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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的法律學分 Love, sex, and Law 

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申請人長期擔任校性平會委員及執秘，發現由於交大是以理工科系為主，不僅男女比例

懸殊，且倚賴課堂講授以及以實驗室為中心的教學方式，使得學生的人際互動經驗往往不足，

多數學生對於法律的認識又相當有限，於是獎懲委員會不時會處理諸如學生在圖書館偷窺女

生裙底、在宿舍區偷看女生洗澡、帶營隊時與參與的高中生發生關係等事件。甚者，申請人

曾獲新竹科技公司之演講邀請，該公司提及因工程師多為交大畢業學生，卻缺乏適當情感教

育，經常出現過度追求或恐怖情人等狀況，形成職場內敵意性騷擾之環境，此些都在在顯示

本堂課程於校園內之必要。 

此外，考量到學生平時最有可能接觸法律議題的管道，通常是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尤

其是如名藝人爭奪子女監護權、襲胸十秒案、性侵幼童與白玫瑰運動等社會注目案件，又或

是各種因為感情、婚姻與家庭等因素衍生的爭產、財殺、情殺等重大事件。然而，若報導者

本身的法律素養不足，或是背後隱藏了偏頗的性別刻板印象，將會扭曲閱聽者對法律議題的

正確認識。 

因此，有鑑於本校學生對於兩性關係及相對應的法律知識，仍有極大的加強空間，為避

免學生誤觸法網而不知，申請人認為實有必要在交大開設一門兼具法學普及教育，並且能融

合性別平等思考與社會關懷的課程，透過扣緊時事的新聞議題，強化學生的學習興趣。本課

程希望透過學習法律中愛情與性的相關規範，使大學部學生對法律和愛情的關係有所瞭解，

並能夠透過此瞭解並體認「尊重」與「法治」的意義。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愛情是人生的重要學程，不管痛苦或歡樂，都充滿生命必經的學習與成長。「法律」與「愛

情」好比「理性」與「感性」，看似兩個不相關之物，實則不然。法律是一種事前界線的訂定

與事後的紛爭解決機制，不論男女，在談情論愛的過程中，只有理解了責任與風險，才能做

出明智的選擇。 

學生在進入大學後，在心智及生理上漸由青少年邁入成年，在高科技與全球化的時代，

資訊流通快速，人際關係也與過去社會有極大差異。大學學生對兩性交往及衍生的法律問題，

應該有基礎的認識。 

在愛情的萌發期，本課程希望讓學生瞭解對自己及對方的尊重。除了強調成年人對性與

愛的自主權外，本課程的重點在於讓學生瞭解愛與性隨之相伴的負擔和責任，以及可能涉及

的民刑事法律。尤其網路援交、感情詐欺等問題在現在社會上屢見不鮮，本課程希望透過案

例研討，讓學生明白如何在愛情中保障自身的權益，也避免在感情用事下傷害他人或傷害自

己。 

在感情成熟期，便要面對要共組家庭的法律問題。家庭是社會的重要單位，除了訂婚、

結婚、離婚及婚姻裡的法律責任之外，在全球化的今日，外籍配偶與國際婚姻所在多有，相

關的國籍法、移民法等規定，也是本課講授的重點之一。 

而在感情發生危機時，要如何處理更與法律息息相關。可否隨意進入情人的家裡？可否

不經他人同意而檢查他人的信件或電子郵件？可否偷裝針孔攝影機以監視情人的舉動？萬一

發生恐嚇或暴力事件該如何面對？一旦面臨婚姻結束，後續的監護、扶養、財產分配，以及

相關的訴訟、非訟程序，均屬本課程的討論範圍。 



交大過去以理工科為主，男女比例向來懸殊，近年來雖已經逐步調整，但學生對於兩性關係

及相對應的法律知識，仍有極大的加強空間。尤其在多元文化下，學習尊重個體包容差異，

瞭解不同的價值觀但遵守法律要求的底線，是培養一個「全人」的重要過程，也該是通識課

程的重心。 

(2) 文獻探討 

⚫ 通識法學教育 

現今對於法學通識教育之討論甚少，我國文獻多是針對法律系學生對法學教育做通盤檢

討，對於大學通識法學教育卻少有著墨，也使得我國民眾在司法改革議題上常有不同之意見。

然而，對於非法律專業之學生，仍應有基本法律常識，以面對自身日常生活所遇到之法律問

題，並且藉由對司法之認識，維護民主社會正義之風氣。因此有學者認為，法學通識教育為

提升學生參與的興趣，應盡量以實際案例探討為主，並鼓勵學生發表心得，以討論的方式建

立學生之法學基礎知識1。此外，在討論過程中亦將安排課程助教協助討論，在研究中可以獲

知，助教的教學引導能夠有效提升學生對課程的興趣，並且使得課堂討論更具學習價值且有

延伸學習之成效2。 

而針對通識教育的教學方式，考量學生來自不同領域，在法學教育上應考慮與生活結合，

即有學者提出以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所提倡「從做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的教育

理念，以新聞剪貼作為教學方式，讓學生自行整理，將上課理論印證在生活中，使得學習能

夠更加具體3。同時，因通識教育之學生組成不同，學生平常可能對社會議題接觸不多，若能

由教師在課程中帶領相關討論，將能使本課程在通識教育體系內能夠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之理

念4。此外，本課程預計邀請專家自課堂上講授相關案例，法律實務強調案件脈絡與攻防對策，

若能由授課教師及專家和學生進行對話，將能使學生專注於課程且對於此領域更感興趣5。 

⚫ 課程數位化 

近年來多所大學陸續開設數位化學習方式，帶動新的學習模式及樣態，而數位學習可以

透過加強學習動機和自我調控使得學生達成自我導向學習之目標6。本計畫除在校園內開設通

識課程外，亦將錄製成線上課程提供更多學生觀看。影片可成為幫助學習的有效媒介，使學

生能夠重複觀看，將非常適合本次計畫中的法學教育課程7。同時，數位學習能夠有效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透過事先預習及課後複習，搭配網路討論區的使用，能夠使學生願意更積極

參與課程中的討論，藉此提升學習成效8。另外，亦有學者指出，在適當的引導之下，數位學

習之動機能夠有效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9。 

而發展為網路教育之課程有以下之特性，分別為教材高度結構化、學習歷程檔案化、學

習方式適性化、學習者多元化以及教學者創新化。結合網路之特性，課程數位化將使得通識

 
1 楊念祖，「法學通識教育強化的建議」，通識在線，第 18期，頁 24（2008）。 
2 王素芸，「教學助理影響大學生討論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品質因素探討」，雙溪教育論壇，第七期，頁 14

（2018）。 
3 楊奕華，「法律=法條+MORE─法學教育與通識教育的融合匯通」，通識在線，第 17期，頁 9（2008）。 
4 周芳怡，「通識課程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之行動研究」，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第 7卷第 1期，頁 26

（2019）。 
5 陳淑惠，「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實踐：以職場與法律課程為例」，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第 6卷第 2期，頁

102-103（2018）。 
6 陳采秀，「自我導向學習與數位學習準備度內涵之探究」，明道學術論壇，第 11卷第 1期，頁 49（2019）。 
7 周文祥，「未來大學通識教育的趨勢與焦點」，通識在線，第 81期，頁 33（2019）。 
8 黃添丁，「數位學習融入課程之學習動機及學習行為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慈濟科技大學學報，第一期，頁 48

（2015）。 
9 李勇輝，「學習動機、學習策略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以數位學習為例」，經營管理學刊，第十四期，頁 81-

82（2017）。 



教育更加完整嚴謹。同時線上化課程能夠使教學者更加了解每位學習者之狀況並觸及更多原

之學生。最後，課程數位化能使得教學者受到大眾之公評，使得課程進一步改良並更具教學

實用性10。 

(3) 研究問題 

本計畫主要研究如何設計符合時代需要的性別法律通識課程。因應近年台灣社會在性別

議題上的關注逐漸提升，同志婚姻合法化、多元性別文化教育的提倡、多元家庭組成的倡議、

台灣性交易專區的爭議等議題逐漸被大眾討論，申請人因此重新規劃過去在 102 學期所開設

的愛情的法律學分課程架構，引進大量時事議題以全面更新課程教材，也採取更為彈性、問

題導向及互動式的教學模式，並且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與主動參與。本課程將法律領域分為

四大區塊，其重要性相當，但在週次的安排上，會考慮個別主題對一般人生活的重要性高低

作調配，會以較具體的財產關係與婚姻、子女等民事法規定，或是刑法分則各種常見犯罪類

型的部分作為課程核心，至於前面導論部分的憲法基本權保障與國籍法，與教完實體法後的

民事與刑事程序法的部分，則具有輔助學習的效果，而就以往學生的作業與上課反應觀察學

生的學習狀況，這樣的進度安排應能符合多數學生的修課需求與能力，尚不至於過快或造成

修課負擔。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 研究設計 

本計畫從憲法、民法、行政法、刑法及勞動法進行課程設計，並以最後學期末的

問卷方式進行課程設計與學生學習效果的研究。以下是本課程進行的課程內容： 

✓ 憲法篇 

憲法篇是本計畫進行的第一堂課程，透過對憲法的講解，讓學生對我國法律有基本的認

識，並促使學生建立基礎的性別與法律的問題意識。設計上，舉出幾個與情慾或兩性關係涉

及法律爭議時，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曾經做成的憲法解釋案例，讓學生透過案例來理解法律

怎麼梳理社會上的性別問題。第一個案子討論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66號解釋，同學透

過這一號解釋認識台灣性產業的發展脈絡，並思索當人試圖在社會上尋找情慾的出口，或是

以此作為提供服務的內容時，司法院大法官怎麼去解釋立法者所設定的管制措施，從而促使

同學反思當前的政策問題。第二個案子討論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48號解釋，刺激同學

重新思考婚姻制度究竟是誰的婚姻制度，再深入到異性戀霸權主導的婚姻制度如何限縮我們

對婚姻的想像。第三個案子則是分析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91號解釋，探討國家刑罰是

否應該適用到人民的婚姻關係之中，或是反過來說，人民的婚姻關係應否透過刑罰來維護，

並解釋背後的性別問題。最後則是帶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802號解釋，認識跨國婚姻

仲介如何容於我國的法治價值觀。 

✓ 民法篇 

本課程從民法開始，正式進入具體法律與性別間議題探討的課程內容。先從與日常生活

關係最為密切的民法規定入手，一方面探討兩性之間交往涉及的財產關係，另一方面則從婚

姻的角度介紹法律上的身分關係。從民法婚姻的成立、解消、財產分配、親等與親屬關係等

問題，帶領學生一同觀察親屬法上之基本概念。為了讓學生更瞭解與婚姻有關之法律規定在

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樣貌，並加深學習印象，在教材的選擇上，課程結合我國近年來民法親屬

編有關的修法成果與時事，幫助學生從頭思考婚姻成立之要件（儀式婚與登記婚）、夫妻間

的各種權利義務、婚姻之破綻與對未成年子女侵權之內容、應如何行使及其分配方式。一方

 
10 劉威德，「通識教育教學方法網路數位化的創新與實踐」，通識在線，第 81期，頁 31-32（2019）。 



面澄清媒體長久以來誤用監護權與親權的不同法律概念，一方面也培養學生自行檢索法條，

獨立思考並進行判斷的能力。課程進行至婚姻解消之事由時，除原本的兩願離婚與裁判離婚

外，參酌新修訂的調解離婚規定，以各種與離婚有關之判決與新聞為基礎，並擷取日劇相關

片段（如：離婚辯護士），與學生討論婚姻與家庭之本質，以及子女親權酌定等問題在實務

操作上的困難。學生透過習題演練、時事議題思考與課堂反覆討論，便能對婚姻與家庭等與

目前或日後生活切身相關之法律議題，有進一步的認識。 

✓ 行政法篇 

行政法篇的重點著重在職場與校園性別平等問題。在職場的性別平等問題部分，以數據

向同學說明目前職場性別歧視的現狀，介紹職場性騷擾的類型以及救濟方式，並提醒同學雇

主應該實施哪些職場性別平等和母性保護措施。另外在校園性別平等部分，著重在校園性霸

凌的發生、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以及同儕情慾關係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跟追、纏擾問

題；更重要的是，讓同學認識校園性平案件應如何申訴，申訴之後的程序如何進行。 

✓ 刑法篇 

延續先前婚姻與家庭之主題，接下來課程的重心轉移至刑法領域。有鑑於近來國內發生

幾起嚴重的家庭暴力事件，使家庭暴力議題再度浮上台面。故本課程分別以對配偶以及對子

女的暴力行為，探討其發生場域與當事人間關係等特性、發生與不斷重演的原因、兼及肢體

與精神暴力之態樣，並介紹國內以家庭暴力防制法為中心的立法體系，讓學生深入瞭解相關

立法的目的、運作過程及預期的效果。另外，我國法就性侵害犯罪之規範一直都備受爭議，

一方面由於社會對於性侵害事件往往視為禁忌的話題，不僅對其發生原因或當事人之屬性存

在許多刻板印象，對性侵被害人也常一反對於其他犯罪被害人採取的保護態度，反而會加以

譴責或貶低其社會地位，若無法承受龐大的社會壓力及旁人異樣的眼光，被害人往往會主動

或被迫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造成憾事一再發生。最後課程帶到生育自主權的課題，墮胎罪

的處罰使我國婦女缺乏生育方面的自主決定地位，墮胎罪除罪化與否是家庭的重要愛情法律

學分。 

在上述課程結束之後，本課程分別設計了時事評論、校園性平建議以及法庭觀察等作

業，使學生有機會實際操作課程學到的法律知識。期末時則安排辯論，分別以墮胎罪是否應

除罪化、性交易是否應合法化、代理孕母應否合法化，以及性侵犯姓名是否應公布等議題，

讓同學實際就這些爭議問題進行正反兩方的論述，使同學可以在期末時就所學有一個比較有

體系性的彙整和運用。 

⚫ 研究方法 

本計劃預計於學期初及學期末分別發放此問卷，透過問卷施測的方式了解學生修習本課

程前後的狀況。測量內容著重於以下五點：是否建立基本法治觀念、是否建立性別意識、是

否使了解社會事件背後的性別議題、是否了解性別與法律間的爭議，以及是否能將課程所學

運用於日常生活。而問卷設計的方式將採取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進行量測，同時鼓勵

學生針對上述五大施測重點進行文字的反應回饋，問卷初步設計內容如下所示。 

是否建立基

本法治觀念 

（3題） 

1. 自由並非毫無界限，法律的功能在於保障每個人能獲得同等的自由。 

2. 國家限制人民的自由不僅須有法律授權，限制的手段不能使個人無法

施展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內容，同時也必須合乎比例原則。 

3. 在法治社會下，權利受到侵害應依循法律賦予的途徑實施權利救濟，



個人原則上不能實施自力救濟。 

是否建立性

別意識 

（3題） 

1. 生理上的性別差異並不能合理化性別歧視，沒有合理正當的理由不能

因為個人的性別差異而有差別待遇。 

2. 任何性別皆有足以為社會作出貢獻的特質，性別間並沒有優劣之分。 

3. 社會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並非絕對，我們應肯定每個人的自我發展。 

是否了解社

會事件背後

的性別議題 

（3題） 

1. 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不僅持續固化性別的刻板印象，也使促進性別

平等的法律與政策難以獲得落實。 

2. 性別間的權力關係不對等，可能導致特定職業的性別比失衡、性別間

的收入差距，以及特定性別難以參與決策。 

3. 性別不平等不僅出現於職場、校園等公共場域，家庭乃至於個人間都

可能出現性別的壓迫與支配的問題。 

是否了解性

別與法律間

的爭議 

（3題） 

1. 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乃至於對特定性別的歧視，可能使法律在制定過

程中就對特定性別有所偏頗，最終產生敵視特定性別的法律。 

2. 法律即便形式上表現出中立的立場，也會因為沒有察覺特定性別族群

在社會上的弱勢地位，而加劇優勢性別與弱勢性別在社會上的經濟社

會文化等的實力差距。 

3. 優惠性差別待遇有助於矯正性別間的不對等，但也可能產生貶抑特定

性別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的結果，甚至固化特定性別屬於弱勢的印象。 

是否能將所

學運用於日

常生活 

（3題） 

1. 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無論男女都應該尊重彼此的身體界限，並且避

免以性別特質貶抑他人的行為。 

2. 即便是親密如伴侶關係，彼此仍是獨立自主的個人，必須尊重對方的

隱私以及自主意願，不能以經濟或暴力手段迫使對方從屬於自己。 

3. 日常生活中，不應該與任何性別之人有基於性的利益交換關係，否則

會對他人產生基於性別的壓迫，並把他人置於受支配的地位。 

問答題 1. 請嘗試從自由權與平等權的角度，舉例說明法律上的性別爭議。 

2. 何謂性別刻板印象？請舉例說明社會上常見的性別刻板印象。 

3. 在職場上，性別如何影響職場的文化與權力運作關係？試舉例說明。 

4. 請以自身經驗出發，說明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5. 試說明基於性的暴力類型有哪些，以及這些暴力手段如何把人置於被

支配的地位。 

6. 當我們遭受基於性的壓迫時，我們應如何救濟？試從校園、職場與家

庭三個面向進行說明。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教學過程與成果 

✓ 透過 E3 平台依照主題上傳講義、建議閱讀資料（提供部分截圖）。 

   

✓ 各篇主題結束後皆設置討論區，提供同學線上進行討論，對議題有更深的

了解（提供部分截圖）。 

 

  



✓ 本學期因應疫情，最後幾周以線上方式進行。（提供生育自主篇上課之情

形及同學辯論最後合照。） 

 

 

 教師教學反思 

✓ 大ˋ學生不僅在愛情方面，職場、學術研究與社團等方面都呈現熱切的法

普需求，應開設成更全面性的法普通識教育。 

✓ 本學期原先預計邀請日日春協會到課堂進行性交易相關之演講，然而因疫

情因素無法實體進行，基於協會立場遂無進行線上課程。 

✓ 本堂課程原先規劃同學皆須至法院進行參訪並撰寫期末報告，但因疫情有

部分同學無法前往參觀，因而提供觀看法庭系列影片或是觀看「進擊之

路」法律紀錄片做為替代方案。 

  



 學生學習回饋（包含學生學習成果評估、教學歷程之評估、研究成果之分析

評估） 

✓ 同學期末成績分布 

 

✓ 同學期中作業「校園性別友善建議」節錄整理 

 



✓ 課堂回饋問卷節錄 

✓ 同學對課程助教回饋節錄 

(6) 建議與省思 

✓ 同學對於課堂上提問反應較慢，可透過先以是非題、選擇題等方式讓同學

回答，再慢慢進階至開放式提問鼓勵同學回答。 

✓ 課程進行時遇到討論時間略嫌不足之問題，但要同時進行課程又完成討

論，難以在兩小時內達成，未來可考慮先讓同學在家自行觀看課程影片

後，到課堂中進行討論之模式，使課程時間掌握更佳。 

✓ 性別法律的內容在設計成通識課程時，比起單純的知識講授，可能更需要

著重在問題意識的建立、思維的引導。當學生覺察到法律所衍生的性別問

題，或是性別議題導因的法制不足，學生往往也比較能根據自己的經驗和

主動思考，對於各自的處境或是觀察提出改變的方案。同樣的方式，應可

推動到高教領域中的法普教育，有助於系統性的法普課程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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