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10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辦理中輟替代役男輔導知能研習 

校園性別事件案例及 
相關法規說明  

沈宜純 

100.01.03.高職狼師「獎勵」考好 猥褻女學生.flv


一、性平相關法規－－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  

      93.06.23./99.05.26./100.06.22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94.06.13./101.10.24 

（三）性別工作平等法91.01.16//100.01.15. 

（四）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91.03.06./97.07.11. 

（五）性騷擾防治法94.02.05/98.01.23 

（六）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95.01.25. 

（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86.01.22/100.11.09. 

（八）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 

      86.07.21./94.08.08 

性騷擾的案例(男襲胸1秒陪3.6萬).ppt
性別工作平等法案例.ppt


（九）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94.03.30./100.02.10./101.05.24. 

（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92.05.28/100.11.30.(修正之第 15～17、29、76、 

         87、88、116 條條文自公布六個月後施行，第 25、26、90 條 

         條文自公布三年後施行。)  

（十一）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施行細則93.06.03. 

（十二）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 

        93.04.08./94.03.28. 

          



(十三)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84.08.11./96.07.04. 
(十四）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 94.07.28. 
(十五)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74.05.01.//100.11.30. 
(十六) 教師法 84.08.09.//101.01.04. 
(十七) 行政程序法 88.02.03./94.12.28. 
 

 



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法沿革 

一、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總統華總一 
    義字第0930011761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38條； 
    並自公布日施行。 
二、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總統華總一 
    義字第09900125131號令修正公布第 34、36 
    條條文。     
三、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 
    字第10000131071 號令修正公布第2、12～ 
    14、 20～28、30、36、38條條文及第 
    四章章名；增訂第14-1、36-1條條 
    文；定自100年12月02日施行。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修法沿革 

一、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40038714C號令訂定發布全文29條；並自發 
    布日施行。 
二、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十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00010432C號令修正發布全文36條；並自發 
    布日施行。 
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教育部臺參 
    字第1010081429C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3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更名為：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您知道嗎？ ？ ？ 

性別平等教育法公佈(93.06.23)實施五年 

後，更促使了兩個重要的教育法規修正公 

佈：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98.11.18.  

二、教師法 98.11.23. 

增訂了狼師條款  

旗美條款.pptx


您必需要知道 

性別平等教育法公佈(93.06.23)實 

施七年後，再次修正兩個重要的教 

育法規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100.11.30.  

二、教師法 101.01.04. 

增訂了教育門檻條款 
及通報條款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ppt
教師法第十四條(101.01.04.).pptx


您一定要知道 

性別平等教育法公佈(93.06.23)實 

施九年後，再次修正兩個重要的教 

育法規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尚在立法院)  
二、教師法 102.07.10. 

增訂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情節重大時 
解聘及停聘靜候調查 
提醒：體罰或霸凌 
 



提醒：教師法第十八之一條 
             (民國102年01月23日修正) 

    教師因婚、喪、疾病、分娩或其他正當事由 
，得依教師請假規則請假；其基於法定義務出席 
作證性侵害、性騷擾及霸凌事件，應給予公假。 
    前項教師請假規則，應包括教師請假假別、 
日數、請假程序、核定權責與違反之處理及其他 
相關事項，並由教育部定之。 

 



教師法第十四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 
    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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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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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 
    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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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教師有前項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情事之一者，
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其有第十二款規定之情事，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除情節重大者
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
師，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或前項後段情事之一者
，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
應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 
 

 

 



一、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二、有第八款、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 
    理。 
三、有第三款或第十款情形者，應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後，予以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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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聘任之教師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及第 
二項後段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 
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 
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 
解聘或不續聘之教師，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 
凌行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 
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 
或不續聘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 
師。 
 

 



教師法第十四之三條 

依第十四條規定停聘之教師，停聘期間應發給半數 
本薪（年功薪）；停聘原因消滅後回復聘任者，其 
本薪（年功薪）應予補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 
在此限：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或受罰金之判決 
    而易服勞役者，其停聘    期間不發給本薪 
   （年功薪）。 
二、教師依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停聘者，其停聘期 
    間不發給本薪（年功薪），俟調查結果無此事 
    實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全部本薪 
   （年功薪）。 



教師婚外情案例 

田徑錦標賽閉幕大驚「囍」 
竹中體育老師求婚成功 
〔記者洪美秀／竹市報導〕98.02.19自由時報 

新竹高中體育老師吳佳衡昨天利用 
新竹市田徑錦標賽閉幕典禮，帶著 
婚戒向相戀03年多的女友、載熙國 
小體育老師王文芬下跪求婚，事先 
不知情的王文芬又驚又喜，學生排 
出「I Love You」的圖案，在眾人 
祝福下，王文芬害羞又甜蜜接受男 
友的求婚。 
 



    03年多前在市府舉辦的龍舟競賽場地相識，進而 
相戀的吳佳衡與王文芬，已論及婚嫁，即將在05月23 
日步入禮堂，但王文芬有意無意間提示吳佳衡從未正 
式求過婚，吳佳衡於是想到要在新竹市中小學田徑錦 
標賽的運動場上，向女友求婚。   
    吳佳衡說，王文芬是新竹市國小跳高及國中跳高 
、跳遠的紀錄保持人，是新竹市出身的體育選手，體 
育場對王文芬來說具特殊意義，於是他準備了婚戒、 
鮮花和卡片，事先就與主辦的培英國中溝通好 
，在王文芬不知情下，以優秀教練的頭銜請 
王文芬到大會司令台前，並在頒獎後出現在 
會場向王文芬下跪求婚。  

 

 
 

 
 

 



    又驚又喜的王文芬當場說不出話來，嬌羞但難掩 

幸福快樂之情，學生們排出「I Love You」的圖案， 

也高喊「擁抱、擁抱」，在眾人起鬨及大聲祝福下， 

王文芬點頭答應求婚，接受吳佳衡的婚戒，為這場 

「運動場求婚記」畫下完美甜蜜的句點。 

    最後吳佳衡俏皮擁著王文芬，比出勝利手勢，大 

聲說，「求婚成功」，兌現了女友的「求婚」請求。 



100.02.11.男教師高調浪漫求婚 婚後兩月就搞外遇.flv




外遇師終身不續聘 法條違憲 101.07.28.蘋果日報 

【劉昌松╱台北報導】《教師法》第14條第03項，明 

訂老師若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終身不得再任教職，但 

大法官昨作出702號解釋，認為該規定未給犯錯老師 

改正機會，有違《憲法》比例原則，侵害工作權，宣 

告該法條違憲，最遲1年修正。 

師婚外情被解聘 教師法14條違憲－民視新聞.flv


以柯林頓為例 

    大法官書記處長吳永宋表示，《教師法》對於教 

師涉性侵、犯罪被判刑1年定讞者，另有不得任教職 

規定，釋憲結果不會讓狼師重回校園。至於此案聲請 

人可在1年後，重新聲請回任教職，另由校方開會決 

定。 
  本件釋憲聲請人原是新竹某中學體育老師吳佳衡 

，他曾在2009年利用學校田徑錦標賽閉幕典禮，在獎 

台上向女友下跪求婚成功，婚後吳卻在擔任 

營隊活動輔導員時，和女大生發生婚外情， 

致女方懷孕墮胎。 

 



給予改正機會 
    事後校方以吳師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依《教師 
法》決定不續聘，吳終身不能再當老師。吳不滿工作 
權遭剝奪，打官司失敗後聲請釋憲。 
  大法官認為，《教師法》應明確列舉行為不檢態 
樣，至於第14條第3項「行為不檢有違師道就不得聘 
任」規定，未給犯錯教師改正機會，有違《憲法》比 
例原則，宣告違憲最遲1年失效，但建議修法訂出合 
理回任條件。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表示：「類似案例 

近10年約僅10件，廢掉影響也不大。」馮建 
議可把不認真上課等具體態樣列入法條，確 
實保障學生受教權。 





1.人(身分) 

  生  生對生  生對師  生對他人  他人對生 

  師  師對師  師對生  師對他人  他人對師 

2.事(樣態) 

  性騷擾  性侵害 性霸凌 

3.事件(定義) 

  非校園性侵害、非校園性騷擾、非校園性霸凌 

  校園性侵害、校園性騷擾、校園性霸凌 
   
 

二、何謂性別事件－－ 



性別平等教育法實施後的改變 

(一)事件 
  非校園性侵害、非校園性騷擾、非校園性霸凌 

  校園性侵害、校園性騷擾、校園性霸凌 
 
(二)處理方式的不同 
  通報＋配合社工處遇(密轉、司法、輔導）  

  通報＋配合社工處遇＋學校調查處理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定義.ppt


三、知悉事件後第一件事情是通報－－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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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應立即 

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 

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 

小時。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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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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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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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條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 

安全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 

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 

料，應予以保密。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學校違反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之一、 

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或第 

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者，應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 

    ，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證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六之一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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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或主管機關對違反前項規定之人員，應依法 
告發。  

 





五、未通報罰則：六千到三萬元 

                三萬元到十五萬 

六、未保密罰則：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一萬以上十萬元以下 

100.12.30.新北市鷺江國中校長公懲會判決書.docx
100.04.11.5教師聯名 控校長包庇校園性騷.flv


98.10.28. 公視創用 惡師性侵校長主任未通報遭彈劾.flv


20110422 公視晚間新聞 假輔導之名 師涉性侵多名女學生.flv




提醒 

先法定通報，再校安通報，24小時內 

建議單一窗口執行，避免漏報、通報內容不同 

不能因為學生或家長反對而不通報 

當事人、檢舉人之身分資料原則上應予保密，通報不
需全名，ex: 陳○○(尤其是被害人不要寫全名) 

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知悉疑似事件即通報，不需確定，就所知內容通報 

緊急處置、輔導 

通報後不一定要進行調查，通報若為校園 

  性別事件，一定要記得上網結案(回復填 

  報系統) 

 

101.02.07.18歲以上學生遭受性騷擾，非兒少保護事件，僅需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通報即可.pdf


提  醒 



校安通報系統/回復填報系統 



通報後一定要進行調查嗎？ 

下列情形通報後不用進行調查仍要召開性 
平會，方能結案。 
(一)非校園性平事件，其行為人不是校內的校長、教 
    師、職員、工友及學生。(無需至回復填報系統結 
    案) 
(二)被行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無意 
    願申請調查，也不願意接受調查。 
    1.偶發不當碰觸行為（遊戲不知節制的碰觸行為、 
      不懂事之性遊戲行為） 
    2.兩造雙方尚有親屬關係 
(三)學生被緊急安置、學生中輟、行蹤不明。 
(四)未滿十八歲之學生間合意發生刑法 
    第二百二十七條之行為者。 

 
 
 

教育部100.06.29書函(高雄市政府轉知).ppt
學校處理學生間發生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事件應注意事項.ppt
家長不提出申請調查簽復學校之通知書(建議參考格式)(沈宜純).doc
OO學年度第OO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記錄(性別事件)(建議參考格式)(沈宜純).doc


校安通報系統/回復填報系統 



校安通報系統/追蹤管理系統子網站 



四、這些數字的意義－－ 

總計 大專校院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性侵害 214 26 66 82 28 12 

性騷擾 145 39 35 44 25 2 

95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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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件數統計 

總計 大專校院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性侵害 313 24 51 189 32 17 

性騷擾 209 45 43 78 3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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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件數統計 

總計 大專校院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性侵害 387 18 104 208 33 24 

性騷擾 258 29 72 114 3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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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件數統計 

總計 大專校院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性侵害 269 12 78 133 33 13 

性騷擾 267 27 73 98 5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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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件數統計 

總計 大專校院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性侵害 897 45 387 368 70 27 

性騷擾 985 87 212 427 18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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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件數統計 

總計 大專校院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性侵害 1652 74 657 773 98 50 

性騷擾 2018 205 555 722 42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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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校園性侵害事件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 

總計 大專 

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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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09.荒唐 國中女當眾幫男同學手淫.flv


100年校園性騷擾事件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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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騷擾的定義－－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四項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 
    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具有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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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意環境的性騷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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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式性騷擾)    
 

 

性騷擾DieHandtasche.wmv
性騷擾宣導廣告.WMV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四項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 
    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具有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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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意環境的性騷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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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式性騷擾)    
 

 

性騷擾宣導廣告.WMV


性騷擾構成要件 

  性意味 or 性別歧視  (言語或行為) 
               ＋ 
      違反意願 or 不受歡迎 
               ＋ 
  被害人受到相當程度之負面影響 
 

性騷擾不一定要跟「性」或「身體」 

有關，也含括「性別騷擾」。 

 

 

性別騷擾.asf




出口成髒--語言中的性別意涵.flv


 

我們的叮嚀 
 

       在人與人的互動過程中，對於性別的論述 

或身體的碰觸，我們不應先假定每個人都和自 

己有一樣的觀點和尺度，應該要尊重別人不同 

的感受。所以即使只是輕微的動作或令人不悅 

的玩笑，只要是當事人不歡迎且違反其意願， 

都是一種性騷擾。 



綜合以上三法，性騷擾的定義說明如下： 

一、性騷擾是違反他人意願，不受歡迎的。 

二、性騷擾與性、性別歧視、性別偏見有關。 

三、性騷擾會影響他人的生活，人格尊嚴。 

四、性騷擾不限肢體碰觸，言語、敵意環境、 

    過度追求、逼近、尾隨追蹤亦屬之。 



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三項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 

            犯罪之行為。 

 
 

 

六、性侵害定義－－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 
    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 
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未成年人）、第二百二十八 
條（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第二百二十九條（詐 

術性交罪）、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強盜結 

合強制性交）、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海盜結合強 

制性交）、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擄人勒贖 

並強制性交）及其特別法之罪。 
    本法所稱加害人，係指觸犯前項各罪經判 
決有罪確定人。 



性侵害構成要件 

         性交 or 猥褻行為 

               ＋ 

     違反意願 or 未滿16歲 
 

我國刑法規定16歲以上
(含16歲)才有性自主權 



刑法第十條第五項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 

行為：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 

    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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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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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二二條（加重強制性交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十四歲以下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心神喪失、精神耗弱或身心障礙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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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二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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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二五條  （乘機性交猥褻罪）  
    對於男女利用其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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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男女利用其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身心障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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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二七條（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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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00.07.19.國中生男男性侵 校長辯稱你情我願 .flv


刑法第二二七之一條（未成年人）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
除其刑。  

 





刑法第二二八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 

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 

、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性猥褻 (大法官第617條解釋) 

所謂猥褻，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其 

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 

述聯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 

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為限 

（本院釋字第四０七號解釋參照），其意義並 

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 

確性原則尚無違背。  



資料取自： 
教育部發行 
「報乎你知 教
育人員對性侵
害或性騷擾的
基本認知」 
第14頁 



性侵害的樣態 

一、強制性交(刑法第十條) 

二、強制猥褻(大法官第617條解釋) 

三、與十六歲以下之男女合意性性交 

        (刑法227條) 

 

與十六歲以下之男女合意性(女師對男生).pptx


七、性霸凌的定義－－ 

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五項 
(五) 性霸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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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6.07.防止性霸凌 罵「娘砲、死Gay」最重退學.flv






八、調查處理程序－－ 

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 

性霸凌事件調查處置流程圖 

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調查處置流程圖.doc
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調查處置流程圖.doc
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調查處置流程圖.doc




九、共勉代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