，先將問卷題目由一位專職翻譯工作之譯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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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語言（英文）翻譯成目標語言（中文），再交由一位未曾見過此問卷且具有翻譯研究所背

景之口筆譯人員進行回覆翻譯（back-translation）成原始語言，進行對照比較後完成初步翻譯

之問卷，翻譯過程嚴謹審慎，保留問卷的原意並兼顧文化差異上的考量，以能確保翻譯的對

等性。在預試準備部分，先進行專家效度檢定，再邀請五位潛在受試者閱讀後針對文字順暢

度及填答時間蒐集意見，綜合兩者回饋意見與修正後才進行預試。 

（二）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 

研究者參考 Fitzgerald與 Shullman（1985）及 Fitzgerald、Gelfand與 Drasgow（1995）對

性騷擾的樣態分類，自編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共計 16題，採用李克特式七點量尺，計分方式

從 7（完全同意）～1（完全不同意）分，分數範圍從 16～112 分，量表總分愈高，代表性騷

擾防治概念愈佳。本量表編製邀請三位參與性騷擾防治教育 10年以上的中學專家教師及兩位

在大學任教性別平等教育學者，分別審視並修改不合宜題目內容後，獲得五位專家內容效度

同意指標（content validituy index）達 .99（Lawshe, 1975），可知本量表具備良好的內容效度。 

（三）質性訪談大綱 

研究者針對研究目的與教學介入，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如下： 

1.您參與本課程的整體經驗與印象最深刻的地方為何？ 

2.您覺得參與本課程對自己的性別偏見態度之改變為何？ 

3.您認為參與本課程對自己的性騷擾防治概念之改變為何？ 

4.您覺得參與本課程對於提升自己的旁觀者介入觀念與能力為何？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量化資料處理與分析 

為探討本研究發展之「性別偏見態度量表」及「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信度與效度，進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及信度檢驗。本研究先採共變數分析，探討實

驗組與對照組差異情形；次以相依樣本 t考驗分析實驗組前後測差異，瞭解學生經過旁觀者介

入模式性騷擾防治課程後，在性別偏見態度與性騷擾防治概念兩個依變項的變化情形。 

（二）質性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質性資料採用內容主題分析法（Patton, 2005），針對訪談資料進行閱讀與摘要，找

到對應概念的字句將文本進行標記、註解、分類與編碼，形成意義單元，並進一步形成主題

架構概要，依新資料持續調整主題或新增主題，在過程中不斷將主題架構放回文本脈絡思考，

加強主題與文本資料之關聯，最後確認共同主題並精煉主題間關係。編碼方式以「A1-01」為

例，第一碼以英文字母代表研究參與者，第二碼代表研究參與者 A的第一份文本，01 代表摘

取的對話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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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性別偏見態度量表」與「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的發展與效化 

本研究先進行項目分析，採極端組檢定進行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與相關分析，求得各題

之決斷值及相關係數作為選題依據，保留修正後項目與量表總分的相關係數在 .30 以上之題

項。在項目分析完成刪題後，繼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檢驗其建構效度。採主成分分析法

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轉軸，並以特徵值大於 1、陡坡圖檢驗及因素負荷量大於 .40

以上作為因子保留依據（吳明隆，2013）。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因素負荷量及解釋變異量如表

2 所示。由表 2 獲知，「性別偏見態度量表」與「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皆具有良好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在分向度部分除了「刻板印象」與「性騷擾迷思」信度稍低外，其餘向度皆具有

相當良好的信度。 

表 2  

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因素負荷量及解釋變異量 

項目 題數 Cronbach’s α 因素負荷量 
可解釋變異量

（%） 

性別偏見 10 .85 .42～ .70 17.30 

性別隔離 07 .84 .49～ .71 13.66 

性別平等 08 .81 .46～ .68 12.26 

刻板印象 04 .56 .46～ .73 07.49 

性別偏見態度 29 .90 .42～ .73 50.71 

性騷擾覺知 07 .83 .44～ .79 21.80 

性騷擾認知 05 .71 .55～ .73 17.93 

性騷擾迷思 04 .60 .50～ .76 13.04 

性騷擾防治概念 16 .82 .44～ .79 52.77 

 

（一）性別偏見態度量表 

原量表有 40 題，經項目分析刪題後保留 29 題（如表 3 所示），檢驗 Kaiser-Meyer-Olkin

（KMO）和進行 Bartlett 球型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獲得 KMO 值為 .82 （p 

＜ .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Tabachnick & Fidell, 2001）。若以特徵值（λ）＞1可保留四個

因素，總計可解釋變異量為 50.71%，分別命名如下： 

1.性別偏見：對不同性別者能力與特質具有性別偏見，如「男性在機械操作能力上，天生

比女性好」（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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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性別偏見態度量表平均數、標準差、因素負荷量及各題與全量表相關性（N＝125） 

向度 題目 M SD 
因素 

負荷量 

與全量

表相關 

一個男人比女人更具有冒險犯難的本能a 4.49 1.63 .70 .58 

女性應該被男性照顧，因為她們是纖弱的a 4.89 1.57 .70 .55 

家庭是女性活動的空間a 4.82 1.49 .66 .59 

我認為女性天生比男性更情緒化和脆弱a 4.53 1.59 .65 .58 

女性比男性較依賴直覺卻較少有理性a 4.69 1.38 .63 .57 

我認為一個女人生養小孩是她的義務a 5.40 1.57 .56 .53 

我認為男性本能上比女性更具競爭性a 4.57 1.55 .56 .61 

男性在機械操作能力上，天生比女性好a 4.34 1.57 .56 .48 

婦女買東西的時間通常比男性長，因為她們

通常不能很快做決定a 

3.80 1.76 .54 .53 

性別偏見 

我認為女性應該比男性更關心她們的外表a 4.09 1.46 .42 .46 

假如我可以有所選擇，我為男性或女性做事

都將會秉持同樣的工作效率 

5.90 1.33 .71 .55 

當職位出缺時，我覺得有家庭的女人不應該

被僱用，因為男人通常比女人更有家庭負

擔a 

5.78 1.36 .70 .72 

我認為在一個家庭之中，丈夫應該做最後的

決定a 

5.53 1.32 .64 .66 

我認為女性做很多事都可以做得像男性一

樣好 

6.07 1.23 .60 .46 

我很受不了女人比男人對事業更有衝勁a 5.45 1.45 .59 .63 

我對於一個女人寧願外出工作而不在家照

顧小孩，持著質疑態度a 

5.04 1.48 .55 .52 

性別隔離 

大部分的婦女解放運動支持者都只是希望

找到抗議時的樂趣而已a 

5.52 1.31 .49 .62 

假如我有一個女兒，我不會鼓勵她學修車a 5.27 1.60 .73 .46 

男性應該經常是性愛的主動者a 4.70 1.44 .52 .40 

我認為女人應該花費很多的時間去打扮自

己a 

4.39 1.40 .49 .30 
刻板印象 

我認為男性對漂亮的女性吹口哨並沒有不

妥a 

4.94 1.48 .46 .2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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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性別偏見態度量表平均數、標準差、因素負荷量及各題與全量表相關性（N＝125）（續） 

向度 題目 M SD 
因素 

負荷量 

與全量

表相關 

我喜歡女性有坦率的個性 5.79 1.42 .68 .61 

我能真正瞭解為何需要推動婦女解放運動 4.65 1.46 .67 .48 

假如夫妻都有全時的工作，那麼丈夫應該承

擔一半的家事 

5.70 1.62 .67 .64 

女性應該和男性有相同的權利 6.21 1.37 .64 .71 

我討厭男人把女性當作性愛的對象 4.98 1.73 .61 .48 

我很受不了男人對於女人產生興趣，只是因

為她長得美麗 

4.77 1.83 .60 .37 

我認為女性不喜歡穿女用襯衫或洋裝，並沒

有不妥 

5.95 1.49 .58 .61 

性別平等 

平均說來，女人的智力與男人相似 4.96 1.59 .46 .42 

註：分數由 1～7分，分數愈高代表性別偏見態度愈低。 
a係指反向題（共計 19題）。 

2.性別隔離：對不同性別者在工作職場與決策能力強調性別隔離，如「我認為女性做很多

事都可以做得像男性一樣好」。 

3.刻板印象：對身體意象與自主之刻板印象，如「假如我有一個女兒，我不會鼓勵她學修

車」。 

4.性別平等：對性格、能力、權利、家事分工等各方面具備性別平等觀念，如「女性應該

和男性有相同的權利」。 

（二）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 

本量表原有 16題，所有題目皆符合檢驗指標，故不刪題（如表 4所示）。先檢驗 KMO和

進行 Bartlett球型檢定，獲得 KMO數值為 .81（p ＜ .001），適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若以

特徵值（λ）＞1可保留三個因素，總計可解釋變異量為 52.77%，分別命名如下： 

1.性騷擾覺知：對性騷擾的覺察與同理，如「我能夠瞭解被性騷擾者的心情」。 

2.性騷擾認知：對性騷擾定義與樣態認知，如「嘲笑他人『娘娘腔』或『男人婆』都是性

騷擾」。 

3.性騷擾迷思：對於性騷擾的迷思概念，如「性騷擾加害者通常是社經地位較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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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平均數、標準差、因素負荷量及各題與全量表相關性（N＝125） 

向度 題目 M SD 
因素 

負荷量 

與全量

表相關 

看見有人被性騷擾時，我願意挺身而出 5.87 1.26 .79 .76 

我願意成為被性騷擾者求助的對象 5.86 1.23 .75 .71 

偶爾講講黃色笑話沒什麼關係a 4.62 1.80 .64 .32 

在臉書上公開張貼裸女、裸男或性交圖片是

性騷擾 

6.08 1.33 .62 .61 

為了加薪或升遷，讓上司摸一下屁股或身體

沒什麼關係，所以不能算是性騷擾a 

6.27 1.25 .58 .62 

男女性都有可能被性騷擾 6.42 1.07 .58 .66 

性騷擾 

覺知 

我能夠瞭解被性騷擾者的心情 5.23 1.52 .44 .50 

嘲笑他人「娘娘腔」或「男人婆」都是性騷

擾 

5.02 1.80 .73 .49 

老闆有意無意告訴員工，若是員工抗拒其偶

爾摸摸胸部或是身體比較親近的行為，將會

被開除，這就是性騷擾 

5.83 1.65 .69 .50 

用色瞇瞇的眼神看別人的胸部或下半部是

性騷擾 

5.45 1.41 .67 .55 

嘲笑別人的外表或身材而稱呼他（她）人為

「恐龍哥」或「恐龍妹」，就是性騷擾 

5.11 1.68 .56 .47 

性騷擾 

認知 

上課時老師勸告一位理科很好的女同學

說：「讀理組未來的求職會很辛苦，妳還是

讀文組比較輕鬆」，這是性別歧視 

5.09 1.68 .55 .33 

個人的行為不檢點、衣著暴露，才會引來性

騷擾a 

4.70 1.81 .76 .29 

當兩方親密接觸時，一方若沒有當場拒絕或

反抗，就不能算是性騷擾a 

4.54 1.83 .63 .37 

性騷擾加害者通常是社經地位較低的人a 5.69 1.39 .56 .50 

性騷擾 

迷思 

性騷擾加害者通常是面目可憎、行為舉止怪

異的人a 

5.58 1.56 .50 .42 

註：分數由 1～7分，分數愈高代表性騷擾防治概念愈佳。 
a係指反向題（共計 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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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成效 

（一）能顯著降低實驗組學生性別偏見態度和提升性騷擾防治概念 

本研究採共變數分析探討實驗組和對照組在性別偏見態度與性騷擾防治概念的差異情

形。以「性別偏見態度量表」與「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前測得分作為共變數的條件下，分

析結果如表 5 所示，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的性別偏見態度量表及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後測總

分皆顯著高於對照組，進一步比較發現，除了「性別平等」分向度外，實驗組皆顯著高於對

照組。而其中以性別偏見態度總分（ηp
2
＝0.21）、性別偏見（ηp

2
＝0.23）、性別隔離（ηp

2
＝0.18）、

刻板印象（ηp
2
＝0.26）、性騷擾防治總分（ηp

2
＝0.18）及性騷擾迷思（ηp

2
＝0.31）兩組間差異

皆達到大效果量。 

表 5  

實驗組（n＝41）與對照組（n＝34）學生的性別偏見態度與性騷擾防治概念共變數分析結果 

註：ηp
2：0.01為小效果量，0.06為中效果量，0.14為大效果量（Cohen, 1988）。 

*p ＜ .05. **p ＜ .01. ***p ＜ .001. 

前測 後測 調整後後測 
變項名稱 組別 

M SD  M SD  M   SE 
F ηp

2 

實驗組 149.11  22.10 169.88  18.81 160.04  02.00性別偏見 

態度總分 對照組 153.39  25.12 133.50  15.51 145.32  02.25
19.24*** 0.21 

實驗組  45.69  09.48 

 53.85  09.45 050.85  00.88
性別偏見 

對照組  47.93  10.25  40.79  05.57 044.41  00.98
21.27*** 0.23 

實驗組  39.48  06.51  44.59  04.25 042.04  00.60
性別隔離 

對照組  40.27  07.02  35.06  06.12 038.13  00.67
15.56*** 0.18 

實驗組  19.19  03.56  22.15  03.26 021.32  00.36
刻板印象 

對照組  20.05  03.80  17.53  02.72 018.52  00.40
24.66*** 0.26 

實驗組  44.75  07.12  49.29  07.00 046.02  00.81
性別平等 

對照組  45.13  08.33  40.12  06.99 044.07  00.91
02.15*** 0.03 

實驗組  88.44  12.76  99.73  10.36 094.89  01.32性騷擾防治 

概念總分 對照組  91.09  14.98  80.68  13.00 086.51  01.48
15.42*** 0.18 

實驗組  40.73  06.79  45.29  04.93 042.31  00.56
性騷擾覺知 

對照組  41.25  07.40  36.38  06.97 039.98  00.63
06.45*** 0.08 

實驗組  27.36  04.84  30.51  04.52 029.28  00.60
性騷擾認知 

對照組  28.05  05.55  25.09  05.26 026.60  00.67
08.30*** 0.10 

實驗組  20.35  03.99  23.93  03.52 023.51  00.45
性騷擾迷思 

對照組  21.79  04.03  19.21  02.95 019.71  00.49
31.6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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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個別訪談質性資料，結果發現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確實能提供實驗組學生不

同以往的性騷擾防治課程學習經驗。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和《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

學生皆自小學階段即開始有性騷擾定義或因應方法等相關課程，但本課程加入旁觀者介入概

念，更能增加學生對性騷擾防治的責任和策略。學生表示： 

我們都是有使命感的（承擔），假如不給我們一些任務反而會覺得很沒力，老師會一

直給功課，要我們做 PPT，鼓勵我們去試試看。（B1-054） 

他們也會自詡為「性騷擾防治的種子」，重視對同儕宣導的學習經驗。參與者提及本課程與以

往的性騷擾防治課程不同： 

T：談談你一開始對課程的期待為何？ 

S：一開始參加這個課程時，並沒有特別覺得自己能夠學到新的事物。因為，從

小開始，父母及老師都已經教導我們許多有關性騷擾的定義、面對或處理的

辦法。 

T：上完課程之後，你對性騷擾的認識有和以前不同嗎？ 

S：對，沒有想到透過這一系列的訓練和實際去宣導的體驗，我學習到和以往不

同的事物。例如說，關於性騷擾的知識、認識法律相關條例（注意、詮釋）、

以及更有效的應對及預防措施（方法）瞭解更多且更深。 

T：感覺起來收穫很多。 

S：我也因為課程活動而認識了新朋友，很開心能夠參加這次的活動，開心能夠

成為性騷擾防治培訓的種子，我想，今後我們也會付出努力去幫助別人（承

擔）。（C1-025、C1-026） 

學生需全程參加課程，完成學習單、簡報作業並進行宣導，以確認其對性騷擾的認識和

旁觀者介入行動概念。有些學生會思考性騷擾議題和個人生涯發展、性取向或人際互動之關

係，有些學生經由課程學習重新整理自己曾經被性騷擾的經驗，並從這些經驗中找出有效行

動的因素，發揮旁觀者的影響力。例如： 

我在宣講時舉過一個自己親身被騷擾的案例，國中時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在臉書

訊息傳下體的照片，當時我有兇他，而且也有去舉發跟封鎖他（方法），後來就沒有

再遇到。（A2-20） 

我會用舉例的方式，讓同學知道這是我們身邊會發生的事（行動），不然有些人覺得

說性騷擾離我們很遠，不會去在意。（D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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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親自嘗試進行性騷擾防治議題宣導，能喚起學生深究性騷擾議題與探討有效的旁觀者

介入策略，有助於達到課程目的。 

T：參與這個課程會讓你成為更有能力協助別人的旁觀者嗎？ 

S：我們去宣導時，包括做 PPT 還有什麼，都是我自己做的。我發現我需要比別

人懂更多，要具備很清楚的知識，很多小細節（注意、詮釋）。 

T：例如哪些小細節呢？ 

S：要想更多有關於性騷擾這件事情，所以一定會更加深入瞭解內容，因為我想讓

自己講的內容比較豐富，是可以真的幫到別人（承擔），所以一定會比自己當

學生上課或聽別人演講還要更清楚。 

T：所以是更有幫助別人的動機？ 

S：因為那是你自己發自內心渴求知識，要把那個知識帶給別人（承擔），讓別人

也可以學到這些保護自己的方法（方法），或者真的遇到時可以用上，讓色狼

退散（行動）。（I3-04） 

（二）能顯著導正實驗組學生的性別偏見態度 

本研究採用相依樣本 t考驗分析實驗組學生在性別偏見態度量表的前後測得分差異，以瞭

解學生在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後在性別偏見態度的改變情形。由表 6 得知，實驗組性

別偏見態度量表的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分數（t＝3.29, p ＜ .01, d＝0.44）；且在「性

別偏見」（t＝3.32, p ＜ .01, d＝0.41）、「性別隔離」（t＝2.12, p ＜ .05, d＝0.40）、「刻板印象」

（t＝3.16, p ＜ .01, d＝0.47）三個分向度之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分數；「性別平等」

分向度的前後測沒有顯著差異。進一步比較性別偏見態度量表前後測各分量表平均值，發現

前後測高低分排序皆一致，由高分至低分排序依序為：性別隔離＞性別平等＞刻板印象＞性

別偏見，分數愈高代表學生對該分量表的概念愈佳。 

表 6  

實驗組學生性別偏見態度分數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n＝41） 

M（SD） 
向度 

前測 後測 
t d 

性別偏見態度 5.57（0.62） 5.85（0.65） 3.29** 0.44 

性別偏見 4.99（0.99） 5.39（0.95） 3.32** 0.41 

性別隔離 6.14（0.63） 6.39（0.61） 2.12** 0.40 

刻板印象 5.12（0.92） 5.53（0.82） 3.16** 0.47 

性別平等 6.05（0.53） 6.16（0.87） 0.87** 0.16 

註：d：0.2 為小效果量，0.5 為中效果量，0.8 為大效果量（Cohen, 1988）。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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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行為樣態中反映許多性別偏見，本研究顯示實驗組學生對於不同性別者在工作

職場與決策能力的「性別隔離」、對身體意象與自主之「刻板印象」、對於不同性別者能力和

特質的「性別偏見」受本課程介入影響極為顯著，更具有看見性別不平等現象的能力。 

T：參與這個課程有讓你更清楚什麼是性別偏見嗎？ 

S：有一次，我們討論到現在臺灣好像愈來愈多公主病的人，我才意識（注意）

到這不是女權耶！因為當有女生當公主的時候，就有男生當工具人！我有

點驚醒地覺得這樣有點問題，這其實是另外一種偏見的狀態，沒有仔細思

考的話其實沒有辦法分辨其中差異（詮釋）。 

T：這些學習對你有什麼樣的影響？ 

S：其實我並不覺得性別真的都平等了，譬如為什麼覺得男生的身體就應該比

較強壯，變成男生就要跑一千六，還要去當兵，這個就很不平等啊！也有

男生的身體比較弱吧？這樣感覺很不好（注意）。我覺得這裡面也有權力

不對等的問題（詮釋）。（W1-35） 

 

（三）能顯著提升實驗組學生的性騷擾防治概念 

本研究採相依樣本 t考驗分析實驗組學生在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的前後測得分差異，以瞭

解學生在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後在性騷擾防治概念的改變情形。由表 7 得知，實驗組

性騷擾防治概念的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分數（t＝3.07, p ＜ .01, d＝0.49），且在「性

騷擾迷思」（t＝3.56, p ＜ .01, d＝0.66）分向度的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分數，而「性騷

擾覺知」與「性騷擾認知」前後測沒有顯著差異。比較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前後測各分量表

平均值，發現前後測高低分排序皆一致，由高分至低分排序依序為：性騷擾覺知＞性騷擾認

知＞性騷擾迷思，分數愈高代表學生對該分量表的概念愈佳，此亦可看出實驗組學生對於性

騷擾覺察與同理的「性騷擾覺知」及對性騷擾定義與樣態的「性騷擾認知」皆有較高平均分

數，故在本課程中較無顯著進步情形，而「性騷擾迷思」則有顯著提升。 

根據旁觀者介入概念，必須先提高旁觀者對性騷擾的辨識和危機程度瞭解，才能承擔起

介入責任和實施介入決定。學生說： 

從老師們的課程學到很多，像是身體界線跟我以前想的不同，原來每個人的界線都

不一樣（詮釋），要尊重別人不是說說而已。即使是好朋友也要表達自己的界線，即

使是情侶也要問對方界線在哪裡（方法）。（E3-19） 

顯示學生學習到更為細緻而具體的性騷擾防治知能，破除對性騷擾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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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實驗組學生性騷擾防治概念分數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n＝41） 

M（SD） 
向度 

前測 後測 
t d 

性騷擾防治概念 5.91（0.54） 6.23（0.65） 3.07** 0.49 

性騷擾覺知 6.31（0.57） 6.47（0.70） 1.66** 0.25 

性騷擾認知 5.82（0.75） 6.10（0.90） 1.73** 0.34 

性騷擾迷思 5.32（1.13） 5.98（0.88） 3.56** 0.66 

註：d：0.2 為小效果量，0.5 為中效果量，0.8 為大效果量（Cohen, 1988）。 

**p ＜ .01. 

伍、討論與建議 

一、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成效顯著 

本研究結果顯示，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能有效改變學生性別偏見態度，顯著提升

性騷擾防治概念，與 Taylor 等（2008）及 Taylor 等（2013）研究「人際與互動課程」、「法律

與正義課程」和「改變界線課程」之結果大致一致。惟本研究明確納入 Darley與 Latané（1968）

的旁觀者介入概念，以及 Banyard等（2004）和 Banyard等（2007）針對旁觀者介入研發之方

案，將旁觀者介入之「注意」、「詮釋」、「承擔」、「方法」及「行動」五步驟納入性騷擾防治

相關課程中，從質性訪談資料中可見，確能提升旁觀者積極介入的態度與能力，這是本研究

極大的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實驗組學生在性別偏見態度量表以「性別隔離」的平均分數為

最高，而「性別平等」分向度前後測並未見顯著差異；在性騷擾防治概念量表以「性騷擾覺

知」的平均分數最高，但「性騷擾覺知」和「性騷擾認知」向度未出現前後測顯著差異，可

能是我國自小學開始融入之性別平等教育已有其效果（Hong et al., 2005），也可能是高中生對

性騷擾已具備初步概念。因此，以下提出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之建議。 

（一）課程設計之建議 

1.針對兩份量表的分析結果，可發現高中生已較有性別權力之平等意識，例如：「女性應

該和男性有相同的權利」的平均數達 6.21；「我認為女性做很多事都可以做得像男性一樣好」

平均數達 6.07，俱接近滿分 7；但在「婦女買東西的時間通常比男性長，因為她們通常不能很

快做決定」則平均為 3.80，顯示容易受到媒體影響之性別偏見較隱微且不易覺察注意。值得

重視的是，衣著暴露和親密關係互動中的性騷擾迷思亦為相對需加強之主題，除了納入課程

之外，也可運用於校園性騷擾行為人之課程與輔導實務當中。 

2.旁觀者介入的「注意」與「詮釋」步驟（本課程第一階段）與一般性別教育中的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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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教育內容相近，建議可融入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法律單元、綜合領域（家政）的交

往單元中進行。 

3.在旁觀者介入的「承擔」步驟（本課程第二階段）探討旁觀者態度與責任部分較少被提

及，建議可融入不同學科，如語文（國文）、社會（歷史）或綜合領域（生命教育、家政）探

討助人者生平簡介或公民責任，也可納入服務學習的教育訓練一環，培力學生具有旁觀者態

度與責任。 

4.在旁觀者介入的「方法」與「行動」步驟（本課程第三階段），建議增列不同狀況發生

時的旁觀者介入策略，例如：性騷擾發生之前的情形（如班上開始傳言性別歧視言論）、性騷

擾正在發生的情形（如目睹公車色狼）、性騷擾發生之後的情形（如好友揭露被性騷擾經驗）

等，使學生有更多機會緩和性騷擾危機狀況，防止或中斷性騷擾的發生，提供性騷擾受害人

更多協助。 

（二）教學實施之建議 

1.可在教學前運用本研究設計之兩種量表來瞭解學生對於性別偏見態度和性騷擾防治概

念之起點行為，評估教學實施之重點。 

2.多運用新聞與實務之高中生旁觀者介入案例，並導正學生對不當追求與性騷擾防治之間

的模糊概念。 

3.建議製作教學檢核表提醒教學者應留意性騷擾事件中「不對等權力」與「不友善環境」

之議題，一方面自我檢視性騷擾或性別歧視相關概念，一方面完備教學實施步驟。 

二、應用旁觀者介入教育於性霸凌及約會暴力防治 

Felix 與 McMahon（2006）提出性騷擾與霸凌相似處在於兩者都涵蓋口語（如性評論）、

肢體（如觸碰胸部或生殖器）、關係（如散布謠言）和網路攻擊（如張貼色情圖片）；而兩者

相異處是性騷擾特別針對受害人的性、性別或性取向不同。國內《性別平等教育法》於 2011

年 6月 7日三讀通過修法，特別將性霸凌入法，並於立法理由強調：「加強性霸凌事件的處理

機制，10 年前發生葉永鋕同學在學校死亡的悲劇，社會開始重視多元性別的議題，開始對於

性別特質不同的學生在學校被霸凌的問題深切地關心，這也是我們推動性別平等法的原因之

一」（立法院，2011）並附加決議，要求學校不得以學生之髮式、服裝因為不符合性別的刻板

印象而加以處罰，「對於不同的性別特質、不同的性別傾向，以及不瞭解、不夠尊重，就是造

成性霸凌的原因之一」（立法院，2011）。 

另一方面，國外研究發現大學生的約會暴力平均盛行率約在 30%左右（Chan, Straus, 

Brownridge, Tiwari, & Leung, 2008; Lewis & Fremouw, 2001），而國內研究亦顯示高達六成左右

的大學生曾經歷過約會暴力，包括精神暴力、肢體暴力與性暴力（沈瓊桃，2013；修慧蘭、

孫頌賢，2003）。Taylor 等（2013）的研究發現，約會暴力防治可與性騷擾防治有類似的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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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與反性別暴力議題，故可一併進行之。因此，建議未來可應用本研究設計之教學模組，

進一步發展性霸凌或約會暴力防治教學方案，強調旁觀者角色的重要性與介入策略，以期能

減少校園性霸凌與約會暴力事件發生。 

三、探討增進旁觀者介入教育成效 

性騷擾防治是一種「預防性教育」，在問題擴大之前即開始關注並進行教育措施；而「旁

觀者介入」是使旁觀者能在性騷擾事件發生當下能即時發揮積極的介入效果並減少負面後

果，甚至可以擴大影響以預防事件之發生。因此，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的目的在於教

導旁觀者如何積極發揮影響力，真正做到「預防勝於治療」的效果。本教學介入運用了理論

講授、影音教學、角色扮演、分組討論等方式，由於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概念在國內較未

有教學與研究相關探討，建議可進一步探討增進效果之因子，研發適用於我國中小學之教育

方案。 

Banyard等（2004）建議運用發生在自身校園中的案例於性騷擾防治教育，會有更佳效果，

因此，建議未來相關課程可蒐集教育部校園性騷擾統計數字、研究所在地的校園性騷擾事件

案例、近期媒體事件等作為案例教學之素材，使學生瞭解性騷擾無處不在，每個人都有機會

成為旁觀者或受害者。而在強調男子氣概的社會文化建構中，建議課程設計時留意男性角色

常被形塑成陽剛形象，使其即便受害亦有口難言，故應同時考慮男女學生成為受害者和旁觀

者的處境，避免複製男性為加害者的刻板印象。Katz（1995）亦提出聚焦於旁觀者的角色責任，

可增加男性瞭解性暴力主題的意願且避免被標籤為潛在加害者，都可作為未來設計「性騷擾

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的參考。 

四、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瞭解不同變項對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之影響 

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性別、過去被性騷擾經驗、同理心、道德認知等變項，以探討更為

豐富的研究變項。 

（二）建構性騷擾防治素養量表等研究工具 

本研究運用性別偏見態度和性騷擾防治概念兩份量表作為評估工具，建議未來可擴大性

騷擾防治概念，整合能力、認知、情意等因素編製有旁觀者介入構念之性騷擾防治素養量表，

以作為更精準的評估工具。 

（三）探討旁觀者介入的決策過程，分析成功與失敗的旁觀者經驗 

由於性騷擾常涉及權力結構與團體盲思情形，旁觀者決定介入與否亦與其對相關情況之

評估有關，探討旁觀者面對難以判斷之性騷擾情境的決定歷程，有助於瞭解促成或阻止其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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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因素。分析成功與失敗的旁觀者經驗，亦有助於蒐集合宜的旁觀者反應策略。此外，若

能從文化心理學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概念探討臺灣學生旁觀者介入模式與歐美國家之差

異，將能提升教學設計的深度與廣度。 

（四）研究旁觀者介入模式應用於網路性騷擾或霸凌的可能性 

雖然社交網路帶給青少年很多好處，但亦讓青少年暴露於潛在的網路性騷擾危險之中，

且網路性騷擾的受害者往往因害怕失去使用網路的權益、害羞或沒有自信，而不通報或處理

性騷擾行為。我國針對網路性騷擾或霸凌之旁觀者的研究極少，未來可進一步探究積極旁觀

者行為的動機和決定因素。 

誌謝 

本研究感謝三位匿名審查者細心審閱與提供建設性修改意見，並感謝編輯委員細心指正

與潤飾；除此之外，感謝本研究高中生的熱情參與及分享心得，對於本研究撰寫之內容豐富

度與真實性有極高的貢獻，在此一併致謝。 



 

24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性騷擾旁觀者介入課程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方朝郁、謝臥龍、方德隆（2002）。教科書性別偏見檢核標準。載於謝臥龍（主編），性別平

等教育─探究與實踐（pp. 89-114）。臺北市：五南。 

【Fang, C.-Y., Shieh, V., & Fang, D.-L. (2002). Gender bias check criteria of textbook. In V. Shieh (Ed.),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pp. 89-114). Taipei, Taiwan: Wu-Nan Book.】 

立法院（2011）。立法院第 7屆第 7會期第 15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100（47），535。 

【Legislative Yuan. (2011). The 15th session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seventh meeting annals of the seventh session. 

The Legislative Yuan Gazette, 100(47), 535.】 

何金針（1987）。國中學生性別角色與生活適應、學習成就之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

究所集刊，29，165-174。 

【He, J.-Z. (198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roles, life adapta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ulletin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9, 165-174.】 

吳明隆（2013）。SPSS統計應用學習實務：問卷分析與應用統計（第三版）。新北市：易習。 

【Wu, M.-L. (2013). SPSS statistical application learning practice (3rd ed.). New Taipei City, Taiwan: ELearning.】 

沈瓊桃（2013）。大專青年的約會暴力經驗與因應策略初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6（1），1-31。 

【Shen, A. C.-T. (2013). Dating viol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6(1), 1-31.】 

林巧芳（2005）。高職實施性別平等教育之行動研究─以性騷擾防治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Lin, C.-F. (2005). A study on the action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aking sexual 

harassment as an exampl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林信志（2014）。高級中學教科書性別偏見檢視規準之建構：德懷術與層級分析法之應用。課

程與教學，17（3），119-146。 

【Lin, H.-C. (2014). A study on gender bias criteria of senior high textbooks: Application of Delphi method and AHP.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17(3), 119-146.】 

修慧蘭、孫頌賢（2003）。大學生約會暴力行為之測量與調查。教育與心理研究，26（3），471-499。 

【Hsiu, H.-L., & Sun, S.-H. (2003). The measurement and investigation of dating viol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26(3), 471-499.】 

教育部（2015）。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取自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cp. 

aspx?n=0A95D1021CCA80A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5). Summary of gender statistics indicator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Retrieved from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0A95D1021CCA80AE】 

陳若璋（1993）。大學生性騷擾、性侵害經驗特性之研究。臺北市：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Chen, R. J.-C. (1993).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sexual assault of college students. 

Taipei, Taiwan: Student Affairs Committe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 25 性騷擾旁觀者介入課程

曾敏慧（2010）。案例教學法應用在性別教育之教學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臺北市。 

【Tseng, M.-H. (2010).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the case-method teaching on sex educ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焦興鎧（2006）。我國防治性騷擾法制之建構。法令月刊，57（5），4-27。  

【Chiao, C.-K. (2006).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even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aiwan. The Law Monthly, 57(5), 

4-27.】 

焦興鎧（2007）。我國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之建構─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條文之剖析。臺北大

學法學論叢，62，41-90。doi:10.6774/TULR.200706.0041 

【Chiao, C.-K. (2007).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even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on campus mechanism in Taiwan − 

An analysis of related provisions of the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Act of 2004. Taipei University Law 

Review, 62, 41-90. doi:10.6774/TULR.200706.0041】 

黃政傑、張嘉育（1998）。消除性別偏見的課程與教學。載於教育部（主編），高中職教師兩

性平等教育工作坊研習教材（pp. 93-102）。臺北市：編者。 

【Huang, J.-J., & Chang, C.-Y. (1998). Elimination of gender bias courses and teaching. In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 High school teachers’ equality education workshop (pp. 93-102). Taipei, Taiwan: Editor.】 

黃德州、何素華（2009）。直接教學模式對國小智能障礙學生性騷擾防治學習成效之研究。特

殊教育與復健學報，21，19-48。doi:10.3966/156335862009120021002 

【Huang, T.-C., & Ho, S.-H. (2009). The effects of direct instruction on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Bulletin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21, 19-48. doi:10.3966/ 

156335862009120021002】 

葉嘉楠、王秀伶（2013）。性別平等教學方案對學生性別角色態度影響之研究─以新竹縣某國

民中學為例。中華行政學報，12，123-146。doi:10.6712/JCPA.201306_(12).0007 

【Yeh, C.-N., & Wang, S.-L. (2013). A study of impact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ender-role attitude through 

teaching program of gender equality: The case of Hsinchu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2, 123-146. doi:10.6712/JCPA.201306_(12).0007】 

劉秀娟（1997）。兩性關係與教育。臺北市：揚智。 

【Liu, H.-C. (1997). Gender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Yang-Chih.】 

劉秀嫚、李琪明、陳延興、方志華（2015）。品德教育現況及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之調查

研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0（2），79-109。doi:10.6209/JORIES.2015.60(2).03 

【Liou, S.-M., Lee, C.-M., Chen, Y.-H., & Fang, C.-H. (2015). Survey on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60(2), 79-109. doi:10.6209/JORIES.2015.60(2).03】 

劉宜（2001）。小學「反性騷擾教育」的理念與實踐（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花蓮縣。 

【Liu, Y. (2001).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anti-sexual harassment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Hualien Teachers College, Hualien, Taiwan.】 

蔣駿（2013）。透視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處理之團體盲思。中華行政學報，12，103-121。

doi:10.6712/JCPA.201306_(12).0006 

【Chiang, C. (2013). Perspective on groupthink of prevention and handling of sexual assault and sexual harassment 



 

26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性騷擾旁觀者介入課程 

on campus.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2, 103-121. doi:10.6712/JCPA.201306_(12).0006】 

羅燦煐（1995）。校園性騷擾與師生兩性關係。學生輔導，36，30-33。 

【Luo, T.-Y. (1995). Campus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der rela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udent 

Counseling, 36, 30-33.】 

羅燦煐（2010）。修復式正義之校園性騷擾處理模式。法學新論，24，109-128。 

【Luo, T.-Y. (2010). Restorative justice model in sexual harassment management. Journal of New Perspectives on 

Law, 24, 109-128.】 

羅燦煐（2011）。沉默中的表達，順服中的抗拒：女性性騷擾因應論述的自我培力。臺灣社會

研究季刊，85，267-316。doi:10.29816/TARQSS.201112.0007 

【Luo, T.-Y. (2011). Resistance in oppression, expression in silence: The discursive empowerment in Taiwan 

women’s coping with sexual harassment.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5, 267-316. doi:10. 

29816/TARQSS.201112.0007】 

羅燦煐（2012）。性騷擾過後：女性性騷擾因應處理之衍生性衝擊。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3，

155-191。doi:10.7082/CJGC.201208.0155 

【Luo, T.-Y. (2012). After sexual harassment: Secondary harm from women coping with sexual harassment incident.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3, 155-191. doi:10.7082/CJGC.201208.0155】 

羅燦煐（2014）。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之近憂與遠慮。婦研縱橫，101，45-53。doi:10. 

6256/FWGS.2014.101.45 

【Luo, T.-Y. (2014). The near-worry and far-sightedness of campus gender incident investigation. Forum in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01, 45-53. doi:10.6256/FWGS.2014.101.45】 

蘇芊玲（2003）。防治校園性騷擾建構善意學習環境。港都文教簡訊，52，12-14。 

【Su, C.-L. (2003). Preventing campus sexual harassment and constructing a boon learning environment. Kaohsiung 

Education Newsletter, 52, 12-14.】 

蘇苑瑜（2011）。高中性別運作課程與經驗課程之性別差異分析（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臺北市。 

【Su, Y.-Y.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of operational gender curriculum and experiential curriculum in a senior high 

school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蘇素美（2017）。社交自我效能與害怕負面評價在害羞對憂鬱之影響的中介效果。教育科學研

究期刊，62（1），103-132。doi:10.6209/JORIES.2017.62(1).04 

【Su, S.-M. (2017). Mediation effects of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shyness on depress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62(1), 103-132. doi:10.6209/JORIES. 

2017.62(1).04】 

二、外文文獻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1993). Hostile hallways: The 

AAUW survey on sexual harassment in America’s schools. Washington, DC: Author.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2001). Hostile hallways: 

Bullying, teasing, and sexual harassment in school. Washington, DC: Author.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2011). Crossing the line: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 27 性騷擾旁觀者介入課程

Sexual harassment at school. Washington, DC: Author. 

Archer, J., & Lloyd, B. (2002). Sex and gend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nyard, V. L., Moynihan, M. M., & Plante, E. G. (2007). Sexual violence prevention through 

bystander education: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5(4), 

463-481. doi:10.1002/jcop.20159 

Banyard, V. L., Plante, E. G., & Moynihan, M. M. (2004). Bystander education: Bringing a broader 

community perspective to sexual violence preven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2(1), 

61-79. doi:10.1002/jcop.10078 

Banyard, V. L., Ward, S., Cohn, E. S., Plante, E. G., Moorhead, C., & Walsh, W. (2007). Unwanted 

sexual contact on campus: A comparison of women’s and men’s experiences. Violence and 

Victims, 22(1), 52-70. doi:10.1891/088667007780482865 

Benson, P. L., & Vincent, S. (1980).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exist attitudes toward 

women scale (SATW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5(2), 276-291. doi:10.1111/j.1471- 

6402.1980.tb00962.x 

Berdahl, J. L. (2007). The sexual harassment of uppity wome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2), 

425-437. doi:10.1037/0021-9010.92.2.425 

Bickman, L. (1975).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a crime: The effect of a mass-media campaig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4), 296-302. doi:10.1111/j.1559-1816.1975.tb00682.x 

Bickman, L. (1984).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crim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E. Staub, D. 

Bar-Tal, J. Karylowski, & J. Reykowski (Eds.),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 (pp. 457-470).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Browne, K. R. (2006). Sex, power, and dominance: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sexual 

harassment.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7(2-3), 145-158. doi:10.1002/mde.1289 

Chan, K. L., Straus, M. A., Brownridge, D. A., Tiwari, A., & Leung, W. C. (2008). Prevalence of 

dating partner violence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male and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worldwide. Journal of Midwifery & Women’s Health, 53(6), 529-537. doi:10.1016/j.jmwh.2008. 

04.016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Hillsdale, NJ: 

Erlbaum. 

Cordeiro, P. A., Reagan, T. G., & Martinez, L. P. (1994). Multiculturalism and TQE: Address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schools.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Craig, W. M., Pepler, D., & Atlas, R. (2000). Observations of bullying in the playground and in the 

classroom.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1(1), 22-36. doi:10.1177/0143034300211002 



 

28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性騷擾旁觀者介入課程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377-383. doi:10.1037/ 

h0025589 

DeSmet, A., Veldeman, C., Poels, K., Bastiaensens, S., Van Cleemput, K., Vandebosch, H., & De 

Bourdeaudhuij, I. (2014). Determinants of self-reported bystander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amongst adolescent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7(4), 

207-215. doi:10.1089/cyber.2013.0027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1993). Fiscal year 1989 annual report: 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spelage, D., Green, H., & Polanin, J. (2012).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in bullying episod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dividual and peer-group influence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2(6), 776-801. doi:10.1177/0272431611423017 

Felix, E. D., & McMahon, S. D. (2006). Gender and multiple forms of peer victimization: How do 

they influence adolescent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Violence and Victims, 21(6), 707-726. 

doi:10.1891/vv-v21i6a003 

Finkelhor, D., Turner, H. A., Shattuck, A., & Hamby, S. L. (2013). Violence, crime, and abuse 

exposure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children and youth: An update. JAMA Pediatrics, 167(7), 

614-621. doi:10.1001/jamapediatrics.2013.42 

Fitzgerald, L. F., & Shullman, S. L. (1985, August).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objectively scored measure of sexual hara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CA. 

Fitzgerald, L. F., Gelfand, M. J., & Drasgow, F. (1995). Measuring sexual harassment: Theoretical 

and psychometric advanc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4), 425-445. doi:10.1207/ 

s15324834basp1704_2 

Fitzgerald, L. F., Shullman, S. L., Bailey, N., Richards, M., Swecker, J., Gold, Y., …Weitzman, L. 

(1988). The incidence and dimens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academia and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32(2), 152-175. doi:10.1016/0001-8791(88)90012-7 

Galdi, S., Maass, A., & Cadinu, M. (2013). Objectifying media: Their effect on gender role norms 

and sexual harassment of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8(3), 398-413. doi:10. 

1177/0361684313515185 

Gelfand, M. J., Fitzgerald, L. F., & Drasgow, F. (1995). The structure of sexual harassment: A 

confirmatory analysis across cultures and setting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47(2), 

164-177. doi:10.1006/jvbe.1995.1033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 29 性騷擾旁觀者介入課程

Gidycz, C. A., Orchowski, L. M., & Berkowitz, A. D. (2011). Preventing sexual aggression among 

college men: An evaluation of a social norms and bystander intervention program.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7(6), 720-742. doi:10.1177/1077801211409727 

Guillemin, F., Bombardier, C., & Beaton, D. (1993).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measur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posed guidelines. Journal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46(12), 1417-1432. doi:10.1016/0895-4356(93)90142-N 

Herzog, S. (2007). Public percept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Israel from 

consensus and feminis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ex Roles, 57(7-8), 579-592. doi:10.1007/ 

s11199-007-9220-6 

Hitlan, R. T., Pryor, J. B., Hesson-McInnis, M. S., & Olson, M. (2009). Antecedents of gender 

harassment: An analysis of person and situation factors. Sex Roles, 61(11-12), 794-807. 

doi:10.1007/s11199-009-9689-2 

Hong, Z.-R (2004). An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sexist attitudes. Sex 

Roles, 51(7-8), 455-467. doi:10.1023/B:SERS.0000049234.20935.e4 

Hong, Z.-R, Lawrenz, F., & McCarthy Veach, P. (2005). Investigating perceptions of gender 

education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aiw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98(3), 156-163. 

doi:10.3200/JOER.98.3.156-163 

Huitsing, G., & Veenstra, R. (2012). Bullying in classrooms: Participant roles from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 38(6), 494-509. doi:10.1002/ab.21438 

Jensen, K., & Kleiner, B. H. (1999). How to determine proper corrective action following sexual 

harassment investigations. Equal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18(2-4), 23-29. doi:10.1108/ 

02610159910785754 

Jones, P. S., Lee, J.-W., Phillips, L. R., Zhang, X.-E., & Jaceldo, K. B. (2001). An adaptation of 

Brislin’s translation models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Nursing Research, 50(5), 300-304. 

doi:10.1097/00006199-200109000-00008 

Kalafat, J., Elias, M., & Gara, M. A. (1993). The relationship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variables to 

adolescents’ responses the suicidal peers.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13(4), 231-244. 

doi:10.1007/BF01324560 

Katz, J. (1995). Re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in the locker room: The mentors in violence prevention 

project.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5(2), 163-175. doi:10.17763/haer.65.2.55533188520136u1 

Kleinsasser, A., Jouriles, E. N., McDonald, R., & Rosenfield, D. (2015). An online bystander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the prevention of sexual violenc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5(3), 227- 

235. doi:10.1037/a0037393 



 

30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性騷擾旁觀者介入課程 

Larkin, J. (1997). Sexual harassment: High school girls speak out. Toronto, Canada: Second Story 

Press. 

Lewis, S. F., & Fremouw, W. J. (2001). Dating violenc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1(1), 105-127. doi:10.1016/S0272-7358(99)00042-2 

Lawshe, C. H. (1975).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content validity. Personnel Psychology, 28(4), 

563-575. doi:10.1111/j.1744-6570.1975.tb01393.x 

Maass, A., & Cadinu, M. (2006). Protecting a threatened identity through sexual harassment: A 

social identity interpretation. In R. Brown & D. Capozza (Eds.), Social identities: Motivational, 

emotional, cultural influences (pp. 109-131).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McDonald, P. (2012).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30 years 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4(1), 1-17. doi:10.1111/j.1468-2370.2011. 

00300.x 

McDonald, P., Charlesworth, S., & Graham, T. (2015). Developing a framework of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in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3(1), 41-58. doi:10.1111/1744-7941.12046 

Nickerson, A. B., Aloe, A. M., Livingston, J. A., & Feeley, T. H. (2014). Measurement of the 

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for bullying and sexual harassmen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7(4), 391-400. doi:10.1016/j.adolescence.2014.03.003 

Patton, M. Q. (2005).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Rollini, G. (2003). Davis v. Monroe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A hollow victory for student victims 

of peer sexual harassment.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30(4), 987-1016. 

Sadker, D., & Zittleman, K. (2009). Gender bias: From colonial America to today’s classroom. In J. 

A. Banks & C. A. M. Banks (Ed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pp. 

137-156).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Slaby, R. G., & Stringham, P. (1994). Prevention of peer and community violence: The pediatrician’s 

role. Pediatrics, 94(4), 608-616. 

Spence, J. T., & Helmreich, R. (1972). The attitudes toward women scale: An objective instrument to 

measure attitudes toward the rights and roles of wome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JSAS Catalog 

of Selected Documents in Psychology, 153(2), 66-67. 

Stein, N. (1995). Sexual harassment in school: The public performance of gendered violence.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5(2), 145-163. doi:10.17763/haer.65.2.7080h5t354300557 

Tabachnick, B. G., & Fidell, L. S. (2001).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4th ed.). Needham Height, 

MA: Allyn & Bacon.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 31 性騷擾旁觀者介入課程

Taylor, B., Stein, N. D., Mack, A. R., Horwood, T. J., & Burden, F. (2008).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gender violence/harassment prevention programs in middle school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Taylor, B. G., Stein, N. D., Mumford, E. A., & Woods, D. (2013). Shifting boundaries: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a dating violence prevention program in middle schools. Prevention 

Science, 14(1), 64-76. doi:10.1007/s11121-012-0293-2 

Thomson, G. (2007). Gender prejud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ncyclopedia.com/social- 

sciences/news-wires-white-papers-and-books/gender-prejudice  

Till, F. J. (1980). Sexual harassment: A report on the sexual harassment of student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Women’s Educational Programs. 

Zittleman, K. R. (2007). Gender perceptions of middle schoolers: The good and the bad. Middle 

Grades Research Journal, 2(2), 65-97. 

 



 

32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性騷擾旁觀者介入課程 

附錄 Taylor等人研發之三種性騷擾防治課程比較 

 人際與互動課程 法律與正義課程 改變界線課程 

測
量
個
人
空
間

 

【個人空間測量活動】 

 你認為個人有何責任去制

止（stop）他人靠近呢？而

靠近者又有何責任呢？ 

 當你看到這些已被制止卻

仍故意靠近者，你覺得自己

有何責任呢？ 

【個人空間測量活動】 

 不同性別者彼此靠近的步

伐是否相同？對不同性別

者的靠近說出stop的距離是

否不同？ 

 你如何知悉一個人的個人

空間被侵犯了？從哪些動

作注意到？ 

【關係空間測量活動】 

 想一個例子，說明有人被制

止（stop）持續靠近時卻又

不停下來，這時會如何？ 

 如果靠近者真的不停下

來，會有何後果呢？ 

人
我
界
線

 

【界線與友誼】 

 定 義 並 討 論 疏 遠 朋 友

（fringe friend）和信任朋友

（trusted friend） 

 你的某個朋友被其他朋友

欺負時，你會怎麼辦？ 

 如果你的朋友欺負其他

人，你會怎麼辦？ 

【界線】 

 探討學校、班級、他人、父

母設定的界線 

 你如何知悉自己越界了？ 

 每個人的界線都一樣嗎？ 

 對兒童來說，法律上有明定

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嗎？ 

【界線】 

 探討學校、班級、他人、父

母設定的界線／自己設定

的界線 

 你如何知悉自己越界了？ 

 不同性別者的界線都一樣

嗎？ 

 對兒童來說，法律上有明定

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嗎？ 

 你覺得自己能夠控制自己

的界線嗎？ 
價
值
澄
清

 

【是調情？還是傷害？】 

 探討口語／書寫／圖像／

肢體的調情與傷害 

 運用影片案例討論 

【是控制？還是暴力？】 

 運用矩陣方格討論性別／

不同互動行為之「沒關

係」、「違反學校規範」、「違

反法律」，探討各種行為發

展地點、公私領域之差異 

 運用影片案例討論 

【大有關係？沒有關係？】 

 探討不同年紀的差異 

 探討不同性別的差異 

 探討不同種族的差異 

拒
絕
性
騷
擾

 

【找到關係中的勇氣】 

 你曾經發生過希望自己當下有勇氣的時候

嗎？ 

 關係中的哪些面向會需要勇氣？ 

 你是否曾經阻止誰對其他人予以情緒或身

體的施暴？如果有，結果如何？如果沒有，

為何不去阻止？ 

【對性騷擾說不】 

 填寫性騷擾問卷（says who） 

 討論性騷擾定義 

 討論因應性騷擾之行動（what can I do?）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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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Taylor等人研發之三種性騷擾防治課程比較（續） 

 人際與互動課程 法律與正義課程 改變界線課程 

校
園
安
全
地
圖

 

  【標示校園冷熱區】 

 你們學校多數學生會覺得

哪裡是令人感覺安全舒適

的「冷區」？ 

 你們學校多數學生會覺得

哪裡是令人感覺不安全或

不舒適的「熱區」？ 

 哪個地方對某些學生來說

是「熱區」卻又對其他學生

而言是「冷區」？發生了什

麼？ 

 最熱或最冷的區域對不同

性別／年級（齡）／身材者

而言有無差異？原因為

何？ 

 還有其他造成被標籤為冷

熱區的原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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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 Bystander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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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orts of sexual harassment continue to grow worldwide; therefore, the social and educational 

reasons for such incidents must be explored. This study proposed a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SHBPI) course, the effects of which were determined using two research 

instruments: a gender prejudice scale (GPS) and a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perception scale 

(SHPPS). A total of 125 students were purposively recruited from a representative senior high school 

in Kaohsiung City, Taiwan to deter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two instruments. Then, 41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same schoo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an experimental group 

(EG) to join a 6-unit 18-hour SHPBI program, while another 34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a comparison group (CG).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29-item GPS and 16-item SHPPS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intervention to assess their gender bias and perceptions regarding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In addition, 8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EG to be interviewed 

following the posttest.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SHPBI program effectively reduced students’ 

gender biases and improved their perceptions regarding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The EG 

students’ total scores on the G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ir CG counterparts. In addition, 

EG students’ total means on the SHP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ir CG counterparts. 

Interview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course taught participants about the 5 steps of bystander reaction. 

Suggestions regarding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bullying or dating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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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re provid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education is discusse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amine different variables, research tools, experiences, and internet 

interactions. 

Keywords: bystander intervention, gender education, gender prejudic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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