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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所指校園性平案件
�適用性平案件之對象

�學生V.S.學生

�學生V.S.校長

�學生 V.S.教職員工

�發生事件類型

�性騷擾

�性霸凌

�性侵害（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指性侵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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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說明—性別平等教育法
�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規定適用對象：指性侵害或性騷擾，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注意：

校園性平事件適用係以身分區辨

與發生時間或場域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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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相關法規
� 性別工作平等法（91年3月8日施行）
� 性別平等教育法（93年6月23日施行）
� 性騷擾防治法（95年2月5日施行）
三法定義並不相同，
適用上極易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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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三法區辨
�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工作權）：雇主性騷擾受
僱者或求職者；受僱者執行職務期間被他人騷擾。
（向被害人雇主申訴）

� 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受教權）：性騷擾事件之
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
方為學生者。（向加害人行為時所屬學校申訴）

�性騷擾防治法（保障人身安全）：上開二法以外
之性騷擾者（但媒體責任及性騷擾罪除外）。
（向申訴時加害人雇主申訴）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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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之定義

�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
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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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與性侵害區辨
�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至229條所
定之罪。

�性騷擾防治法所稱之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
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交換式性騷擾或敵意環境性騷擾
之行為。

�性騷擾與強制猥褻、乘機猥褻、利用權勢猥
褻不同，實務上常生區辨爭議。

2016/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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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何謂性行為?

�一、性交行為

�二、猥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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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行為：

� 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行為：一、以性器進入他人性器、肛門或口腔之行為（性器交、肛交、口交）二、以性器以外的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異物交）。

猥褻行為：

�1.即姦淫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
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

�2.凡在客觀上足以引誘他人性慾，
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者。

---即性交以外之一切色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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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
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22：加重強制性交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
人犯

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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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

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

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24：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
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
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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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之1：加重強制猥褻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
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227：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
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
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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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乘機性交猥褻罪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
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
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
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
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
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之定義
�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敵意環境式性騷擾）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交換條件式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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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性騷擾事件行為人之刑事責任

�強制觸摸罪(告訴乃論)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
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
行為。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
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
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
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 亦即：以身體外表、性別氣質、性取向、性特徵作取
笑或評論的行為；或是以性的方式施以身體上的侵犯。

�有關性或身體部位的嘲諷、評論或譏笑。例如：講黃色
笑話、拿女同學的身材開玩笑、傳閱與性有關令人厭惡
的紙條、以性的方式摩擦或抓重要部位

�或是對性別取向的譏笑，例如：取笑同學娘娘腔或男人
婆。

20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霸凌」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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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平事件處理程序
21

22

申請調查/檢舉階段處理流程

�申請人（被害人、家長）/檢舉人（知悉者）
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調查或檢舉職員工之性別事件向人事室提出
申訴

�緊急先以口頭/電話聯繫

�填寫校內紙本通報單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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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責任
�學務處：

�24小時內進行行政通報（教育部校安系統）和責任

通報（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 性侵害事件（含疑似）使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傳真通報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 未滿18歲，疑似性騷擾事件，使用「家庭暴力與兒童少年保護事件通報表」傳真通報社政單位或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如已滿18歲之人非兒少之疑似性騷擾事件，無須進行社政通報。
� 通知校長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政事宜
� 呈報性平會主任委員（校長），擇日召開性平會

�輔導室：啟動對當事人之輔導

23

24

違反通報責任之行政裁罰

�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立即按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直轄市、縣（市）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知悉疑似性侵害事件之教育人員應立即於24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通報。」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54條）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14條 ）

� 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性平法21條第2項）
� 如有違反上述之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性平法36條第3項）
� 如未依通報規定進行通報，致再度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應依法予以解聘或免職。（性平法36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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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問題探討實務問題探討實務問題探討實務問題探討1.1.1.1.受不受理受不受理受不受理受不受理？？？？受理受理受理受理 不受理不受理不受理不受理2.2.2.2.由哪個單位主辦由哪個單位主辦由哪個單位主辦由哪個單位主辦？？？？事件事件事件事件管轄管轄管轄管轄機關機關機關機關 事件管轄學校事件管轄學校事件管轄學校事件管轄學校3.3.3.3.若要移轉管轄權若要移轉管轄權若要移轉管轄權若要移轉管轄權，，，，依據哪個法條依據哪個法條依據哪個法條依據哪個法條？？？？該注意那些事情該注意那些事情該注意那些事情該注意那些事情？？？？4.4.4.4.主辦單位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事主辦單位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事主辦單位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事主辦單位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事？？？？5.5.5.5.如何組調查小組如何組調查小組如何組調查小組如何組調查小組？？？？6666....啟動調查前啟動調查前啟動調查前啟動調查前，，，，被申請調查人要不要被申請調查人要不要被申請調查人要不要被申請調查人要不要停職停職停職停職接受調查接受調查接受調查接受調查？？？？依據何法依據何法依據何法依據何法？？？？

調查或檢舉流程
�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先判
斷是否受理

�是否為校園事件，如否：
�3日內決定是否受理，如：

� 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 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 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敘敘敘敘明理由明理由明理由明理由，，，，20202020天內通知申請人或檢舉天內通知申請人或檢舉天內通知申請人或檢舉天內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不受理人不受理人不受理人不受理
�如無管轄權：
�本法29條第2項事由，必要時得由性平會指派委員
3人以上組成小組認定之。20日內以書面通知原申
請人/檢舉人是否受理。

�申請人或檢舉人接獲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
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申復。

26

7777日內通知有管轄權者日內通知有管轄權者日內通知有管轄權者日內通知有管轄權者
通報權責單位處理通報權責單位處理通報權責單位處理通報權責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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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平之移送流程

�3日內送交性平會決議是否受理

�性平會得指定或輪派委員組成三人以上之審查
小組決定

�除29條第2項外，3日內移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決定是否受理

�無不受理情形→決議受理

�有不受理情形→決議不受理

�申請人/檢舉人得於20日內提出申復

27

決議受理後應注意有無教師法第
14條第6項之適用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服務學校
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服
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一項第八款：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第一項第九款：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且情節重大。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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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調查或檢舉學校之法律規定

�申請人（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檢舉人（知悉者）

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申請調查

或檢舉

�行為人為學校首長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

�如案件發生時，雙方當事人已調校，則由事件發生時
行為人所在學校進行調查。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與行為人現所屬學校不同者，應

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被通

知之學校不得拒絕

�行為人在二人以上，分屬不同學校者，以先受理申請

調查或檢舉之行為人所屬學校為事件管轄學校，相關

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29

3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處理流程
�調查與處置調查與處置調查與處置調查與處置：：：：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將性平調查報告提送學
校→獎懲單位決定獎懲結果

�教師：
�性侵害事件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性騷擾送交考績委員會/教評會/人評會懲處

�學生：送交學生獎懲委員會懲處
�申復申復申復申復::::申請人或檢舉人接獲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

�後續追蹤輔導後續追蹤輔導後續追蹤輔導後續追蹤輔導：：：：如加害人轉換學校，知悉後一個
月內通報加害者新任職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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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階段
�性平會決議是否受理本事件性平會決議是否受理本事件性平會決議是否受理本事件性平會決議是否受理本事件

�是→就本事件進行調查，通知檢舉人/申請調查人

�否→不受理，敘明理由，通知檢舉人/申請調查人

�決定是否組調查小組決定是否組調查小組決定是否組調查小組決定是否組調查小組

視具體個案決定是否組調查小組

�撰寫調查報告撰寫調查報告撰寫調查報告撰寫調查報告

�有組調查小組：由調查小組撰寫性平事件調查報告
建議，性平會決議是否同意

�未組調查小組：由性平會進行決議，將會議決議內
容形成調查報告

31

調查報告內容
� 調查報告內容應包括

�申請調查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或檢舉之敘述。
�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被申請調查人、申請調查人、證人與相關人士之陳述及答辯。
�相關物證之查驗。
�事實認定及理由。
�處理建議。（性平法施行細則第17條）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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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小組之組成

�調查小組成員

�三或五人，必要時部份得外聘。

�小組成員女性人數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具備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

�應注意迴避原則：

雙方當事人之輔導人員及參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性

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

作。

33

調查期間及性平會處理程序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
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
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後，需撰寫調查報告建議書，如查
證屬實應提懲處建議。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
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

�學校或主管機關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之代表列席說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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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期間行政協調—人員出席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行
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
供相關資料。

�行為人不出席而無正當理由者，由學校報請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連續處罰至其
配合或提供相關資料。

35

36

調查期間之保護措施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應告知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其得主張之權益及
各種救濟途徑，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理

�提供心理輔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

�對檢舉人有受侵害之虞者，並應提供必要之保護措施
或其他協助。

�前項心理輔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學校或主管機
關得委請醫師、心理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
員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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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期間之保密措施
�所有參與人員含性平委員、調查小組、接受詢問的當事
人均需填寫保密同意書。

�學校或主管機關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
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
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人員
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
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
之。

�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
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量者外，應予保密。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37

事實認定之依據

�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

認定，應依據其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

調查報告。

�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應審酌各級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

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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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法源依據
（教師法第14條）

參考附件

40

加害人為教職員工之懲處

事件成立情節輕微者：
�應命加害人接受心理輔導
�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情節重大者：
�除得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懲處外，並得再依上述規定為相關處置。
�教師法第14條及附件之規定
�學校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代表
列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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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害人為學生之懲處建議
�情節輕微者：

�應命加害人接受心理輔導
�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性平法第25條§

�情節重大者：

�依校規申誡、記過、留校察看、退學
�學校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代表列席說明。

申復-性平法第32條

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三項處理之結
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
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
關申復。
前項申復以一次為限。
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
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
據時，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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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不服之救濟-性平法第34條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之申復結果不服，
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下列規定
提起救濟：
一、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依教師法之規定。
二、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職員及中華民
國七十四年五月三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未
納入銓敘之職員：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

三、私立學校職員：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四、公私立學校工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五、公私立學校學生：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

教師遭決議解聘後如何救濟﹖

•申訴→再申訴→訴願→行政訴訟
•申訴→再申訴→行政訴訟
•申訴→訴願→行政訴訟
•直接訴願→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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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736號解釋（教師）

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教師認其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因學校具體措施遭受侵害時，得依行政訴訟
法或民事訴訟法等有關規定，向法院請求救濟。教師法第
三十三條規定：「教師不願申訴或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
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
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僅係規定教師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時之救濟途徑，並未限制公立學校
教師提起行政訴訟之權利，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釋字第736號解釋（學生）

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
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
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
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
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
訴願及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四十一年判字第六號判例，與
上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以符憲法保障人民受教
育之權利及訴訟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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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684號解釋（大學生）

�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
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
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
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
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
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
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
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
解釋應予變更。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