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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性別平等專題」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電子四甲 

1、總是停留在會對另一伴施以肢體暴力行

為的人。2、凡事以自我為決定中心，不顧

對方意願，以自殺威脅或恐嚇傷害對方。

3、喜歡控制你，生活圈只能有他存在，不

喜歡你和其他人相處。 

1、尋求家人或朋友，或者報警。2、在家中、學

校等場所，都能有一個以上，對方不知道的逃生

路線。3、如果發生暴力或爭吵時，有哪些地方可

以去。4、保持經濟獨立。5、如果已經分手，新

的住處或原本的住處要重新換門鎖。 

機械四甲 

恐怖情人：會對另一伴施以肢體是暴力行為

的人，或是精神上的暴力。徵兆：慾望很突

出，交往過程中會緊迫盯人，跟蹤戀人的行

蹤，甚至對戀人施以暴力。 

1、慎選分手的時間和地點。2、告訴他人要談分

手的「人、事、時、地」，或請人陪同。3、分手

談判時千萬不要以言語或行動激怒對方。4、分

手後應避免再有聯繫或牽扯。5、如果對方在分手

後還持續有騷擾或傷害的行為，應立刻向警方報

案，由警方依法介入處理。 

電機四甲 

1、佔有慾強，無法掌控自己的情緒，會突

然暴怒、罵人、打人，但過一段時間又很自

責自己的行為，或是用自殺或殺人來威脅的

人。2、會隨時要掌握你的行蹤，除了自己

的事對其他的人、事、物都很冷漠、有自殘

要仔細觀察對方情緒行為徵兆，盡量不要刺激到

他，如果遇到了施暴行為要立即向親朋好友求

救，不要立即分手，要有計畫性分手，要分的徹

底，不要繼續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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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的行為、濫用酒精藥物、情緒容易失控、他

的決定永遠是對的、慣用肢體或精神暴力、

虐待小動物等都是恐怖情人徵兆。 

電機四乙 

1、針對另一伴身體肢體暴力行為。2、非常

自我，疑心病，藥物，酒精。3、掌控慾強

烈。4.長期情緒勒索。 

1、理智溝通。2、不單獨會面。3、忍讓。4、保

護令。 

電機四丙 

1、分手後會拿刀砍人、分屍、姦屍。2、強

烈的控制慾會限制你的一舉一動。 

心情平靜的時候談分手不要太過刺激好聚好散。 

工管四甲 

通常恐怖情人最明顯的就是控制慾望很突

出，在交往過程中會緊迫盯人、跟蹤，並有

時對戀人斥責，稍有不如意的事，情緒就會

出現明顯波動，甚至對戀人施以暴力，所以

如果交往對象有以上特徵，就有可能是恐怖

情人。 

可以私下採取保全措施，可撥打 113 保護專線，

或向各地家暴及性侵防治中心求助。如果是學生

可以向學校的諮商輔導中心求助，如果想和對方

分手，也要注意處理，包括時間、地點、人、事

等資訊，請人陪同，如果對方還有騷擾或傷害行

為應立即報案。 

建築四甲 暴力傾向，反社會人格。 分手、移民、先發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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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企管四甲 

對交往對象或前男、女朋友，以自我中心去

肢體或心理傷害他人甚至自己。1、除了愛

情，生活沒有其他重心。2、情緒起伏過大，

內心充滿矛盾。3、對自己以外的事物缺乏

憐憫。4、不擇手段威脅。5、酗酒、癮君

子、吃檳榔等高度上癮者。 

向身邊信賴的親友求助，建議離開恐怖情人，如

果可以小心的結束關係便好，不能就斷絕一切的

來往，消失在他生活中。 

企管四乙 

身體、精神上的暴力都算恐怖情人。 

掌控你行蹤、情緒易失控、疑心病超重、孤

立你生活、言語暴力、剝奪隱私、錯怪你身

上、強迫你做不想做的事、死都不肯放手。 

尋求輔導中心。 

幼保四甲 

奪命連環打，如果不理會，會口出穢言，摔

東西。 

觀察是否有徵兆，如果有慢慢遠離。 

資管四甲 

1、掌握你的行蹤。2、情緒易失控。3、疑

心病重。4、孤立你的生活。5、剝奪你的

隱私。6、強迫你做不想做的事。7、死都

不放手。 

1、搞失蹤，社群網站都封鎖他。2、控制自己的

言行情緒。3、及時求援，求助專家。4、出門盡

量有人陪。 

資管四乙 

恐怖情人不單指身體上的暴力，精神上的暴

力也算是。1、除了愛情，生活沒有其他重

要理性溝通，避免猜忌。在確認對方人品前，不

要接受對方高額私物，不讓對方進到住處，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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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心。2、情緒起伏過大，內心充滿矛盾。3、

對自身以外的事物缺乏憐憫。 

是獨居時。 

應外四甲 

1、恐怖情人就是口口聲聲說愛你，卻屢次

做出不舒服或傷害你的事情。2、恐怖情

人，危險的點就是，總是要掌控你的行蹤、

情緒容易失控、言語暴力、強迫你不想做的

事情、甚至想分手時，死活都不肯放手讓你

離開。 

1、嘗試緩和對方的情緒，不要硬碰硬。2、溫和

的告訴對方合理的理由但和對方無關的事。3、控

制自己的言行舉止和情緒。4、試著尋求幫助，

如果發現身邊是恐怖情人，可以試著詢問如何避

免傷害。 

休運四甲 

一、忌妒妄想症。1、猜忌。2、交代行蹤。

3、完全掌握通訊軟體的訊息。二、沒有目

標的社會邊緣人。1、工作不穩定。2、菸、

酒、檳榔等物質濫用。3、低度社會支持。 

在確認對方人品之前，請做到下面 2 件事。1、不

要接受對方高額禮物的饋贈。2、不要讓對方進到

住處，特別是獨居的時候。 

休運四乙 

對自己喜歡的人可能會有暴力相向或其他

危險的行為，或者會有脅迫之類的言語。 

盡量避免刺激到他，然後一定要先跟家人朋友告

知狀況。 

觀光四甲 

1、緊迫盯人，隨時掌握行蹤，過分干預佔

有控制慾強。2、習慣斥責伴侶，以輕蔑態

度看待人、事、物。3、有酗酒、吸毒習慣，

有自殘習慣、自殺威脅恐嚇。4、猜忌疑心

1、慎選分手時間地點。2、告知他人談分手的人、

事、時、地等資訊或請人陪同。3、分手時勿以言

語或行動激怒對方。4、分手後有持續騷擾或傷

害行為應立即報案，依法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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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病重，禁止伴侶與其第三者接觸。 

觀光四乙 

1、以愛你的名義，卻屢次做出讓你不舒服

的事，甚至讓你感到害怕，或暴力相向。2、

掌握你的行蹤、情緒易失控、疑心病重、孤

立你的生活、言語暴力、剝奪你的隱私、把

所有的錯都怪在你身上、強迫你做不想做的

事、死都不肯放你走。 

1、注意暴力警訊。2、盡快尋求專業協助，及時

求援。3、擬定安全計畫。4、若發現有恐怖情人

行為要盡早脫離尤佳。5、慢慢疏遠，而不提分手。

6、溫和告訴對方合理但和對方無關的理由。7、

控制自己的言行情緒。 

妝彩四甲 

1、男的會控制女方。2、女的會一直掛在男

的旁邊。3、控制慾強，要掌握對方所有行

程，老是問愛不愛他/她。 

隨身攜帶防狼噴霧。 

妝彩四乙 

1、在交往過程中，對另一伴有傷害的想法

或行為。2、在吵架時常有一些肢體動作。 

在交往前就先盡可能了解對方。交往後跟對方出

門前先跟家人或信任的朋友告知行程，且手機事

先設定好快捷鍵方便求救。 

數位四甲 

如果出現緊迫盯人、查看手機通話訊息、情

緒反覆無常、時常有暴力行為或言語恐嚇等

情形，是典型的恐怖情人。 

1、切勿硬碰硬起衝突。2、即使溝通無效，還是

要耐心對談。3、務必把這件事告訴家人和好友，

不要獨自面對。4、分手後一定要切斷聯繫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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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落單。 

餐飲四甲 

恐怖情人就是會動手傷害我們的另一伴，例

如：喝酒就會跟另一伴發生肢體上的衝突。 

可以透過家人或是警方介入調查。 

餐飲四乙 

跟蹤，一直狂 LINE、打電話，情緒起伏大，

容易生氣。 

講清楚，不要讓對方誤會、不搞曖昧、口語溫和，

但堅定拒絕對方好意。 

機械三乙 

另一伴以肢體、精神暴力。1、緊迫盯人。2、

習慣性斥責伴侶。3、有酗酒。4、有自殘

習慣。5、情緒反覆。 

交往前仔細觀察。 

機械三丙 

1、分手前/後，會有對對方不利的行為。2、

可能有暴力傾向，或是異於常人的行為。 

當發現對象有一些不正常的行為要趕快遠離對

象。 

電機三甲 

1、有迫脅的行為。2、暴力。3、對愛的強

烈佔有慾。 

1、避免刺激性話題。2、告知家人，警察協同幫

助。 

電機三乙 

1、恐怖情人使用任何手段，迫使被害人做

自己不願意做的事。2、恐怖情人最大徵兆

為情緒不穩定，喜怒無常。 

遇到恐怖情人不要刺激對方，並向親友告知，必

要時可請警察協助。 

工管三甲 

恐怖情人除了肢體暴力，精神上的暴力也

是。例如：奪命連環 call、時刻追查行蹤、

1、察覺對方不對立刻分開。2、不要隨便把家的

地址、鑰匙交出去。3、傾聽他的心聲，陪他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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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自我中心、不顧對方意願、以自殺恐嚇傷害

對方等等，都是恐怖情人。 

心理醫生。 

建築三甲 

恐怖情人會對伴侶有暴力傾向，通常有兩種

人會成為恐怖情人。第一種人是屬於有控制

欲望，忌妒心較強者。第二種人是屬於被外

遇，導致心靈受創，使其產生攻擊行為。 

在跟異性交往前，需要知道的幾件事情。1、對方

會不會易怒。2、容易有肢體攻擊。3、容易吃醋。

4、品行不良，價值觀偏差。注意以上事項就能

盡量避免遇上恐怖情人。 

企管三甲 

言語恐嚇，遇到事情只會怪別人，控制慾

強，一言不合就打人或打東西、丟東西，會

用生命威脅。 

告訴親友，一發現徵兆就不要心軟，不要自以為

的改變得了對方，要斷就要斷的乾淨，再給予機

會只會又傷害自己，不要單獨跟對方見面。 

幼保三甲 

1、要照另一伴的生活方式。2、嚴密掌握行

蹤。3、暴力相向。4、控制慾強。5、經常

大聲斥責與批評。6、無法自由使用金錢，

被迫借貸。7、只能在他的情緒中度日。8、

經常進行你厭惡方式的性行為。 

發現徵兆時，要及時警醒，及早遠離傷害。 

資管三甲 

1、有暴力傾向、妄想症、極端的現象。2、

刺激到對方的底線。 

在交往前好好的了解對方與對方理性的溝通才能

確保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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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應外三甲 

1、會有施以肢體暴力行為的人，就是恐怖

情人，但恐怖情人不單指身上暴力，精神上

暴力也是。2、奪命連環 call，時刻追查行

蹤，跟對方通訊訊息要加以查閱，凡事以自

我為中心，不顧及對方意願，以自殺威脅或

恐嚇傷害對方。 

如果對方是恐怖情人，那當事人也許能有所防

範，透過交往相處，可在私下採取保全措施，但

追求者是恐怖情人，那當事人更不知如何防範，

無法得知，可以請徵信社、婦幼徵信社的協助得

到幫助。可反蒐證，反跟蹤，讓當事人能取得相

關實證，搶先一步提出告訴保障自身安全。 

金融三甲 

1、思想偏激的人。2、自我、控制慾強、通

常易怒及會動手動腳、不太替人著想。 

發覺一點不對勁就跟熟識長輩，請教、詢問，必

要時及時抽身。 

休運三甲 

指身體、精神的暴力，以及凡事自我為決定

中心，不顧對方意願，以自殺威脅或恐嚇傷

害對方等等。 

報警。 

資工三甲 

1、情侶間關係理解有誤，造成雙方的危害。

2、情緒不穩定。 

1、相互溝通、理解彼此，說彼此的心裡話。2、

檢討自我的缺點，學習自我管控。 

觀光三甲 

1、跟蹤、暴力、惡言相向。2、緊迫盯人、

情緒不穩、不擇手段的威脅。 

向別人求救、跟家人朋友討論，期間不要一個人

住及行動。 

觀光三丙 

恐怖情人就是會用情緒去勒索他人。徵兆：

除了愛情，生活沒有中心，情緒起伏過大，

對身邊事物缺乏憐憫，不擇手段威脅。 

趁他犯錯時，以此為理由，漸漸減少碰面機會，

告知親友你現在的遭遇，以提供隨時援手，先彼

此思考冷靜一段時間，在委婉提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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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妝彩三甲 

1、總是會對另一伴施以肢體暴力或是精神

上暴力的人。2、對通訊訊息詳細查閱，凡

是自我為中心，不顧對方意願，以自殺威脅

或恐嚇傷害對方等等。 

1、慢慢疏遠，而不提分手。2、溫和告訴對方合

理但與對方無關的理由。3、及時救援，求救專家。 

妝彩三乙 

1、會打人。2、會跟蹤你回家。3、情緒勒

索。4、酗酒。 

1、良性溝通。2、提分手要注意場合。3、不要用

言語傷害對方。4、報警處裡。 

時尚三甲 

讓人有生命威脅，有佔有慾，平常很好，不

如意時暴力相向。 

避免認識 1、帶去給長輩看。2、看他對旁人的態

度來認識他。3、從朋友眼中看有沒有不良嗜好的

習慣。 

數位三甲 

1、容易懷疑你已經不愛他，要完全掌握行

蹤。2、較難處裡負面情緒或挫折。3、把

分手視為整個人都失敗，無法接受分手。

4、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會打人。5、對

所有人與事欠缺憐憫心與同情心。6、自己

永遠是對的，對於不順從他的人有激烈的恨

意。 

1、了解恐怖情人的危險，避免激起恐怖情人負面

情緒。2、談分手時機與地點很重要，避免去對方

住處或人少的地點談分手。3、若對方以通訊等方

式騷擾，應保留紀錄做為證據，以便後續採取法

律行動。4、分手後避免隻身外出，讓親友掌握

自身安全。衛生福利部 24h 免付費專

線:0800-788-995(請幫幫我，救救我)。 

餐飲三甲 

恐怖情人就是會打另一伴或者分手後找另

一伴麻煩，太過於黏著對方。 

切勿硬碰硬，好好溝通，務必把這件事告訴好朋

友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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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電子二甲 

對另一伴施以暴力行為的人以及精神上的

暴力，凡是以自我為決定中心，不顧他人感

受、以自殺威脅或恐嚇對方，都是恐怖情

人。徵兆：1、情緒起伏過大，內心充滿矛

盾。2、除了愛情，生活沒有其他中心。3.

對自身以外的事務缺乏憐憫。4.不擇手段威

脅。5.酗酒、癮君子、「口紅族」等高度上

癮者。 

如有一方已出現暴力虐待或高壓控制行為，應馬

上向專業人員協助，最好還是分手，但需要注意

妥善處理，安全分手，請人陪同，分手談判激怒

對方，如果對方分手後還有傷害或騷擾行為，應

立即向警方報案，由警方介入處理。 

機械二甲 無 無 

機械二乙 

行為偏激、有暴力傾向、拿武器攻擊對方、

情緒起伏很大。 

不要到對方住處，特別是獨處時，相約見面地要

是公共場合，仔細觀察對方是否有異樣。 

電機二甲 會對另一伴施暴。 提早發現異常，告知親朋好友。 

電機二乙 

1、會對另一伴施以肢體暴力的人。2、緊迫

盯人，隨時掌握對方行蹤。 

避免指責、批評、激怒對方。 

國企二甲 

1、情緒起伏過大。2、一切都是對方的錯。

3、不擇手段威脅。4、控制慾很強。5、在

外面像個天使，在對象面前變成惡魔。 

1、慢慢疏遠，而不提分手。2、溫和告訴對方合

理但和對方無關的理由。3、控制自己的言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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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建築二甲 

特性：1、緊迫盯人，隨時掌握對方行蹤，

過分干預，佔有或控制慾強。2、習慣性斥

責伴侶或常以輕蔑態度看待人、事、物。3、

有酗酒、吸毒習慣或常有暴力行為言語。

4、恐嚇，以死相逼。5、情緒反覆異常或

容易失控、暴怒。 

如果雙方開始交往後，才發現遇到恐怖情人，建

議可趁對方犯錯時，理性提出分手，且談判時需

有朋友陪同前往，盡量選擇人多熱鬧處，並事先

看好逃生路線，以增加自己安全性，若對方吃軟

不吃硬，言語上必須緩和，成功完成談判後，也

千萬不要輕忽，尤其分手後的幾天，必須小心互

動。 

企管二乙 

1、恐怖情人不單指肢體上的暴力，精神上

的暴力也算是。例如：奪命連環 call，時刻

追查行蹤，不顧對方意願等。2、其中最明

顯的及是控制慾望很突出，在交往過程中緊

迫盯人，跟蹤另一伴的行蹤，對另一伴時時

斥責，稍有不如意情緒波動過大，嚴重甚至

施以暴力。 

面對恐怖情人，若是要分手的話盡量要求助於第

三人或者專業的團體機構（例如：婦幼徵信社），

等人或機構從旁協助，可以避免將自己陷入更危

險的處境中。在交往過程中也能透過相處，去仔

細觀察對方的行為舉止，從中找出一些能提前防

護的方法，若是尚未了解的人追求，可以向相關

機構諮詢，也能和家人朋友之間事先討論商量，

避免將自己推向危險的刀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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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幼保二甲 

恐怖情人定義不單指身體上的暴力，精神上

的暴力也算是，像是奪命連環叩、時刻追查

行蹤、對於對方通訊訊息要詳加查閱、凡事

以自我為決定中心，不顧對方意願、以自殺

威脅或恐嚇傷害對方等等，都是恐怖情人定

義。 

1、慢慢疏遠，而不提分手。他們將另一半視為財

產、附屬品，因此提出分手，對他們就是最大的

威脅與刺激。2、溫和告訴對方合理但和對方無關

的理由，例如老闆要求加班，或父母生病，慢慢

減少見面的次數與機會，並且要避免指責、批評、

激怒對方。3、控制自己的言行情緒。一旦愛意已

失萌生去意，當然會意興闌珊，但別表現得太明

顯，更需避免在對方面前與他人互動熱情，避免

引發醋意與殺機。4、即時求援，求助專家。諮

詢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較能得到冷靜可行、專

業的協助。別找太熱心的人來幫忙或出頭，特別

是新男友，可能激怒對方強化其衝動讓事情更糟。 

資管二甲 

所謂恐怖情人就是口說愛你，卻屢次做出讓

你不舒服的事情，甚至讓你感覺害怕，以「愛

的名義」做出惡行。徵兆：1、掌控你的行

蹤。2、情緒容易失控。3、疑心病超重。4、

孤立你的生活。5、言語暴力。6、剝奪你

的隱私。7、把錯怪到你身上。8、強迫你

1、若想分手時，切勿用莽撞果斷的方式進行，須

以保護自己為原則來進行分手，可由家人或朋友

陪同，不要隻身前往。2、勿貶低自我價值，避免

認可對方暴力行為。3、勿給予對方藉口，避免讓

暴力合理化。4、不要讓自己的生活落單。5、真

的遇到恐怖情人，請報警。6、感謝對方的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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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做不到做的事。9、死都不肯放手。10、生

活圈狹窄。 

認自己的不是。7、最重要的是不要心軟，或讓對

方誤以為有機可乘。 

資管二乙 

對於另一伴不當的言行，造成他人感到恐

懼。 

多在生活中觀察對方的言行，藉此從而了解個

性，創造良好的相處模式，以降低發生機率。 

金融二甲 

1、對另一伴施以肢體暴力行為、精神上暴

力，像是奪命連環叩、凡是以自我為決定中

心，不顧對方意願，以自殺威脅或恐嚇傷害

對方等等，都是恐怖情人。2、情緒波動大，

控制慾強。 

謹慎挑選對象，不然就單身一輩子。 

觀光二甲 

1、會情緒勒索、動手動腳、恐嚇、情緒起

伏大、無條件懷疑另一伴。2、易怒、控制

慾強、無法忍受挫折。 

自我警覺提高，懂得自我保護，不快速交往，求

助專家，慢慢疏遠，不突然提分手。 

觀光二乙 

對另一伴施以肢體暴力、精神上的暴力。例

如：奪命連環叩，時刻追查行蹤，對於對方

通訊詳加查閱，凡事以自我為決定中心，不

顧對方意願以自殺威脅或恐嚇，皆是恐怖情

人定義。 

1、不要接受對方高額禮物的讚賞。2、不要讓對

方進到住處，特別是獨居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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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妝彩二甲 

指身體上的暴力、精神上的暴力，像是奪命

連環扣，時刻追查行蹤，對於對方通訊訊

息，詳加查閱、凡是以自我為決定中心，不

顧對方意願，以自殺威脅或恐嚇傷害對方等

等。徵兆：除了愛情，沒有其他生活重心、

不擇手段威脅、情緒起伏過大、內心充滿矛

盾、對自身以外的事物缺乏憐憫。 

1、慎選分手時間地點。2、告訴他人要談分手的

等資訊，請人陪同。3、分手談判時千萬不要以言

語或行動激怒對方等。4、分手後應避免再有聯

絡牽扯。5、分手後還持續有騷擾或傷害行為，應

立即報警。 

妝彩二乙 

1、身體、精神上遭受到暴力。2、電話奪命

連環叩，時刻追查行蹤，不顧對方的意願。 

試著去傾聽他們或自己的聲音，協助排解過於強

烈的情緒，減少衝動產生。 

時尚二甲 

恐怖情人，擁有強烈佔有慾、控制慾。習慣

性斥責伴侶或常以輕蔑態度看待人、事、

物，有自殘習慣或常有暴力行為或言語等徵

兆。 

1、報警。2、慢慢疏遠，而不提分手：他們將另

一伴視為財產附屬品，因此提分手時，對此事最

大的威脅與刺激。3、溫和告訴對方合理，但和對

方無關的理由，例如：老闆要求加班或父母生病，

慢慢減少見面機會，並且要避免指責、批評、激

怒對方。 

餐飲二甲 

1、總是對另一伴施以肢體暴力和精神暴

力。2、有自殘的傾向，情緒轉折大的人。 

1、切勿硬碰硬，務必把這件事告訴家人、朋友。

2、分手時約在公共區域。 

餐飲二乙 會對另一伴施以肢體暴力行為的人。 若發現狀況，先告知親人並已報警處理，交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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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方偵辦。 

電子一甲 

1、網路上時常 PO 負面文章。2、常動手對

另一伴造成傷害。3、暴力傾向、情緒不穩。

4、情緒控管不佳，易暴怒。5、容易惱羞

成怒。 

1、交往前可以先詢問人格特質。2、先觀察對方

習性，跟友人階段的互動方式。3、多花時間觀察。

4、仔細的觀察對方，若有不對勁，趕緊離開。5、

注意對方行為。 

機械一甲 

1、影印機－複製心中完美伴侶。2、 GPS

衛星定位器－掌控追蹤你的行蹤。3、拳擊

機－拳打腳踢、暴力發洩。4、電子寵物機

－任意使喚、專屬於他/她。5、電視機－掌

控你心賺你熱淚。6、提款機－掌控你的經

濟。7、大聲公－咄咄逼人，出口成髒。8、

情趣用品－想要用時，隨手可得。 

1、24 小時都能打的重要求助電話。2、好好思考

可以告訴誰(最好是 2 人以上)關於你的在一段戀

愛暴力的伴侶關係，並想想下一次發生時，你可

以怎樣跟他們求助。3、在家中、學校或工作場合，

都能有一個以上，對方不知道的逃生路線。4、

保持經濟獨立，盡量避免你的錢跟對方混在一起

使用。 

機械一乙 監控對方的行蹤 不合適就趕快分開 

機械一丙 

1、口頭恐嚇、暴力威脅、不擇手段控制另

一伴。 

1、分手不要有任何來往或接觸。 

電機一甲 

忌妒妄想症、沒有目標的社會邊緣人、自戀

型人格。 

多一份注意。 

電機一乙 1、具有緊迫盯人，隨時掌握對方行蹤。2、不需容忍和姑息，要盡早離開現場。求助於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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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佔有跟掌控。3、也有輕蔑態度看其他人事

物。 

跟專業的來進行幫助。 

工管一甲 

1、影印機－複製心中完美伴侶。2、 GPS

衛星定位器－掌控追蹤你的行蹤。3、拳擊

機－拳打腳踢、暴力發洩。 

1、24 小時都能打的重要求助電話。2、好好思考

可以告訴誰(最好是 2 人以上)關於你的在一段戀

愛暴力的伴侶關係，並想想下一次發生時，你可

以怎樣跟他們求助。3、在家中、學校或工作場合，

都能有一個以上，對方不知道的逃生路線，也能

預備上下學(上下班)不同路線。4、假如發生暴力

或爭吵了，如果離開你們住的地方了，有那一些

地方可以去。5、保持經濟獨立，盡量避免你的錢

和對方混在一起用。 

國企一甲 

一般人對於恐怖情人的印象，總是停留在會

對另一伴施以肢體暴力的人，就是恐怖情

人，但其實恐怖情人定義不單指身體上的暴

力，精神上的暴力也算是，像是奪命連環

call、時刻追查行蹤、對於對方通訊訊息要

詳加查閱、凡事以自我為決定中心、不顧對

方意願、以自殺威脅或恐嚇傷害對方等等，

1、慢慢疏遠，而不提分手。2、溫和告訴對方合

理但和對方無關的理由。3、控制自己的言行情

緒。4.及時求援，求助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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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都是恐怖情人的定義。 

建築一甲 無 無 

建築一乙 

1、性格較易暴躁，可能會傷害小動物。2、

有暴力傾向。3、用情緒勒索。4、過於控

制情人。 

1、勇於報警。2、向親友求助。3、盡早遠離對方，

但盡量不要激怒對方。 

企管一甲 

1、會對對方拳打腳踢暴力發洩。2、掌握跟

蹤你的行蹤。 

1、備好 24 小時都能打的求助電話。2、若又發

生爭吵，如果離開一起住的地方，還有那些能去

的地方。 

企管一乙 

恐怖情人特徵：1、影印機－複製心中完美

伴侶。2、 GPS 衛星定位器－掌控追蹤你

的行蹤。3、拳擊機－拳打腳踢、暴力發洩。

4、電子寵物機－任意使喚、專屬於他/她。

5、電視機－掌控你心賺你熱淚。6、提款

機－掌控你的經濟。7、大聲公－咄咄逼

人，出口成髒。8、情趣用品－想要用時，

隨手可得。 

1、24 小時都能打的重要求助電話。2、在對方跟

自己沒有喝酒，沒有使用藥物，精神狀態與心理

狀態都較佳的時候，在安全的地點談分手。3、暫

時避免前往一些雙方以前在一起時，經常一同前

往的餐廳、超市、銀行、店家、運動用品店……，

盡量避免見面能閃則閃。4、同樣的在家中學校

或工作場所都能有一個以上，對方不知道的逃生

路線，也能預備上下學(班)不同的路線、閃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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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方。5、如果已經分手可以告訴信任的親友雙方已

經不再同住，請親友避免洩漏你的目前行蹤。6、

你敢跟我分手，我就放火燒妳全家，你已觸犯(恐

嚇罪)。刑責：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

以下罰金。 

幼保一甲 1、情緒勒索。2、暴力。3、糾纏。 

1、未交往之前，勿把身體有很親密的接觸。2、

要有自己的理性。3.謹慎交友。 

資管一甲 

1、複製心中完美伴侶。2、 掌控追蹤你的

行蹤。3、拳打腳踢、暴力發洩。4、咄咄

逼人，出口成髒。 

慢慢遠離。 

應外一甲 

控制、暴力、言語傷人，提到分手時用生命

威脅，造成對方心理的壓力和害怕。 

冷靜應對、請求協助。不掉入對方陷阱及威脅。 

金融一甲 

恐怖情人就是口口聲聲說愛你，卻屢屢做出

讓你不舒服的事，甚至讓你感到害怕，以愛

之名幹盡惡行。恐怖情人徵召有：1、他對

你要求很多，希望你成為她心中理想的樣

子，妳為了他努力改變，卻發現自己一點都

不喜歡這樣的生活。2、GPS 衛星定位器，

如果繼續留在關系中：1、24 小時都能打的重要

求助電話。2、好好思考可以告訴誰，並想想下一

次發生時，你可以怎樣跟他們求助。3、保持經濟

獨立，盡量避免你的錢和對方的錢混在一起使

用。4、準備一個安全萬用包裡面要有錢、證件、

護照、駕照、印章、存摺、簡便衣物、電話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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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隨時掌握追蹤你的行蹤。3、把你當拳擊

機，拳打腳踢，暴力發洩。 

備用鑰匙等重要物品，寄託給信任的人。 

休運一乙 

對另一伴有肢體暴力或精神上的暴力，控制

慾，緊迫盯人。 

撥打１１３求助，安全和平的分手。 

資工一甲 

1、除了愛情沒有其他重心。2、情緒起伏大。

3、缺乏憐憫。 

1、離開他。2、遠離他。3、分手吧。 

觀光一甲 

另一伴施以肢體暴力行為的人。但其實恐怖

情人定義不只有身體上的暴力，精神上的暴

力也算是，奪命連環叩，時刻追查行蹤，凡

事都以自我為中心，不顧對方意願，以自殺

威脅或恐嚇傷害都算是恐怖情人。1、緊迫

盯人。2、隨時掌握對方行蹤。3、佔有慾

或控制慾強。4、習慣性斥責伴侶。5、有

喝酒、吸毒、暴力行為或言語的習慣。6、

情緒反覆無常容易失控。7、猜忌疑心病重。 

1、慢慢疏遠，不要馬上提分手對恐怖情人最大的

是威脅與刺激。2、控制自己的言行情緒，避免在

對方面前與他人互動良好，避免醋意及殺機。3、

及時求援，求助專家，諮詢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

都能得到冷靜及專業的協助。 

觀光一乙 行為恐怖。 和平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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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恐怖情人？有何徵兆？ 如何才能避免恐怖情人的傷害？ 

妝彩一甲 

控制慾強，限制交友關係。有威脅的感覺。

把你關起來，做你不想做的事。 

遠離他人不來往，避免和他單獨相處，分開不要

聯絡。 

妝彩一乙 

1、除了愛情，生活沒有其他重心。2、情緒

起伏過大，內心充滿矛盾。3、對自身以外

的事物缺乏憐憫。4、不擇手段威脅。5、

酗酒、癮君子、口紅族等上癮者。 

1、慢慢疏遠，而不提分手。2、溫和告訴對方合

理，但對方無關的理由。3、控制自己的言行情緒。

4、及時求援，求助專家。 

時尚一甲 同學應隨時提醒自己和清醒度。 隨時觀察，不能太把自己陷入盲目愛情。 

數位一甲 

1、精神、言語暴力、恐嚇。2、緊迫盯人，

佔有慾強，威脅恐嚇，情緒反覆無常意失

控，有自殘習慣。 

1、明確拒絕，觀察徵兆，例如：猜忌、交代行蹤、

佔有慾強的人、以和平方式果斷表態。2、小心遠

離、勿觸怒、和平結束。 

數位一乙 

恐怖情人就是口口聲聲說愛你，卻常常做出

傷害另一伴不舒服的事，甚至讓你感到害

怕。徵兆：掌握你的行蹤，情緒易失控。 

慢慢疏遠，而不提分手。溫和告訴對方合理但和

對方無關的理由，控制自己的言行情緒，即刻求

援，求助專家。 

餐飲一乙 言行舉止有問題。眼神飄忽不定。 1、報警。2、在校生跟導師說。3、打 110/113。 

餐飲一丙 

1、以自我為決定中心，不顧對方意願，以

自殺威脅或恐嚇傷害對方等。2、隨時掌握

自己行蹤，情緒易失控，精神暴力，濫用酒

精藥物，把自己綁在身邊。 

觀察對方是否極度以自我為中心、是否有強烈的

佔有慾、是否有自殘紀錄或習慣、對自己以外的

事物是否極度不關心、情緒是否容易失控，如有

以上行為出現，須盡早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