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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黑暗處的黑暗和黎明前的黑暗，前者似乎更可怕，因為黎明後仍可見到曙

光，而黑暗後仍是黑暗。韓國電影《熔爐》的弱勢孩子們便是活在這樣無止境

的黑暗中，就像《孟克的吶喊》無聲而激烈。 

 
       《熔爐》這部電影是男主角孔劉在當兵的時候閱讀小說，被這部小說深深的

震撼，親自打電話聯絡作者孔技泳，問說：「身為一名演員，我能做些什

麼？」最後的答案就是拍成一部反映現實的電影。因為這部由真人真事所改編

的電影，讓我們想深入去瞭解，弱勢者遭受性侵害之處遇與法律，以及整理認

識曾經導正社會的媒體力量。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弱勢者遭受性侵害的處遇：以《熔爐》事件為例。 

（二）比較臺灣及各國性侵害防治相關法律。 

（三）認識曾經導正社會的媒體力量。 

 
三、研究方法 

 
     ﹙一﹚影片文本分析法：探討分析《熔爐》事件裡弱勢者的正負向力量。 

﹙二﹚文獻資料分析法：利用相關資料和資料判讀及統整。 

 
三、研究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圖 ( 本組繪製 ) 

 

 

貳、正文 

 
         本組為了瞭解《熔爐》事件中弱勢者之處遇，我們將劇情大致以三個角度

來分析：弱勢者受害劇情、正向力量( 對弱勢者有正向助益 )、負向力量( 對弱勢

者有負向影響 )，運用分析表對照故事角色及相關劇情，整理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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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弱勢者遭受性侵害的處遇：以《熔爐》事件為例 

﹙一﹚弱勢者受害劇情分析 

表一：弱勢者受害劇情分析表 

分析 

角度 

角色 受害劇情分析 相關劇照 

弱勢

者受

害劇

情 

金 

妍 

斗 

1. 聾啞學校受虐學生之一，父

母車禍雙亡，因意外後遺症

失去聽力，在同齡學生中較

為聰穎。 

2. 宥利拉著仁浩的衣角走到地

下洗衣間的門口，看到面目

可憎的舍監，將她的頭往洗

衣機裡按，仁浩趕緊向前阻

攔，但舍監義正詞嚴的說放

學後孩子都歸他管，仁浩聯

絡在人權組織工作的徐幼

真，在她的幫助下將受重傷

的妍斗帶到醫院治療，得知

了妍斗遭到了校長的性侵，

和朴老師強暴民秀。 

 
 ( 圖四資料來源，取自

http://movie.mtime.com/1420
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
hot.html ) 

陳 

宥 

利 

1. 聾啞學校受虐學生之一，智

力殘疾三級，精神年齡八

歲，食慾過於旺盛。 

2. 法庭上檢察官問宥利：「是

誰把你的衣服脫了並把你弄

疼」她說三個人都對她進行

過性侵，從小學三年級就開

始，進行過無數次的性侵，

校長還曾經強行將她手腳綑

綁強行施暴。已滿 13 歲的小

孩家人同意私下協商的話，

證詞將全部無效，她的父母

最後居然同意。 

 
 ( 圖五資料來源，取自

http://movie.mtime.com/1420
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
hot.html ) 

全 

民 

秀 

1. 聾啞學校受虐學生之一，二

級聽力殘疾，三級智力殘

疾，爸爸是智障，媽媽行蹤

不明，弟弟因為不堪受辱選

擇了在軌道上自殺，實際監

護人為奶奶。 

2. 朴老師經常放學後把他和弟

弟拉到自己家裡實施性侵，

為了保護弟弟的他向前阻

止，卻因此遭到了拳打腳

踢。為了替弟弟報仇的他偷

 
 ( 圖六資料來源，取自

http://movie.mtime.com/1420
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
hot.html ) 

http://movie.mtime.com/1420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hot.html
http://movie.mtime.com/1420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hot.html
http://movie.mtime.com/1420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hot.html
http://movie.mtime.com/1420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hot.html
http://movie.mtime.com/1420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hot.html
http://movie.mtime.com/1420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hot.html
http://movie.mtime.com/1420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hot.html
http://movie.mtime.com/1420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hot.html
http://movie.mtime.com/142064/posters_and_images/stills/ho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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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門獨自找到朴老師並將

一把小刀插進了他的腹部，

他緊緊的抓住朴老師將他押

在鐵軌上不讓他逃跑，火車

呼嘯而過，兩人同歸於盡 

﹙資料來源：本組根據劇情分析製作﹚ 

﹙二﹚《熔爐》事件正向力量分析 

表二：《熔爐》事件正向力量分析表 

分析 

角度 

角色 正向力量劇情分析 相關劇照 

正向 

力量 

姜 

仁 

浩 

1. 仁浩在第一堂跟同學互動時

就有感覺到教室氣氛的不對

勁，某日，他下班時聽到女

廁裡傳出奇怪的哭聲，準備

開門察看究竟時學校警衛攔

下了他，並告訴他這裡的孩

子一無聊就會發出奇怪到聲

音來玩，也因為聽不到的關

係所以叫的更賣力，還把他

趕走。 

2. 仁浩發現坐在高窗上的宥

利，嚇到衝進屋裡將她從窗

邊抱下來，在他準備離開

時，宥利拉著他的衣角走到

了地下洗衣間的門口，看到

了面目可憎的舍監，將妍斗

的頭往洗衣機裡按，他趕緊

向前阻攔，並聯絡了在人權

組織工作的徐幼真，在她的

幫助下將受重傷的妍斗帶到

醫院治療，得知了妍斗遭到

校長的性侵，和朴老師強暴

民秀。 

 
 ( 圖二資料來源，取自

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
/34688 ) 

徐 

幼 

真 

1. 妍斗被壓進洗衣機裡的那

天，仁浩聯絡了幼真，在她

的幫助下將受重傷的妍斗帶

到醫院治療，並在用紙條聊

天時得知了妍斗遭到校長的

性侵，和朴老師強暴民秀。 

2. 幼真聯絡了電視台的記者，

也告知教育局要求他們對施

暴的校長及老師進行懲處，

但市政廳員工說：「事情發

生在學校所以是教育局管，

 
 ( 圖三資料來源，取自

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
/34688 ) 

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34688
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34688
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34688
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3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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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說事情是發生上在放

學 時 間 ， 所 以 是 市 政 廳

管。」互踢皮球，收了黑錢

的刑警也不想干涉。 

﹙資料來源：本組根據劇情分析製作﹚ 

﹙三﹚《熔爐》事件負向力量分析 

 表三：「熔爐」事件負向力量分析表 

分析 

角度 

角色 負向力量劇情分析 相關劇照 

負 

向 

力 

量 

校 

長 

1.加害人之一，和行政主任

是雙胞胎，強行把宥利拖進

廁性侵，每次性侵完後還會

給一千萬韓元讓她買糖果

吃。 

2.有一次性侵宥利，被經過

的妍斗看到，他把妍斗趕走

並用恐怖的手語警告她說：

「這件事你敢告訴別人你就

死定了」。也因為這一個動

作在法庭上律師問妍斗雙胞

胎中誰是校長時，校長看到

這個動作臉上出現心虛的表

情，讓妍斗堅定的認定他就

是校長。 

 

 
 ( 圖七資料來源:，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nXWILRCa3w  ) 

行 

政 

主 

任 

加害人之一，和校長是雙胞

胎，教導主任冷眼直視仁浩

擺出擊掌的姿勢，向仁浩索

取五千萬還說是學校的發展

基金，家裡有困難的他在搞

不清狀況下，還是向遠在首

爾的母親要錢繳交。 

 
 ( 圖八資料來源，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nXWILRCa3w ) 

朴 

寶 

賢 

1.加害人之一，仁浩去辦公  

室找待在學校已經有十年的

朴寶賢，問他為什麼這裡的

學生都怪怪的，他則用輕浮

的回說：「身體一有殘疾，

心裡也會有殘缺」。 

 2.朴寶賢經常放學後把民秀

和弟弟拉到自己家裡實施性

侵，為了保護弟弟的民秀向

前阻止，卻因此遭到拳打腳

踢。為了替弟弟報仇的民秀

偷跑出門獨自找到他並將一

把小刀插進了他的腹部，民

 
 ( 圖九資料來源，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nXWILRCa3w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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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緊緊的抓住他將他押在鐵

軌上不讓他逃跑，火車呼嘯

而過，兩人同歸於盡。 

舍 

監 

舍監是校長的情人，宥利拉

著仁浩的衣角走到了地下洗

衣間的門口，看到了她將妍

斗的頭往洗衣機裡壓，仁浩

趕緊向前阻攔，但她義正詞

嚴的說：「放學後孩子都歸

他管，不是老師你該管

的」。 

 
 ( 圖十資料來源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nXWILRCa3w ) 

刑 

警 

刑警被校長塞錢賄絡，並告

訴當時被待補的校長和行政

主任要找一個以前當法官剛

轉行律師的人，一定可以打

贏，因為「前官禮遇」是韓

國法律界的一種潛規則。 
 

 ( 圖十一資料來源，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nXWILRCa3w ) 

金 

教 

授 

曾是提拔仁浩的教授，也是

給了仁浩在聾啞學校工作機

會的人，性侵事件傳開後，

他想用金錢收買仁浩，想把

事情壓下來，但最後仁浩沒

有答應。  
 ( 圖十二資料來源，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nXWILRCa3w ) 

檢 

察 

官 

檢察官因為一直沒有升官的

機會，在最後的重要時刻被

對方律師收買了，沒有交出

最關鍵的證據，讓罪犯們因

證據不足只被判輕刑。 

 
 ( 圖十三資料來源，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nXWILRCa3w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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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警 

衛 

1.仁浩下班時聽到女廁裡

傳出奇怪的哭聲，準備開

門察看究竟時，學校警衛

攔下了他，並告訴他這裡

的孩子一無聊就會發出奇

怪到聲音來玩，也因為聽

不到的關係所以叫的更賣

力，還把仁浩趕走。但當

時廁所裡是校長正在性侵

宥利。 

2.法庭上律師問學校警衛

事情經過他卻說：「當時

打開了廁所以後裡面根本

沒有人，我沒看見過那種

情況發生。」檢察官通過

盤問後揭穿了他的謊言，

因為他之前也交了學校一

大筆建設基金，因不想丟

掉飯碗而幫校長做假口

供。 

 
 ( 圖十四資料來源，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nXWILRCa3w ) 

婦 

產 

科 

醫 

生 

律師詢問婦產科醫生，宥

利處女膜破裂原因，她說

是騎腳踏車或是自慰所引

起的，這時檢察官指出她

提交過兩次報告，第一份

報告寫的不是通過騎車或

自慰所引起的，可見第二

份報告是偽證。 

 
 ( 圖十五資料來源，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nXWILRCa3w  ) 

﹙資料來源：本組根據劇情分析製作﹚ 

﹙四﹚《熔爐》事件正負向力量分析 

  

教育界: 仁浩 

政府:      幼真 

弱勢者 :  妍斗、宥利、民秀 

教育界:      

校長 

行政主任 

朴老師 

舍監 

學校警衛 

 

司法界: 

刑警 

檢察官 

 醫界: 

婦產科醫生 

正向力量 

 

負向力量 

﹙資料來源：本組分析製作﹚ 

圖二：《熔爐》事件正負向力量分析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XWILRCa3w


無聲吶喊！在《熔爐》中的弱勢者 

－－淺析弱勢者遭受性侵害之處遇與法律 

7 
 

         從影片劇情分析，本組將劇中角色大致歸類為正負力量兩方勢力，並且繪

製成《熔爐》事件正負向力量分析圖﹙圖二﹚，我們發現《熔爐》事件中對於

受害者的影響而言，負向力量﹙藍色﹚遠遠大於正向力量﹙橘黃色﹚，對於本

來就處於劣勢的弱勢者來說，他們在遭受性侵害的處遇是相當困難的。 

 
三、臺灣及各國性侵害防治相關法律比較 

 
表四：各國及台灣性侵害防治相關法律比較表 

國家 法律名稱 對象 刑罰 釋放後 

輔導 

台灣 

 

《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 

 
 

未成年人

性侵害 

依照被害人年齡不

同而有所差異。對

方未滿十四歲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十四歲以

上未滿十六歲處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定期向警察機

關報到 

韓國 

 

《熔爐法》 女身障

者、未滿

十三歲之

幼童 

 

最高刑罰提到升到

無期徒刑、無公訴

期 

 

強制戴上電子

腳環，追蹤刑

滿已釋放之人

員 

美國

佛羅

里達

州 

《潔西卡法案》 

 
 

未滿十二

歲之孩童 

 

初犯最少為二十五

年有期徒刑，最高

至無期徒刑。 

社區監控、終

身配戴電子腳

鐐 

新加

坡 

 

 
 

不限 十年以下監禁，三

萬美元以下罰款和

十二鞭以下的鞭

刑。 

查無 

﹙資料來源：本組比較製作﹚ 

 
        在比較的過程中，本組發現，雖然同樣都是針對性侵問題所制定的法律，

但在刑罰上有非常大的不同。而美國的《潔西卡法案》或是《梅根法案》，皆

是針對性侵害的刑罰，《梅根法案》為美國性犯罪者資訊公開法的俗稱，顧名

思義，就是公開犯罪人的資訊。 

 

       新加坡，更是亞洲國家出了名的嚴酷刑罰，他們的鞭刑，更是讓人感到害

怕，不過相對來說，有嚴刑峻法就有好的國家治安，我國的性侵害防治法，依

舊是較輕的刑責，進而導致犯罪率無法降低太多，我們必須要改變，才能減少

這種情況。韓國藉由此部電影，將法律拿出來修改，或許這就是臺灣相關單位

可以借鏡的地方。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8007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80079


無聲吶喊！在《熔爐》中的弱勢者 

－－淺析弱勢者遭受性侵害之處遇與法律 

8 
 

四、曾經導正社會的媒體力量 

表五：曾經導正社會的媒體力量分析表 

影片 

名稱 

相關劇照 劇情大綱 導正方式 

素媛 

 
 ( 圖十七資料來

源，取自
http://www.springyt.t
op/article/1EE2F052
0028EAB0.html  ) 

8 歲的女童，在上學途中慘遭

攻擊，雖然幸運保住小命，

下半身卻嚴重受傷，一輩子

都得依靠人工肛門過日子。   

媒體的過度報導都是對被害

者的二度傷害，電影裡的爸

爸並不是真正的兇手，卻因

媒體的誇大報導與眾人的輿

論下而被冤獄。 

藉由電影讓全世界知道並

注目如此殘暴的性侵冤獄

事件並引發許多人士申訴

於學童上下學路上的安

全。 

 

神秘肌

膚 

 
 ( 圖十八資料來

源，取自

http://endlessfly.pi
xnet.net/blog/post/
33955396-  

男孩們在 8 歲時，被其棒球

教練強姦後成長的過程。在

片中，強姦者未被妖魔化，

觀眾因覺得他討喜而感到驚

訝，甚至感到恐怖。 

因為電影中的小男孩，都在

年幼期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創

傷而導致長大後價值觀扭

曲。 

藉由分析兩少年性格的截

然不同，訴諸幼時被性侵

的青少年的身心發展。 

 

聖文生

男孩 

 
(圖十九資料來源，

取自

http://www.imdb.co
m/title/tt0106473/   

加拿大的聖文森特天主教孤

兒院，教會神父對孩子們進

行性虐待。這個事件浮出水

面後警方開始進行調查，醜

聞才得以公布於眾。 

在電影中，大家雖然知道神

父的惡舉，卻選擇了沉默而

置之不理，呈現社會中人性

的黑暗面。 

由電影揭發神籍人士對孤

兒的性侵及虐待。 

 

神之地

沉默 

 
 ( 圖二十資料來

源，取自

http://www.imdb.co
m/title/tt0106473/ ) 

紀錄了羅馬教廷和自有牧師

以來就有的各種未成年人性

侵事件。 

片中有許多聾啞人士承認自

己年少時曾被神父性侵。 

除了要揭露其庇護醜惡的事

實，更重要的是防止更多的

傷害。 

揭發神籍人士利用宗教性

侵聾啞兒童。 

 

﹙ 資料來源：本組製作 ﹚ 

http://www.springyt.top/article/1EE2F0520028EAB0.html
http://www.springyt.top/article/1EE2F0520028EAB0.html
http://www.springyt.top/article/1EE2F0520028EAB0.html
http://endlessfly.pixnet.net/blog/post/33955396-%E7%A5%9E%E7%A7%98%E8%82%8C%E8%86%9A-mysterious-skin
http://endlessfly.pixnet.net/blog/post/33955396-%E7%A5%9E%E7%A7%98%E8%82%8C%E8%86%9A-mysterious-skin
http://endlessfly.pixnet.net/blog/post/33955396-%E7%A5%9E%E7%A7%98%E8%82%8C%E8%86%9A-mysterious-skin
http://www.imdb.com/title/tt0106473/
http://www.imdb.com/title/tt0106473/
http://www.imdb.com/title/tt0106473/
http://www.imdb.com/title/tt010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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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弱勢者人權的維護需要大家多爭取 

 
        《熔爐》電影中的經典台詞：「我們的失敗不是證明了我們的無能，而是

證明了這座城市的顏色，是黑的。」從劇情中讓我們瞭解到這個社會的黑暗

面，人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傷害無辜的人，甚至造成不可抹滅的創傷，人性

的自私以及醜陋，在這部電影裡皆呈現出來，讓人看了覺得沈重不已。當然，

有黑暗的人當然也有善良的人們，這些善良力量會因為他人的境遇而忿忿不

平，亦或是伸出援手。 

 
        在現今社會上，弱勢人權仍是大眾容易忽視的一環，常常能電視新聞報導

中看到，弱勢族群被如何不公平的對待，甚至施與虐待，一件又一件的案例層

出不窮，讓人看了也忍不住憤怒起來。人人生而平等，不應該因為他們是弱勢

族群而如此對待他們，我們應該好好的去省思，如何維護弱勢者的權利，去保

護他們免於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例如現在許多大眾交通工具，設有博愛座，專

門提供給年長者亦或是孕婦，或是制定法律保障弱勢團體，這些都是針對弱勢

族群的一種保障，我們應該善待弱勢者，為他們爭取更多的保障。 

 
二、臺灣性侵害防治法的建議修改方向 

 
     《熔爐》票房佳績也迫使本案重審，南韓政府甚至修正性侵害防治法，新法

被稱為《熔爐法》。在比較各國性侵害法律的過程中，本組發現我國與各國在

刑罰上有非常大的不同，臺灣的性侵害防治法所規定的刑責，和韓國、美國佛

羅里達州、新加坡相較是較輕的，進而導致犯罪率無法降低，希望相關單位予

以重視。 

 
其次，臺灣針對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的性侵害防治法不夠完善，導致性

侵害案例有增無減，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性侵身心障礙者，臺灣必須要積極

面對這個問題，才能減少這種情況。韓國藉由此部電影，將相關法律重新修

改，或許這就是我們還需要學習的地方。 

 
        看完《熔爐》這部電影，更讓我們瞭解到，縱然法律上有性侵害防治法，

但是，卻常常因為證詞不足，司法人員被收買而貪污，導致只讓罪犯受到短短

幾個月的法律責任，更有許多因此獲得無罪審判，使得被害人身心受到嚴重創

傷。我們認為臺灣也應以此為借鏡，應該好好的修改法律，譬如讓這些罪犯受

到更為嚴厲的懲處，例如：化學去勢等。而不是單單監禁幾個月的時間，相信

如果能好好的去修改法律，將會有更少的受害者出現。 

 
四、善用媒體可成為導正社會之力量 

 
        隨著時代的日新月異，網路無遠弗屆，我們得以運用許多管道來取得各種

資訊，例如 : 電影、電視、音樂、雜誌等，而這些媒體都與大眾的生活息息相

關。例如，如果不經意在網路的新聞報導上，閱讀到有關性侵的案例，一般人

沒有這種實際經歷，就不會特別關注以及深入瞭解，所以一切都只是淺識而

http://www.juzimi.com/ju/967591
http://www.juzimi.com/ju/96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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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但是如果可以善用媒體力量，就可以大大提高群眾的關注，進而成為導正

社會的正義力量。例如本組在表五：曾經導正社會的媒體力量分析表中提及

《素媛》、《神秘肌膚》、《聖文生男孩》、《神之地沉默》等電影，都曾因

為相關劇情而揭發社會深層問題，引發大眾的關注及討論。 

 
         目前最新實例：「女星艾莉莎米蘭諾日前在推特上發起『Me Too』運動，

呼籲女性表明自己曾遭受性侵或騷擾，藉此提高對女性遭傷害的警覺，迅速獲

得熱烈迴響。」(顏伶如，世界新聞網)這就是善用媒體『轉發』的力量，藉由

『轉發』能讓更多人瞭解並取得資訊，成為導正社會的一個新興力量。 

 

      《熔爐》電影中的旁白字幕提到：「我們一路奮戰，不是為了能改變世界，

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要維護正義而發聲，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至

少要能保持自己的一顆赤子之心，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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