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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婦女的暴力(VAW)
By Atty. Myrna T. Pagsuberon and Sr. Maria Elizabeth Ello, SSpS

菲律賓南部省會

看見
吉塞拉

黛西

四十歲的吉塞拉和她的丈夫尼諾是一對具有權
勢的夫婦。吉塞拉原是一家商業航空公司首位
領有執照的女飛行員。三年前吉塞拉與尼諾結
婚的時候，她被丈夫說服辭去她豐厚的職業
生涯，因為他想讓她參加競選，接任他在鎮上
的市長職位，他渴望能被選上另一個更高的公
職。作為一個妻子，吉塞拉想要取悅于她的丈
夫，於是她放棄了她熱愛的飛行生涯，她同意
嘗試進入政治社交生活。兩人在 2015 年 5
月當選公職： 吉塞拉當選為海島自治市的市
長，她的丈夫尼諾，成為該省議會的省議員。
兩人都受到各自選民的尊重和愛戴，但家庭生
活可想而知完全不同，僅僅三年的婚姻和不到
二年的市長生涯，吉塞拉就想要辭去市長，想
要走出她的婚姻。但是，在她能做到之前她就
被她的丈夫近距離槍殺，她的屍首被拋入大海
深處。

黛西身為女兒、姊妹、妻子、母親，當
地的教會的唱詩班和聖經班成員，她是
一家外國建築業務公司的國家行政人
員。雖然她在”男人的世界”成功和發
號施令，但回到家裡她是丈夫的手中是
灰土：她遲緩和順服他，因為聖經是這
樣勸勉的。她的丈夫從來沒有讓她忘
記，他是自己家庭的主人，而她只是妻
子。黛西遭受各種形式的虐待，她的丈
夫從：身體、性、心理和錢財濫用她–
他賭掉了她辛苦賺來的錢，和她繼承並
獲得的為家庭的遺產。經過 20 多年的
歲月，黛西終於找到勇氣向丈夫奪回她
的生活，但在她第一次嘗試，進一步對
丈夫的虐待說“不”時，她就被丈夫勒
死，殘酷地刺殺。她的身體於三天後在
公路沿線的垃圾堆中被發現。

艾米
艾米年滿 十八歲就結婚，嫁給第一次強
姦她的人，並多次被強姦，即使他們已
經有了婚姻。多年來，她習慣性地挨丈
夫”把她放在她合適的地方”。她經常
跑到當地的社會工作者、 鎮村長的市長
和甚至到她的教區神長請求援助，他們
都試圖提供幫助，但每次她回家後卻被
毆打得更加厲害。三十八 歲後她有了八
個孩子，當患有毆打妻子綜合症的丈夫
要再次傷害她和她的孩子時，艾米在丈
夫行動之前砍死他。現在艾米是仍在獄
中，因為司法方面不看她20多年來所遭
受的虐待，反而譴責她，為她最後一次
的行動減輕她的痛苦。

這些都是家庭暴力的婦女受害者，這些都只
是最嚴重的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VAW）它將
如何結束。我個人知道，也遇到了她們在生
活上的一些點滴。關於吉塞拉和黛西，她們
成功的公眾形象，雖然讓許多人信任，欽佩
和羡慕，但我不知道在她們私人的生活發生
了什麼，直至她們悲慘的死亡。對於艾米我
在法院遇見了她。她可能還活著，但她幾乎
相似活死人，她覺得她對虐待她的丈夫所作
行動，不值得造成她與八個的孩子–十六歲
至八個月大–分離的痛苦。
雖然我們可能會認為，家庭暴力只在窮人和
處於社會邊緣地位或只有在貧窮國家和發展
中國家中發生，然而以下統計資訊，會讓我
們感到震驚，實際上家庭暴力的問題是大流
行性流感。

• 全世界大約有 1 億 2000 萬女孩 (略多
於 10之1) 在她們的生活裡經歷了強迫
的性交行為或其他強迫性的性行為。到
目前為止最常見的對女童的性暴力肇事
者是現任或前任丈夫、 夥伴或男友。

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的全
球報告

• 在 30 個國家，至少有 2 億婦女和女孩
還活到今天，她們經歷了女性生殖器官
切割。聯合國在 2016 年零容忍國際日
發表的的最新估計。在這些國家，大多
數的女孩在 5 歲之前生殖器就被切斷。

在全世界三位婦女中約有一位（35%)婦女在
一生中經歷了肢體和/或性親密伴侶暴力。
• 2012 年在全球範圍內所有被殺的婦女受
害者，幾乎有一半被親密夥伴或家庭成
員殺害；特別是在澳大利亞、加拿大、以
色列、南非和美國40至70%的女性遇難的
受害者被其親密伴侶所謀殺；在美國每天
都有超過三個婦女被她們的丈夫或男友殺
害。

• 2007 年報告，在印度與嫁妝有關的死
亡超過 8,093個案例
• 在 2014 年，橫跨 28 個歐洲聯盟成員
國，略多於五分之一的女性經歷了伴侶
所給的身體或性暴力。
• 受暴力侵害婦女患病率資料：2012 年
12 月聯合國婦女調查顯示報告，按國
家編制的百分比；婦女經驗身體或性暴
力來自其親密伴侶。

• 全世界，超過 7 億婦女在兒童時（18 歲
以下）就結婚。這些婦女中，超過3分之1
或2億5000萬是15歲之前結婚。15歲的兒
童新娘往往不能有效地進行談判安全的性
行為，使他們更容易遭受虐待、 早孕、
以及性傳播的感染，包括愛滋病毒。

什麼是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最陰險，最常見的侵害婦女的
暴力（對婦女的暴力VAW）是一種的虐待行
為模式，特點是意圖為了獲得或維持權力
和控制親密伴侶或其他家庭成員。家庭暴
力的特點是暴力行動或威脅的暴力行動，
包括恐嚇的行為操縱、 羞辱、 隔離、 嚇
唬、 恐嚇、 要脅、 威脅、 責怪、 傷
害、 打傷或殺死合作夥伴。
這種暴力行為可以採取人身攻擊、心理虐
待、社會虐待，濫用財政權或性攻擊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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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某些反應延續暴力存在：

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建立濫用，並且在
大多數情況下，它開始巧妙地淩辱、 推或疏
遠的倖存者與家人和朋友的關係。隨著時間
的推移，虐待行為可以更加頻繁和嚴重。

• 沉默的文化：受害者的沉默讓虐待
者藏身。
• 大多數社會認為家庭是神聖不可侵
的，外人或政府不能干擾，家庭成
員的事務被視為隱私。

家庭暴力是指婦女受到親密的伴侶的暴力侵
害，最常用的名詞，但它也被稱為是親密伴
侶暴力、家庭暴力或虐待。這些名詞定義因
著州際、 國家和組織，有所不同，但他們都
基於同樣的前提–虐待和/或以控制在家庭、
同居或親密關係中權力的虐待。

• 在家庭中一律使用暴力來解決之間
的衝突
3. 存在某些特徵使違反者普遍使用暴力：
• 僵化的社會認定他們的性別角色：
男子優越的角色，並期望婦女順
服。
• 低自尊和不安全感;
• 需要保持權力和控制;
• 暴力是他所學的解決衝突的方法。
• 成長在父母暴力的環境下。
• 人格失調

為什麼會有家庭暴力/VAW發生

這些因素無疑影響，並在父權制下加劇。
雖然它是父權制，它是人的動力之源的傳
統，歷史上長期盛行的文化，但是不能夠
指出它是 唯一家庭暴力/暴力侵害婦女的
根源。實際上根本原因是誤用和糟塌這種
權力。但是父權制是對家庭暴力/對婦女
的暴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創造一種
已熟的環境促使虐待發生。傳統和文化、
宗教信仰和習俗，經濟和政治條件可以造
成父權制社會產生家庭暴力的環境。這重
男輕女的權力結構和僵化的性別角色社會
化，婦女無法保護自己，如果她們的夥伴
成為暴力者。

與家庭暴力/對婦女的暴力緊密相連的是權力
和控制。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關係到
他們缺乏力量和控制；以及社會的規範，規
定男子和婦女在社會的角色和縱容虐待。
實際上的許多因素，導致和/或促進家庭暴
力/對婦女的暴力，其中包括以下內容：
1. 某些社會條件和信仰的鼓勵或寬容暴力行
為，例如：
• 文化和傳統的價值觀給男人的權力在
婦女之上，由一系列複雜的體制和社
會安排加強男性統治的觀念，婦女是
男人的附庸維護產權
• 一些宗教教義的解釋，妻子應服從她
的丈夫。
• 丈夫的權利和義務是在家庭中，保持
良好的秩序，懲罰犯罪，特別是妻子
的未能遵守其適當的位置。
• 傳統的價值觀，常常破壞了肯定男性
和女性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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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保持暴力關係的因素
感情性的因素
投入愛和情感
希望虐待的夥伴將會改變
關心孩子
缺乏信心做出決定
恐懼她和那些她的孩子和親人的生命或安全
結構上的因素
缺乏資源
缺乏支援系統 （法律、 員警、 醫療和社會
服務）
缺乏教育或意識能力
缺乏自我權利的知識
缺乏法律保護措施或缺乏對司法系統的認識
缺乏資源就業和培訓機會
缺乏安全的地方
社會和文化規範 理解和接受，婦女應有的權利，
及宗教信仰
視他人的福利和利益高於自己
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家庭
將虐待和暴力正常化
婚姻神聖不可違背
聖經教義的解釋妻子應服從丈夫

家庭暴力/對婦女的
暴力造成的衝擊
家庭暴力/對婦女的暴力很
嚴重顯示男女之間的權力關
係的不平等。它衝擊著婦女
的人權，攻擊婦女的尊嚴和
嚴重侵犯她對生活、 安全、
安全和自決的基本人權。它
導致對她的身體傷害甚至死
亡，並破壞了她心理、
情
感、 心理、 精神和社會福
祉，也是她的孩子，她的家
人和社會整體。

判斷
看看吉塞拉，黛西，艾米或隔
壁的婦女如何被虐待、 侵犯、
甚至殺害。帶給我們所有人質
疑我們個人，我們是人類團體
的一分子，我們的生活選擇。
這意味著我們面對似乎空虛的
樣子，沉迷於悲傷之中，超越
了言語。在她的生命故事的展
開中，在她渴望被重視為人類
社會的一部分時，乞求虔誠的
沉默，提出她的夢想，承諾和
她的禮物。要凝視她的目光，
就是透過她的眼睛看到她所有

的一切。這要藉著承認她的人，尊重她的故事，並將她
的傷口包裹在癒合之中，使整個人類社會得到治愈。
對婦女和兒童的暴力行為的核心是女人比男人少。 這種
觀念真是糟糕的表達與對女性的排斥。呈現婦女無形的
概念。認為她是天主非形象而創造的非實體。
Diarmuid O’Murchu在他的“包容性：福音使命”一書
中指出：“在一系列宗法制度下，婦女遭受殘酷的隱
形。壓抑本身不是問題;更糟糕的是，排他性主導的男性
文化選擇不看，不想看到，並且甚至沒有註冊一個女人
的存在而增加了侮辱的傷害。 ... 這是永遠不能藉口福
音完整性的排斥。

聖經
按照天主的肖像創造
聖經教導人類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創造
的，並呼籲社會保護人的尊嚴，平等和
神聖。(創世記 1:26-27，創世紀 4-11
，出埃及記 23:9 肋未記 19:34)

耶穌和邊緣的婦女：
在路加福音中（路加福音7：36-50），西滿邀請
耶穌吃飯。一個不名譽的女人帶來一瓶雪花膏的
軟膏，用軟膏和眼淚擦洗耶穌的腳，用頭髮擦拭
他的腳。西滿感到懊惱，一個不名譽的女人甚至
觸碰耶穌。耶穌挑戰他的判斷立場，問他一個棘
手的問題：“西滿，你看到這個女人嗎？”奧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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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O’Murchu）解釋了這個問題：“西滿，你真
的看到女人站在你面前嗎？你是否因道德判斷而失
明，你不再能夠看到這個人是誰，她真的是誰？如
果你甚至不能看到她，那麼你將有什麼希望能夠包
容她 - 無論是在你的心裡還是你的家中！“

教會文件
天主教教會（第1934號）反映了聖經
教導，注意到所有人的平等尊嚴：“
創造在唯一天主的形像中，平等地擁
有理性的靈魂，所有...。具有相同
的性質和相同的起源。被基督的犧牲
所贖回，都被稱為參與同樣的神聖之
祝福，因此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尊
嚴。“
Gaudium et Spe 29:“以性別，種族，
膚色，社會條件，語言或宗教為基礎
的基本個人權利的任何一種社會或文
化抽象必須被消除，因為它與天主的
設計不符。”
教宗

在路加福音13：10-17中，一個因畸形和壓迫
而彎腰十八年的女人被嘲笑和拒絕毆打，八卦
的人詛咒造成了她的痛苦。耶穌在安息日醫治
了她。 “耶穌規避了現行法律，恢復婦女的
健康，從而使她與社區重新融合。 ...現在直
立，直立在聚集的信徒面前，她對新發現的自
由感到非常高興。她看著猶太教堂的會堂長，
眼中是一個充滿挑戰的目光，他無法避免。他
不能排除她了...’
在十字架下的婦女中，即使男門徒因恐懼而逃
跑，我們也看到了忠實的結局。 “他們還在
等待著一個可怕的黎明，這將推動他們進入超
越所有在福音中記載的宣教活動的使命。當一
切註定最終絕望時，在瑪利亞所率領的邊緣化
群體，希望的吉星高照痛苦和尖刺。
“如果我們認真對待福音包容性，我們如何看
待和接受福音婦女將會定義我們如何處理所有
其他殘留的父權制排斥。我們被要求實現一種
新的平等主義合作，實現男女獨特性。
聖保羅在給加拉達書面的信中說，恰恰描述了
耶穌運動的平等主義社會：“既不是猶太人也
不是希臘人，既不是奴隸也不是自由人，既
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因為你們都在基督耶穌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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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祿二世（Mulieris
Dignitate），（MD，101）”這個的
支配 （男尊女卑） 表明擾亂和失穩
男人和女人擁有基本的平等......”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給婦女的信
（LW，31歲）以教會的名義，他要求
原諒不承認婦女和對婦女的不實陳
述，實際上，他們將他們歸於社會的
邊緣。而且他希望“這整個教會的這
個遺憾就會轉變成對維護福音的願景
的重新承諾：讓婦女擺脫各種剝削和
統治。”
教宗方濟各在聖保祿廣場每週接見一
般觀眾之一說：“我們還沒有深入了

解女性，她們天生的才能給我們的東西，
這個女人可以給社會和我們。以不同眼光
所看到的東西， 補 充 了 男 人 的 思 想 的不
足。“
教宗方濟各又說：“我想強調，女人對”
天主的事“特別的敏感，首先是幫助我們
了解天主對我們的憐憫，溫柔和愛。”

修會的文件
SSpS 會憲和指南

2002—第12屆總大會：..被召喚並受派遣到社
會上被最多排除的人，作為婦女為婦女。
2008—第13屆總大會：我們與你相遇，復活的
主，今天對我們來說意味著跨文化，學習和真
實 見證作為婦女門徒？
2014—第14屆總大會：走向共融—擴大我們的
圈子“......耶穌的話語和行為，請他回到所
有那些以某種方式從其中掉下來或被推到邊緣
的人。他向所有人伸出援助，特別是對罪人，
窮人，病人，婦女和其他信仰的人們。他在他
的故事和寓言中宣告他的好消息：沒有人被排
除在天主國之外！

第109.3條：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使命，
使婦女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個人尊嚴及其在家
庭，教會和社會中的作用。

SSpS 總大會文件
1990—第10屆總大會: 優先事項：婦女，
青年和兒童;戰略：促進婦女
1996—第11屆總大會: 作為先知性的婦女
優先使命：以相關的方式宣揚耶穌的好消
息。

行動
終止家庭暴力/ VAW：呼籲採取
行動

1. 預防計劃
由於對婦女的暴力(VAW)既是性別不平等的
原因和後果，因此必須執行解決性別不平
等和根本原因的初級預防方案，例如：
• 進行性別敏感性培訓與方向，以突顯女
性和男性天生的互補性;

家庭暴力/
VAW超出了個人和家庭成員的能
力。這不僅僅是警察或法官的責任。具有法
律補救和保護性服務是不夠的，因為如何不
能使用同樣的功能，如何聽到無聲的聲音？

• 在學校推行性別公平的課程，消除僵化
的性別定型觀念和性別偏見，並著重於
改變促進接受甚至鼓勵暴力的文化和傳
統規範和態度，以及零容忍暴力;

對家庭暴力/ VAW的有效回應必須是多部門和
多學科的。免于暴力侵害婦女問題是大家關
心的焦點。我們有義務進行干預，尤其是那
些是耶穌的追隨者。

• 將性別觀念，性別問題，婦女和兒童權
利主流納入教學計劃/教學指導;

以下僅僅是針對家庭暴力/ VAW的答覆樣本，
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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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諮詢和心理創傷治療和其他心理社
會干預措施
• 法律服務
• 製作的轉診系統使用這些服務

對於虐待濫用者：康復計劃強調自我維
護，尊重，人格尊嚴，自我控制和憤怒管
理，解決衝突的替代方式，應對危機的機
制和其他類似的技能。
聯網 ：與當地和國家政府機構以及其他組
織（如教會，非政府組織）建立聯繫，您
可以將受害者 - 您或您的組織無法提供的
所需幫助轉介。

• 通過創建和傳播材料和創新的視聽信息，
提高公眾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為女孩和婦
女在社會中形成積極的形象，將家庭暴力
描繪成不可接受的;

3. 賦予婦女權力和能力建設專案：

• 關於婦女和兒童權利的信息;

除非婦女有權力，否則他們將仍然是受害
者。我們必須幫助他們超越他們的受害，
成為倖存者，並能夠幫助別人。以下方案
和服務的實施和提供有助於：

• 強調增加男性責任，終止對婦女的暴力與
防護工作的教育，涉及男性倡導者反暴力
行為;

• 教育和技能培訓機會

• 運動多媒體以結束家庭暴力/ VAW;

• 民 生 和 經 濟 獨 立

• 論壇和焦點小組討論男子氣概和重新定義
男子氣概

• 獲得信貸

• 改變男子和男孩的規範和行為;

• 就業

• 改變加強性別定型觀念和性別偏見的文化
和傳統信仰，態度和做法;

• 創 建/組 織 的 支 援 團 體
• 友 好的空間和有利的環境，允許自由
表達和溝通

• 挑戰父權制的結構和製度，及其創造或促
進虐待的環境

• 發 展 友 誼 和 社 交 網 路

• 重新審視個人如何使用權力

• 陪伴她們踏上生命旅程和監測其進展情
況

• 爭取通過法律和條例，促進和保護婦女和
兒童的權利;

全球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二日，每
天都會舉行結束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十八
日運動。因此，當時我們認為，我們現在
考慮到，作為婦女和宗教會眾，我們如何
能夠更加有意義地擴大與我們各自特派團
駐地的婦女的交往圈，特別是與受害者和
受虐待的倖存者和服務供應者。

• 支持政府和當地社區的反VAW努力
2. 干預和保護計劃

對受害者：在處理遭受虐待的婦女的迫切實
際需要時，必須對性別敏感的婦女，使她們
受到尊重而不受侮辱待遇的服務。這些服務
包括：

但是，我們首先需要暫停並反思我們自己
的個人和修會信念，價值觀念，態度，做
法以及思考方式和做事方式，以便我們選
擇回應和干預，我們不會不經意地添加或
加劇婦女的受害和壓迫 。

• 醫療服務
• 安全和保護服務
• 社會服務： 食物、 住所、 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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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反躬自問:
1. 個人的
• 如何審視和看待受虐待婦女嗎？
• 我如何聽取他們的故事？

• 我是否承認並採取行動處理/糾正或糾正我
與他人交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不平等，不正
義，不公平？
• 在執行我們的計畫、 專案和工作時，我們
將添加到婦女的負擔、 壓迫和歧視？

• 我是否有能力從被虐待者的角度看待
事情？

• 我與他人的關係賦予生命，癒合和培育嗎？

2. 文化的

• 我的權力來源是什麼？(年齡、 健康、 誠
信、 經驗、 專業知識、 人才、 技能、 資
源、 職位？ 等等.)
• 我如何使用我的權力？（過度使用，使用
到，一同使用）
• 我是否利用我的權力賦予他人權力或放棄他
人？
• 我是否仍然在採納/遵守父權制框架下使用
我的權力？

• 什麼文化或傳統信仰，價值觀和態度
仍在加強我對性別定型觀念和性別偏
見？
• 我是否有思維和做事的方式，無意中
促成一種環境，允許虐待發生？
3. 性別敏感性和性別透鏡的使用
• 我在與別人的關係中對性別敏感嗎？

4. 權 力

• 我是否認識到男性和女性的差異受到
我們的政策，做法影響？

Translated by:台灣省會

• 專案、 程式、 和我們做的一切都在執
行我們的使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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