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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本研究透過資料的分析與研討，初步描繪出中學校園在執行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時困境的樣貌，並探討通報工作及「性平會」的

現況與困境，以及青少年受環境因素所造成的影響。研究發現學校缺

乏法律認知，而多僅重視上級函文；在通報工作上仍有隱匿未報之現

象，以及人員異動頻繁、相關傳承及協調工作都無法落實；在校園中

性別平等議題不受重視，性平委員乏人問津，「性平會」業務未設置專

人，也因無法明確分工造成組織內的部門衝突；家庭教育弱化影響孩

子的性平價值，媒體未能善盡教化功能，反使社會充斥對性別議題的

迷思。此外，網路的發達對學子的性平觀念有不良影響，而且目前政

府對於媒體及網路的管理作為尚不明顯。 

    對於如何讓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落實，提出兩方面的建議：

對政府部門的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重視法令的執行與宣導、應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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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相關法治教育宣導、鼓勵同仁受訓及參與並建立學校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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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preventive work of sexual assault or sexual harassment on 

secondary school campuses by means of data analyses and research; 

announcement work as well as the current condition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committee will be investigated; impacts that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on teenagers will also be further examined.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schools lack legal recognition, and most 

of them only emphasize the official documents from the superiors. 

Meanwhile, concealment of announcement work, frequent personnel 

changes, failure to hand over and coordinate works all result in problems. 

Besides, gender equality issues are not taken seriously on campu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committee is not equipped with any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 a lack of clear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leads to conflict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weakening of the family functions affects 

children’s values; the media fails to fulfill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so that 

the society is full of gender myths.  

In addition,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lso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students’ concepts in gender equity while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little to 

do with management of the media and the Internet so far. The study 



proposes suggestions of how to implement prevention work of sexual 

assault and sexual harassment in two aspects: As far a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concerned, law enforcement and advocacy, first of all, 

should be put more emphasis on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of 

district resource centers need integrating. Second of all, advocacy and 

encouragement had better replace punishment for not being informed. 

Third of all, community resources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parent-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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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attention to problems of media pornography and Internet crime. A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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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論 

近年來我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層出不窮，使校園的管理與安全問題都

面臨極大的質疑，再隨著資訊媒體的發達，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易受矚目

的壓力下，各校如何處理此類事件及如何落實防治政策已然成為社會關切的課

題。本章將依下列順序分別敘述：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節、文獻

探討與名詞釋義，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第四節、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自 2004 年《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公布實施後，我國成為

少數設有專法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的國家，也讓長期不在台面上討論的性平議題有

了劃時代的意義與作法，本文擬以《性平法》中最受矚目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防治議題做為研究方向，希望藉由學術論文的撰寫，讓筆者長期以來關注此議題

在校園的執行困境，能做一個清晰的釐清。 

壹、研究動機 

筆者是學校的軍訓教官，亦長期擔任生活輔導組長的職務，服務學生及家長，

協助並處理學生的問題是最主要的工作。但是，2007 年 5 月間處理學生的疑似性

侵害或性騷擾案的過程，使個人深深地感受到學校的教職同仁及學生家長，對於

學生的性平議題缺乏認知，也讓個人重新去檢視《性平法》所規範，與學校教育

場域所展現的落差。 

那是連續一個多月惡夢的開始。導師辦公室不同於平日的安靜，因為有兩位

學生家長在導師辦公室起爭執，起因是學生上課時玩遊戲，玩鬧中提到輸的人要

脫一件，R 女同學只是作勢要脫，W 男同學卻順勢將其衣服全拉開，這不只是件

性騷擾案，也涉及任課老師的班級經營問題，正思索如何向家長溝通時，導師卻

爆出近日班上學生間傳遞該 W 男同學的手機，其中有 R 女同學脫光洗澡的畫面，

之後得知該影片已多人傳閱，所幸當時不流行 PO 上網路分享。乍聞此言，當下

R 女同學的家長幾近崩潰，立即要求學校派人陪同至醫院檢查，當時事件已經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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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學生糾紛變成嚴重的疑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筆者與學校的輔導組

長分別負責男女方家長，而學務主任認為兩性問題是輔導處的業務，所以只交代

我們處理就走了，輔導主任到場關心後告知 R 女同學家長，這案子要向學務處提

出申請，再送到本校的「性別平等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調查，過程至

少要一個月甚至更久，並表示他和學務主任一樣都是性平委員，所以他們是不能

介入，並拿了張申請表給學生家長，也告知家長筆者是受理單位。所以，當下學

校的處室主任都走了，只留下劍拔弩張的學生家長、兩位不知如何處理後續的組

長及一位惶恐不知所措的 W 男同學。 

R 女同學的母親對於事件的發生已十分難過，加上學校主任提醒她，案子要

經過申請後再移交至「性平會」討論，當下她覺得十分委屈。認為身為被害人及

家屬為何還要忍受冗長的時程，想像這些過程都令她感到沮喪，並表明要找警方、

民意代表、甚至要找媒體來處理。過程中，讓筆者深深感受到，如能向家長妥適

說明，並讓學生及家長對學校信任是最要緊的程序，卻也是學校時常疏忽的。事

件被爆發的當日，氣氛是充滿著指責、憤怒及無奈，當下筆者感覺，學校對學生

及家長幾乎是無所助益。 

隔日起，對筆者而言又是一連續的折磨。當向主任們說明、向校長報告，他

們近乎一貫的用詞：「好好處理，不要上媒體」；詢問學校不是有「性平會」嗎？

主任卻說：又沒提出申請。筆者也提醒校長依法要通報，學校也應主動調查，得

到的結果是，生輔組長就是性平委員，所以「性平會」已有處理，通報部分因為

目前狀況不明等筆者釐清後再說。折騰了近四十天後，家長找律師協商用錢解決，

兩位同學也如同一般學校處理經驗一樣，各自轉學到外地，而學校「性平會」也

沒依法將輔導資料轉送，以利他校後續輔導。 

當時筆者明白依《性平法》輔導者不能介入處理，反之亦然。雖然規定如此

清楚，當面對事件處理時，筆者不單是受案單位、調查人員、又要兼任輔導者，

而且還是代表「性平會」的性平委員。這讓筆者認為，學校在執行《性平法》所

規定的作為時，有些是違法的（如未依時通報）、有些是合法但不見得合宜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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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者不能介入處理，造成人力不足）、更多的是遊走在《性平法》的模糊邊緣（如

學校的整個處理程序及考核）。 

本文希望藉由檢視相關文獻資料，審視學校執行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

情形，讓學校在執行《性平法》時的困境呈現，並期待能為學校執行此一工作時

提出可實施的建言與方向。 

貳、研究目的 

在台灣，有相當多數的性侵害或性騷擾的事件發生在校園，不同於歐美社會

以開放態度加以討論並力求解決之道，我國對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問題多趨

於保守隱晦，學校人員也害怕處理相關問題。直到近年來，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的事件多次在新聞版面出現，並在學生社團、婦女團體及其他社會運動社團的呼

籲及要求下，政府開始正視，教育部也在 1997 年頒行「教育部兩性平等教育委員

會設置要點」成立「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1（以下簡稱「兩平會」），同年再頒行

「兩性平等教育實施方案」及「各級學校兩性平等教育實施要點」2，希望學校能

逐步地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並營造無性別歧視的教育環境。同時，也舉辦各項研

習，希望學校能透過兩性教育的推展，能確實地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各校多依規定成立「兩平會」，學校也加派相關人員參加研習。無奈，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並未減少，反倒因為性別平等意識提升及身體自主權概念普及

後，過去隱晦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不再被容忍，部分大專校園不斷地爆發

此類事件，學校的處理機制也不斷受到質疑。教育部為表明積極面對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問題之政策態度，於 1999 年再頒行「大專院校及國立中小學校園性騷擾

及性侵犯處理原則」3，明確地指示各級學校要依原則處理有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的案件，只是這幾年來除了在校園中兩性議題被注意外，對於防制性侵害或性

騷擾的工作多付之闕如。 

                                                 
1 函文文號為：1997 年 3 月 21 日台（八六）訓（三）字第 86025778 號函。 
2 函文文號為：1997 年 7 月 19 日台（八六）訓（三）字第 86081562 號函。 
3 函文文號為：1999 年 3 月 10 日台（八八）訓（三）字第 8802300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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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兩平會」開始，推動者請學校的輔導系統配合，輔導單位自始就成了兩

性議題的處理單位，其他處室的人員多是配合參加研習。筆者當時多有參與，發

現絕大多數的與會人員多不清楚後續的工作為何？而且，參與研習的成員多是不

斷地重複研習。從「兩平會」到「性平會」的起始都由輔導單位負責，因為執行

上缺乏責任分工的落實，甚至造成學校執行通報工作時的迷思、及「性平會」業

管單位歸屬何處室的衝突。 

一直以來學校都是按教育部的函文辦理兩性平等教育，直到《性平法》於 2004

年 6 月 23 日總統令公布施行後，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自此之後有了法律依據，並

彰顯出我國政府重視性別平等教育的政策立場。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及功能應在

法律通過後，讓學校成員觀念更加清晰、工作更加落實才是。但是，在學校成員

普遍缺乏法律認知下，《性平法》所規定的內涵學校普遍無法落實，尤其是學校的

組織文化對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所造成的影響。 

兩性平權的觀念漸漸散布後，校園性騷擾事件也逐漸被披露出來，過去長年

來在檯面下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逐漸地朝向公開化。尤其是，1999 年 5

月台科大爆發了教授強吻女學生的校園性騷擾事件，本案在學生訴諸媒體後受到

社會極大的矚目。期間，校方處理過程不但冗長且缺乏專業，使被害人遭受到二

次傷害，社會上普遍質疑校方的公正性，對於學校的處理程序及能力充滿著不信

任。本案導致教育部遭監察院糾正，教育部也檢討該校的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

理程序，並開始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防治及處理做為學校落實性別平等

教育之重點檢視（黃囇莉、畢恆達，2002：95-96；蕭昭君，2004：5；鍾宛蓉，

2007：1-2）。在相關校園案件中，被討論的多為大專院校的個案，大專生多已成

年，且學校相關的行政資源也較多，反觀檢視國、高中學校的性平議題，學校幾

乎都是被動地去重視。此外，性別平權的觀念，與學生的價值觀、家庭的教養與

關係都有密切相關，而且極受傳播媒體深遠的影響。 

總言之，筆者希望透過資料的整理、歸納及分析，綜理出防治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工作的困境，以做為給相關單位的建議及未來研究之參考；故本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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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列幾點：  

一、檢視法規層面的立法過程及內涵，探討學校在法規面如何看待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政策。 

二、探討法律通報、校安通報機制及執行狀況，以瞭解學校執行性侵害或性

騷擾防治政策時的困境。 

三、檢視學校的組織文化，探究校園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時，處室

之間未能落實分工所造成的影響。 

四、審視社會性平議題價值的形塑，並探討青少年、家長的觀念與傳播媒體

對校園落實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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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名詞釋義 

本研究關注的議題是校園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的困境，這其中多以

《性平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以下簡稱《細則》）及《校園性侵害及

性騷擾防治準則》（以下簡稱《準則》）所規範應執行的工作為準。因此本節將就

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相關的學位論文探究起，並由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現況

說明，及從青少年的犯罪預防及校園的危機處理角度分析，以鋪陳出本研究的理

論背景。 

壹、文獻探討 

 一、相關學位論文之探討 

從許多的新聞報導都可看到，原本寧靜的校園不斷地傳出性侵害或性騷擾的

案件，教育主管機關也不斷地疾呼，請各校要重視校園性騷擾、性霸凌甚至於性

侵害的嚴重性，及落實《性平法》等相關法令規範。但是，各級學校似乎沒能配

合且加以重視與落實，這部分是很令人擔憂的。 

為瞭解校園中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相關議題，及做為筆者論文主題之參考，筆

者就《性平法》於 2004 年通過後的相關論文資料，收集與《性平法》、校園性侵

害及性騷擾的相關文獻做回顧，以瞭解我國政府在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工作

上之政策要求，以及此議題在校園中呈現的樣態，相關文獻的討論範圍與議題焦

點如表 1-1，並簡述如下。 

鍾宛蓉（2007）因本身為律師，有感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各

校在處理的過程中往往有不熟稔法律規範、及缺乏調查技巧等問題，而這些問題

也往往造成當事人及關係人的權利受損。所以，她以《性平法》為核心，用法律

人的角度探討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注意之事項，也就是除了要有法

律做為依據之外，也要考量處理作為之正當性。 

韓宏杰（2007）認為我國對性騷擾議題相當重視，所以透過各項立法加以保

護與約束，但是性騷擾普遍有定義不清的問題，要落實在校園的防治工作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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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產生諸多疑難。所以，他先透過對性騷擾的定義，再審視《性平法》的規範與

精神，最後透過訪談的方式，綜理出落實《性平法》及處理校園性騷擾事件時可

能遭遇的困難。 

李國芳（2008）認為《性平法》所規範的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必須要在學校

建立起配合的體制，並在政策執行方面也要有更明確與周延的規範才能落實。此

外，也認為校長除了是學校行政首長外，更是「性平會」的主任委員，《性平法》

規範的政策校長是主要的執行者。所以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學校校長政策

執行的狀況，及影響政策執行因素，以瞭解《性平法》所規範的性別平等教育政

策在學校的執行狀況。 

蔡婉瑜（2008）有感於校園性騷擾事件頻傳，即使身為教師也難以置身事外。

為預防校園性騷擾事件的發生，各校都依法設置性騷擾防治機制並廣為宣導，但

身為學校的成員及肩負教育學生的教師們，對這些防治機制通常不清楚。所以用

問卷調查法的研究方式，以自編的問卷對台南市公私立小學的教育人員蒐集資

料，探討國民小學教師於工作期間遭受性騷擾的狀況，及其對於各校訂定的《工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認知。 

張健昇（2008）因為有感於社會上性騷擾事件頻傳，以及校園間如果發生性

騷擾事件，往往被媒體披露後都有可能變成校園危機，也會對學校造成負面的評

價與校譽損傷。所以，他以自己服務的學校為討論範圍，並運用文獻探討、問卷

分析及個人實務工作經驗的方式，說明性騷擾事件預防的重要性，及校園面對性

騷擾這類型之危機事件時該如何處理與因應。 

楊素月（2008）是新店市五峰國中的教師，她有感於國中階段的青少年，正

面臨身心急劇的變化，對性別議題又特別好奇與敏感，加上在校園中性騷擾的言

論與行為又常常出現。因此，她藉由自製的「國中校園性別友善現況調查問卷」

對新店市 4 所國中學生施測，進而探索國中學生所經歷到的校園性騷擾現況，以

及學生們的相關認知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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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相關學術論文一覽表 

作者/年份 論文題目 論文討論焦點及範疇 

鍾宛蓉 

（2007） 

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正當法律程序之

研究─以性別平等教育

法為核心 

聚焦在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

應注意的法律問題。範圍上多以各種法令

為依據，探討的問題也多以法律專業的角

度加以說明與分析。 

韓宏杰 

（2007） 

我國校園性騷擾處理相

關法制之研究 

聚焦在校園性騷擾的定義，及依據《性平

法》處理性騷擾事件時所遭遇到的困難。 

題目雖限縮於校園性騷擾議題上，但實際

範圍包括了《性平法》的落實議題，並在

訪談過程中限縮範圍於中小學校園。 

李國芳 

（2008） 

國民小學校長執行性別

平等教育政策現況之研

究－以高高屏地區為例 

聚焦在小學校長落實《性平法》所規範的

相關議題。討論議題的範圍相當廣泛；就

討論對象而言，僅限高高屏地區及國民小

學階段，且主要的討論對象為校長。 

蔡婉瑜 

（2008） 

台南市國民小學教師職

場性騷擾調查研究 

聚焦在小學教師於校園內遭受性騷擾的

情形及對學校訂定防治機制做探討。範圍

僅台南市地區及國民小學階段，且主要的

討論對象為教師。 

張健昇 

（2008） 

高職師生間性騷擾危機

管理之研究-以國立淡水

商工為例 

聚焦在校園發生性騷擾事件時，可能引起

的校園危機管理問題。討論對象限縮於淡

水商工，並以媒體對校園危機造成的可能

影響，討論學校與新聞媒體互動的方式。

所以在議題上除了校園性騷擾外，也有校

園的危機管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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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續 相關學術論文一覽表 

作者/年份 論文題目 論文討論範疇及限制 

楊素月 

（2008） 

台北縣新店市國民中學

校園性騷擾構念之實徵

研究 

聚焦在國中學生對性騷擾事件的認知與

感受。 

討論對象限縮於新店地區 4 所國中，並就

校園中性騷擾的現況加以檢視與分析。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備註：因《性平法》為 2004 年通過，故只討論 2004 年之後的學術論文。 

 

經探討以上論文後，筆者發現多數研究者大多只針對單一學校的狀況或師生

的性騷擾議題做討論，這除了讓性侵害這嚴重的課題容易被忽視外，也讓真正執

行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性平會」鮮少有被討論的機會。此外，在所有的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案例中，受害者年齡多集中在 12-18 歲，在學制上應該為中學階

段，所以筆者認為本文討論的主題應涵蓋中學校園為宜。雖然文獻回顧中，沒能

討論法律責任通報及校安行政通報的課題，但筆者認為通報是處理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時的重要起點，實有加以說明之必要。另外，討論防治政策的落實與

否，不應該只討論學校內部的議題，也要考量學校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在討論

此議題時必須衡量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二、其他文獻之回顧 

  （一）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現況 

學校與家庭是個人成長歷程中最重要及最緊密的場所，安全的學習也是相對

重要。學校過去以來都被認為是安全的，但學校是一個社會的縮影，社會上發生

的現象也多呈現在校園之中，近年來學校不斷地傳出學生遭受性騷擾、性霸凌甚

至性侵害，使原本安全的校園，瀰漫出不安的氣氛。那麼，校園似乎不是那麼純

真祥和，每天可能都有數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蔡婉瑜，2008：4；鍾宛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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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 

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以下簡稱校安中心4）收集各級

學校校安事件通報資料顯示，早期與學生性騷擾或性侵害的有關通報數量都相當

少，比較 2004 至 2006 年通報事件中遭性侵害或猥褻（18 歲以下）通報次數，發

現明顯且持續增加，其原因可能是 2005 年《性侵害犯罪防治條例》（以下簡稱《性

侵法》）及《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簡稱《騷防法》）公布施行，賦予教育人員法定

通報責任後，各校較為確實通報，減少黑數5所致，明顯有法規效應6（教育部校

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08：43）。相關對照數據如表 1-2。 

表 1-2 遭性侵害或猥褻（18 歲以下）通報次數年度一覽表 

           各級學校 

通報年度 大專院校 高中職校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合計 

遭性侵害或猥

褻（18 歲以下） 

2003 3 8 5 5 21 

2004 0 11 62 19 102 

2005 2 69 147 74 292 

2006 6 94 248 148 496 

2007 校安中心自年度起皆未公布兒童少年保護事件類別之

細目。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備註：2003 年資料只區分強暴、強姦案件，未區分 18 歲，因數量不多筆者採全

數列記。 

                                                 
4 教育部校安中心，網址：https://csrc.edu.tw。 
5 犯罪黑數（Dark Figure of Crime）是指不在各種犯罪統計上出現的犯罪數，也就是未被眾人皆

知或未受刑事司法機關所追訴與審判之犯罪，也可看成隱藏犯罪（蔡德輝、楊士隆，2009：10）。 
6 《性侵法》於 1997 年 1 月 22 日制定公布。2002 年 5 月 17 日增訂 6-2 條，訂定有通報義務者於

受理性侵害犯罪有關事務時，應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不過，通報的內容，必須徵得被害人或

法定代理人同意才能通報。其訂定通報義務之立法原意，是希望任何人知有疑似性侵害情事發

生時，應本諸個人良知，立即通報有關單位，以保障社會及個人人身安全，但是各單位通報主

管機關的情況未盡理想，為避免因為延誤時效，無法及時提供被害人各項後續服務，且為落實

通報制度，立法院於 2005 年 1 月 21 日立法通過《性侵法》修訂案，要求醫事人員、社工人員、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勞政人員，於執行職務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

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所以當年起通報量明顯增加，

此為法規效應。資料出處：立法院法律系統，網址：http://lis.ly.gov.tw/lgcgi/lglaw；全國法規資

料庫，網址：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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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校安中心統計資料顯示，遭性侵害的中學階段（12-18 歲）被害

學生通報人數在 2007 及 2008 年分別為 471 及 676 人（符興民7，2009：120）詳

如表 1-3。對照內政部性侵害防治中心統計資料8，2007 及 2008 年 12-18 歲被性侵

害通報人數分別為 2944 及 3243 人看來，校園性侵害事件通報率明顯偏低，不過

資料顯示中學階段最為嚴重，這與內政部資料是相符合的，詳如表 1-4。 

表 1-3 各級學校性侵害、性騷擾事件統計表 

         各級學校 

通報年度 
大專院校 高中職校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遭性侵害 

2007 29 164 307 163 

2008 31 203 473 207 

2009 41 347 838 300 

遭性騷擾 

2007 32 110 102 63 

2008 39 158 155 94 

2009 115 188 242 174 

疑涉性侵害 
2007 26 14 15 6 

2008 12 26 14 7 

疑涉性騷擾 
2007 24 19 18 5 

2008 30 28 29 16 

疑涉性交易 2009 115 188 242 174 

 資料來源：本表 2007-2008 年資料為筆者修訂自符興民（2009：120）；2009 年資

料修訂自王福林9（2010）。 

  

 

                                                 
7 符興民教官當時擔任教育部校安中心的業務承辦人，其資料皆出自於校安中心的彙整。 
8 資料引用自：內政部統計處，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 
9 資料引用自：軍訓處長王福林，2010 年 10 月 22 日於嘉義中正大學專題演講簡報，題目：「台

灣地區校園安全事件通報暨處理機制與問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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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中心性侵害被害人數年齡統計一覽表 

 18 歲以上 12-18 歲 12 歲以下 

遭性侵害被

害人數 

2007 2302 2944 783 

2008 2452 3243 854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備註：2007 年齡不詳有 501 人；2008 年齡不詳有 736 人。 

 

對照內政部性侵害防治中心統計資料，除可發現與校安通報的數字有明顯的

差距外，也可知校園性侵害事件較顯現的數字嚴重；至於校園中的性騷擾事件，

實際案例一定比校安通報的數量還要來得多。以陳淑芬（1999：60）、黃淑英、晏

涵文（2004：16）各自針對國中生進行性騷擾的現況調查研究發現為例，分別有

高達 72.6％及 77%的國中學生曾遭受至少一種形式上的性騷擾，且不分男、女生

都一樣嚴重，而且校園中充斥著與性有關且不受歡迎之言詞。由以上分析看來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問題是相當嚴重。 

  （二）青少年犯罪理論與預防工作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的青少年絕大多數應該是在校園安心就學的，除了少數

就業外，在校園之外的青少年不是中輟，就是失學及失業的雙失少年。就國家的

總人口數看來青少年佔人口數約 7-8％10，人數雖然不多，但他們是國家未來競爭

力之所在。因此關注青少年的議題，保護青少年的安全與健康是全民的義務與責

任。 

青少年正值人格的養成，價值觀與其成長的環境如：家庭、學校及社區的價

值觀息息相關，新北市少年輔導委員會（2010：10-12）的研究指出，影響青少年

價值導向的形成因素有家庭生活、學校生活、社會生活及休閒活動等四方面；吳

                                                 
10 資料引用自：教育部統計處，網址： http://www.edu.tw/statistics/index.aspx。以 2007 年就學學

生計算高中職、國中及五專前三年學生合計約 1,800,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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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欣（2000：135）也認為影響青少年價值觀的社會化機構有：家庭、學校、同儕

團體及大眾傳播等等；陳啟榮（2008：46-48）也認為青少年的文化深受家庭、學

校、及整個社會的影響。故青少年不僅在社會化的過程建構價值觀，也造就了人

格的形成，甚至影響青少年的行為和對事件的看法。 

因此，當我們探究校園中與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犯罪議題時，通常發現缺乏尊

重的價值觀與價值偏差是主要的發生原因，與學校青少年犯罪相關的理論不少，

但就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做為研究的主題，筆者認為依其特性可引用日常活動被

害理論。 

日常活動被害理論（Routine Activity Theory of Victimization）是柯恩及費爾

遜（Cohen and Felson）於 1979 年所提出，強調犯罪等非法活動的發生，在時空

上多與日常生活各項活動相配合。換言之，日常生活型態影響到犯罪之發生。並

認為犯罪之發生，必須在時空上有三項因素聚合：具有能力及犯罪傾向者、合適

之標的物、足以遏止犯罪發生之抑制者不在場。林曲（Lynch）探討日常活動被害

理論，認為下列四變項為其核心要素：暴露、抑制者、對危險之認知、吸引性（資

料轉引自：蔡德輝、楊士隆，2009：147-148）。 

總而言之，日常活動被害理論提供了犯罪被害原因的重要詮釋，尤其在校園

中如何避免師生成為犯罪之被害人，必須加強師生的警覺性，也提供學校在教育

及行政事務工作上做為重要的參考。《性平法》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所以如何遏止

犯罪行為在學校的發生，並教導師生避免自己成為合適的被害對象外，建立團體

防衛意識、並增加抑制者，去預防犯罪發生也都是教育重點，而這工作皆有賴全

體教育從業人員共同重視並執行。 

  （三）我國校園中的危機處理機制 

危機處理是希望透過控制與規範危機的過程，使危機不至於失去控制，並在

確保當事者最大利益下去解決危機。危機處理不僅在消極的方面可防範情況惡化

外，也應該具有化危機為轉機的積極教育作用（陳芳雄，1997：02）。危機管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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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備受重視的課題，教育單位因為涉及許多人的因素，校園的危機管理更是

受到矚目。實務上，校園多設有危機管理小組，並受教育部校安中心及其他教育

主管機關管轄。平時危機管理小組與其他的委員會並無不同，多是在校長的指揮

下依任務特性組成，但當面臨校園危機事件時，不難發現這些小組成員多不知如

何執行工作，因為校園危機管理在執行上面臨了許多困境。根據國內學者（陳芳

雄，1997：34-39；周志明，2010：51-52；陳怡旬，2010：156-160；許華孚，2010：

244-246）的研究，將校園危機管理的困境分為三個方面，分述如下： 

   1.在學校人員方面：易受傳播媒體影響、與媒體關係不佳、發言人缺乏訓練、

受害學生家屬在發生危機時不易溝通、人力資源不足、相

關同仁配合度不高、學校同仁缺乏法律常識、民意代表介

入、及學校師生危機意識薄弱等困境。 

   2.在學校組織方面：私校較不重視、委員會盲目從眾的群體意識參與造成決策

偏差、學校主管未能適時協助、缺乏實際危機處理經驗、

危機管理相關知識與訓練不足、未明確建立校園危機管理

機制、危機管理計畫流於形式、及計畫沒有適時修正等困

境。 

   3.在相關資源方面：缺乏經費、情報訊息不足、與相關單位聯繫不夠，及相關

單位缺乏協助與支援等困境。 

此外，針對本研究主題，楊心蕙（2010：6-7）認為發生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時，學校可能要面對之危機樣態有：師生缺乏身體自主權概念、學校主管抱

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心態、學校不願意通報或延遲通報、學校行政人員

不瞭解調查處理程序、「性平會」多數委員不同意受理案件、委員會或相關行政單

位不接受調查結果及懲處建議、家長不滿意學校之處理並訴諸媒體、申請人或行

為人情緒不穩甚至發生自殘事件等。所以就校園的組織文化中我們可以去審視，

校園事件為何會發生，這與組織成員的心態及學校長年的執行作為有相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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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文獻探討，本文歸納出校園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必須按相關

程序去執行政策，這類事件除具有教育意義之外，另外涉及青少年的犯罪議題，

而這些議題卻與青少年成長的家庭、社會價值觀的形塑息息相關，而學校在例行

的教學及行政工作之外，面臨此問題時，多會在學校組織內遇到阻力，有甚者形

成校園中的危機事件，在在地考驗學校的處置及應對能力。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將學校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的困境以下列三個

面向加以探討：首先探討的是學校面對性侵害或性騷擾議題時最先要做的通報機

制；再者，探究學校執行此議題時所面臨的組織文化課題；最後再檢視影響青少

年犯罪或觀念偏差的因素。本研究將就以上三個面向去檢視、探究學校執行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時的困境，最後再提出研究者的建議。 

貳、名詞釋義 

為便於研究討論更為明確，以下將本研究重要的相關名詞予以明確界定： 

 一、校園 

大專校院因為學生多已成年，學校的行政支援能力也較其他學制充足，另外

小學（含）以下學制學生年紀太小，所以本研究不予以討論。本研究是以性侵害

或性騷擾受害者最多的年齡層（12-18 歲）為考量，比照其學制多落於國、高中

階段，所以本研究的校園係指國、高中階段的中學校園。 

 二、性騷擾 

性騷擾行為的具體態樣，係由西方學界經由實證研究發展而來，其中最具代

表性者為 Fitzgerald et al.（資料轉引自：黃囇莉、畢恆達，2002：94）。其依性騷

擾嚴重的程度區分出五個等級，分別是性別騷擾、性挑逗、性賄賂、性要脅及性

攻擊等，定義分述如下： 

  （一）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 

包括一切強化次等性別印象的言行，以及傳達侮辱、詆毀或性別歧視觀

念的語言或行為。例如，過度強調女性的性特徵、性吸引力，或過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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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女性的性別特質、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及性別歧視的言論。 

  （二）性挑逗（seductive behavior）： 

 包括一切不受歡迎、不合宜或帶有攻擊性的言語或肢體上的不當行為。 

  （三）性賄賂（sexual bribery）： 

以利益承諾的方式（如升遷、加分、及格等），以要求性行為或與性相關

的活動。 

  （四）性要脅（sexual coercion）： 

 用威脅或懲罰的方式去要求強迫性的性服務或與性相關的活動。 

  （五）性侵害（sexual assault）： 

 包括用強暴或任何具有傷害性、虐待性的性暴力及性行為。 

本研究所稱之性騷擾係以《性平法》所規範的為準，定義於第 2 條第 4 款。 

 三、性侵害 

本研究所稱之性侵害係採法律之定義，亦即依我國的《性侵法》第 2 條所規

定的性侵害犯罪內容。依我國的《性侵法》第 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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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

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

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 

唯考量青少年性行為中許多為合意行為，於此《刑法》二百二十七條之一另

有規定，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刑法》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主

要是針對之「兩小無猜」的現象設想。 

 四、性霸凌 

《性平法》於 2011 年修訂後於 6 月 22 日公布，修正第 2 條條文，置重點在

於性霸凌，並對性霸凌定義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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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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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防治政策 

本研究所指的防治政策係以《性平法》、《細則》、《準則》及教育主管機關所

函頒的公文所構成，規範學校應執行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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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問題如果單從官方資料來看，一定覺得我國校園此類問

題不大，但就每每爆發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都可看出校園中

這些相關議題一直被忽視。這議題除了長期不受學校重視外，也因為校園文化慣

於低調處理與校園有關的議題。所以筆者在選擇此議題時，考量若以問卷的方式

收集資料，可能缺乏全面性，加上相關議題當事人多不願明確表達，所以選定用

非量化的方式來討論，以下是筆者分別就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加以陳述。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討論的課題為校園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的困境，這是政策理

想與實際執行的差異，涉及的領域有法律學、教育行政學及社會學各領域，是以，

筆者採用的是文獻分析法進行探究。 

首先研究者以「校園性侵害」、「校園性騷擾」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用詞

作為搜尋的關鍵字，搜尋相關學術論文、期刊等資料，透過資料的研讀、整理與

分析，探討《性平法》的立法始末、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在社會及校園的發展、

學校的防治機制及校園危機處理與性別平權的展望等等議題，以作為筆者觀察我

國校園中性侵害或性騷擾議題的發展，使筆者能用更客觀、周延的態度去討論研

究主題。 

其次依據研究的主題，蒐集與校園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有關的法

令，包括：《性平法》、《細則》、《準則》、《刑法》、《性侵法》、《騷防法》，並收集

相關部會頒佈的函文、宣導資料，從這些法令及政策宣導資料中瞭解政府對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的要求。 

最後筆者再對所蒐集的學術論文、期刊、研究報告、專書及關於本研究課題

的研討會及學術論文發表會資料等，進行歸納及分析，再去對比政府政策的要求，

比較出政策的要求與執行的落差，並分析探究學校執行此一工作的困境。 

雖然無法完全探究學校執行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政策的困境，但在中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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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現場中，應該有相當程度的助益。這只是一個開端，特別是在資訊化、少

子化的時代，學生的相關課題都很容易受到矚目，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

更是要走在時代尖端，找出困境並加以排除是必要的作法，筆者希望能尋找出適

切的方向並提出建言，作為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的參考。 

貳、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圖，如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 

資料收集:文獻分析 

(包含論文、期刊、研究報告、研討會

資料及相關函文) 

論文撰寫 

文獻探討 

學術論文的回顧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現況 

青少年犯罪理論與預防工作 

我國校園中的危機處理機制 

研擬論文大綱 

研究結論與建議 

 圖 1-1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圖為筆者自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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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所探討的執行困境，架構圖如圖 1-2。 

 

 

 

 

 

 

 

 

 

 

 

 

 

 

  

 

 

 

 

 

 

 

 

 

 

圖 1-2 校園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困境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圖為筆者自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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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造成學校執行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政策困境的因素不少，舉凡法令政策的制

訂、整個社會的價值風氣、政治氛圍、學校組織文化等等，都有可能在執行此一

工作時造成困境。為避免研究範圍過於龐雜而失焦，本研究試著就以下幾個方向

去釐清政策的制訂與要求，並探究執行政策時可能面臨的困境並加以評析。 

壹、研究範圍 

 一、相關法令 

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議題相關法律及行政命令相當多，因本研究主題是探

討校園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議題，所以主要就《性平法》、《細則》、《準

則》及相關函文加以分析及討論。 

 二、研究對象 

一般而言，大專校院與國、高中以下學校在學校制度及人力資源上都有極大

的不同，雖然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課題受重視是起源於大專校園，但是我國在

中學階段多重視升學主義，對於教學活動以外的課題較少被關注，許多議題容易

被流於形式，因此乃限縮研究對象，本研究只針對中學校園加以討論。 

 三、研究主題 

為使研究聚焦成為一般性之必要，本研究所檢視校園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防

治工作，必須是通案性研究，無法針對單一個案討論；另本研究討論校園議題及

現象，主要係針對處理校園性別平等議題做討論，其他部分簡略帶過。 

 四、研究資料 

由於研究的主題是討論我國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議題，故資料的收集也多

集中在國內的論文、期刊、研討會及媒體資料上，其中有極少數引用外國學者的

意見，也多轉引用自國內專家學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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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有下列幾方面： 

 一、無法就通報資料一窺全貌 

執行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工作時，除了預防宣導議題之外，當知悉相關事件

時，首要工作就是要實施通報（鍾宛蓉，2010：36）。因為這涉及學校主管機關對

學校的監督與考核，也是判定學校有無違反《性平法》規定的第一考量，在教育

主管相對重視下，學校也多將此項工作視為重點，但是各校的通報狀況與實際發

生的現況有明顯落差，單憑校安通報資料，根本無法推演出校園的實際狀況。 

 二、學校「性平會」缺乏明確考核資料 

學校執行《性平法》所規範的工作時，重點多置於「性平會」，各級學校也多

已依法設置。相較於其他委員會，「性平會」是有法源依據的，相關的工作要求也

明訂在《性平法》中。校園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是否落實，應該就「性

平會」的執行狀況考核即可。但是，目前尚未有針對學校「性平會」的考核資料

出現，而負責此項業務的教育部訓委會，也只請各校於年度工作時依規定填表，

或於案件通報時加以考核。如此做法只是資料存查，仍無法考核到各校「性平會」

的真實執行狀況，更無「性平會」的官方資料可供做為研究參考。 

 三、演講資料缺乏書面佐證 

為了本研究議題，筆者近年來參加許多研討會及多場專家演講，對於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的議題，在各次的參與中多有啟示，礙於撰寫論文需要的是文獻資

料佐證，如此貼近校園真實狀況的討論及演講內容，因為缺乏書面資料相佐，所

以多數無法呈現，相當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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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性平法規範的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檢視 

在《性平法》研擬之初期，社會上發生了數起受矚目的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

不但造成女性人身安全的高度緊張，也引起社會大眾對性侵害及性騷擾議題的關

切。如何避免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就是教育。《性平法》

立法宗旨就是希望透過教育的方式，培養師生尊重自己及他人，進而影響到整個

社會，以創造一個性別和諧的友善社會。如何落實《性平法》的教育目的，必須

先檢視法令的規範，才能做好政策執行。因此，本章先就立法過程討論，再依序

說明《性平法》的內涵、執行狀況的檢視，並提出可能的困境，以供後面章節做

詳細的討論。 

第一節 性別平等教育法制訂的沿革 

近年來性別相關的法案背後都有婦女團體的運作與影響。在所有性別法案的

推動過程中，如果以進入立法院的推動時程作為評估，《性平法》通過的速度無疑

是令人驚訝的。一個嶄新的立法，在立法院只經過兩次委員會會議便送交院會，

並在短短的三個月內通過，創下性別法案在立法院的推法紀錄（立法院，2004c：

178；楊婉瑩，2006：66）。 

壹、從婦女運動到爭取兩性平等 

1975 年聯合國第一屆婦女大會中，宣布 1975 至 1985 年為婦女十年（the 

Women Decade）。宗旨在致力於婦女權益的推動，並提高婦女地位，以追求兩性

平權的目標（楊婉瑩，2004：121）。在此同時，我國由呂秀蓮女士提倡新女性主

義，並掀起婦女運動第一波高潮。謝小芩、陳佩英（2006：11）認為 1987 年的政

治解嚴，讓壓抑已久的各種社會力爆發，婦女運動當然也不例外。 

1995 年在北京舉辦的聯合國第四屆婦女大會中通過了「北京行動宣言」，正

式將「性別主流化11」作為行動策略，其主要內容是要求各國將性別平等作為政

                                                 
11 「性別主流化」係指所有政府的政策與計畫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於該政策

女性和男性的影響分別進行分析研究。政府在規劃國家的各項政策時，應該全盤地從性別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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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主流（蘇滿麗，2006：2）。在「北京行動宣言」之後，政府於 1997 年在行政

院底下成立了「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看起來似乎與國際

潮流的發展有相呼應，但是楊婉瑩（2004：134）認為婦權會的成立，是受到國內

婦女權益長期受到漠視，及引發重大事件影響所造成，與國際間性別主流化的影

響較無關係。 

影響力最大的事件是發生在 1996 年 11 月底。當時擔任民進黨婦女部主任的

彭婉如女士，南下高雄為該黨「婦女參政四分之一保障條款」奔走之際，卻在深

夜搭計程車途中慘遭殺害。這案件震驚全國，也直接揭露女性有關人身安全長久

以來缺乏保障的事實。之後，婦運團體串連並發起「1221 女權火照夜路」遊行。

政府在社會及輿論媒體的壓力下，被迫立即作出回應，召開了全國婦女治安會議，

並決議在行政院下成立「婦權會」；立法院也在婦運團體組成的「婦女權益推動聯

盟」施壓及強大的社會輿論壓力下，在不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將擱置在立院兩年多

的《性侵法》火速通過，並在翌年公佈實施（紀欣，2000：247-248；蘇芊玲，2001：

14；楊婉瑩，2004：137）。 

當時，婦運團體最主要的抗議性訴求是在國家機器之外進行，或透過民意代

表施壓，並沒有婦運團體進入行政體系的作為，所以就性別法案相關的立法過程

看來，重要的法案幾乎都是由婦運團體提出草案，並在立法院尋求立法委員支持

與合作，長期都是在政府部門被動，婦運團體主動的情況下進行的（楊婉瑩，2006：

58）。婦女團體對於性別法案的推動，起初是以立法院做為推法的主戰場，所採用

的遊說方式多以召開公聽會、請願、抗議、議會旁聽施壓、辦活動喚起民眾意識

並逐漸擴大婦女團體結盟等多元方式進行，慢慢地建立起與立法委員、行政部門

的合作關係，更進而將政策制定的主戰場轉到行政部門，並發展出與行政單位建

立制度化的合作性架構（楊婉瑩，2006：70）。為期使法案能夠順利通過，婦運團

體在立法過程中經歷漫長的等待，也凸顯出婦運團體在追求兩性平等過程的艱辛。 

                                                                                                                                               
點去思考。對於既存的各種國家法律、政策與司法制度都要從性別的角度出發，重新檢驗既有

的政策是否符合性別平等的目標。資料轉引自：國立政治大學陳惠馨教授演講稿及性別主流化

課程大綱，網址 http://ksph.kcg.gov.tw/woman/file/woman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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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婦運團體的努力及付出，女權意識漸漸抬頭，兩性平等的觀念已在社會

被認同、推展（顏國樑、簡安茹，2006：282）。這波浪潮也吹進校園，在 1991

年台大社會系發生教師於課堂上言語性騷擾女學生，之後學生在海報牆上集體連

署公開抗議，引起校方及社會的關切；約莫同時，清大也傳出「清華之狼」，學生

組成「小紅帽反性騷擾行動小組」，讓性騷擾成為校園的討論主題；師大在 1994

年發生了「教師強暴女學生」疑案，本案不但成為媒體的報導焦點，也引發了「校

園反性騷擾運動」的遊行；1995 年中正大學歷史研究所又發生了「教師不當碰觸

女學生」的性騷擾案，也引起教育部的注意並進行調查。黃囇莉、畢恆達（2002：

95-96）認為這些校園性騷擾事件陸續被披露，使得多年以來在檯面下的「校園性

騷擾」逐漸地朝向公開化與政策化。 

校園實施兩性平等教育最初的法源依據是《性侵法》，其中第 8 條規定：各級

中、小學每學年應至少有 4 小時以上的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但是要做為推動兩

性平等教育的法源，其基礎較為薄弱。也容易使兩性平等教育被外界誤以為專門

執行防治性騷擾、性侵犯的觀感，如此也會妨礙兩性平等教育的落實與推動（顏

國樑、簡安茹，2006：285）。在《性侵法》通過的同年，教育部也成立了「兩平

會」，兩性平等教育也正式成為全國性教育政策的重要一環（陳惠馨，2005a：23）。

顏國樑、簡安茹（2006：286）認為如果兩性平等教育沒有正式的法源基礎，可能

會和多數社會現象一樣，在一陣熱潮之後，因經費、人力等資源無法持續而歸於

沉寂，社會也因此有研擬「兩性平等教育法」的呼籲。 

政策宣誓的時機往往出現在政治潮流改變的同時，而行政權要面臨改變時，

往往又是政策體系中最重要且明顯的政策宣誓的時機（楊婉瑩，2004：136）。所

以在面臨政權要改變的選舉時機，由政府部門提出且由婦運團體居中協助下，教

育部擬提出《兩性平等教育法》立法。焦興鎧（2007：56）也提到《性平法》立

法的快速，雖然當時適逢「三一九槍擊案」所引發立法院朝野對立氣氛，但在婦

女團體強力監督下，此一法案之立法過程相當順利，與過去《兩性工作平等法》

在立法院長期被擱置延誤情形相較，實屬不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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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兩性平等到性別平等立法 

《性平法》的擬定過程：包括教育部委託訂定《性平法》草案的計畫執行過

程、草案如何自教育部送出、及行政院到立法院三讀通過，到總統公告生效的過

程。其中《性平法》草案的研擬經歷四年之久，過程依照教育部的區分有四個時

期：法案專案小組研議、教育部研擬、行政院審議、立法院審議及總統公布共五

個階段。以下分別針對五個階段加以說明（立法院，2004a：88-90；立法院，2004b：

404-406；立法院，2004c：178；陳惠馨，2005a：23-24；陳惠馨，2005b：116-118；

顏國樑、簡安茹，2006：286-290）。《性平法》制定歷程紀要如表 2-1。 

 一、法案專案小組研議階段 

《性平法》的制定，始於教育部 1997 年 3 月 7 日所成立的「兩平會」中所積

極推動的。此一委員會於 1999 年間透過委員會決議，制定「兩性平等教育法案」

研究計畫，並組成研究計畫小組。決定委託政大法律系陳惠馨教授及當時「兩平

會」兩位委員沈美真律師、蘇芊玲教授共同參與負責「兩性平等教育法草案」的

研擬計劃。陳教授並邀請向來對台灣兩性平等教育有相當研究的清華大學謝小苓

教授參與此一計劃。該研究計畫小組於 2000 年 1 月下旬與教育部簽約，並開始「兩

性平等教育法草案」12的研擬工作，期間歷經了 18 次研究計畫小組會議及 17 次

的專家學者會議後，研究計劃小組於民國 2001 年 2 月將「兩性平等教育法草案」

報告初稿，交付給教育部「兩平會」討論。 

 二、教育部研擬階段 

研究計畫小組提送「兩性平等教育法案草案」初稿內容予教育部「兩平會」

後於 9 月 4 日召開草案的說明會，並在同年 12 月 28 日於教育部「兩平會」第 25

次委員會中決議將原草案名稱更名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 

研究計劃小組之所以會建議將「兩性平等教育法草案」更名為「性別平等教

                                                 
12 在當時，陳惠馨等人對於性別的想像僅有「男女兩性」的觀念，對於「性別」的其他面向所知

相當有限（陳惠馨，2006：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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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草案」，主要原因是在計畫進行過程中，屏東縣高樹國中發生了葉永鋕同學在

學校廁所的死亡事件。這案件經過教育部「兩平會」派畢恆達等四位委員調查後，

發現葉生的女性特質，加上學校的漠視，造成他時常受到其他同學的排擠及騷擾。

如在下課上廁所時，有些同學會強迫他脫下褲子要看他的性器官，有些同學則對

他的女性化行為加以取笑或惡作劇。葉生為了自保，會要求老師讓他於下課前廁

所，以避開可能的騷擾。不幸在一次下課前，葉生請求老師讓他離開教室上廁所，

事後被發現死於廁所內。葉生的死亡，讓我們瞭解到學校教育現場對不同的性取

向的學生未能加以尊重，也缺乏保障學生學習的安全環境。因此提議將「兩性平

等教育法草案」改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希望藉由《性平法》的通過，學校

能開始注意性別弱勢者的處境，並避免發生類似葉永鋕的悲劇（畢恆達，2004：

216-226；陳惠馨，2005a：23-24；陳惠馨，2006：60-69；畢恆達，2010：A14）。 

於 2002 年 3 月間，教育部接受研究計畫小組的建議，成立「性別平等教育法

草案」研究小組，組成成員除了草案研究計劃的四位起草人外，另邀請了世新大

學性別與傳播研究中心羅燦煐教授、財團法人杏陵醫學基金會晏涵文教授、臺北

市立萬芳高級中學周麗玉校長、臺北縣中山國小楊心蕙校長、國立臺中文華高級

中學葉麗君校長、國立宜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楊瑞明校長、高雄市立三民高級家

事商業職業學校黃秀霞校長、國立草屯商工職業學校林恭煌校長、台灣婦女團體

全國聯合會尤美女理事長等，共計 13 位委員一起繼續研擬「性別平等教育法草

案」。 

為能實際瞭解教育現場的教師們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所應規範的想

法，並收集各種可能存在的觀點與意見，研究小組於 2002 年 4 至 6 月，先後辦理

中、南、北、東四區公聽會，希望透過與參與人員的互動，共同檢視草案的適切

性及重要性，期使草案更臻完善。如此透過辦理全國公聽會廣納各方意見，除凸

顯團體決策民主性與代表性的努力外，也能避免在推法過程中可能面對的反對與

衝突（楊婉瑩，2006：76）。在四場公聽會之後，就公聽會所得資料，召開研究小

組會議，並著手進行草案條文增刪工作。在此階段，總共召開 29 次全組會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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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次分組會議，並針對條文的內容與制度的設計加以討論。並於 2003 年 5 月中，

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之最後定案，並在 2003 年 12 月經教育部「兩平會」

大會通過。之後再經教育部法規會於 2004 年 2 月 19 日審議通過，並在 2004 年 2

月 23 日函報行政院審議。 

 三、行政院審議階段 

行政院於 2004 年 3 月 2 日由政務委員陳其南召集審議，於隔日經行政院第

2880 次會議審議，提出 4 點疑義後，決議送回教育部研議。教育部經研議後於 3

月 8 日再行函送行政院審議，並於 2004 年 3 月 31 日在行政院院會通過，並於 2004

年 4 月 6 日函送立法院。 

 四、立法院審議階段 

行政院將通過的草案送到立法院時，正逢國內政壇因總統選舉後的糾紛尚未

定案，民間關心性別議題的婦女團體及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為避免政治情勢影響

到「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的通過，於同月間，由「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婦女

新知基金會」、「女學會」等民間團體，成立了「民間監督性別平等教育法立法監

督聯盟」，並積極地與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委員聯繫，在獲得各個政黨

委員們的支持下，「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的審查工作很快就在委員會開始執行，

並於 2004 年 4 月 16 日召開程序委員會，決議將法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同年 5 月 13 日與 24 日，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共召開了兩次的審查會議，

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的審查工作，接著快速地在 2004 年 6 月 4 日排入立

法院院會的議程中，進行第二、三讀的立法程序，並通過此一法案。 

 五、總統公布階段 

2004 年 6 月 23 日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 09300117611 號令)公布《性平法》。

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 條的規定，《性平法》於 2004 年 6 月 25 日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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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性平法》制定歷程紀要 

階

段 
時間或期程 工作說明 

 

法

案

專

案

小

組

研

議 

1999 年下年度 教育部於 1999 下半年暨 2000 年兩性平等教育年度

工作計畫中規劃制定「兩性平等教育法案」研究計

畫，委託政治大學法律系陳惠馨教授及當時「兩性

平等教育委員會」兩位委員沈美真律師、蘇芊玲教

授及清華大學謝小芩教授共同研議辦理，並組成研

究計畫小組。 

2000 年 2 月 正式進行「兩性平等教育法案草案」草擬工作。 

2001 年 1 月中 1. 研究計畫小組共經歷 18 次小組會議及 17 次專家

學者會議討論。 

2. 確定「兩性平等教育法案草案」內容。 

 

 

 

 

教

育

部

研

擬 

2001 年 2 月中 研究計畫小組提送「兩性平等教育法案草案」初稿

內容予教育部。 

2001 年 9 月 4 日 召開「兩性平等教育法案草案」說明會。 

2001 年 12 月 28 日 於教育部「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25 次委員會大

會決議通過將法案名稱更名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草

案」。 

2002 年 3 月 成立研究小組，共 13 位委員。其中大學教授：4 人、

民間團體：2 人、中、小學校長：6 人、執業律師：

1 人。 

2002年 4月至 5月間 召開北、中、南、東區四區公聽會廣集意見：分別

在校長擔任委員的學校舉行（包括萬芳高中、文華

高中、三民家商及宜蘭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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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1 《性平法》制定歷程紀要 

階

段 
時間或期程 工作說明 

 

 

 

 

 

教

育

部

研

擬 

2002年 12月 21日至

2002 年 12 月 22 日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法案最後階段研究小組會議」。 

2003 年 5 月 研究小組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期間共經

歷 29 次全組會議及 10 次分組會議討論。 

2003 年 7 月 將「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送教育部法規委員會審

議。 

2003 年 9 月 17 日 教育部法規委員會第 1048 次審議。 

2003 年 9 月 24 日 教育部法規委員會第 1050 次會議審議決議，該草案

需俟邀集勞委會、法務部及相關學者專家就其與「兩

性工作平等法」有否競合部分研商後再行審查。 

2003 年 12 月 1 日 召開第一次跨部會討論會議，邀請勞委會、法務部、

內政部、人事行政局、警政署及教育部相關單位進

行會議研商，並就條文架構、用詞等進行修正。 

2003 年 12 月 12 日 召開第二次跨部會討論會議。 

2003 年 12 月 19 日 召開第三次跨部會討論會議。 

2004 年 2 月 19 日 教育部法規會 1076 次會議審議通過。 

2004 年 2 月 23 日 將法案函報行政院審議。 

行

政 

院

審 

議 

2004 年 3 月 2 日 行政院召開「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研商會議，由

陳政務委員其南主持。 

2004 年 3 月 3 日 

 

經行政院第 2880 次會議審議，提出四點疑議，決議

送回教育部，俟經研議後再行送行政院審議。 

2004 年 3 月 8 日 教育部經研究整理後再行函送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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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2 《性平法》制定歷程紀要 

階

段 
時間或期程 工作說明 

行

政 

院

審 

議 

2004 年 3 月 31 日 經行政院第 2884 次院會審議過通。 

2004 年 4 月 6 日 行政院將法案函送立法院。 

立

法 

院

審 

議 

2004 年 4 月 16 日 完成《性平法》的一讀程序。 

2004 年 5 月 13 日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審查會議。 

2004 年 5 月 24 日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審查會議。 

2004 年 6 月 4 日 完成《性平法》的二、三讀程序。 

總

統 

公

布 

2004 年 6 月 23 日 總統公布《性平法》。法案於 2004 年 6 月 25 日生效。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修訂自（立法院，2004a：89-90；立法院，2004b：404-405；

立法院，2004c：178；顏國樑、簡安茹，2006：286-290；陳惠馨，2005b：

116-118）。 

 

參、性別平等立法的意義 

回顧《性平法》的推動過程，立法院只是做最後的認可。所有法案的實質內

涵、精神與進展，都應回推到婦女運動對國內性別教育的批判及關注，也設定了

政策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由社會運動轉變為政府的立法議程的轉折點，是在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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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教育部成立了「兩平會」，將兩性平等教育列為全國教改的政策，並將過去在外

監督批判的婦運代表與學者聘入委員會，使「兩平會」成為政府與婦團共同推動

《性平法》的平台（楊婉瑩，2006：66-67）。該法由教育部提案，是全新的性別

法案中唯一由政府主推的法案，過程中又完全由「兩平會」主導，呈現出婦女團

體與政府部門的制度性結合，並巧妙地揉合在推法過程中。因此，形式上是政府

的法案，但精神上又可說是民間團體的法案，也化解了在過程中可能的政府部門

與民間團體間的對立。此外，唯一的主管單位是教育部，所以無需處理官僚間利

益矛盾的問題，使得政府部門具有一致利益與行動能力（楊婉瑩，2006：68-73）。

所以從各種性別法案的立法或修法的過程中，發現早期法案推動速度相當緩慢，

但在政府與民間團體充分合作之下，推法過程就相當順利，如《性平法》在立法

院由提出到三讀通過，時間不到三個月。性平法案主要推動單位與時間13如表 2-2。 

陳惠馨（2005a：25）體會到如果能在法律訂定的過程中，充分地與人民或相

關團體進行對話，其立法的過程就是一種社會教育的過程。同時推動者的角色由

以往的民間團體改為政府部門來執行，更代表性別平等教育已為大眾所重視，也

能推動性別平等觀念的養成（顏國樑、簡安茹，2006：284）。所以政府的主動對

話及民間團體的積極配合是性平法順利立法的主要原因。 

 

 

 

 

 

 

 

 

 

                                                 
13法案推動的開始時間以正式進入立法議程（立法院提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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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性平法案主要推動單位與時間 

法案名稱 主要推動組織/單位 推動時間 

兩性工作平等法14 婦女新知基金會 1990.03～2001.12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治條例 勵馨基金會 1993.10～1995.07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現代婦女基金會 1994.03～1996.12 

家庭暴力防治法 現代婦女基金會 1996.07～1998.05 

性別平等教育法 教育部兩性/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2004.03～2004.06 

性騷擾防治法 現代婦女基金會/台灣防暴

聯盟 

1999.01～2006.02 

資料來源：本表筆者修訂自（楊婉瑩，2006：60；現代婦女教育基金會，2006：

318）。 

 

 

 

 

 

 

 

 

 

 

 

 

                                                 
14為符合性別平等，《兩性工作平等法》，於 2007 年 12 月 12 日更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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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主要內涵 

《性平法》公布後，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有相當大的影響。因為除了是

各級學校落實性別平等教育最主要的法源依據外，也是為能有效防治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事件而制定。《性平法》共分為 7 章，計有「總則」11 條、「學習環境與

資源」5 條、「課程、教材與教學」3 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凌之防治」

8 條、「申請調查與救濟」8 條、「罰則」1 條，以及「附則」2 條，總計條文 38

條，主要規範內容集中在前五章中。此外，除《性平法》是主要的法律外，尚包

含《細則》及《準則》等，在此以母法為主、佐以相關子法，將《性平法》之重

要內涵簡述如下。相關條文詳見附錄一：性別平等教育法；附錄二：性別平等教

育法施行細則、附錄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壹、立法目的、用詞定義與規範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單位與預算 

   （第 1 章，第 1~11 條） 

本章除立法目的說明及用詞定義外，主要是規範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的單位與

相關經費預算。《性平法》第 1 條就是立法目的。其中所謂之「性別地位之實質平

等」，係指基於性別多元性之理解與尊重上，對於不同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

性別認同者，都應受到相同之對待與尊重，且對於在社會中遭受不平等對待者，

更需要積極提供協助，以確保其尊嚴與地位之平等。此外，用詞定義上將性侵害

與性騷擾做區分，其中性侵害係採用《性侵法》之定義，性騷擾則分為「敵意環

境性騷擾」（hostile 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與「交換式性騷擾」（quid pro 

quod sexual harassment）兩類型，而所謂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則定義其中

一方須為學生身分。 

再者就是規範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單位與預算，共分為三個層次，分別在中

央的教育部、直轄市與縣（市）、以及學校設置「性平會」，其主任委員分別是教

育部長、縣市行政首長以及學校的校長。如果應該負責性別平等教育的單位不執

行法律的規定時，上述的首長們將有法律責任。以學校為例，學校依第 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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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性平會」，並在 7-9 條規範性平會組成之人數、性別比例及任期。並規定女

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 1/2 以上。第 9 條另有規定，組織上學校得聘請具有「性別

平等意識」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

域之學者專家為委員。如此的規定是讓學校在遴聘委員時，要思考具有性別平等

意識者為宜。對於「何謂性別平等意識」，《細則》第 8 條將之定義為：「個人認同

性別平等之價值，瞭解社會性別不平等之現象與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

願者」。且為防止「性平會」徒具形式，未能真正發揮功能，也明訂學校之委員會

每學期至少須開會一次。 

此外，學校每年也應編列相關預算，並由專人處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相

關業務，以利委員會之運作。其實，要瞭解《性平法》是否被認真對待，從各單

位所編列的預算及預算執行就可看出端倪。另《細則》第 3 條則明訂各級「性平

會」研擬的實施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實施目標、實施策略、工作項目與資源評

估等事項，以具體、系統、及有效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並可依地方特色與需求，

因地制宜制定年度計畫，以具體落實之。 

貳、由學習環境與資源落實性別平等的教育理念(第 2 章，第 12-16 條) 

 本章主要是規範有關落實性別平等教育的學習環境與資源，主要包括：建立

安全平等的教育環境、招生、就學與教學、活動等等的性別平等、對於教育人員

之養成教育，以及學校各考績委員會、申評會與教評會組成的規範，所規範項目

大致可分成以下三類： 

 一、學習環境（第 12 條） 

 在第 12 條第 1 項中規定：「學校要規劃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建立安全

之校園空間」。因為過去的校園往往忽略男、女學生的生理特質，例如：學校設置

男女廁所的數目，往往忽略了實際男女生理差異的現實。所以在師生性別比例不

平衡的校園中，更應該特別體會與尊重少數者的需求與感受。另在校園安全的規

畫上，應盡量減少安全死角，並設置足夠之照明設備及明確之指標系統，提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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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視覺通透性，以提高校園安全。第 2 項規定：「應尊重學生與教職員工之性別

特質及性傾向」。指學校應致力於提供及維護友善的校園環境，使各種性別及性別

傾向學生與教職員工，皆得以自由而充分地學習與發展自我，以避免類似葉永鋕

同學的悲劇再發生。最後，為有效落實安全平等的校園環境，學校不但須擬訂性

別平等教育政策與實施辦法，還必須積極宣示，對學校全體成員以及家長，以書

面、口頭、電子媒體等各種方式，公告周知。 

 二、學習資源（第 13-14 條） 

第 13 條規定：「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不得有性別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但基

於歷史傳統、特定教育目標或其他非因性別因素之正當理由，經該主管機關核准

而設置之學校、班級、課程者，不在此限。」；在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不得

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量、獎懲、福利及服務上之差別待

遇。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不在此限。另第 2 項規定：「學校對因性別或性傾

向而處於不利處境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

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所以學校在招生、就學許可、教學、評量、活動、

獎懲、服務及福利，皆不得有性別或性傾向的差別待遇，以保障學生之權益。並

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不利處境的學生要積極協助，也應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

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是以，學校對於懷孕之教職員工生都應該給予特別之照顧，但是《性平法》及

《細則》之條文內容，都沒有對懷孕學生應享有的產假與育嬰假做出明確規範，

過去僅在《細則》第 11 條中規定，學校應採「彈性措施」協助其完成學業以及提

供相關輔導，近期《性平法》修法通過增列第 14-1 條規定：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

學生的受教權，並提供必要的協助。其實早期教育部為能讓懷孕學生確實地得到

學校幫助，已頒行《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理要點》，希望學校本著人性平等之觀

點與教育責任，給予懷孕學生足夠的支持性措施，以維護其基本人權與人格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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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職員工之培育、訓練與考核（第 15-16 條） 

第 15 條文規範學校的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與教育

行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及「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專業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

教育的內容。落實及建立性別平等教育的觀念相當重要，故要求所有教職員工皆

應接受性別平等教育之職前與在職訓練。此外，過去師資培育過程中缺乏對於性

別教育的探討，以致有教師受限於性別盲點而不自知，甚至造成性別歧視或偏見

的反效果。所以於教師職前養成教育中，應納入性別教育議題之探討，以協助所

有準教師培養性別平等教育知能、培養覺察能力，以增加日後對學校體制中之性

別議題之瞭解，並作為協助學生落實性別平等教育的基石。第 16 條則規範學校考

績、申訴評議及教師評審委員會的委員性別比例。 

參、透過課程、教材與教學實施宣導性別平等的精神 

   （第 3 章，第 17-19 條） 

本章是為落實性別平等教育的精神，並規範有關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教材與

教學設計。其中課程與教學是學校教育活動的核心，要推動性別平等教育，更是

需要透過課程與教學才能加以落實（楊巧玲，2002：86-97）。所以，包括課程、

教材、教學及評量等設計、發展與選用，都應該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不得因

性別而有所差別，分別簡述如下： 

 一、課程設置（第 17 條）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勵學生發揮潛能，不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

遇。並分別規定國民中小學每學期實施至少 4 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高級中等學

校及專科學校五年制前三年及大專校院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大專校院應

廣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另規範發展課程規劃與評量方式應符合性別平等的精

神。為因應個人之需求與時代之變遷，在《細則》第 13 條中更具體規範，學校

所實施之性別平等教育不能只有傳統的性騷擾/性侵害防治教育，還需要涵蓋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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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以提升學生的性別多元及平等之意識。 

 二、教材內容（第 18 條） 

過去在教材中男、女角色在文章中所呈現的意識型態或插圖，都有可能複製

傳統的性別偏見、性別刻板印象及男尊女卑的觀念。由於教材是學校教育中很重

要的教學素材，因此在教材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

容應平衡反映不同性別之歷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主要在

考量教材是否符合性別平等原則，對於學生形塑自我的認知、性別意識及培養相

互尊重、多元包容等能力上，扮演著關鍵角色。因此所有的教材，從編寫、審查

到選用，都應符合性別平等的原則。 

 三、教學活動（第 19 條） 

主要是希望教師對於自己的性別意識能作自我檢視，更要有活用教材、教法

的能力，並使用有效的教學法，克服教材中可能的性別偏見與歧視，協助學生破

除性別刻板印象，鼓勵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的學科領域。 

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以及申請調查與救濟 

    （第 4-5 章，第 20-35 條） 

過去數年來，台灣有若干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案件，在媒體以聳動的方式

報導之後，這些事件也受到社會上多數人的注意及討論。是以，落實性侵害及性

騷擾的防治工作更形重要。此外，為能有效預防及公平地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性平法》在第 4、5 章中詳細地列出，學校調查及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時的程序原則及注意事項，並規定防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之措施、學

校處理的單位、處理時應有的態度與方式。其中在《準則》中特別針對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有提出具體規範，這也是《性平法》最受矚目的地方。其主要條

文內涵簡單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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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防治（第 4 章，第 20-27 條） 

首先，第 20 條明訂：為預防與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教育部應訂

定《準則》，學校則依據《準則》訂定學校之防治規定，並公告周知。又為能有效

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並提供被害人及時、專業的協助，於第 21 條規定：

學校應依相關法律或法規規定通報教育主管機關等相關單位，並應將該事件交由

學校「性平會」處理之。也為避免在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過程中，因相關

訊息被傳出，導致校園事件四處傳播，影響師生教學環境，故制訂相關之保密原

則，包括：於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學校於調查處理過程中，對於檢舉人與當事人

之姓名及足以辨識身分之資料皆應予以保密；於第 26 條規定：學校在調查過程中

得視情況就相關事項、處理方式及原則予以說明，並得於事件處理完成後，經被

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同意，將事件之有無、樣態及處理方式予以公布，但均不得

揭露當事人姓名或其足以辨別其身分之資料。除此之外，於第 22-24 條尚有規定：

學校在處理期間，應秉持客觀公正與保障當事人權益之態度、原則，給予雙方當

事人充分陳述答辯之機會，且應避免重複訊問，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處置，以保

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以及提供各項諮詢、輔導、轉介等協助。 

《性平法》不同於其他有罰則的法律，強調的不是處罰，其主要目的與功能

是在教育。所以在對加害人的懲處方面，除突顯教育的目的外，也考量事件樣態

的多樣性，故於第 25 條規定：如調查屬實，學校或主管機關對加害人除依相關法

令處置外，亦可按其情節輕重做不同程度如道歉、上課、心理輔導等相關處置。

且為防止加害人轉校服務或就讀後繼續加害其他人，於第 27 條也規定：學校應建

立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與加害人之檔案資料，並在其轉校後通報現就讀或服

務之學校等通報追蹤之原則。 

 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申請調查與救濟 

    （第 5 章，第 28-35 條） 

本章主要在規範如何啟動申請調查流程、處理及調查的時間與方式、當事人



 

 40

對於調查結果的申復、對於申復結果不服的救濟、「性平會」調查報告之效力。其

中第 28 條規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申請調查需以書面為之；倘若學校首

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機關申請調查。第 30 條則規定：「性平會」處理時

限、調查小組組成方式，以及當事人分屬不同學校時之處理方式。此外，在《性

平法》及《細則》中均特別提醒，「性平會」調查處理時，應衡酌雙方當事人權力

差距的情況。由於權力差距常是造成性騷擾或性侵害等不公平事件的主要原因，

受害者常受制於加害人的權勢不得已只好屈從或沉默，旁觀者也因加害人之權勢

往往對被害人產生迷思，進而責怪受害者。這不但無法使受害者獲得同理與支持，

反而容易受到責難、甚至污名化，而對其形成二度傷害。 

此外，為避免學校未按程序處理，於第 31 條則規定：「性平會」應於兩個月

完成調查，並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書面報告。調查時程以兩個月為原則，必要

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不得逾一個月。學校或主管機關對於該事件

之事實認定，以及對加害人的懲處等，應依據「性平會」的調查報告與懲處建議，

不過「性平會」的調查程序與過程如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

事實、新證據時，則於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得要求「性平會」重新組成調查小組

調查。以維護當事人的權益。 

 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教育部是《性平法》的主管機關。依據《性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制

定了《準則》，並於 2005 年 3 月公布，之後考量執行上的各項問題，於 2011 年 2

月函頒修訂。《準則》共分為 5 章 36 條，主要規範「學校安全規劃」、「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之防治教育」，以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之處理程

序、程序與救濟方法」等內涵。 

《準則》是學校執行《性平法》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工作的重要依據，《準

則》的重要規範與要旨依李國芳（2008：37）的見解有：保障被害人就學權益及

避免二度傷害、調查與輔導單位明確分工、學校調查處理不因外力中止、調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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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具有獨立之調查權限。此外，配合《性平法》之要求，《準則》制定的主要內容

包括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教育之內容與具體措施；學校對前項公告周知

與教育宣導的責任與義務；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理程序（含申請調查與檢舉、

調查懲處、及申復救濟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理原則（如調查專業素養、

保密義務、緊急處置、輔導轉介等協助、資料建檔與保管、及通報追蹤義務等）。

質言之，《準則》的制訂是期許透過以上規範，協助各級學校能適法地防治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並提升處理此類事件的認知與能力。 

最後，為避免《性平法》淪為宣示性條文，《性平法》也於第 36 條明訂罰則，

以阻遏相關人員之違規行為。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遭湮滅、隱匿或未依規

定通報者時有所聞，造成輿論相當大的批評。是以，《性平法》在此氛圍中通過修

法，增加第 36-1 條規定：學校教育人員違反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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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對於未配合調查之行為人，亦可課以罰鍰，

並可連續處罰至其配合為止。 

學校中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原因往往源自於校園中缺乏性別平等的觀

念，以及教職員、學生缺乏相互尊重的觀念所致，加上案發後容易受到媒體渲染，

所以學校在執行防治工作上雖有法律規範，但執行上仍不易落實，筆者將針對這

些執行上之困境在以下各章節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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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別平等教育法執行的檢視 

經過多年的努力，及各種機緣巧合下《性平法》終於順利立法並公布實施。

台灣也和多數先進國家一樣完成了性別平等的立法，特別的是我國還是相當完整

的性平三法。但是就陳金燕（2008：80）的觀察，近年來政府公務人員在面對「性

別平等」及「性別主流化」時，心態上充斥著「抱怨」與「無奈」，甚至還有人技

巧性地採取不合作的態度。公務人員在其公務業務及思考都如此了，遑論在制訂

政策、執行政策時，將「性別平等」的觀念融入。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執行上更

是如此。所以，在執行相關法律時往往無所適從，多未能依法律或法律之子法執

行，而往往是要等到上級的行政命令下來才開始動作，如此本末倒置的做法在教

育單位不難發生。以下就教育部頒行的行政命令加以檢視及討論《性平法》在學

校執行的狀況。 

壹、法律位階的檢視 

在我國法規體系中，法律的位階依序是憲法、法律之後才是行政命令。但多

年來教育單位往往習慣於依教育部的函示去辦理相關事務。自從《性平法》公布

實行之後，教育部安排了相當多的研習。當然，《性平法》的催生者陳惠馨教授是

主要的講者之一，曾提及：與會的行政人員及教師們，往往不是針對條文的內容

提出問題，而是直接拿著教育單位發出的函文詢問如何去辦理。這突顯許多學校

對於教育部各單位的各種公文非常在意。反到是對於《性平法》的規定反而不甚

重視。其實，在我國的法規範體中，教育部的公文僅是一個行政命令或甚至沒有

對外效力的規範，在法律的效力上是低於立法院所通過的法律。陳惠馨（2005a：

32；2005b：128-129）就感慨地指出，教育從業人員基於習慣，不去認真對待法

律，卻以教育部的各種函文做為他們推行教育工作的依據。由此看來，教育人員

對法律的認識明顯不足。 

貳、教育部性平相關函示公文之檢視 

教育部對性別平等工作規劃於訓委會，設有一個性平專區，相關資料皆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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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性別平等全球資訊網公布15。自《性平法》頒行後，教育部所頒發的函示公

文皆有定期公布，就其公布的函示內容加以檢視，可以發現在教育現場執行《性

平法》時發生之疑惑及教育部當時所重視的課題。 

以筆者參加教育部辦理的研討會中所附的《性平法》相關函示目錄為例，相

關的函示共有 116 件，可以發現在過程中有不同的重點（教育部，2010a：183-200）。

《性平法》實施前，各校依據 1997 年教育部函頒《兩性平等教育實施方案》進行

兩性平等教育，也設置「兩平會」。但部分學校卻於《性平法》通過後仍沿用「兩

平會」而未設置「性平會」。故教育部密集地函示督促各級學校要成立「性平會」，

並再次重申「性平會」的相關應有的作為。 

當校園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依法要實施法律通報及教育通報。不過

在執行上卻發生了許多問題，如不知如何通報、通報時機、通報規範及如何協助

及保護當事人等等，此也是函示的重點。當開始執行並進入較穩定時期後，便對

各校執行時發現的問題加以釋疑，不過這期間答覆的問題以大專校院的學校居

多，一般高中職以下的學校相對較少。或許，與落實《性平法》的程度有關，大

專校院人力及相關資源較豐沛，執行上可能較為容易落實。 

爾後，狼師問題逐一被報導出來，教師是加害人所衍生的問題（如隱匿未通

報、教師的調查、處置、師師相護、教師的退休及轉校等問題）變成受矚目的議

題，雖然相關法規多有規範，但是學校的問題仍不斷地發生，教育部也只好再多

發一些函示，提醒各級學校應有的作為。最後，從桃園永平商工校園性侵事件後，

不雅照片、影片被上傳網路，加上校園霸凌甚至性霸凌的議題在民代關切及媒體

炒作下更是受到重視。甚至在《性平法》的修法公聽會16上，表示未來擬將此一

議題納入修法行列。相關函示公文檢視如表 2-2。 

 

                                                 
15 教育部性別平等全球資訊網：http://www.gender.edu.tw/ 
16 本案依臺訓(三)字第 0990204635 號函，委託國立政治大學辦理。公聽會於 2010 年 12 月 3 日假

立法院紅樓 1 樓 101 會議室舉行，主持人有趙麗雲、田秋堇及潘孟安等立委與計畫主持人陳惠

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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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函示公文檢視一覽表 

函示的主旨 函示的主要原因 

成立「性平會」 沿用「兩平會」而未設置「性平會」，且不清楚「性平會」應

該有的工作項目。 

要求相關通報 許多學校未能依法實施法律通報及教育通報。 

回覆各校問題 各級學校在執行上已進入較穩定的時期，教育部針對各校執

行發現的問題加以釋疑。 

教師為疑似加害

人的相關問題 

許多學校在發生教師為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疑似加害

人時，不但師師相護且多未依法通報，也不清楚如何調查與

處置。 

影片、照片上傳

網路及性霸凌 

網路的不雅照片及相關影片，所造成的性霸凌問題，學校大

多未加重視。重申此一議題的重要性。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教育部為因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不斷發生，及避免師師相護。教育部

於部務會報通過《性平法》、《教師法》及《教師人員任用條例》相關法案之修法

提案，規範校園如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教育人員沒能依法於 24 小時內通

報，將處以 3 萬到 15 萬元的罰鍰。過去學校在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有很

大的人情壓力造成師師相護，修法後祭出「連坐」罰責，如果沒有依照規定通報，

損害公眾，或是偽造、隱匿、湮滅校園性侵害事件證據，經查證屬實，將處以解

聘或是免職，校長也將永不錄用（王彩鸝，2011：A1）。當然，學校如不改變凡

事依教育部的函示辦理的習慣，相信新的訊息未來也將會在教育部的函示中持續

出現。 

參、教育人員看待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檢視 

《性平法》通過後，因為教育部為主管機關，必須於法律通過六個月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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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行細則訂定並送交立法院報備。並依據《性平法》第 20 條規定，訂定「準則」。

為使教育人員更加清楚，教育部舉行十場專家學者座談會，及六場公聽會。不過，

從這些過程中，陳惠馨（2005b：118-119）發現教育界的同仁對《性平法》應該

如何落實，大多感到不知所措。 

《性平法》在校園中雜音與異議最具代表的事件應屬：2005 年校長會議中對

《性平法》第 16 條的激烈抗議，甚至放話要加以抵制。在該次校長會議之前，公

私立校長代表曾前往教育部表示異議，並提出修改法令、釋憲等訴求（謝小芩，

2005：97-103）。其實要落實《性平法》，及希望校園性別平等得以實踐，重要的

前提與條件就是要「認真地對待法律」及「真正的認同性別平等的價值」才可行。

尤其是身居領導地位的各級學校行政首長，對《性平法》的正確認知、認同及認

真對待的態度，才是我國性別平等教育能否依法落實的主要關鍵。另校園中的其

他人員或因不瞭解、不重視、不認同，而有抗拒與反對該法律的情形，也產生出

許多雜音與不同意見（陳惠馨，2005b：128；陳金燕，2008：80）。這些與意見都

需要繼續觀念釐清及態度建立等相關後續工作的努力方能消除。 

在我國法律通過後，通常這法律不見得會被這個社會認真對待。尤其是一般

人及審判機關以外的政府單位，法律往往不會被認真對待（陳惠馨，2005b：128）。

在我國法治進步的今天，教育單位應該要更重視法律。如果是執行上的困擾、或

不瞭解，應當請示上級或有關單位解釋。但是，如果像《性平法》這已訂定完成

的法律，卻未能被依法執行，而只是一昧地等待上級的函文，甚至要有督導及考

核制度時才要開始運作，這已失去當初立法的美意。應該設想在法律的制訂過程

中，是多少人的付出及多少事件的堆疊下才有此成果。雖然社會所重視的各項議

題的延燒往往在新議題出現後被忽視。但不要忘記，校園安全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尤其是最容易造成社會關切及對被害人影響最深遠的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

因為不安全的校園，學習便不可能發生。所以我們要認真地對待《性平法》及其

《細則》，落實教育部頒佈的《準則》，這才是教育單位推行性別平等教育及做好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時最基本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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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的困境 

《性平法》立法之前，教育單位依據的是《性侵法》，所以《性平法》常被誤

解成是處理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的專法。事實上《性平法》的面向十分寬廣，性

侵害或性騷擾的防治只是其中一部份，因為此議題較受重視，《性平法》也有較多

的條文在討論此一議題，教育部依法設有《準則》，也要求各校配合設置防治要點

並公告實施。於此，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議題受重視之程度可見一斑。越受重視

學校就越害怕出錯，故各級學校在執行此一工作時都戰戰兢兢，也衍生出不少困

擾。尤其在中學校園的學生，其生理發展漸趨成熟，也是生長產生變化最大的時

期，此時更需要師長付出更多的關注與指導，也要留意他們的性別差異相關問題，

如此才能有助於營造性別友善的校園空間。 

壹、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理流程 

參考臺北縣教育局（2010：39-47）所彙編的《臺北縣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標準作業流程手冊》，其中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的主辦工作的承辦單

位明定為學務處。在此一議題主要有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及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

查及處置。佔全國最多人數的臺北縣，所轄的高中職校及國中多比照辦理。 

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其流程如圖 2-1。需先成立「性平會」，並擬訂

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計畫要經校長核定）。「性平會」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會

議，並推行性別平等教育，其主要工作內容有：宣導輔導、課程教學、安全防治

及環境資源等四項目，最後進行成果彙整及接受考核。 

校長為「性平會」的主任委員，執行秘書多為學務主任。分工上宣導輔導由

輔導處統籌、課程教學由教務處統籌、安全防治由學務處統籌、環境資源由總務

處統籌。但就現況而言，本應負責課程教學的教務單位及環境資源中校園安全空

間整體規劃的總務單位，幾乎不清楚自己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角色及要執行的

部分。依法應融入課程並於每學期至少實施相關課程或活動 4 小時，此外，校園

整體規劃也應留意動線、照明、安全救助及整體校園安全的規劃並繪製校園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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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這些防治的宣導課程及校園安全的規劃皆於《性平法》及《準則》中明白

地指出，不能充分執行，實與學校的組織氛圍有關。這部分留待後面章節再行討

論。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及處置是相當棘手的工作。此類校園事件最容易引

起輿論大眾的注意，不小心就會釀成喧然大波。於是乎，《性平法》也特別注意此

一部分，就處理流程上也於《準則》中有相當明確的規定。以下參考臺北縣各級

學校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處置工作，其作業流程如圖 2-2。其辦理方

式區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提出申請（申復）、第二階段：判斷是否受

理、第三階段：調查、審議、再審議、第四階段：後續作業、第五階段：資料歸

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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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臺北縣各級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圖為筆者引用自台北縣教育局（2010：39）。 

備註：臺北縣政府於 2011 年改制為新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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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臺北縣各級學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作業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圖為筆者引用自台北縣教育局（2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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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書面或口頭方式向學校學務處申請調查。但是，在此類校園事件多是

經媒體披露後才曝光，加上媒體報導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易受到社會大

眾矚目，教育主管機關希望學校主動調查處理。因成效不彰，教育部17特別在修

訂並公布的《準則》中增列第 20 條：「經媒體報導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應視同檢舉，學校或主管機關應主動將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平會」調查處理。疑

似被害人不願配合調查時，學校或主管機關仍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希望

在第一時間就能要求學校重視。學務處受理後也要實施相關的通報工作，並於第

二階段判斷是否受理，如受理，必須於 3 個工作日內將事件送達「性平會」。 

第三階段中的調查、審議、再審議工作是相當複雜的。決定受理之案件由校

長召集「性平會」開會，決定是否成立「調查小組」進行調查，如成立小組則以

3 至 5 人為原則。由何人負責及性平委員的專業性問題，在此一階段都變成校園

中的燙手工作。其中還有調查的程序及調查時的相關注意事項，小組需設發言人

1 人。調查結束後，將結果作成調查報告書，提至「性平會」審議。性平委員會

就報告書內容先進行審查，若委員超過 1/2 認為證據不足，應退回調查小組繼續

蒐證。通過審查後，性平委員會就調查報告進行審議，並作出成立或不成立之決

定，如成立，應作成懲處或其他適當處理之建議，並以書面向學校提出報告。這

期間「性平會」應於受理申請或檢舉後 2 個月內完成調查及報告並作成決定。必

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 2 次為限，每次不得逾 1 個月。此過程總計時間可長達 4

個多月，對當事人、承辦人、性平委員及學生家長都是煎熬。並且，只要進入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調查程序，加害人都必須接受輔導或治療（鄭瑞隆，2010：

38）。所以其複雜性可見一斑。 

對於申請人（檢舉人）及行為人對學校處理之結果不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

知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具明理由向學務處申復。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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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會」重新調查（此

                                                 
17 教育部文號為：教育部臺參字第 1000010432C 號令訂修正；《防治準則》修訂並公布日期，

為 2011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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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另組調查小組），並於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復人申復結果。最後不服申訴或

再審議決定，得提起救濟或逕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不論最後程序有無完成，相

關作為都必須依檢核表陳報教育部審核，並將資料歸檔備查。 

實際上不論是否有向學校提出申請，加害人的角色、人員的安排與輔導、事

件處理的時效、調查的過程與結果、家長的態度等，都明顯地與《性平法》及《準

則》規劃的作法不同，這往往造成在執行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上的困擾，

相關議題後面章節會再加以補充及討論。 

貳、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困境 

學校教育負有重大的社會文化傳遞與革新的功能，要讓學生能夠在溫馨而和

諧的氣氛中成長與發展，其先決條件則是要做到校園安全（陳芳雄，1997：192）。

過去校園給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一個學習的場所，多數的父母及學生對校園的期待

是一個溫馨且可以快樂學習的地方，校園的安全性一直以來都是深獲多數人的肯

定。但是，校園是一社會的縮影，社會上發生的社會事件難免會對學校成員造成

不良的影響，尤其是近年來破壞校園安全的事件不斷地被報導出來，使得校園是

安全的神話確確實實地被打破。 

在校園安全事件之中，最容易引起社會關切的議題，通常是校園霸凌及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往往一經媒體批露之後，校方在處理上時常會陷入很大的

壓力之中，造成相關人員的工作負荷，也造成校園情境的不穩定，即使風波平息

之後，當事人及學校相關人員都難以恢復平靜。 

依上文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處理流程之中，不難發現流程的安排都

相當地明確。相關事件原在學校內依《性平法》處理完畢後通報教育部即可，但

往往受害人或家長透過向民代陳情或媒體披露，弄得沸沸揚揚，滿城皆知，對學

校、當事人而言顯然皆非所願。但是為何多數受害人及家長不是選擇隱忍不報，

就是公諸於媒體，藉由公審的方式來解決？學校的行政單位也應依流程執行即

可，但為何依教育部校安中心的通報統計數字，仍被多數學者認為有不少黑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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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這麼多年的執行經驗，為何學校在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上仍感到棘

手？以下參考部分學者的看法，及提出在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議題時，學校

可能遭遇的困擾： 

陳芳雄（1997：07）由校園安全的角度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包括：社會環

境快速惡化、家庭教育功能式微、學校過於重視教導智育及學生對學校缺乏信任

感等。 

魏英珠（1999：48-51）指出學校在實務上，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發生

的問題，包括：缺乏對此議題之認識、不熟悉相關單位之通報及處理流程、隱瞞

不通報、對受害人存在許多迷思，及缺乏處理時應有的紀律與規範。 

羅燦煐（2005：116-117）提到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時遭遇的困境，

包括：性平委員性別平等意識不一、缺乏調查處理之專業知能、學校處理機制欠

缺分工協調、事件調查處置缺乏規格化程序、學生家長及媒體互動的問題、後續

處置與決議的落差、懲處執行及追蹤輔導等問題。 

韓宏杰（2006：86-98）就《性平法》的規範及施行現狀加以分析，歸納發現

的問題，包括：性騷擾判斷標準不明確、人力資源之困境（含：「性平會」組織之

疑義、人力及專業素養不足、調查人員的專業檢視）、迴避之相關規定造成組織的

衝突、及行政調查與司法判決不一的社會疑慮。 

陳金燕（2008：88-90）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上觀察到的的現象與困

境，包括：校園中性別意識未落實、學校粉飾太平未能積極地面對處理、性別迷

思、相關人員專業的問題及未落實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等等。 

總和上述各學者的看法，筆者彙整出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在相

關通報機制、校園的組織文化及社會環境特性等三方面的困境，於後面章節將加

以討論。 

綜合以上討論可知在執行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時仍有許多困擾，但就教育實

務而言，如果一個事件未能立即加以有效率的處理，會令學校的師生感到不安。

依照楊士隆、曾淑萍（2010a：295）的見解，根據「破窗理論」，認為對於校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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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或破壞紀律的事項，應該立即採取修正的措施，如果不能加以重視會傳遞出

「缺乏管理」的訊息，也容易引起更多的仿效及違規行為發生，使得校園不安的

氣氛更加嚴重。 

至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對被害人、被控加害人、校方及整個社會所產

生負面的影響，都相當深遠。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對

被害人所造成的傷害在心理方面有低自尊、自責、罪惡感、憂鬱及焦慮外，還會

有頭痛、高血壓、嘔吐、體重變化不正常及疲勞等所謂「傷害後壓力失調」等生

理症狀。對其所處的環境也會感覺焦慮與恐懼，對學校也有逃避、退縮等行為出

現。更嚴重的是，被害人往往被迫逃課、更換學習或研究主題，甚至被迫休、退

學，導致其受教權嚴重受損，並在其人生中留下永遠無法抹滅之創傷（焦興鎧，

2001：10；Tyler，2002：580；黃富源等，2007：20-21；焦興鎧，2007：50-51；

楊士隆、曾淑萍，2010b：85）。至於那些並非直接受校園性騷擾行為的學生，由

於目睹或耳聞這類事件，但卻無力干預或擔心被害，因此，也會對其學習情緒造

成影響。 

從上述的說明，可以瞭解到未妥善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不單對當

事人有很大的影響，國家社會為此也要付出相當高的成本。至今，仍有部分學校

對此類事件的防治工作，還只是流於紙上作業，實際上仍未確實落實《性平法》

之規定（韓宏杰，2006：83）。故如何做好預防工作，並將傷害減至最低，是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防治工作持續重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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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通報機制探究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雖然時有所聞，但是審視學校的法律責任通報及校

安行政通報資料時，不難發現學校反應的數據與真實感受有極大的落差。每當兒

少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被披露及報導後，通常會見到政府官員及學校人員頻頻解

釋事件的始末，且往往被質疑有無依規定通報。究竟為何要通報？通報的責任是

由何人負責？以及為何校園的各項通報常常受到質疑？以下分別就法律責任通報

及校安行政通報加以探究，再探討在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通報工作時所面臨

的困境。 

第一節 法律規範的通報機制 

性侵害與兒少保護工作，都是近年來社會上相當重視的議題，受害者不論是

身體、心理及精神上受到傷害或虐待，都會對身心造成相當的創傷，需要依靠專

業人員的介入與協助，才能降低受害者的傷害並預防不幸事件的再度發生，並期

盼讓受害者積極重建並尊嚴地生活。所以當發生兒少保護事件時，如何使專業人

員能立即介入與協助，仰賴的就是法律所規範的通報。尤其是當發生青少年、兒

童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時，特別容易受到矚目，所以相關單位都不敢輕忽，不論

是教育、醫療、社政或是警政單位，當發現時都依法要實施通報。高中職以下的

學生，絕大多數皆未滿 18 歲，許多與兒少相關的事件都必須依法通報，發生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時更應積極通報，以下就法律所規範的通報機制，來檢視學校是

否有依法落實相關工作。 

壹、兒少保護的通報機制 

孩子是國家未來的主人翁，這口號相信大家都耳熟能響。每個孩子在成長過

程中，最被長時間呵護的場所除了家庭之外就是學校。過去這兩個場域都被公認

為是孩子成長的樂園、受傷的庇護所。但隨著社會風氣的改變，被認為最保護孩

子的家庭、學校，往往沒能善盡保護的職責。為了促進兒少身心健全發展，並保

障兒少權益，我國特別訂定《兒童及少年福利法》（以下簡稱《兒年法》），並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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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法》、《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治條例》等法律中另有特別規定。所謂兒少是指未

滿 12 歲者為兒童，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者為少年。為保護這些沒有法律行為能

力的被害人，做到公權力能適時且有效地介入，並以做好兒少的保護工作，是以

政府頒訂上述法律，並規範相關單位必須依法通報，且為貫徹通報義務的執行，

對於怠於通報的行為都訂有罰則，主管機關得對有通報義務卻怠於通報者處以六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2008：118-119）。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有關的法定責任通報如表 3-1。 

表 3-1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有關的法定責任通報表 

法律名稱 通報的規範 罰則 

兒童及少

年福利法 

第 34 條第 1 項明確規定，教育人員於知悉兒童

及少年有遭受《兒少法》第 30 條之相關情形，

至遲應於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 

違法者處六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 

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 

依據《性侵法》第 8 條規定教育人員於執行職務

時有知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立即向當地

主管機關通報，並規定至遲不可超過 24 小時。 

兒童及少

年性交易

防治條例 

第 9 條規定，教育人員知悉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

性交易或有從事之虞者，或知有本條例第四章之

犯罪嫌疑者，應即向當地主管機關或第六條所定

之單位報告。 

性別平等

教育法 

依《性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教職員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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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向學校及當地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不得超過 24 小時。 

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18。 

                                                 
18實務上，《兒少法》2003 年公布後，台北縣政府才於 2007 年 2 月間第一次，以校方延遲通報，

將該校校長、教務主任及體育組長等 3 人，依違反《兒少法》各裁處最高罰緩 3 萬元（林久玲，

2010：14）。之後對學校違法的裁處多依《兒少法》，依《性平法》裁處者未曾聽聞，也凸顯出

《性平法》有罰則並無實施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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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續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有關的法定責任通報表 

法律名稱 通報的規範 罰則 

性別平等

教育法 

依《性平法》第 36-1 條規定：學校教職員工違

反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之通報規定，致再度發生

校園性侵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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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本研究課題中所討論的範疇，是針對 12-18 歲的中學校園的學生狀況，當發

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依法通報後仍需要專業及適切的協助，尤其是性侵害

事件。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往往承受極大的心理及社會壓力，特別是未成年的

兒童、青少年更是如此。所以在完成規定的法律通報後，多由各地家防中心的保

護性社工提供諮詢協談、庇護安置、陪同報案（含偵訊及出庭）、協助轉學、驗傷

診療、法律服務及專業的心理諮商與輔導等服務，就是希望能協助被害人及早重

建生活。 

政府頒訂相關法令以避免過去法不入家門、不入校門的錯誤思維。綜觀孩子

最依賴的家庭，卻發生許多凌虐、性侵兒少的事件，而加害人多為親人或朋友，

如果不破除迷思，讓部分家長仍誤將孩子視為自己的資產，那受害的未成年孩子

將失去依靠； 此外，孩子成長歷程中另一個重要場所就是學校，過去被視為安全

的學校，現在也不復以往，所以如果不正視青少年的問題，不能適時地加以處理

與協助，那麼未來將惡化於社會。所以為能確實地保護兒童及青少年，並能在其

需要時提供必要之協助，通報是必要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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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兒少保護通報之分析 

由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公布的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的資料

顯示，被害人多集中在 12-18 歲的未成年者，其中以女性居多；加害人為 12-18

歲的比例也逐年增加，其中多為男性，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加害人概況詳如

表 3-2、3-3。顯示此階段的青少年相關性平議題需要加以重視，特別是此年齡多

為求學階段，最容易發現被害者徵兆者應該是與學生相處頻繁的學校老師，但就

通報單位資料顯示，學校的通報數不高， 性侵害案件通報來源件數統計詳如表

3-4。基於此有必要加強學校教師建立正確的觀念，使其正視法律通報的責任與意

義，落實法律通報工作（桃園縣政府社會處，2009：212-213）。如此，重視教育

人員的角色，以及有效地協助潛在的被害人，才能及時回應被害人的需求，並提

供其必要的協助。 

 

表 3-2 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概況 

年度 
性侵害被害人 

總人數 

性侵害被害人

12-18 歲總人數

12-18 歲女性 

被害人人數 

12-18 歲男性 

被害人人數 

2005 4900 2232 2094 70 

2006 5638 2573 2393 128 

2007 6530 2944 2719 167 

2008 7285 3243 2958 228 

2009 8008 3756 3349 329 

2010 9320 4546 4045 443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備註：部分資料為性別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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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性侵害事件通報加害人概況 

年度 
性侵害加害

人總人數 

加害人年齡

不詳人數 

性侵害加害人

12-18 歲總人數

12-18 歲女性 

加害人人數 

12-18 歲 

男性加害人

人數 

2005 2125 1139 143 10 133 

2006 4236 1950 426 45 378 

2007 5212 2623 528 55 470 

2008 6227 3269 693 77 615 

2009 7274 3790 1008 119 888 

2010 8709 4502 1365 159 1202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備註：部分資料為性別不詳。 

 

表 3-4 性侵害案件通報來源件數統計表 

年度 通報總件數 113 專線 警政 教育 醫院 

2005 7188 419 2805 809 2768 

2006 8075 660 2746 1112 2967 

2007 9375 1019 2927 1462 3316 

2008 10260 1681 2807 1789 3266 

2009 11619 1736 2997 2381 3611 

2010 13434 1895 3087 3473 3902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備註：部分資料為性別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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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近年來性侵害通報資料統計顯示，通報案件數呈現逐年增加之趨勢，除

顯示社會上仍充斥著對他人的不尊重外，也突顯出整個通報制度，因慢慢地形成

共識，故在執行上有所成效。另外，就通報單位看來，明顯集中在警政單位與醫

療院所，通報量超過七成，相較於受害者多集中在學生的年紀看來，學校對於朝

夕相處的學生關心程度似乎不足。為避免學生遭性侵害事件發生時，學校單位因

不知情，而錯失對學生提供適切的協助與關心，學校實在有必要加強與警政、醫

療及社政單位的聯繫工作，特別是社政單位，因為實質的協助工作多為地方的家

防中心負責。 

家防中心的主要業務含括家庭暴力、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等類型，服務的對

象從兒童到成人，領域也涵蓋家庭內、外，需協調的單位更涉及社政、警政、醫

療、司法及教育單位，在治療工作上也包含被害人及加害人等不同面向，另外還

要做初級的預防宣導、平時緊急救援的保護與處遇介入，及長期的追蹤輔導等工

作項目（桃園縣政府社會處，2009：209）。這些工作多為家防中心的保護性社工

負責，其工作負荷及身心壓力都隨著案量的增加及社會問題複雜性而不斷攀升。

社工人員的平均個案多、工作負荷大，待遇偏低（詹火生，2011：1）。對保護性

社工而言，工作負擔及風險高，且缺乏正式職缺，工作上多為約聘人員，在薪資

低、工作缺乏保障之下，保護性社工的流動性相當高。如果學校缺乏與其聯繫或

溝通的機制，只一味地期盼望家防中心由社工完全負起被害人的協助工作，這無

疑是緣木求魚，畢竟社工的業務量如此大，對學校所期盼的工作能做到的真的有

限。 

叁、學校法律通報之檢視 

就上述表 3-4 性侵害案件通報來源件數統計資料中，所呈現的教育單位應該

多數為學校，明顯地看出通報數量遠不如警政及醫療單位；再對照表 3-2 性侵害

事件通報被害人概況，更可發現在校學生為被害人數量最高，數倍於教育單位所

通報的數字，由此可見學校的法律通報落實程度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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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何無法落實法律通報？首先可就該由何人通報檢視起。18 歲以下的在

學兒童及青少年，當發生被性侵害或性騷擾時，依法教育人員都要執行法定責任

通報，並於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如此作法，能有利於社工單位及時啟動協助機制，

並能積極地保障兒少權益（鍾宛蓉，2010：283）。性侵害事件是依據《性侵法》

第 8 條規定教育人員於執行職務時有知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立即向當地

主管機關通報，並規定至遲不可超過 24 小時；18 歲以下的兒童及少年遭校園性

騷擾，是違反《兒少法》第 30 條規定，並依《兒少法》第 34 條第 1 項明確規定，

教育人員於知悉兒童及少年有遭受《兒少法》第 30 條之相關情形，至遲應於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所以，學校的所有教職員工都有執行法定通報的責任19。未能

落實，明顯地與學校教職同仁缺乏通報認知有關，以 18 歲以下的兒童及少年遭校

園性騷擾事件為例，依法必須通報，但檢視桃園縣政府的性騷擾案件的通報資料，

於 2006-2009 年間，教育單位的通報量僅有 2006 年 2 件，之後便無此通報記錄（桃

園縣政府社會處，2009：215）。而 2006 年當時又有《騷防法》的通過與施行，這

通報案或許也是法規效應。 

就執行成效來看，學校人員普遍缺乏對法律的重視，法律的相關規定也容易

被忽視。所以主管機關必須不斷地發文提醒，如上述的學生遭校園性騷擾的法定

通報，也是在長期被漠視後，主管機關內政部兒童局才於 2009 年 3 月 30 日以童

保字第 0980053069 號函，提醒各校教育人員要依法通報，並應依法啟動調查20。

要確實落實通報，有賴教育人員相關認知的提升，如此才能讓校園中受到傷害的

學生得到需要的協助。 

學校教育人員缺乏通報的認知，除了不清楚流程外，其實許多人是害怕麻煩。

尤其有許多通報後的工作都由保護性社工負責執行，保護性社工在執行工作時常

會面臨許多風險，這也造成其他人擔心的原因。詹火生（2011：1-3）有感於社工

                                                 
19 教育部為執行行政院所定之「落實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實施方案」訂定

各級學校及幼稚園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如附錄

五）。 
20 本案係由教育部以臺訓（三）字第 0980053278 號函轉知，日期為 2009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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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苦與風險，藉由台東社工師過勞死，專題演講「愛心不該廉價」，也提及社工

是勞工自覺疲勞度最高行業，同時風險性也高。所以，教育從業人員多以為這些

風險必須由通報人員共同面對，加上一些通報後的案例，家長因為不諒解而怒告

學校師長甚至毆打老師，這都會讓老師質疑通報後的法律問題如何因應，故要求

教育人員通報，首先應該先破除其疑慮。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有關的法定責任通報，大致上如表 3-1 所示，其中都明

白地規定教育人員於知悉疑似遭性侵害、性猥褻，或性騷擾（18 歲以下）情事者，

皆應立即於 24 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通報。雖然，這規定是為了保護兒少，也為

了使被害學童能得到協助，但是所宣導、規範的都是未依法通報要處罰。如此規

定，更讓校園中的教育人員將「知悉」兩字視同「畏懼」，想提高通報率及提升教

育人員的通報認知，單靠依法處罰甚至解聘、免職，是行不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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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行政通報的檢視 

2010-2011 年教育界最熱門的話題不外乎校園霸凌事件。尤其是桃園縣八德

國中事件後，媒體日以繼夜地報導，足足有逾兩週之譜。教育部長也因此一事件

不斷地接受立委責詢，並要對外說明學校狀況，教育部也因此密集地開會討論因

應之道。這期間最常被問到的是：校園事件發生時，學校有沒有依規定向上級或

校安中心通報？其實，這通報就是要求學校在發生任何校安事件時，必須要實施

的行政通報，通報資料管制並彙整於教育部校安中心。每當有校園安全事件發生，

就是以學校通報校安中心資料做為初步評估的依據，容易受矚目的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通報工作更是被重視。為瞭解學校執行校安通報的概況，以下就教

育部校安通報的機制，藉以檢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通報工作。 

壹、校園安全的通報機制 

我國政府鑑於「921 集集大地震」的防災經驗，爰於 2000 年 8 月依據災害防

救法規定成立災害防救委員會及所屬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負責整合全國救災資

源，進行調度與支援，協助地方政府救災21。教育部為維護校園安全，自 2001 年

7 月依《災害防救法》成立「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以下簡稱校安

中心），實施 24 小時人員值勤，負責統籌各級學校校園安全通報與處理，並負有

強化及改善校園安全相關問題等功能。另於 2003 年 10 月 20 日以台軍字第

0920146958 號函訂頒《建構校園災害管理機制實施要點》，以做為校園安全管理

之最高準據，並據此訂頒《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作業要點》，明訂各教育相關

單位通報作業程序與規劃成立校安中心，以統籌各級校園事件的通報與處理作業

（趙申、黃寶中，2005：1；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c：1）。 

檢視 2003 年校安通報作業，發現高中、職以上學校因為有軍訓教官專人負

責，加上軍訓系統的強力宣導及要求，較能落實通報，至於其他學制因為要求不

                                                 
21 資料引用自教育部校安中心簡介。網址： https://csrc.edu.tw/Main.mvc/Index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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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加上承辦人更迭頻繁，造成許多學校未能確實填報22。為落實各級學校的通

報作業，2004 年 8 月教育部特別要求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各校校安業務主管與承

辦人，完成緊急聯絡網的填報並適時更新，希望透過暢通的緊急通訊網路，加強

督促學校落實校安事件之通報與處理。 

筆者擔任軍訓教官已逾 19 年，工作實務上與教育部最常聯繫的就是校安中

心，不論是重要訊息傳遞或校安事件的通報，都與校安中心密不可分。特別是，

當發生校安事件時，都被規範必須於時限內完成通報。早期網路不發達，必須先

用電話聯繫，再填具書面資料後傳真至各地的校安中心，最後再彙整於教育部校

安中心。現在多透過網路以上網填報為主要方式，學校單位則評估事件的屬性類

別與事件等級，並於規定的時限內完成校安通報，狀況緊急時，必需電話知會教

育部或各地校安中心的留守或輪值人員，以利其對學校狀況的掌握。校園事件等

級及通報時限如表 3-5。 

表 3-5 校園事件等級及通報時限 

事件等級 狀況 通報時限 

甲級 

1.人員死亡或有死亡之虞。 

2.財產損失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 

3.亟須本部或其他單位協助及其

他可能引發媒體關注、社會關

切之事件。 

應於獲知事件 15 分鐘內，以電話

通報本部及上一級督考單位，並

於 2 小時內透過校園事件即時通

報網（以下簡稱即時通）實施首

報。遇有網路中斷時，改以紙本

方式傳真至本部及上一級督考單

位，俟網路恢復後再補行通報作

業。 

資料來源：本表由筆者引用自（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b：

6）。 

 

                                                 
22 資料引用自教育部校安中心 2003 年校園分析統計報告，第 6 頁。網址：https://cs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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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續 校園事件等級及通報時限 

事件等級 狀況 通報時限 

乙級 

1.人員重傷。 

2.財產損失在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未達一百萬元。 

3.其他未達甲級事件程度，且無

法即時處理之事件。 

應於獲知事件 12 小時內，透過即

時通完成通報作業。遇有網路中

斷時，作業方式同甲級事件。 

丙級 
1.人員輕傷或疾病送醫。 

2.財產損失未達新臺幣十萬元。 

應於獲知事件二週內，透過即時

通完成通報作業。 

資料來源：本表由筆者引用自（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b：

6）。 

 

就本研究課題中，是當中學校園發生疑似性侵害、性猥褻或性騷擾事件時，

依教育部校安中心所律定的通報等級，最低為乙級事件23。也就是必須於獲知事

件 12 小時內，透過校安即時通完成通報作業。所以負責通報工作的承辦人員如果

沒有經驗或缺乏練習，執行上並非那麼容易。 

校園發生疑似性侵害、性猥褻或性騷擾事件後，容易引起社會上的矚目。當

下最重要的，除提供受害的學生及其家長最適切的協助，處理與加害人的相關議

題外，往往行政通報後仍需要專業及適切的協助，尤其是性侵害事件。當發生校

園性侵害、性猥褻或性騷擾事件時，校方往往都要承受極大壓力，特別是來自長

官及媒體的詢問。所以，為使教育主管機關在面臨媒體關注、民代詢問時能確實

地掌握學校狀況，並能提供學校最適切的指導與協助，執行校安通報是相當重要

的。 

 

                                                 
23 資料引用自教育部校安及時通。網頁：https://csrc.edu.tw/Main.mvc/Index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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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部校安通報分析 

考量社會的急遽變化與多元化發展，以及加上校園環境已日益開放，校園與

外界的藩籬漸漸模糊，社會上所發生的議題，多會造成危害校園安全的因素，為

能提供學子安全無虞的校園生活，教育部希望藉由校安通報的落實，統整通報程

序、彙整通報資料與資料分析，平時除可藉由提醒及督考增進校安預警的功能，

當緊急狀況發生時能提供支援系統及即時的協助，長期而言可藉由資料彙整分

析，瞭解校園災害事件的趨勢，做未來政策擬訂之參考（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

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a：2）。由此可見，校安事件是否確實通報，對校園安全

及政府政策的擬訂，都有重大的影響。 

目前教育部公布的校安通報資料有 2003 至 2008 年，但 2007 年後與性平相關

資料（尤其是兒童少年保護事件類別）無詳細數字公布，僅能散見於軍訓處辦理

的相關研習手冊，就本文討論的主題為考量，各級學校與性平議題相關通報資料

如表 3-6、3-7 及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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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2004 年各級學校與性平議題相關通報一覽表 

                    各級學校

通報類別 
大專院校 高中職校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校園安全 

維護事件 

遭性侵害或猥褻 

（18 歲以上） 
1 3 0 1 

遭性騷擾 

（18 歲以上） 
7 6 0 3 

遭性侵害而致懷孕 

（18 歲以上） 
該年度未區分此項目  

校園暴力

事件與偏

差行為 

疑涉性侵害或猥褻 7 13 7 2 

疑涉性騷擾事件 11 2 9 3 

有從事性交易或從

事之虞者 
1 0 2 0 

兒 童 少 年

保 護 事 件

（ 中 學 以

下 學 校 適

用） 

遭性侵害或猥褻 

（18 歲以下） 
0 11 62 19 

遭性騷擾 

（18 歲以下） 
0 11 10 4 

遭性侵害而致懷孕 

（18 歲以下） 
該年度未區分此項目 

兒童或少年有從事

性交易或從事之虞

者 

0 0 0 1 

迫誘兒童或少年猥

褻或性交 
0 4 7 12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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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2005 年各級學校與性平議題相關通報一覽表 

                  各級學校 

通報類別 
大專院校 高中職校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校園安全 

維護事件 

遭性侵害或猥褻 

（18 歲以上） 
13 8 1 0 

遭性騷擾 

（18 歲以上） 
29 7 2 0 

遭性侵害而致懷孕

（18 歲以上） 
該年度未區分此項目  

校 園 暴 力

事 件 與 偏

差行為 

疑涉性侵害或猥褻 7 16 15 6 

疑涉性騷擾事件 24 16 4 4 

有從事性交易或從

事之虞者 
0 1 1 0 

兒 童 少 年

保 護 事 件

（ 中 學 以

下 學 校 適

用） 

遭性侵害或猥褻 

（18 歲以下） 
2 69 147 74 

遭性騷擾 

（18 歲以下） 
1 31 25 24 

遭性侵害而致懷孕

（18 歲以下） 
0 6 24 1 

兒童或少年有從事

性交易或從事之虞

者 

0 1 5 2 

迫誘兒童或少年猥

褻或性交 
0 10 22 0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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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2006 年各級學校與性平議題相關通報一覽表 

                    各級學校

通報類別 
大專院校 高中職校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校園安全

維護事件 

遭性侵害或猥褻 

（18 歲以上） 
19 10 2 1 

遭性騷擾 

（18 歲以上） 
24 5 1 0 

遭性侵害而致懷孕

（18 歲以上） 
0 1 0 0 

校園暴力

事件與偏

差行為 

疑涉性侵害或猥褻 20 19 16 8 

疑涉性騷擾事件 30 17 13 8 

有從事性交易或從

事之虞者 
0 1 2 0 

兒童少年

保護事件

（中學以

下學校適

用） 

遭性侵害或猥褻 

（18 歲以下） 
6 94 248 148 

遭性騷擾 

（18 歲以下） 
1 38 75 53 

遭性侵害而致懷孕

（18 歲以下） 
1 15 45 0 

兒童或少年有從事

性交易或從事之虞

者 

0 3 15 1 

迫誘兒童或少年猥

褻或性交 
2 11 29 13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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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審視以上所列之各表資料後，首先會發現與性平議題相關的通報類別有 3

類，項目細分至少有 11 項之譜，對負責通報的人員而言是相當大的困擾，加上此

類通報時往往會出現警語提醒24，無疑讓負責通報的人員更加困擾。另外對照表

3-2 的通報資料，也不難發現學校的校安通報數據明顯偏低，檢視 2005 年前的資

料，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通報量相當低，也凸顯相關議題多潛藏在台面下，學

校針對此類事件也多低調處理。相較於大專中等學校以下的學生對自己性別議題

的認知仍明顯不足。隔年，因為《性侵法》及《騷防法》賦予教育人員法定通報

責任，相關的通報量也明顯增加，顯示法律的規範造成顯著的效果，這也可由表

3-4 性侵害案件通報來源統計看出，相關有法定通報責任的單位，通報數都明顯

增加，教育單位也是如此。 

不過相較於教育單位依法責任通報性侵害案件數，教育部校安中心接獲的通

報數相對地明顯偏低。以國、高中階段的學子，年齡多集中在 12-18 歲，此階段

年齡層絕大多數應是在學學生，雖然有部分青少年失學或就業，通報的統計數有

明顯落差，其反映出除校安通報不夠落實外，就是學校教育人員對通報的認知，

及對學生的關懷，都有待加強。 

叁、學校行政通報之執行 

校安通報的類別規範於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即時通報網」中，當填

報「校園事件即時通報表」時，在基本資料欄中羅列事件之分類選項，以供各級

學校及單位填報時自行分類使用。分類選項共計有 8 項主要類別，及 118 項次要

類別（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c：6）。設想，校安業務承

辦人在面臨通報時，對於如何分類已是相當困難，再加上執行此業務工作多為校

園的新進人員（於下一章會詳加討論），如果沒有明確的工作經驗傳承，加上如果

事件年代久遠，相關當事人皆已不在學校的教育現場，難以想像負責通報人員是

                                                 
24 警語：您通報的事件如屬「兒童少年保護事件」(18 歲以下)或「安全維護事件」之「遭性侵害

或猥褻(18 歲以上)」之類別，應依法於知悉後，24 小時內通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違法者處新

台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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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報。況且，《性平法》有別於其他性平法律，即是案件沒有追訴年限的限制

25（鍾宛蓉，2010：21）。如果缺乏有相當經驗的承辦人，此項工作想必一定不容

易落實。 

以本文的研究議題來看，學校負責校安通報的承辦人，於執行校安通報時都

會看到提示警語，主要是提醒學校要依法於 24 小時內通報當地主管機關。雖然對

學校而言，這是善意的提醒，但負責校安通報的業務承辦人，又面臨擔負起有無

落實法定通報的責任。無形中在工作的執行與落實上，降低了學校主動通報的意

願。 

為何相較之下學校的通報量明顯偏低？無疑地與學校人員仍習慣低調處理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關。這類事件在校園中多潛藏於台面下，學校也多缺乏

對學生的主動關懷。就校安中心資料發現通報事件中每年的 2 月及 7、8 月份，兒

少保護事件類通報量明顯偏低（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

2010a：14）。這應該與學校放寒、暑假有關，也凸顯出學校缺乏主動關心、主動

通報的認知。當受理單位欲依照程序處理時，往往會有來自行政長官、同事、家

長等各種壓力（胡延薇，2011：12）。此外，學校為了隱匿不報，多會結合家長會、

教師會的力量，以維護校譽為由，對勇敢站出來人施壓（羅融，2010：A7）。如

果在校方保守心態或想用私了方式解決的情況下，學校未實施通報也無從查核，

如此缺乏考核制度與作為，只會造成學校校安通報上衍生更多黑數，而校園的性

侵害或性騷事件更是如此。 

學校因為缺乏主動的共識，所以學生問題經常無法掌握，尤其是與性侵害或

性騷擾議題相關時，往往當事人不是向學校反映，而是向親友投訴，或寫心情日

記時被發現，此類事件都容易引起社會矚目。此時，學校相關人員無不繃緊神經，

因為只要經過媒體報導，相關主管機關同時會去查核校安通報，除瞭解事件的梗

概外，亦可確認學校有無通報、通報程序是否確實。所以，學校的校安通報時常

                                                 
25 《性平法》提告無年限限制，是為了使學校或主管機關，能於事件中發現並改善防治措施的教

育意義（鍾宛蓉，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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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動通報，如此，對事件的當事人，則失去了第一時間被協助的機會。 

以本研究討論的中學階段學校來檢視，高中職（含完全中學）學校因設置有

軍訓教官（以下簡稱教官），所以校安通報的工作自然由教官負責執行。以臺北縣

（2011 年起為新北市）為例，高中職校的教官由教育部臺北縣聯絡處軍訓督導所

管轄，所以督導的重視與否，自然會影響到校安通報的質與量。以吳豫洲督導26為

例，吳督導是教育部校安中心最初的建置人之一，其對各校校安通報的執行狀況，

相當清楚缺失及不足之處，所以就任後開始不定期地實施校安事件通報檢測，以

強化教官通報的紀律與能力。第一次測試的假設案例就是校園性侵害事件27，結

果發現，絕大多數的學校都有誤報或未依規定格式通報之情形，為嚴肅校安通報

紀律，各校也在重複要求下逐一改善通報缺失。不過受過嚴謹要求的教官，能否

將此一要求延續下去，又是通報工作的問題28。至於國民中學因隸屬教育局（處），

因缺乏嚴謹的督導及考核，相較於高中職，校安通報工作上自然較為鬆散。此外，

因一般國中未設置軍訓教官，校安工作多由生教組負責，實務上生教組的行政職

務多無法久任。所以，不論國中或高中職都有經驗不足及缺乏傳承的困擾。 

 

 

 

 

 

 

 

 

                                                 
26 擔任督導期間：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8 月，2011 年 9 月 1 日退伍。 
27 為能有效落實「校安通報」填報作業及精進填報內容，即日起將不定期對縣內 54 所學校同步

實施校安檢測（每月乙次），模擬狀況下達後，請各校於時限內（二小時），完成通報作業。依

據校外會通報 026 號，通知日期：2009 年 2 月 23 日。施測日期為：2009 年 3 月 17 日。 
28 教官因為受制於服役年限，加上遷調頻繁多無法久任一職，在學校的工作經驗也多會有傳承困

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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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通報工作的困境評析 

法律責任通報及行政校安通報，幾乎是對各級學校是否落實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防治工作最直接的考核。有無依規定通報、通報的格式正確與否都是較明顯

的問題，此外還有隱匿未報的情形，所以，校園在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時要

常去思索通報工作的重要性。但對於如何通報、通報的後續等等問題都常遇到疑

惑，如遇到學校主管不希望通報，但又擔心事件曝光、造成行政疏失，往往會陷

入兩難。如此，對於防治工作的落實，更是不容易做到。以下就學校執行通報的

工作加以檢視，探討執行防治性侵害或性騷擾工作時可能面臨的困境。 

壹、法律責任通報的困境 

 一、法律責任通報分工缺乏共識 

根據近年來官方統計資料顯示，受到性侵害之受害人為學生者，比率相當高，

我國各級學校相關人員，對受害學生的關懷實有加強之必要（黃富源等，2007：

11）。教育人員依法都有通報的法律責任，只是通常不受重視。教育部多次發函，

重申法律規定的通報工作，是校園中每位教職員工都應負起的責任，並要求學校

加強宣導此一觀念。只是在學校實際運作上，多習慣由輔導單位負責法定責任通

報，並由輔導人員擔任與轄區社工人員的聯繫窗口。在面對教育部不斷宣導人人

有責的要求時，輔導單位的負責同仁更容易表達不公平的情緒，多期盼校園內每

位教育人員都能依規定執行通報工作。尤其是，最瞭解學生狀況的班導師，期盼

班導師能肩負起此一責任。經筆者觀察，雖然導師是最直接接觸到學生的教職人

員，但是在教學、生活管理及班級輔導工作上，負擔及壓力原本就不小，如果一

味地要求導師，要負責通報班上同學的法律責任事件，那無疑是平添導師的困擾，

讓導師的工作更乏人問津。 

回歸到教育部的函示，要求學校提醒及宣導，發現或知悉需通報的事件，教

育人員皆要依法通報，未按規定者依法論處。那麼，「知悉」二字將會變得更沉重

且不容易落實。教育部為何需要多次函文提示學校呢？就筆者的觀察，主要原因



 

 74

是因為責任通報分工缺乏共識。學校的教育人員都有自己的職務，對於未能明確

律定的事項，多缺乏主動積極的精神，除擔心工作增加外，也害怕責任的負擔。

所以，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應明確律定學校的通報窗口，並做好責任分工，使教

育人員在「知悉」後，只要通知學校的窗口，後續的相關通報事宜由代表學校的

承辦人負責即可。而如今，未明確律定與分工，只一味地宣導人人有通報之責。

那麼，何人負責通報？不單只是教育人員的困惑，也是無法落實教育人員法律責

任通報的原因。 

 二、通報後的法律責任缺乏協助 

當學校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時，依法教育人員必須向地方主管機關通

報。然而，通報工作固然有其作用，但當通報發生錯誤時，往往對當事人及其家

庭造成傷害（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2008：120）。侯淑茹（2010：40）就提醒避

免將通報作為要求家長改善的工具、也不要自己暴露是通報人，當家長轉移憤怒

或有威脅等不當舉止時，可考慮報警。所以，為避免錯誤發生，教育人員通報時

應該用客觀、冷靜的態度，也要不預設立場，並忠實地陳述事實，千萬不能偏頗

事實，更不可用臆測的方式去做通報工作。 

就學校的程序與責任而言，後續的工作應該是儘量地協助學生，此類事件學

校處理上都相當低調，因為依法必須保密。不過，學校的保密工作不容易落實，

事件經常變成校園間的話題，甚至連負責通報的教育人員也無法倖免，往往要面

對被通報的相關學生及家長的各種壓力。所以教育人員通常未通報，因為除家長

不願意通報外，也擔心通報程序中個人資料外洩，更害怕通報後被報復（民間司

法改革基金會，2008：121；林久玲，2010：14）。 

學校教育人員法律責任通報至保護性社工接手後，多會和受害的學童或家屬

接觸。在處理保護性業務時，社工人員常要面臨職場風險危險事件（詹火生，2011：

2）。社工員執行工作時，時常遭到辱罵與威脅，此時如果加害人知悉時，很容易

便會找上學校，並質問是何人通報？在保密工作鬆散的校園，負責通報的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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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有面臨和社工人員一樣的壓力，會受到加害人或其親屬的質問、辱罵、毆打

甚至控訴的可能性。學校教育人員多不願面對此一事件，因為連執行此類工作的

保護性社工都無法避免此一困擾，遑論對法律一向不多做討論的校園。如果沒有

明確的法律協助，通報後的困擾也會形成無法落實通報工作的原因。 

三、社工人力有限支援明顯不足      

學校單位對於性侵害的認定不易，於是常利用各項集會、研習，向教育部長

官反映此一狀況。教育部召集相關人員座談後，便於 2010 年 5 月 27 日以台訓（三）

字第 0990066934 號書函，建議各地方政府家防中心的社工人員，以專家證人的身

分提供被害人相關身心創傷評估資訊，以利學校「性平會」的調查小組據以認定

性侵害之事實，此舉，也是希望能做到避免對性侵害被害人的重複詢問。由此可

知，教育單位期盼社工人員多加支援，特別是希望家防中心的社工能主動配合。 

只是，當此書函一發布，卻演變成各地方政府家防中心的社工人員的強烈反

彈。內政部遂於 2011 年 4 月 27 日邀集專家學者及各地方家防中心人員與會，認

為社工人員以專家證人身分協助調查，會造成社工人員專業角色混淆，並決議：

提醒學校在調查校園性侵害事件時，為有利案情判斷，建議外聘具有社工、心理

專業素養之調查人才協助；倘若，認為家防中心社工人員有協助調查工作之必要

時，可邀請其參加。但其角色僅列席或提供個案相關之專業意見及諮詢；並請各

地方政府教育單位，視所屬學校處理校園性侵害案件之個案具體需要，與社政網

絡溝通協調，以協助學校維護被害人權益並能有效完成調查工作29。由此也不難

發現，社工界的反彈，因為社工的工作負擔真的很大30。以桃園縣為例，社工人

數雖然隨著兒少保護及大溫暖專案的推動有所增加，但截至 2009 年縣府僅有社工

95 人（含督導），其中僅有 8 名正式編制，其他皆為約聘人員（桃園縣政府社會

處，2009：39-40）。就人力及專業倫理角度看來，社工是無法滿足學校協助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的期待。所以社工單位最常給學校的的建議，莫過於希望學

                                                 
29 本案見諸教育部臺訓(三)字第 1000073788 號函。 
30 社工協會的副理事長張振成（2011：83-88），仍主張增加社工人力，及爭取合理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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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自行培育專業人才或找一些專家學者，但就人事及經費上的考量，對學校而言

都不是好的建議。 

四、學校與社政單位間協調不足 

由上表 3-3（性侵害事件通報加害人概況）統計資料看來，12-18 歲年齡受害

者性侵害事件的通報單位看來，多集中在警政、社政及醫療單位上，與受害者最

直接相關的學校單位，通報數量上明顯偏低。多數的通報個案多由社政單位負責

提供協助，並由地方家防中心的保護性社工協助處理，當受害人或加害人為學校

學生時，學校必須針對學生個案的需要提供必要的協助或安排，以協助其重建學

校生活或避免其他師生受害。 

學校通報數量少，其代表之意義就是對學生狀況的不瞭解。社工界有一句話

就是：案主沒有意願，所有的協助都是枉然（陳慈幸，2002：209）。學校缺乏對

學生主動關懷，及瞭解現況的積極作為，由通報兒少事件時，學校仍有寒暑假效

應可見一斑。學生在發生意外、需要協助時，未能讓學校知悉，那麼便無法適時

地對學生提出援手。 

莊淑靜（2008：89）認為學校教師對社政單位工作的不瞭解，及過去沒有密

切合作的經驗與順暢的溝通管道，而造成誤解與衝突。長久下來，導致學校不願

意向外尋求資源與合作。在考量受害學生的權益及未來校園生活的適應，如果未

能落實教育人員通報前，學校應積極地與社政單位的社工聯繫（沈宜純等，2010：

53），使相關學生除得到社工協助外，也能感受到學校的溫暖。但就現況看來，因

為依法要加以保密，社工與學校多基於專業倫理與尊重受害者，往往造成社工與

學校單位互動不佳。其實社工的個案數量相當多，學校應該主動地與社政單位保

持聯繫，才不會有缺乏合作的遺憾。如此，才能對受害學生提供最好的服務，也

能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師長的關懷，並增進其對學校的信任。學校也可在與社工聯

繫互動過程中，清楚個案為何不是由學校通報，進而加強教育人員的通報要求，

也可提高教育人員責任通報的比率。雖然目前學校尚缺乏與社政單位，足夠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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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協調，相信在未來仍是學校單位可加強的方向。 

貳、學校行政通報的困境 

 一、行政人員異動頻繁缺乏傳承 

校安通報工作在不同的學制都有不同的負責單位，在大專校園有校安人力負

責，一般高中職校一樣由教官擔任或由軍訓室負責，國中階段則多由學務處生教

組長負責。但是與教官異動頻繁的困擾一樣，國中階段也面臨學務主任及生教組

長行政職務找不到人願意擔任的困擾，因而造成行政人員不斷地更替的問題。尤

其是生教組長一職，多由學校的新進教師擔任，所以在執行生教組相關工作時經

驗不足，加上缺乏適當的經驗傳承，往往造成工作銜接上的問題。所以，教育部

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b：32）發現，國中、小學校的承辦人，

由於異動太過於頻繁，加上缺乏經驗傳承，校安通報工作普遍沒能落實。 

就學校行政通報的工作來看，確實地執行並落實是需要經驗的累積，尤其是

面臨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通報時，更是需要經驗。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通報為

例，通報者只單純地要細分通報的類別與細目，就要費一番功夫。因為與此議題

的相關分類相當多，又涉及法律責任通報，對缺乏經驗的承辦人而言，確實不容

易執行。校安通報類別共計有 8 項主要類別及 118 項次要類別項目，雖然可由各

校視實際情況分類使用，實務上分類過多難以判別。校園事件分類中與性平議題

相關的主要類別及次要類別項目如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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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校園事件分類中與性平議題相關檢視表 

主要類別 次要類別項目 

校園安全維護事件 

（主要在於財物、建物之受損

或人員受外人騷擾） 

1. 遭性騷擾（18 歲以上）。 

2. 遭性侵害或猥褻（18 歲以上）。 

3. 遭性侵害而致懷孕（18 歲以上）。 

校園暴力事件與偏差行為 

（含教職員工生於校內外之不

良行為） 

1. 疑涉性侵害或猥褻。 

2. 疑涉性騷擾事件。 

3. 有從事性交易或從事之虞者。 

兒童少年保護事件 

（中學以下學校適用） 

1. 迫誘兒童或少年猥褻或性交。 

2. 兒童或少年有從事性交易或從事之虞者。 

3. 遭性騷擾（18 歲以下）。 

4. 遭性侵害或猥褻（18 歲以下）。 

5. 遭性侵害而致懷孕（18 歲以下）。 

資料來源：本表為筆者修訂自（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c： 

6）。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a：30）認為，校安通報資料

分析是擬定安全校園政策的重要依據，但各級學校負責校安事件承辦人更迭頻

繁，對於通報工作生疏，有時無法依相關規定完成作業，如無法避免人員異動，

建議各校至少要有健全之校安通報業務之交接制度。所以，人員異動並缺乏傳承，

對執行校安通報都是不利的因素。 

 二、相關單位重複通報缺乏整合 

就本文研究議題而言，當發生中學階段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時，依規定除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系統的行政通報外，也必須通報各縣市家防中心以落實責任

通報。實務上，還要以電話向各層級的教育主管密集回報。其實單就通報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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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這類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都必須通報各縣市的家防中心，同樣是

政府機構卻必須分別通報，實增加學校執行通報工作的困擾。 

此外，依規定完成通報後，家防中心的社工多會透過學校的輔導單位，瞭解

當事人的狀況或提供相關支持與協助。只是社工與學校的輔導人力重複投入，因

為缺乏彼此間整合的機制，除造成人力資源浪費外，相關當事人往往在反覆輔導

過程中造成二次傷害。因為，除社工、輔導老師的專業輔導及服務外，班級導師、

或是學校的校安中心，也希望瞭解學生狀況並表達關切，缺乏整合，往往反而造

成當事人、家長甚至於導師的困擾。這也是為何性侵害或性騷擾受害學生，不願

向學校反映或求助的原因之一。 

就筆者實務經驗，如能整合一個平台，當選定的類別為性侵害或性騷擾（18

歲以下）時，系統應主動聯繫另一中心彙整，如此，除可避免重複通報，亦可提

高通報意願外，在資訊的整合上也能達到較佳的效果。以性侵害或性騷擾（18 歲

以下）案件通報各縣市的家防中心為例，如果家防中心也能建置當事人的學校資

料，除了可通知學校共同協助外，也可以查核學校有無知悉、有無處理，教育主

管機關也才能適時地加以督考與提醒。 

 三、通報認知缺乏共識造成黑數 

在一般校園中的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中，在實施通報時常會有加害人不明、

被害人意願問題、及家長意見等等無法達成共識的困擾（劉麗貞，2010：9）。此

外，若是發生老師對學生的加害行為，更會造成大騷動，這其中除了年齡及社會

經驗差距的問題外，主要還有權力不對等的問題。而且，對於社會上大多數人的

觀感而言，教師是一種神聖的工作，對老師的期望相對地較高，對於校園中出現

所謂的狼師，更是不能接受。但是，當事人遇到此類案件時，大多低調不敢聲張。

另受到傳統觀念的束縛，此類案件除非見諸媒體，多數不是忍氣吞聲，就是自行

設法處理，學校到頭來多是不知情。 

此外，當教師是疑似加害人時，學校同仁要處理的人是自己的同事，不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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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彼此交情如何，此時當事人多會陷入天人交戰的困境。雖然明白此行為必須加

以制止，要善盡教育人員的天職、要保護受害的學生，但想到同事的工作、前途

及其家庭成員，許多人便會屈服在人情的壓力下；如果是學生間的問題，也往往

有民意代表關說或是學生家長施壓的問題。屆時，承辦人、處室主任，都面臨法

律及人情的糾葛，在這壓力下通常不會主動通報。也無怪乎，多數學校主動通報

的事件多是無關痛癢的事件，真正必須執行的法律責任通報，反而付之闕如。 

所以，當學校的行政首長未能明確及果斷地處理時，負責通報的承辦人員內

心一定忐忑不安、天人交戰。學校單位找盡各種理由不主動通報，最常見的說詞，

就是事件尚待釐清31。如果學校多是此種心態，相信通報的工作必定會流於形式。

再加上性侵害或性騷擾的案件，多要經過冗長的查證過程後才能釐清，學校如不

主動通報，當事人及家屬多不耐久候，往往演變成媒體公審的議題，學校此時才

被迫要實施通報32。這種無形的被害人隱忍不報，及學校行政上惡意的不作為，

都容易造成通報黑數的產生。此現象如不設法根除，建立起校園安全的集體認知，

相信這類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不按學校的「性平會」途徑解決，而訴諸媒

體的公審案例會越來越多。如此，除了將失去教育的意義外，也忽略了責任通報

及校安通報的主要功能，就是對當事人提供即時及有效的協處。 

 四、通報缺乏明確考核落實不易 

為何不第一時間通報？實務上，曾有老師只通報主任，主任進而通報校長，

但校長要事證明確後才要通報主管機關（鍾宛蓉，2010：38）。這種學校主管的心

態，大多是想息事寧人，但性侵害或性騷案有一重要的特性，就是在求證的工作

上相當不容易，往往到了最後還淪為各說各話的情形。所以在釐清過程中，不通

報的不在少數。有些學校仍有校醜不可外揚之心態，企圖大事化小，擔心事情曝

光會影響校譽（韓良杰，2006：85；陳金燕，2008：88；林久玲，2010：31）。不

                                                 
31 有通報義務的教育人員，於知悉「疑似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就應該要通報，不必

等到「確信有」才通報（鍾宛蓉，2010：36）。 
32 《準則》修訂時，特別列入本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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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是學校基於保護校譽，或學生害怕被張揚及家長保護孩子的立場，最後多以私

下處理的方式尋求解決。如此的作法，不但對被害人及家長的身心無法妥適地照

顧外，也缺乏對加害人的追蹤輔導。學校應建立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及加害

人之檔案資料，當加害人轉至其他學校就讀或服務時，原學校應於知悉後一個月

內，通報加害人現就讀或服務之學校（林久玲，2010：18）。學校如沒做追蹤通報，

對於加害人容易失去教育的效果，無形中使加害人持續其行為，即使改變環境，

也會因為沒有追蹤通報，而錯失加強其輔導的機會，容易使加害人在下個學校持

續加害他人、被害人缺乏被保護的機會，甚至於日後對社會造成危害。 

依法律的要求，知悉相關事件即使尚未求證，也應該先行通報，即便有誤，

日後再補正通報資料即可。學校單位在法、理、情上都知道要通報，但仍會有如

此多的黑數，除了當事人個人因素之外，學校的心態上缺乏通報認知共識，也是

通報黑數的主要來源。我們可以由社會案件發現：當有校園性侵害事件，或狼師

案件發生時，校長為了保護學校校譽或同事，往往希望低調處理。這類未依規定

通報及處置的案件，多年來也未見有多少懲處，這也容易造成學校偏安的心態。 

校安通報在一般的認知上，都認為沒有完全落實。因為通報的資料，是來自

各校自行填報並由校安中心彙整，除部分事件是經媒體披露後才行通報外，許多

未通報的黑數，根本無從考核。教育部也知悉此一狀況，決議加強各校的校園安

全工作訪視及考核，擬將校安工作納入公私立大專校院獎補助考評項目之一，也

列入地方統合性視導考核項目，無非希望各級學校能加強落實校安工作，並將考

核結果，也列入校長的年度考核與續聘與否的重要參考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

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b：37）。此外，為避免非軍訓體系的教育主管單位，

對各校執行校安通報的工作，未能落實考核，2004 年 8 月起，要求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及各級學校，健全行政與學校間的聯繫，強化校安通報及處理作業要求，並

建議教育行政主管部門，應加強國民中、小學校安承辦人之訓練與要求，以提升

其知能，並定期辦理研習或校安檢討會，以檢討工作缺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

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b：32）。如此作為，當然是希望藉由考核，要求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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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校安通報工作。 

雖然，教育部有心督促各校重視校安工作。但是，在教育單位有服務經驗的

人員，都清楚教育單位的工作訪視及評鑑太過頻繁，需考核的項目太多，即使是

將校安事件通報的議題列入考核，也容易流於形式而無法落實33。就性侵害事件

通報為例，校安通報的資料與內政部家防中心公布的數字有極大落差，明顯是學

校教育單位缺乏重視。但是，除了少數受到矚目的案件被踢爆而被檢討外，鮮有

學校因為未通報而被處分，至此，鍾宛蓉（2007：162）建議，主管機關於接獲通

報後，要主動監督學校有無依法定程序處理，並嚴懲不依法執行者。在宣導案例

中只討論處份，沒有見到有認真通報而獲得教育主管機關獎勵的案例，所以教育

工作缺乏明確考核，顯而易見。 

就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通報機制看來，想要達到防治的效果，不論是法律規

定的責任通報，或教育主管機關要求的校安通報都有整合的必要。並且針對通報

後該有的協助要讓學校清楚知悉，畢竟通報之目的是在整合並提供相關資源給當

事人，所以提供的協助內容（如社會局處的家防中心能提供的：安置、協助就醫、

協助申請保護令及法律輔助等）要能清楚地告知學校，學校單位為能得到相關行

政協助，必定會提高通報意願。 

沒有通報要加以處分，這種訊息充斥在案件曝光之後。學校負責此項工作的

教育同仁，會面臨極大的壓力。但是就實務面上，沒有聽聞學校被依《性平法》

裁罰，即使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中，處罰學校也多依《兒少法》去做處理，

無形中造成教育人員對《性平法》的漠視。另外，不斷地宣導教育人員知悉後未

依規定通報，教育人員要罰錢、記過，校長甚至會面臨永不錄用的窘境。如此作

法，不但無助於防治工作的執行，反而會在校園中造成沒有人願意碰觸此類案件

的窘狀，如何提高教育人員相關的共識及意願，相信鼓勵一定比恫嚇的方式會有

更好的效果才是。

                                                 
33 曾有學校發生嚴重霸凌事件隱匿不報，卻獲選為「品德教育績優學校」。顯示出教育主管機關

對學校的種種評鑑只在乎紙上作業，卻淪為與教育現場脫節的官僚形式文化。（資料引用自：台

北市教師會新聞稿，網址：http://www.tta.tp.edu.tw，日期 2011 年 0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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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希望透過《性平法》的施行，培養並增進學校師生們的性別平權觀念，

以營造性別和諧的學校與社會環境。是以，要透過學校的教育機制落實性別平權

的觀念，首先要從學校的組織文化建立起，重視性別平等教育的共識，再透過具

有和諧及合作的組織行政方能落實。是故，以下先從學校的組織文化探究性別平

等教育的概況，再討論執行《性平法》的重要單位：「性平會」，的組成與運作，

最後再針對學校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時，在學校組織文化及性平業務運

作上所面臨的困境。 

第一節  校園的組織文化檢視 

2006 年教育部重視黑幫入侵校園的問題，訂定改善校園治安—倡導友善校

園，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34，並針對執行此一工作的學務處同仁辦理一系列的

研習。同年筆者於國立三重高中，參加臺北縣教育局所舉辦的各級學校生輔組長

研習，最後在綜合座談時，有一蘆洲地區的生教組長提到，他是該校 17 年來的第

18 任生教組長35，因為沒有人願意擔任此一職位，所以他一到學校就被要求要擔

任此一行政工作。而且，他也要去服兵役了，請與會的教育局官員正視此一問題。

這是數年前的寫照，在校園組織文化中，不難發現吃力不討好的行政工作，人員

的更迭相當快速，特別是在面對校園安全這一項工作時，更是人人避之唯恐不及，

深怕自己要負相關責任。尤其，近年來在面臨校園性侵害、性騷擾甚至霸凌事件

發生時，都可以發現學校受到檢驗及指責的部分越來越多，學校中負責此項行政

業務的同仁也日益擔心自己的角色，這些壓力對於擔任學務或輔導工作的行政同

仁而言往往都難置身事外，如果未能得到學校其他同仁的協助與分擔，這些工作

都相當不容易落實。此外，校長的領導風格對學校的組織氛圍也有相當影響，尤

其是在面臨校園危機事件時更顯其重要。以下就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工作推行

                                                 
34 本案是依台軍字第 0950057598C 號函辦理。函頒日期：2006 年 04 月 28 日、停止適用日期：

2011 年 03 月 07 日。 
35 高中為生活輔導組；國中則為生活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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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針對學校的組織文化部分加以說明，試著指出在推行此一工作時，校園中組

織文化的阻力與造成的困境。 

壹、學校組織文化的概況 

組織是為了要達成特定的共同目標，所結合而成的有機體，並藉由人員、結

構的適當配置與互動，以及對於環境的調適來完成任務（謝文全，2003：124）。

此外，學校的行政是由一群人來組成並執行，必須透過分工合作，才能有效達成

學校組織的預定目標。因此，學校行政組織是職位、單位、層級、任務、責任及

權力的適當配置，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完成學校行政的工作。所以，學校各行政部

門中每個層級的成員，都肩負著自己的職掌和任務，透過有效的行政歷程，加上

學校成員們共同努力，方能達成目標。張德南（2010：19）就表示如果學校行政

順利運作，能產生的功能就包括有：提供學生適性發展與學習、協助支援教學活

動的進行及提升教學品質，及配合政府各項教育政策的達成與社會教育的推動。 

另外，就社會教育學的觀點來看，學校是一種正式的組織，學校的行政組織

是為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所結合而形成的有機體，藉由學校成員與職位權責結構的

交互作用，及對外在社會環境之調適來完成學校的教育任務。因此，學校組織至

少要具有三個要項，首先，是學校的教育目標，因為學校是為了達成某些教育的

目標而成立的一種組織，所以學校全體成員必須同心協力以完成目標。再者，學

校組織中具有職位權責之安排，用來規範學校成員的作為，這種結構性的規範，

就是科層的體制。此外，學校必須透過協調溝通，才能成為一個活的有機體，也

才能夠在學校組織內與外在的社會環境中不斷地調適，如此才能永續發展。因此，

學校行政組織簡單地說，是為執行行政事務，經由學校全體成員的權責分配，透

過組織的需求與層級結構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機體，並不斷地協調溝通以適應環

境的需要，最終達成教育目標（陳淑蘭，2002：40-41；張德南，2010：17-18）。 

學校的行政組成，雖視學制、學校的規模而有所不同，大多數仍不離教務、

學務、總務、輔導、圖書資訊等行政單位所組成，分工後各司其職，以落實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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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學生能快樂成長及學習為第一要件。在分工上，教務單位是落實教學及

課程，學務單位是協助學生生活教育，總務是協助教學正常化並提供安全的校園

環境，輔導單位最重要的職責是維護學生的心理健康、及提供專業的輔導服務。

這些分工長年來沒有太多改變，唯有的是學校生態已不復以往，許多工作都必須

要各單位協調甚至於合作才能落實，至於落實與否，端看校園組織文化是和諧分

工、達成任務，抑或衝突不斷、便宜行事。 

校園的組織文化會影響學校組織的運作方式，也會影響學校成員的工作績效

及對行政工作的滿意度。謝文全（2003：187-189）認為，組織文化是組織所有成

員共有的價值與意義體系，由信念、價值、規範、態度及期望等組成，去界定成

員的價值觀與行為規範，使成員自然而然表現於學校生活中。同時也提到，組織

文化可發揮正向功能，也會造成負向功能，其中負向功能包括有：造成內部衝突、

安於現狀阻礙創新、阻礙學校成員的活力、及阻礙組織間的合作。總之，學校成

員應該用心於組織文化負向功能的預防，如此才能提升學校的績效。此外，學校

的組織氣氛如果是積極型的，對學校發展及任務完成較有幫助，因此，學校的同

仁應共同為營造積極型的組織氣氛而努力（謝文全，2003：200-202）。所以，和

諧的組織氣氛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要避免組織內部的衝突。 

學校行政工作需配合政府以期達成各項教育政策，及具推動社會教育的功能

（張德南，2010：19）。為配合政府政策的達成，許多議題都要在課綱中實施融入

式教學。自 2003 年《性侵法》修法通過後，學生每一學年都要接受 4 小時的相關

教育，實施上必須要單獨執行或融入課程中去教導；隔年《性平法》實施，規定

學校要設立「性平會」，並妥善規劃安排課程。實務上，在課程進度及升學的壓力

下，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及課程空間去規劃教師進行融入式教學36，加上沒有規

範要在那一科目去實施，在缺乏嚴格的規範下，多數教師自然以課程進度為考量

而忽視，教務單位也多無法配合此一政策，更不認為這是其業務範疇。探究目前

                                                 
36 在國、高中的教學環境偏向學科本位，教師實施融入議題教學意願不高，加上可利用教學的時

間不足，在國中、國小每學期要進行 4 小時的課程融入在執行上有實際的困難（陳皎眉，2005：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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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的現況，在中小學的實施常僅有形式的作法，並無落實的實質效果（教育部，

2010b：23）。所以，《性平法》規範的 4 小時課程，目前多數學校都由輔導單位或

學務單位規劃，執行上多以安排專家演講或讓學生看影片等相關活動方式進行，

效果自然未能符合當時制訂法律時的預期。 

政府立法要求學校配合教育政策的達成，但是不見其重視教育現場的執行狀

況，不單忽略了立法的美意，也容易在校園中形塑出「事事重要，事事不重要」

的心態，相關教育政策也就流於形式。以《環境教育法》為例，該法於 2011 年 6

月 4 日正式實施。教育部為因應該法的施行，要求學校應指定環境教育推動人員，

並以「教務主任」或「學務主任」擔任為原則，亦可指定專任教師擔任，若為專

任教師擔任時，惟應尊重個人意願，並予適量減課為宜37。試想，本案一推出，

是否又造成學校的新進人員、或代課教師無形的負擔。屆時與「性平會」的專職

人員一樣，因為沒有明確規定，自然變成業管單位的負擔，可見教育部並無增加

專人的想法，僅僅希望學校的行政體系自行調整。且依《環境教育法》各級學校

也要安排 4 小時環境教育的課程。試想，融入的議題已如此地多如何進行？又要

何單位來安排執行？在沒有確實考核及督導的機制下，這種法定的政策很容易就

會流於形式，也無形中造成組織內部的衝突。 

上文中曾提及，組織文化中最好是營造和諧氣氛，更要避免衝突為首要。《性

平法》規範學校應設置「性平會」，但是，並無規範校內由何單位負責，往往造成

執行上互相推卸的矛盾。而「性平會」造成學校組織內的糾紛是其來有自的，在

《性平法》推行之初，是以輔導處為業務推行單位，加上性平議題長期在學校不

受重視，使得承辦此項業務往往造成輔導單位的困擾38。但隨著時間的演進，每

每參加研習或研討會的輔導老師，常於相關會議中不斷地反映，表達輔導單位不

適合負責「性平會」的業務。以臺北縣為例，這類訴求不斷地被提出，教育局遂

                                                 
37 本案是於教育部「因應環境教育法施行研商會議」中決議，會議時間為 2011 年 4 月 28 日。資

料參考自新北市教師會 2011 年 5 月 10 日會員快訊。 
38 羅燦煐（2004）指出，《準則》通過前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理，大都由學校輔導單位概

括承受，有時沒有根本正式處理。資料轉引自（李名揚，2004：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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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7 年學輔主任會議時，建議「性平會」由學務處負責。但是學校內性平工作

所造成的衝突仍時有所聞，後來臺北縣教育局於彙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標準作業流程手冊》時，直接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的主辦工作明列為

學務處是承辦單位（臺北縣教育局，2010：39-47），而其他縣市及其他教育主管

機關多由輔導室擔任（教育部，2010b：7）。佔全國最多學校數的臺北縣，縣轄所

有學校多比照辦理，而學務處在業務分工上也幾乎變成是生輔組的工作。令人不

解的是，在這手冊中仍沒有明訂「性平會」是何單位管轄，實務上也容易造成學

務單位及輔導單位的心結，不利於校園中合作氣氛的營造39。 

其實，性平工作不應只學務及輔導兩個處室該重視，而是需要全體同仁一起

努力才會有成效（劉麗貞，2010：13）。長年來，「性平會」多被認為是學務單位

或輔導單位的業務，所以在各研習場合中常可見到熟識的學輔伙伴，如果沒有卸

下行政工作，這些人多年來幾乎重複地參加同樣的研習。相同的課題、講者、及

案例，不斷地重複，就只因為公文上要求必須派員參加，與會者往往不是學務就

是輔導人員，缺乏全面參與，所以無助於性平工作在學校組織文化中發芽及深耕。

專責教育部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工作的吳志光老師，長年努力於此項工作的推

展，面對此一現象也十分無奈。筆者於 2008 參加國立頭城家商研習會時，吳志光

老師開場白就說：「怎麼又是你們這些人，你們已經聽過那麼多次了，學校為何不

能派別的老師來呢？」。其實就個人的經驗與觀察，各級學校差異應該不大，都在

於其他處室的行政同仁及大多數的老師都認為，這是學務處或輔導處的工作，與

他們無關。加上處理或推行性平工作，往往吃力又不討好，所以性平議題在學校

的組織文化中，經常會造成處室間的衝突。尤其是，性平觀念長期在校園中被忽

視，想要尋求學校組織成員的合作更不是件容易的事。 

 

                                                 
39 筆者於 2011 年 3 月間訪問金山高中學務主任蘇威光，他對於「性平會」的業務為何不是在輔

導處而是在學務處，感到無法理解；另於同年 6 月 14 日訪問石碇高中生教組長王道揚，他對於

「性平會」的業務歸學務處生教組相當不能接受，甚至表示不知他要做什麼；同年 9 月 22 日訪

問錦和高中生教組長劉文榮，他認為「性平會」的業務讓他想調離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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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園行政決策的檢視 

在我國校長的領導往往對學校造成極大的影響。即使近年來校長遴選制度，

使校長的權力逐漸式微，但是不論在公、私立學校，校長在執行學校工作上都有

相當的決定性。以多數的公立學校為例，校長對於學校政策負全責，加上有選任

學校一級主管的行政裁量權，實務上仍具有相當的影響力。 

先就公立學校的校長來討論，其校長是遴選產生的，相當程度上，必須配合

上級單位（教育部及各教育局處）的要求與指導。隨著社會的演變，受到關注及

矚目的課題也相當多，上級長官關注於何種議題時，學校單位通常必須配合政策

執行。實務上，上級單位不希望學校常出事，更不願見到不利於友善校園營造的

壞消息充斥在媒體版面。所以，在面臨學生問題發生時，依規定辦理或低調協調

冷處理，時常是校長感到棘手與為難的議題。有時，面臨民意代表的要求及刁難

時，執行上就會處處至肘，校長如果沒有確實地承擔，行政工作的推行會變得更

加困難。這狀況也會影響教師兼任行政工作的意願，造成在找尋同仁擔任行政職

務時多有困難，壓力較大的行政職，如學務工作，幾乎很難找到同仁願意配合。 

反觀私校的校長雖然較無遴選的問題，也沒有找教師兼任行政工作的困擾。

但是，受制於教育主管機關的相關視導，會間接影響學校的班級數及獎補助款，

對於教育政策的落實仍必須配合。實務上，學校的校風及經營是私校最重要的考

量，校長在面臨學生問題或行政考量時，首先關注的幾乎是校譽及對未來招生的

影響，在面對問題時經常是封閉與保守。也無怪乎，私校在發生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霸凌等相關事件時，學校在處理上都更為低調。 

所以，我們不難發現，不論是公、私立學校，多數的校長都是保守的心態，

都希望學校行政工作順利即可。此外，學校各項行政工作都相當繁忙，雖然校長

不必要凡事親力親為，許多工作都能交付各行政主管負責，但是學校的行政工作

並非毫無波折，執行上難免都有組織內的分工與衝突，校長是學校的最高行政主

管，自然也要為最後的決策負責。至此，為能讓行政工作順遂，營造和諧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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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增進學校組織效能，校長是責無旁貸的。 

要營造和諧的組織氣氛，在行政工作上是需要溝通的。溝通依訊息流通的方

向可區分為下行溝通、上行溝通及平行溝通。其中，下行溝通是利用行政的權威

將訊息透過指揮系統，依循上司－下屬的結構傳送訊息。在行政上，正式的溝通

大多是下行溝通，這種溝通上最要緊的就是正確性，所以避免部屬誤解，正確地

傳送訊息是下行溝通最基本的要求。此外，面對組織內的不同意見，平行溝通就

十分要緊，透過同一層級的人員進行橫向訊息的傳送，可避免組織內衝突及達到

協調的目的（梁福鎮，2008：110-112）。事實上，當前教育議題龐雜，在缺乏充

分溝通的情形下，學校成員及處室之間難免意見紛歧，甚至造成衝突。因此，加

強各處室的溝通，統合協調各處室的人力，使其分工合作、同心協力，是達成組

織工作目標的不二法門。 

校長是學校的行政首長，也負責學校的營運。但在運作上，校長綜理校務有

定位不明的問題，導致有學校機關決策曖昧的現象（周志宏，2003：171）。學校

的決策模式有首長制及委員制兩個類型。雖然在執行上以採首長制最為可能，但

委員制是為彌補首長「通才」能力不足，並在共同參與的原則下，如各委員都能

依專長來分配，那麼就能展現「通才」的特質。有些情況校長是不願做決策或依

法不可單獨決定，此時會希望由委員會集體決定，再交由校長執行（周志宏，2003：

188-189；謝文全，2003：145）。也因此，校園中出現了不少合議制的委員會。 

校園中，不難發現各種委員會充斥，而且多數是與教師、學生有關。除了「學

生家長委員會」40是學校特別重視外，尚有課程發展、校園安全、性別平等教育、

交通安全教育、學生獎懲、教師考核、教師及學生各自的申訴評議等等不下十多

項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大多是依法或行政命令設立的，通常依規定除了學校同

仁（含行政同仁）之外，尚要安排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與會，美其名是為了增加

各層面參與。但是，單就組成的成員來觀察，我們不難發現這些委員會的委員重

                                                 
40「家生家長委員會」組織係根據行政命令之規定設立的，並無法律依據，也非人團法的組織，

實際運作上多淪為學校的附庸，未能發揮參與及監督學校教育的功能（周志宏，2003：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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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性極高，部分教師往往身兼數個委員會之職務（韓宏杰，2006：95）。而學生、

家長代表也多有抓公差的嫌疑，與要具有代表性的原意差距甚大。如此的委員會

沒有依專長選定，便無法達到委員制的效果（謝文全，2003：145）。加上委員本

身如果缺乏明確的認知，沒能參與此項議題的討論，相信最後的決策都是承上意，

委員會容易流於形式，最後只剩下為首長背書的功能。 

校園中充滿了少數人的「人治」色彩，缺乏公開的討論、表決的程序，更缺

乏做到實際可行的考量（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2008：216）。校園中許多議題為

避免校長或行政單位獨斷獨行，都必須要經過委員會充分討論，最後以委員會的

決議形式產生。以性平事件為例，都要經過明確的調查才可以在委員會討論，最

後才能提出相關的報告。但實務上，一般教師在要求其實際參與時，意願普遍低

落。所以，學校行政事務多由主管逕行決定（王玉唐，2007：131）。就學校有如

此多的委員會來看，各行政單位在固有的工作下，實在無經費也無專責人力，去

落實合議制的精神，遑論安排委員會議的召開及充分討論，除非是校長特別重視

的議程。所以雖名為委員會議，表面上是委員的共識與決議，但在會議上因為多

數委員無心參與，幾乎都是校長或行政主管主導，實務上容易淪為一言堂。就本

文討論的「性平會」來看，不難發現在不受重視的情況下，委員會議流於形式，

甚至不依規定成立「調查小組」去調查，而僅由校長或少數行政主管的表達做為

會議的結論。所以，如果校長不重視，或是領導風格不依法執行，都容易使委員

會的任務流於形式，加上本為委員制的決議事項，也可能在長期漠視的組織文化，

與時間、人力及經費的壓力之下流於形式，而變成實質的首長制，也造成許多問

題的產生。 

校長治校如一味地考量學校的升學成績，或只在意學校的名聲而不重視法令

的規定與運作，也未能妥善安排人力並做好組織合作，那麼校園中必定充斥著許

多問題，這不單影響學生就學的權益，也會造成校園不安的氛圍，組織內的氣氛

及成效也將面臨極大的考驗。所以，培養和諧的學校組織氣氛及建立合作的組織

文化，以落實友善校園的工作，校長的領導與決策過程就顯得格外重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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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性平工作的行政安排 

學校的行政人員可區分為行政專職人員與行政兼職人員。就本研究而言，討

論的是行政兼職人員，其身分是教師兼任行政工作，也就是要負責教學，同時還

要兼辦行政工作。學校的行政組織的安排上，僅依照學校的規模大小、人數和事

務的多寡做區別，並沒有依據學校大小以外的特性做組織內容的調整。造成小型

學校教師要身兼數職，明顯地影響到教學品質，至於一般較大的學校，仍依據標

準設置各行政處、室，然而各行政單位的工作負擔不一，卻受限於組織人員固定，

在行政工作上想要機動調整，相當困難（周志宏，2003：173）。所以，學校想要

針對性平工作去調整行政人員，也多依法無據。 

此外，性平工作在校園中不容易推展，也是受到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傳

統儒家思想尊師重道的觀念影響下，校園中的文化常充斥著父權社會的權威，異

於歐美文化在校園文化中重視友誼的互動，這種父權社會的權威，往往造成權力

差距及漠視相互尊重的情形。性平工作中最常見的憾事，就是發生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主因多是與性平議題長期在校園中被漠視有關。加害人普遍缺乏對

他人身體自主權的尊重，並非完全跟性慾有關，有時是基於權力的差異，通常會

發生在權力資源較高的一方施加於較低之一方（鍾宛蓉，2007：4；鍾宛蓉，2010：

5）。校園中常發生的案例如：教師憑藉權威影響學生；女學生較為中性則遭譏諷

為男人婆；男學生較為中性則譏諷為娘娘腔，所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中，

多數加害者多處於權力資源較高的位置，導致受害者經常於事發後擔心再被害，

多採隱忍策略而不願聲張，往往造成犯罪的黑數，而受害者不單身心受損，也對

其身體自主權、學習權或工作權造成不利影響。然而這類事件的發生，往往無法

激盪起學校成員中對此類議題的重視，當然也讓性平的行政工作在推動上益形困

難。 

在校園中，最令老師感到不知所措的就是「性」的問題，不論學生是自願性

的性行為或涉及犯罪的行為，老師往往是缺乏經驗，也害怕面對（民間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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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會，2008：107）。所以，在性平的議題上多需仰賴學校的行政人員，或期待

社工人員的專業協助，但是在校園實務上，與性平議題相關的行政工作多半乏人

問津，連帶著也無法落實性別平等的友善校園政策。此外，陳淑蘭（2002：2）也

認為行政工作往往多而繁瑣，許多行政工作更需要專業知能，當承辦人不深入瞭

解法令規章，而未能依程序辦理而觸犯法令時，上級機關往往議處兼辦此項業務

之行政同仁。至此，負責性平工作，特別是與性侵害、性霸凌及性騷擾有關的行

政工作，承辦人執行業務上多半膽戰心驚。因此，王玉唐（2007：141）認為學校

行政主管包含校長及主任，應適度給予負責的同仁鼓勵及支持，並協助其尋求資

源、解決問題，使其行政工作更為順遂。 

依據《性平法》2011 年 6 月 23 日公布的修正案，其中增訂第 36-1 條條文：

學校教育人員違反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導致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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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校方 24 小時內未主動通報，最高處以 15

萬元罰緩。台中一中發生學生對老師性騷擾案，雖有經過「性平會」討論並作出

獎懲建議，但校方遲至 4 個月後才做出記大過 1 次的處分，沒有依法於 2 個月內

作出懲處決議。此外，沒有校方懲處決議，當事人依法就不能申復，但校方卻又

通知行為人可提出申復，此案經監委高鳳仙調查並通過糾正案41；新北市三重區

某國中 2009-2011 年間，每年各發生一件教師涉嫌性騷擾、性侵害學生事件，2009

年案件因為延誤通報，校長及行政同仁各被教育局記小過 1 次外，又分別被社會

局裁處 3 萬元罰鍰，之後的案件雖有按時通報，但 2011 年的案件中，新北市政府

認為校長對教職員工有督導不周之處，仍決議記小過 1 次，並列為年終考績（王

汝聰，2011，B1）。可見執行校園行政工作是有相當的風險，即使原先的校長考

績委員會對上述的案件，做出的是校長無責任的結論，但仍在社會關注的氣氛下

被新北市政府處分，如此強調行政責任的作法，相信對校園中行政工作的選擇，

                                                 
41 資料引用自監察院「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校園性騷擾案」新聞參考資料。監察院全球資訊網，

網址：http://www.cy.gov.tw/mp1.htm，日期為 2011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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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的心中自然會有不同的選擇。陳淑蘭（2002：81）也認為教師最不願兼任

的行政工作，除總務工作以外就是訓導工作。因為，風險真的比較高42。 

組織的氛圍有助於干預的措施，應該積極地追求及營造（Fitzgerald and 

Shullman，1993：15）。所以，要落實性別平等教育，學校就應該要積極行政（劉

麗貞，2010：6-8）。不過兼任行政工作，對教師而言是一沈重的負擔，李國芳（2008：

189）就指出，在影響性別平等教育政策執行因素中，教育主管機關應該加強相關

獎助辦法之實施，提供實質誘因，如運用加薪、陞遷、給予福利等方式，以改善

教育政策執行的現況，也就是應該提供兼任行政工作的誘因。福利不見得是教師

兼任行政職務的最大考量，但是工作內容的公平性往往是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時最

在意的（張德南，2010：82-83）。校長若能充分運用權力及資源，給予兼任行政

工作的同仁適度的支援，都會影響教師兼任行政工作的意願。因此，學校能否創

造並維持和諧的氣氛，並能讓成員們充分表達就相當重要。所以，要鼓勵同仁兼

任行政工作，就需要校長及工作伙伴們的鼓勵、尊重、關懷及注重行政工作的差

異性，並適時地給予充分的協助。 

近年來，發生在校園中的議題每每被重視，舉凡校園霸凌、黑道入侵校園、

學生涉及毒品，甚至與本研究相關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議題，在學校的承辦處

室幾乎都是學生事務處，而承辦工作多為生活輔導組組長負責。就教育現場看來，

學校生活輔導組的工作相當繁雜，其職掌又包羅萬象，使得教師視兼任學校生活

輔導組的行政工作為苦差事。教育部雖然透過軍訓處表達對教官兼任生輔組長的

重視，但對國中階段的生活教育組長，並未實質的增加教師兼任行政的誘因43。

此外，「性平會」業務妥善的安排，是攸關《性平法》能否落實的關鍵因素，教育

部實有檢討、研商「性平會」業務歸屬之必要，除可避免學校組織內的衝突外，

                                                 
42 修正後的《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8 款：執行職務時知有

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規定通報者記大過。資料引用自：中華民國 2010 年 9 月 6 日教育部台參

字第 0990148301C 號令。 
43 因應校園霸凌頻傳，生教組長忙翻。很多國中生教組長一年一換，有些學校甚至找不到有意願

擔任生教組長的教師，學務處（訓導處）生教組的工作量超載與工作挑戰性高是主要的原因，

台北縣教師會希望修正現行法 增置副生教組長。資料引用自：台北縣教師會會訊，日期 2010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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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減輕教師兼生教組長的負荷與壓力，讓生教組長的兼行政工作，不再成為教

師避之唯恐不及的工作44。 

 

 

 

 

 

 

 

 

 

 

 

 

 

 

 

 

 

 

 

 

 

                                                 
44教育部於 2011 年 10 月 31 日依臺訓(三)字第 1000170857-B 號函：請學校整合性平三法並向學校

人員宣導。以新北市的規定為例，如果此一工作再加諸於生教組長身上，將會造成面對性平工

作時更大的負擔，造成對此行政工作更加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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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平會的組成與運作 

「性平會」的前身是「兩平會」，設置重點在於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防

制工作，所以「性平會」往往被誤認為只負責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殊

不知，「性平會」的工作執掌明訂在《性平法》中，其中最要緊的工作還是在教育。

即便是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其出發點及最後的結果都是在執行《性

平法》的教育目的。這與一般人的認知是有極大的落差，即使是在教育現場的人

員，對「性平會」這議題也充斥著迷思，如此的想法及長期被忽視，絕對不利於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的推行。以下就校園在推行性平相關工作時，最重

要的組織「性平會」，就其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情形來討論，試著說明執行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的現況，及探討其阻力與困境。 

壹、性別平等委員的產生 

學校依《性平法》第 9 條規定，學校之「性平會」，置委員 5 人至 21 人，採

任期制，其中女性不得少於 1/2，但未相對保障男性委員之比例，造成部分學校

的男性委員所佔比例不足 1/3 的現象（韓宏杰，2006：87）。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

部分委員得聘請具有性別平等意識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

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其中當然委員部分，因為要進行處

室協調，普遍上多由各處室的行政主管擔任，還有一部份的票選委員，由學校承

辦單位於學年初進行票選並公告，其他的委員如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專家學者，

多是與學校行政較為熟識者擔任，如此對承辦單位的配合度自然較高。只是這樣

的成員組成，普遍上缺乏性別平等意識，對於此一議題的專業性也難以要求，要

能落實《性平法》規定的工作實有難處。 

就學校的行政事務而言，學校的委員會相當的多，大多是配合教育主管所設

立的。尤其近年來個人權益意識高張，不論是教職員工，甚至是學生及家長都十

分重視與個人有關的權益，所以舉凡家長委員會（有些學校還另設與導師有關的

親師委員會）、教師評議委員會、教師申訴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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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委員會等等這類與個人權益有直接相關的；或者與校園議題相關的有校務發展

委員會、校園安全委員會、交通安全委員會、伙食委員會，抑或性平會，這類議

題多是上級要求成立並列入考核重點的。此外，還有一些任務編組，如伙食衛生

稽查、環安稽查及近期要求成立的防治霸凌事件小組等等；另外還有與教育課程

有關的，如課程發展委員會，各科教學研究會等等，上述這些委員會的成員可以

發現大多重複，尤其是學校一級主管在這麼多業務（日常性工作）的壓力下，又

要配合政策推行這些委員會，負責業務的主管心態如果行禮如儀，一般的票選委

員更不會專注在這些委員會上，至於代表性的委員如家長、學生代表，幾乎是業

務單位為使會議能達到法定效果找來配合的，專業性自然不足。 

《性平法》第 9 條規定，學校得聘請具有「性別平等意識」之教職員工生代

表，雖然《細則》第 8 條有說明何謂具有「性別平等意識」，但是含混不清的說明，

反而更容易造成票選委員的困擾。除了老是被調侃是具有性別意識的老師外，也

因為自己的熱心參與幾乎年年擔任委員，如此被長期抓公差式地擔任委員，除了

會耗損當事人的熱忱外，更無助於學校性別平等意識的推展。 

貳、性平會的工作與使命 

在學校層級的「性平會」，依法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並應要有專人處理有

關業務，其組織規模只要在 5-21 人之間即可，各級學校按教育部訓委會的公告，

已經全數依法成立。《性平法》第 6 條的要求，學校「性平會」的任務有以下幾項： 

一、 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落實並檢視其實施

成果。 

二、 規劃或辦理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 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量。 

四、 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立機制，並協

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 調查及處理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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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規劃及建立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 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 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單就上述的任務看來，涵蓋的層面除了校園中的各行政單位之外，應該包括

到學校周邊的社區，如果未能明確地分工及確實地執行考核，單憑「性平會」每

學期召開的至少一次會議，很難避免淪為形式工作。試想，在我國固有的傳統文

化中有許多偏簸，不論是傳統父權社會的影響、或男尊女卑的觀念都不利於性別

平等意識推動，這都需要靠學校教育加以澄清甚至根除。如果學校的「性平會」

只是配合性地開會，那麼性別平等教育不受重視的現象就很難改變。以下就「性

平會」的任務，來檢視學校執行的現況，相信不難發現多數的學校僅是配合了事，

遑論對家長、社區推行性平工作宣導。 

一、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多依來文由相關處室加以修訂，奉核後，多

僅存檔備查，學校例行的活動太多，要去落實當屬不易。檢視實施成果，實

務上多以上級訪視項目製作檔本資料。如此作為，自然是因校園中不重視性

別平等議題所致。 

二、規劃或辦理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這部分大多是配合學校活動執行，看起

來是有執行，但是實際上這些研習或活動，如果採自願制則人數普遍不多。

反之，如強迫與會則不難發現，現場中改作業、聊天及作自己的事比比皆是，

效果自然相當有限。 

三、楊巧玲（2002：86-97）認為課程與教學是教育活動的核心，所以要落實性別

平等教育，必須要透過課程與教學才有可能加以落實，因為。但是現階段的

中學校園皆以升學為主，負責課程與教學的教務處，幾乎不會認為此一議題

是其業務範圍，當然執行面上如前文所提及，幾乎由學務處或輔導處用辦理

活動的方式處理。當然，這也突顯出性別平等教育在校園不受重視。 

四、訂定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並建立機制。則是因為《準則》有規

定，各校多有依規定辦理。至於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部分，筆者認為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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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內互推工作的氛圍下，「性平會」是沒有整合資源的能力，協調的部分因

為委員會層級太低，成效自然不佳。 

五、調查及處理與《性平法》有關之案件，多數人都清楚是「性平會」的任務，

甚至還會誤以為是唯一的功能。但就筆者的經驗，此項任務是最不容易執行

的，也最容易在校園內外引起糾紛的，執行上自然會有諸多困境，詳細的陳

述將於下段說明。 

六、規劃及建立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是目前學校較為重視的。每當發生校園

內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後，如果涉及學校的環境或照明問題，在經費許可下，

一般都會立即改善。當然，一般認為這與葉永鋕案中最終判決有關，有此受

矚目的判例，相信校長及總務單位決不敢漠視。 

    最後兩項是學校推動社區實施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性平教

育在校園中已是不受重視的議題，筆者相信要推動到家庭與社會教育之層級，首

先要提高學校人員先重視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才行，。 

前段敘述的似乎是學校執行上的態度問題，其實不然。以筆者前文所提及的

融入式教學議題為例，教育主管機關要求學校配合的事項太多，在缺乏考核及監

督的機制下，不單使性別平等議題流於形式外，更無助於性別平等工作的推展，

遑論督導學校「性平會」的任務是否達成。  

許多大專校院因為人力資源較為充足，「性平會」一般尚區分成教育宣導組及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組。但就本文探討的中學階段，除了在校園中普遍不受重視

的因素外，因為各行政單位都有其例行的任務，幾乎無行政專人的編制。雖然，

鍾宛蓉（2010：96-145）在其著作「學校，請你這樣保護我」一書中，設想了各

種狀況，也提供各校應該執行的流程，在書本的案例中，每每出現學務主任指派

某位職員擔任性平工作的專人。但就筆者的觀察，公立學校的職員都是公務員，

除非是強勢的領導，不擔心組織內的衝突，要不然根本不會有職員擔任性平專人

的情形；私校雖然沒有指派的困擾，但是普遍上私校多以升學或經營為重，性平

工作在校園中根本不是重點。以「性平會」的任務看來，委員們工作有：擬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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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規劃課程與教學、規劃校園安全、性平事件的調查，甚至

要推展性別平等教育至家庭與社區中等項目。如果在校園中缺乏共識的基礎，也

沒有充分的人員受過專業訓練的情況下，落實「性平會」的任務是相當困難的。

也無怪乎，實務上最後的責任及工作幾乎落在所謂的「性平專家」及負責性平業

務的學務及輔導人員身上。 

叁、性平案件調查與執行 

如上段所陳述，「性平會」很容易地在人、時間及經費等因素之下流於形式，

只是不同於學校的多數委員會，「性平會」具有獨特性，除了依《性平法》成立外，

也容易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長期以來，校園內如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案，都容

易引起媒體的注意並爭相報導，雖然也引起相關法令修法的爭議，但似乎無減其

報導的強烈意願。而在學校對性侵害或性騷擾案長期冷處理、事件知悉未能依規

定通報的情形下，經常都是藉由媒體報導後才爆發出來。所以，教育主管機關在

處理此類事件時，首先便是清查學校有無依法執行相關通報，再來就是查核「性

平會」的執行情形。尤其近年來學校發生的此類案件，「性平會」的承辦人還要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暨性別事件處理程序檢核表」（如附錄五）檢視學校執行情形

後回報，教育部訓委會依檢核表內容加以查核。如此明確的要求雖然有助於學校

執行成效，但也容易造成「性平會」成員在面臨案件時無形的壓力。 

校園中偶有發生學生暴力及意外事件，多數人都會視為常態，家長在處理時

也多能平心靜氣。但如果發生的是性騷擾甚至是性侵害時，在傳統保守的觀念下，

家長的反應普遍上都相當激烈，特別是當孩子尚未成年時更為明顯。此外，當事

人在校園生活也會面臨重大的衝擊，尤其當事後有「創傷後症候群」現象出現時，

如果老師或學校相關人員未能加以重視並予以協助，往往家長及受害者都很難走

出陰影，經常會變成當事人被迫離開校園，雖然學校暫時性地恢復平靜，但往往

會讓學校師生產生陰影，甚至對學校師生社會造成不良的影響。 

《性平法》制訂後，雖有專章在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卻易造成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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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性平法》也就是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專法。由此也可發現「性

平會」在執行其任務時，會特別地注重這一區塊，這不單是法定的任務，也是教

育主管機關所重視的。教育部希望各級學校都能落實《性平法》，而性平案件的處

理得宜與否就是做直接的檢視，「性平會」執行的業務中，最困難的、最複雜的部

分就是性平案件的調查及事實認定，因為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中，當事人恥於開

口、證據不易取得、淪為各說各話等等，都是這類事件的特性（羅燦煐，2002：

195；鍾宛蓉，2010：6）。在社會犯罪案件中，性侵害的案件黑數最多，因為社會

上普遍地存在強暴的迷思，容易用異樣的眼光看被害人，普遍上會有被害人不願

說明的情形。校園中如有受害者，即使向學校通報並尋求調查處理，也會有事實

認定、及處置結果無法令當事人及家長滿意的難處，也造成「性平會」執行的困

擾，尤其是擔任調查工作的性平委員就更為難了。畢竟，老師不是司法人員，責

任及專長是教育學生，而非摘奸發伏、糾舉犯罪（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2008：

13）。雖然事實的認定及專業判定，教育部都有一系列的培訓，但是性平委員一職

多為兼任，即使是受了完整的訓練也多怯於上場處理（鍾宛蓉，2007：161），加

上缺乏足夠的獎勵制度，使得校園中幾乎沒有適當的專業調查人員45。 

學生在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後，學校的處理流程大致如下：當事人或監

護人（代理人）向學務處提出申請，承辦單位受理並初審後交付「性平會」，於兩

週內要決定受理與否，不受理要說明原委並書面通知申請人，當然申請人也可申

復。「性平會」如受理此案申請，得視情節成立調查小組（至少 3 人，女性要過半，

小組成員中至少要有一位專家46），調查小組最終做成報告交付「性平會」討論，

做成決議後經校長核可後將結果通知當事人。以上自交付「性平會」後依法必須

在兩個月之內提出結果並送交申請人，不過得在知會申請人後延長兩次，每次不

超過一個月。律定時限依流程看似順暢，但試想，如果案件要走學校「性平會」

                                                 
45 國、高中階段的學校，也培育出不少調查人員，但多數為學務人員及輔導人員。在處理此類案

件時，往往受限於角色依法不能重複，所以效果不佳。 
46 依照《準則》規定，專家是指各縣市政府認可並納入教育部人才庫名單的人員；教育部於「性

別平等教育資訊網」上，設置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處理專業人才庫」，網址： 
http://www.gender.edu.tw/harassment/index5.asp。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組織文化探究 

 

 101

的調查的程序，期間必須耗費許多時間及人力（尤其是負責逐字稿的人員）。性平

委員多是兼任，其主要的工作不是教學便是日常性的行政工作，即使被指派或被

選上「性平委員」，相信擔任調查工作的意願是相當低的，因為行政程序複雜，又

要面臨諸多壓力。所以許多案件多借重外聘委員，只是費用往往造成學校不少的

負擔，外聘委員負責調查，出席費 1,000-2,000 元，並以場次計算，而此類案為避

免淪為各說各話必須分開調查，往往無法在 1-2 次的訪談後就能結案，另外結案

報告也是需要經費的47。經費的支出考量，也是學校不願啟動「性平會」調查程

序的原因之一。是以，為避免各校虛應故事，訓委會專員高瑞蓮（2011：62-64）

不斷地宣導及要求，請各級學校要加強防治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並要求確實依

法定程序調查處理。 

「性平委員」調查結果一般都會得到「性平會」的認可，而這結果即使是司

法調查也不能改變，雖然不同的法律依據仍有不同的調查程序，依鍾宛蓉（2010：

23）的看法是有相輔相乘的效果。但是證據力在實務上往往不足，單憑「性平委

員」的訪談及調查，很難判定及釐清。尤其「性平會」的調查不受其他法律之影

響，且調查結果可提供各法律判決之參考，其效果大，自然被檢驗的機會更大。

因此，常有人質疑「性平委員」又不是刑事偵查人員，或許受過些教育訓練，但

要判定事實能力上應該不足。加上調查處理的時限對被害人及家長都是煎熬，經

常家長都不耐久候而選擇訴諸民意代表及媒體，以尋求更快的解決之道。 

受害者及家長都希望學校嚴懲加害者。但除了移送至有懲處權的的單位外，

「性平會」能做的處置相當有限，僅只能依《性平法》第 25 條規定，對性騷擾事

件加害人為下列一款或數款之處置： 

一、 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 接受 8 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 接受心理輔導。 

四、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47 依 2006 年 9 月 15 日臺訓（三）字第 0950132320 號函規定。 



 

 102

由上述可知，《性平法》對加害人的處置仍著重在教育。雖然，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有應依相關法律或法規，自行或將加害人

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之規定，只是與受害者及其家長的期望落差太大48，給他

們感覺是大費周章後又沒能達成他們的期盼。也往往造成家長改走其他途徑，倘

若如此，就失去了《性平法》的原意49。 

 

 

 

 

 

 

 

 

 

 

 

 

 

 

 

 

 

 

 

                                                 
48 學校對學生的懲戒措施，都是基於教育或輔導的目的，不同於一般人的認知，把刑罰當成報復

的手段（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08：70）。 
49 《性平法》調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主要之目的在教育不是在懲罰（鍾宛蓉，20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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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平會執行困境評析 

性別平等議題既然是教育主管機關要求宣導的議題，校園的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又易受社會大眾的關注與討論，理應「性平會」在執行任務上應該是較為順

利的。但是實務上卻流露出許多問題，不單無法遂行《性平法》交付的任務，連

最受矚目的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處置也多流於形式。以下就執行《性平法》的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議題，來討論「性平會」的執行困境。 

壹、校園組織文化的困境 

 一、性平會的業務成為燙手山芋 

因為一般人長期的認知，使得「性平會」幾乎是輔導單位的業務，輔導同仁

普遍認為不合理於是到處反映，甚至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代表也於立法院召開《性

平法》修法公聽會50時，也提出希望能排除此項業務及應增加輔導人力之意見。

就輔導老師的立場是如此，換個角色或場景，相信學務同仁也會有同樣的心聲。

因為負責此項業務在溝通協調時，根本就缺乏支持，承辦人只能任勞任怨地尋求

順利結案，任務完成後也沒有得到鼓勵（林久玲51，2010：7）。 那麼「性平會」

是輔導處或學務處，還是應由學校自行律定？檢視《性平法》、《細則》及《準則》，

未見「性平會」為何單位編制，只明訂通報的窗口是學務處。單就學務處的組成

看來，一般會淪為由生輔組（國中為生教組）負責承辦。「性平會」的安排並未明

訂，往往造成學校處室間為「性平會」歸何單位承辦而多有爭議52。 

如果審視「性平會」的工作項目，不難發現教、學、總、輔甚至圖書資訊都

有其相關工作，所以各處室主任擔任當然委員也有其必要性，只是工作在推行時

如果承辦單位的層級太低（不論是一個處室，或一個組），往往不能做到橫向聯繫

的效果（教育部，2010b：8；胡延薇，2011：15）。近年來，大專校院的性平訪視，

                                                 
50 筆者有參與此次會議，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3 日下午。 
51 林久玲當時擔任台北縣政府性別工作平等宣導團講師。 
52 由於教育部將性平教育放在訓委會的業務範圍中，導致所有的中等以下學校的教育人員均認為

該業務是輔導、訓導單位的工作，這樣錯誤的認知導致工作推動相當困難（陳皎眉，20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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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都建議各校要拉高層級，希望執行祕書為副校長或主任秘書的層級，其目的

都是為了能做到處室間的協調與整合53。但就本文所探討的中學階段，學校中有

能力負責協調與整合的人只有校長，如果校長不重視，單單靠處室主任或承辦組

長，在校園組織中根本無法做到整合的效果。教師不願意兼任行政職務的主要原

因有：事務繁雜、壓力大、工作量大等（張德南，2010：83）。兼任性平的行政工

作幾乎完全包含，如此的行政職務自然乏人問津。 

 二、校園性別平等意識普遍不足 

校長是學校的最高主管，對教職員工的影響力不容小覷。所以，校長對於《性

平法》的瞭解、支持及推動也就格外地重要。然而，發現許多校長對《性平法》

的精神和意涵多不瞭解，甚至連處理的流程都不清楚（呂明蓁，2011：21）。學校

教師多數出自於師範體系，在師資的養成教育上過程中缺乏法律的課程，所以在

教學活動上，也沒有將法律傳授給學生的觀念（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2008：209）。

教師的觀念是教育學生的基礎，《性平法》中期許每一位教師都能培養性別平等意

識，並將此一概念正確地傳遞給學生，所以行政單位時常舉辦相關的教職同仁研

習，這類研習除依法舉辦外，更受教育主管機關所重視，不論校、內外這一類的

教師研習不少。但是就實務上看來，各校的校內研習，如果採自由報名人數大多

寥寥可數，甚至還要請學校志工湊數。即使是依《性平法》必須安排有關於性平

知能、性侵害或性騷擾的防治等研習，普遍上仍然不受重視。而老師幾乎都有不

研習的理由：備課、改考卷等等，多數學校都以升學為重，這一類的教師研習自

然聊備一格了。 

至於校外的研習，大多是教育局（處）指導辦理並要求派員參加，學校普遍

都會配合與會。這原本是一訓練及培養學校種子教師的機會，也是性平委員增長

知能的場合，被遴選上的委員應該都要積極參加才是。但就筆者在教育現場觀察，

                                                 
53 考量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為全面性、跨單位且需整合資源之議題，其橫向連繫相當重要。教育部

於 2011 年 9 月 19 日依臺訓(三)字第 1000164631 號函：建議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執行秘

書由主任秘書或具整合校務功能之行政主管擔任，以能發揮其協調統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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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並沒有特別重視，以筆者 92-98 學年間，連續在台北縣擔任生輔組長（生教）

一職54，參加性平相關研習相當多次。發現在研習伙伴中，最常出現的就是生教

組長、輔導組長及學務、輔導兩處室的主任或學校教官。這些培訓多由承辦性平

相關業務主管與會，但常因職務輪調頻繁，多未能發揮研習效果（教育部，2010b：

46）。只是這類研習，應該鼓勵、甚至要求一般老師參加，尤其是培養性平委員的

相關知能，更應是如此。但多事與願違。所以最積極出席並擔任講座的吳志光及

羅璨瑛兩位教授常在會議上脫口而出：「怎麼又是你們？為何學校不派其他人來研

習，如此重複研習簡直是浪費資源」。陳皎眉（2005：128-129）就認為性平教育

是一概念性的教育，要在短時間改變教師的性別意識不太可能，也無法找到欠缺

性別平等意識研習的人來參加研習。如此的安排，研習不單未能達到培訓委員的

效果，在人力資源上也是浪費。 

推動性別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實踐，但都必須先意識到問題，才有辦法做改

善或創新（蘇芊玲、蕭昭君，2003：5）。以性騷擾的防治議題為例，學校師生普

遍缺乏共識，沒能加以正視。相較於國外學校對預防及處置校園性騷擾的認真與

徹底，我國的步調似乎過於緩慢，校園中雖有處理的單位，卻礙於經費及人力不

足，往往只能扮演救火隊的角色（清大小紅冒工作群，1998：173-174）。所以，

如何從校園中隨處可見的議題，建立起全體師生的共識，並鼓勵教職同仁參與性

平議題相關活動，這都是將性別平等意識深耕校園的重要課題。 

 三、性平行政工作缺乏經驗傳承 

陳淑蘭（2002：88-89）綜整各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兼行政工作的教師壓力

高於一般教師。或許，兼任行政職務之職責所在，因而感到壓力較大，相對地投

入的時間與精力也較多，所以，有了幾年的經驗累積，對行政程序嫻熟後，工作

上自然駕輕就熟，兼任時間久的教師有較高的參與意願。所以，如何減少行政工

作更迭頻繁，避免經驗傳承不易，是一值得思索的議題。 

                                                 
54 92-94 學年度，擔任金山高中生輔組長；95-98 學年度，擔任錦和高中生輔組長。兩校皆為縣立

完全中學。 



 

 106

陳皎眉（2005：125）調查各校「性平會」成立及運作的狀況，發現仍有許多

學校的「性平會」處於停擺的狀態，不然也有許多虛設、沒有運作的狀況。有些

學校委員採任期制，新舊委員間如缺乏交接與傳承，對性平工作也會有不利的影

響（教育部，2010b：8）。以學校立場而言，教學活動才是重點，「性平會」是配

合政策的編組非行政體制下的編制，學校長官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即可，

至於怎麼處理不是最重要的（胡延薇，2011：14）。此外，「性平會」業務未能明

確地列入校園組織行政工作中，造成被指定的單位心態上排斥，往往漠視此項業

務的推展。目前此項業務在國、高中階段不是歸學務單位就是輔導單位，在面臨

變化快速的社會環境，學生的議題特別容易受到矚目，舉凡中輟生議題、霸凌、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等等，都使得承辦相關議題的行政人員感到擔心，甚至

排斥兼任與這些議題相關的行任工作。所以，為能找到學校教師兼任此一工作，

許多新進教師或代理、代課教師就成了兼任此類行政工作的教師。 

梁福鎮（2008：400）認為教育行政工作在未來的趨勢，要特別強調批判的行

動，但是也常會出現組織內意見整合的困難，會讓弱勢者更無助。所以，許多爭

議性的工作往往變成學校最弱勢的人來負擔，也就是變成新進教師或代理、代課

教師無形的負擔。因為弱勢，兼任行政時多無言以對，能考量的就是將不願兼任

的行政棒子，等待時機傳給下一任。如此流動性高，除無法久任此一職務外，也

加上心態上排斥，行政工作自然缺乏交接制度。當然，「性平會」的行政業務自然

缺乏經驗的傳承。 

 四、委員會充斥融入議題也充斥 

不同過往，現在教育工作不能只注重高升學率，學校須結合社區並要多元發

展，過去單純強調升學主義，現在則要面面俱到，並配合國家的政策對社區、家

庭實施宣導活動。只是政策的想法與作法，如果沒能在學校的教職同仁身上深耕，

遑論期望學生及家長能瞭解與配合。直到現在，多數人仍以升學為唯一考量，許

多配合政策性的宣導及教育議題，在教育現場也往往無法整合，更無法成為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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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共識與目標。 

學校為能推展校務行政工作，多設置諸多委員會，除避免校長或行政主管獨

斷專行之外，也代表對相關議題的重視。如此多的委員會充斥在校園間，教師們

疲於應付各相關議題，久而久之就沒有所謂的重要性。此外，加上學校教師普遍

缺乏《性平法》之相關概念，也造成「性平會」的組成及運作都相當困難（韓宏

杰，2006：89-90；教育部，2010b：8）。另外在九年一貫及高中課網可以發現，

各項學科外的專案議題都要實施融入式教學，試想以台灣目前如此重視升學的教

育氛圍之下，這些融入式的議題最後幾乎都形式化。所以校園的行政工作中要配

合成立的委員會多，在教學工作上要融入的議題數更多，在目前的校園組織文化

下，這些議題更容易被埋沒。 

當明星高中女生網路援交事件被媒體報導後，教育主管機關定會通令各級學

校注意學生的網路交友情形，也會要求學校加強相關法律宣導。不過，當要求學

校去執行時，相信沒有多少學校會多花 1 小時的時間，教導學生「正確」的性知

識與性平觀念（呂健吉，2011：A15）。因為，教育主管關注的議題時常跟隨著時

事而有所不同，時常都有「重要」的議題要宣導，或要求議題要融入教學，也往

往因為議題過多而造成宣導流於形式。 

貳、性平業務運作的困境 

 一、性別平等委員產生流於形式 

教育部考核學校「性平會」時只重視是否有設立及委員的性別比例問題，多

忽略了委員的性別意識、專業性及代表性，而且「性平會」並未廣受到學校的重

視，只會增加負責單位的負擔（陳皎眉，2005：127）。就委員產生方式而言，《性

平法》並未針對性平會委員產生方式做規範，各校得依該校之情形擬定產生方式。

委員的產生一般而言可分成普選與遴聘兩種，普選之優點是較有民意基礎，然其

缺點為所選出之成員是否具有相關素養，則不易掌控；而遴聘方式之優缺點與普

選相異，成員素質雖較能管控，但不具民主基礎，且依現行國中、小學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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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仍擁有相當大之權威，如基於行政業務上方便，逕由業務承辦人擬選委員，

再送請校長遴聘。韓宏杰（2006：88）就認為如此的委員會容易淪為學校首長之

橡皮圖章。 

依《性平法》的設想，希望學校能選出具有性別平等意識的教職同仁擔任性

平委員。但是時常被選上的人都是固定的，還會被同儕譏說：「你是最有愛心，最

有性別平等意識的同事」。擔任委員後，會被同儕認定成為性平的專家，每次票選

因為大多數人不願參與，於是乎都會一直擔任此一工作且無法卸下，時間一久即

使當時有的熱情也消耗殆盡；而非票選委員，不是行政代表就是與行政配合度較

佳的成員擔任。如此的代表性，不單無法做到工作協調，更無助於教職同仁性別

意識的提升。 

要建立性別平權的友善校園，就要有各種子教師的投入，所以各項研習及教

育訓練更要鼓勵性平委員的參加，也應該要設有獎勵機制才能鼓勵同仁參與，審

視目前的做法鼓勵的機制是明顯不足，加上性平委員的產生流於形式，更容易造

成教職同仁將擔任性平委員一職視為畏途。 

 二、未設行政專人性平業務模糊 

吳志光（2010：165）希望校園發生的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都能在客觀、公

正、專業及保密的原則下，迅速圓滿處理。但依《性平法》中規定學校要指派專

人負責「性平會」的業務，而對此教育部皆未曾給予人力上之協助。換言之，性

別平等業務僅淪為學校業務承辦人龐大業務中又憑添的一項工作，承辦人能用於

性別平等教育業務的時間相當有限，並未給業務承辦人足夠的專業，加上「性平

會」是任務編制非行政體制下的編制，自然不被學校長官重視，也難怪許多學校

僅是盡到表面功夫，未能深切體認性別平等議題的重要性（韓宏杰，2006：89；

胡延薇，2011：14）。對此，教育部也沒有解決之道。 

雖然案例宣導中都有學務主任指派某某職員擔任，但是實際工作仍多落在承

辦的組長身上。試想，除了例行性的行政工作之外還要負責教學，如果發生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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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或性騷擾時，必須面臨性平案件的繁瑣業務及龐大壓力，而其他職務也沒

能減輕或停止，也無怪乎這類行政工作者意願都不高（鍾宛蓉，2007：162）。承

辦「性平會」業務的組長，大多只注意到每學期開一次會，辦理宣導活動等事項，

其他的任務多以模糊帶過，如遇到性平案件的調查時往往會變得不知所措55（胡

延薇，2011：17）。所以如果沒能針對「性平會」的業務加派專職人員協助，或調

整各處室的工作指掌，那麼「性平會」的業務將會持續模糊。 

 三、調查工作專業能力明顯不足 

如果採取組織內有專業知識的成員意見，能有益於群體決策之集體選項

（Bonner et al.，2006：627-628）。所以，性平委員中如果能有專業知識，則「性

平會」會有較好的成效。不過，依據吳志光（2007：47）觀察，各級學校在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的調查及處理上，除普遍對處理程序有認知不清的問題外，亦多

面臨專責人力不足、校內相關人員重視及參與不足等困境。而《性平法》規定，「性

平會」負有草擬政策、執行規劃、監督成效以及調查處置性別違法事件之責任，

若無相當之專業素養，單憑公平正義的熱忱是不足以勝任上述工作。尤其是，對

於性別違法事件之調查，如沒有專業能力，那麼要兼顧程序正義及實體正義，就

有極大的疑問；此外，性騷擾一詞眾人雖耳熟能詳，但對內涵卻多屬陌生，且其

認定之標準又頗具爭議性。因此，性騷擾調查的過程亟需專業化與建立規格化之

能力（羅燦煐，2005：121）。再者，依《準則》之規定，調查小組成員以 3 至 5

人為原則，在實務運作上，成員若不具備相當之專業素養，容易造成少數具有強

烈意識之成員去主導調查結果，其他成員僅為陪襯，而使調查之結果易有偏頗之

虞（韓宏杰，2006：91-92）。於是乎，擔任調查工作需要相當的專業能力。所以，

楊心蕙（2010：15）認為要審慎推選調查委員。 

在缺乏行政專人下，現行的方式多以學校教師短期培訓後，即取得調查人員

的資格，這使得調查人員的專業化、專門化與程序規格化受到質疑。性平調查人

                                                 
55 性平案件依《性平法》規定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縱使，未成立小組進行調查，仍需撰寫合於

調查格式的報告作為結案（沈宜純等，2010：20）。這多淪為承辦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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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相較其他委員辛苦、壓力大，而且要面對申訴者、被申訴者兩方以及校園環境，

甚至是大眾輿論，有時還可能面臨被告的風險（吳志光，2007：47；胡延薇，2011：

12）。擔任性平委員本來就吃力不討好，重視此議題或熱心的委員往往難以推辭，

如果還要其肩負調查工作，更是會對他們造成極大的壓力，因為案件必須組成調

查小組時，這些擔任委員的熱心老師多會被推舉。但是此類案件原本就不容易查

清楚，執行上也多流於各說各話、或行為人不配合的窘境（沈宜純等，2010：23），

且性平事件調查過程繁雜又漫長，對調查小組的成員而言，背負相當大的壓力。

尤其，當面臨對結果質疑時更是如此。因為，調查人員的壓力來源之一，就是擔

心自己的專業知識不夠（胡延薇，2011：13）。如果事事都需賴外聘的專家學者，

也可能因為不瞭解學校的生態或較不受學生信任下，導致成效較差。而目前具有

調查能力的教職同仁也可能因為避免壓力或為了減輕工作負擔，多不願意擔任調

查工作。因為即使受過調查能力的訓練，在面臨實務操作時仍會有訓練不夠的問

題。 

 四、法律規範立意雖佳執行不易 

依《性平法》之規定，「性平會」對於性騷擾、性侵害之調查處理，不受該事

件司法程序進行之影響。吳志光（2010：120）也認為行政與司法雙軌處理的模式

有助於基本權之保障。然此舉除行政與司法認定不一外，尚有對行為人在工作、

財產上的損失，更會對其名譽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對於行政機關調查之公信力

也造成創傷，不利於性別危害事件調查制度之建立；此外，學校缺少適合的調查

人員，依目前由各縣市政府培訓教師為調查人員之方式，其調查之專業能力、調

查資源、權限及專業素養皆無法與司法調查相比擬；當校園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

事件時，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皆承受極大輿論壓力，若「性平會」及調查小組專

業素養不足，很容易受輿論壓力及司法調查的影響，而導致決議進退失據（韓宏

杰，2006：106-107；吳志光，2007：48）。 

另依《性平法》規定，個案的輔導人員不能擔任調查，以避免身份重疊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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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專業倫理。也就是，同一人員不能在同一案件中同時擔任行政、調查及輔導的

工作，以避免角色衝突（鍾宛蓉，2010：51）。但是在校園中因人力受限，輔導人

員與「性平會」的工作往往被緊密結合。如前文所述，輔導同仁多次在會議上提

出建議，希望「性平會」的工作不要由輔導單位負責，如此的反映與建議，常會

造成生輔組及輔導組工作上極大的摩擦。因為生輔工作在國、高中的階段是十分

辛苦及忙碌的，在沒能增加專職人力的狀況下，要執行「性平會」的工作，並希

望能做到《性平法》的要求，推行校園的性別平等工作，無非是緣木求魚。所以

法律雖立意規範，以避免輔導人力介入的問題，但是人力的整合及安排卻推給校

園組織內自行安排，不但會造成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無法落實外，也會因為規範輔

導人員迴避，造成擴大解釋，使組織內合作氣氛不佳及不利「性平會」業務推動。 

就探討校園防治性侵害或性騷擾工作的組織文化來看，由「性平會」的工作

成效應可看出端倪。各處室之間未能協調與整合，除了發生可能受矚目的案件外，

校長普遍不重視「性平會」的業務。上行下效，處室主任間當然認為「性平會」，

甚至性平的相關工作，是學務、輔導兩處室的工作。長期不受重視，加上沒有設

置專職人員，推行此工作時往往面臨沒錢、沒人的窘況，所以為避免此一狀況發

生，因而影響到防治工作的推行，教育主管及校長的重視、在校園中落實及營造

組織合作的氣氛是相當重要的。 

性取向常成為被欺負的理由，更是容易遭受到霸凌的主要原因（詹勳育，

2011：66）。所以 2011 年 6 月 7 日在立法院三讀通過的《性平法》修正案中可發

現，因為重視校園性霸凌問題，將性霸凌行為於法條中明定。甚至教育部政務次

長也提到，日後與性別有關的罵人言語或舉動，如果造成當事人不愉快，都可以

交付學校的「性平會」處理，情節嚴重者可退學。校園中同學譏笑他人為娘砲、

娘娘腔等用詞，可能是學生的慣用語，學生不見得會帶有惡意汙衊的意思，依法

歸為性別霸凌，且要知悉人員於 24 小時內通報，並送「性平會」處置。「性平會」

任務項目過多，就現況看來，根本沒有時間及人力依法處理，容易流於形式。況

且，社會各階層間充斥著這類用語，如果政府不加正視，學校也只能隨著個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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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而配合處理。最終，對於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的助益，還是相當有限，歸

究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性別平等議題普遍不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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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環境特性探究 

每當發生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通常第一個被質疑的多半是學校的教

育成效。但是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主要原因往往不是「性」的衝動或需

求，而多是缺乏對自己及他人身體的尊重。這種尊重的觀念是需要培養的，青少

年的價值觀受到同儕、父母、社區、學校及大眾傳播的影響，如果有正確及尊重

他人的價值觀，那營造性別和諧的社會則相當有可能，反之，則不易落實。所以

本章分別就青少年的價值觀、父母的管教及學校性別教育的議題討論，再檢視傳

播媒體的影響，並探究這些議題對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防治工作所造成的困

擾。 

第一節 學生與家長觀念檢視 

學生暴力行為中最令人感到憂心的就是性侵害事件在校園中發生。因為除了

會對當事人造成極大的身心壓力外，也會使學生間充斥著耳語及不安。加上家長

傳統的觀念思維，多希望能低調，但又要立即解決，根本無法忍受《性平法》規

定的處理流程，往往等不及學校的回應便訴諸媒體公審或請民意代表出面處理。

熟不知，青少年的性別觀念迥異於父母輩，傳統父母的觀念及教養，與新世代的

青少年難免會有衝突，加上現在工商發達，家庭的親子關係也不若過往緊密，在

這些因素夾雜下對於學校的教育當然會造成影響。以下就學生與家長觀念部分加

以探究，並指出對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所造成的影響。  

壹、學生性平觀念的檢視 

家庭與學校是青少年社會化的兩個最重要場所，父母是青少年發展過程中最

重要的影響人物，此外，隨著青少年就學年限的延長，學校對青少年的影響也與

日俱增（黃德祥，1994：449）。學校是孩子除了家庭之外所待的時間最長的地方，

不論是學習課業或與同儕、師長互動都是生活中相當重要的課題，但是校園意外

偶會發生，其中學生遭受性侵害或性騷擾往往是他們一生中最害怕遇到的事。遭

到性騷擾的被害人只有少數會投訴，但是性騷擾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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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zgerald and Shullman，1993：6-7）。羅燦瑛（2005：103-106）也認為性侵害

案件在國內已逐漸校園化，校園性騷擾也已普遍化，足見在校園中性騷擾或性侵

害的問題是相當嚴重，更嚴重影響到女學生的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 

在台灣，遭到性騷擾甚至是性侵害的當事人，第一時間大多驚慌不知所措。

因為受害者大多為女性，傳統的父權的觀念下是要女生當一個乖乖女，要文靜、

要嫻淑，所以當她受到恐嚇或威脅時，即使內心充滿恐懼，但面對社會上充斥著

強暴迷思、處女情結等議題作祟時，受害者害怕他人知悉或發現，因此多數不敢

也不知如何求助。此外，男生較傾向採用較嚴格的標準認定性騷擾，也會淡化性

騷擾所帶來的傷害，並將性騷擾歸因於少數害群之馬所為，往往卻忽略本身某些

不當的行為（Fitzgerald and Shullman，1993：10；Pryor and Day，1998：415；羅

燦煐，1998：51；畢恆達，2002：30； LaRocca and Kromrey，1999：935）。父

母與師長們較少留心在孩子的行為上，長期只注重在課業上，孩子對父母及師長

缺乏互動，加上各以忙碌為藉口很可能會忽視孩子的情緒及反應，使得受害者往

往只能暗自啜泣。受到「速食文化」的影響，青少年在性方面也傾向要求「速效」，

態度上也開放，有 68.8％的學生認為青少年可以有性行為（林素戎等，2005：84）；

再根據陳若璋（1993）調查 9 所大學 2146 位大學生遭受性侵害的經驗，發現女性

受訪者之中，約 25％曾遭受性侵害；其中約 45％認識他們的加害人，而 40％的

加害人與被害人是男朋友或同儕關係（資料轉引自羅燦煐，2000：258）。因此，

被熟識者加害，將面對更多的質疑與挑戰，更讓被害人在害怕的壓力下不敢去表

達，尤其當男性為被害人時更是難以啟齒。社工界有句話：「如果當事人不走出來，

那就什麼都不能做」。這情境也容易發生在校園執行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工作上，

如果無法營造出一個使學生放心，可信賴的教育環境，學生受害只能選擇自己暗

自哭泣，對防治工作反而會造成不利之影響。 

學生為何不願向父母、師長反應？學生的性別觀念為何迥異於父母的認知？

因為除了父母不談外，性教育的傳授一直缺乏共識，因此在學校教育上不易推動

（張春興，1996：78）。所以，學生的性知識來自父母或學校的比率相當低，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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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同儕口耳相傳或是透過網路上積非成是的虛擬性資訊，當做現實的性知識（呂

健吉，2011：A15）。父母只見孩子平時在家沒特別異狀，多無法想像透過手機、

網路，孩子的交友狀況已出乎父母的想像，加上親子、師生間缺乏互動下，孩子

的想法及行為已經離我們的認知越來越遠了。根據金車教育基金會56（2011）的

調查發現，手機已經成為青少年的生活必需品，但卻有高達 93%的青少年有手機

焦慮症，主要是因為青少年害怕孤單，希望藉由手機聯繫情感，也說明青少年渴

望友誼、親情陪伴。教育部57（2010）呼應 5 月 15 日「國際家庭日」，為喚起國

人對家庭的重視，於 5 月 14 日召開「愛家 515—家人無距離」記者會，並公布研

究調查資料，數據顯示，現代的青少年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少、缺乏互動及疏離的

現象，將使一些家庭缺乏足夠的凝聚力，以因應社會、家庭、或個人的重大事件

與危機。 

從晏涵文（2011）的研究資料顯示，現代青少年對性的好奇及想像已不再含

蓄。由這份長達 30 年的追蹤調查發現青少年，尤其是較為傳統的女性，有性經驗

的比率從 1979 年的 5%，30 年後已進展到 36%（資料轉引自黃玉芳，2011：A7）。

黃富源等（2007：24）也指出台灣地區青少年之性關係日漸頻繁、婚前性行為也

日趨普遍、青少年從事高危險性行為以及未婚懷孕的情形日趨嚴重。可以想見的

是，青少年對性的接觸與認知是超乎父母及師長的想像。青少年性知識不足，對

性的認知與價值觀念亦非全然正確（黃德祥，1994：209）。法律上認為必須保護

孩子，因為孩子對性的認知尚未成熟，所以《刑法》規定與未滿 16 歲之男女性交

者加以處罰58。在約會活動頻繁的青少年族群中，約會時發生的性騷擾或性侵害

的嚴重性更經常被淡化（羅燦煐，2000：260）。有時孩子因為缺乏尊重的認知，

加上一時衝動，便在對方不同意情形下性交或猥褻，其多認為沒拒絕並不代表不

                                                 
56 資料引用自：金車教育基金會，網址：http://kingcar.wiwe.com.tw/。日期 2011 年 5 月 8 日。 
57 資料引用自：教育部新聞稿。日期 2010 年 5 月 14 日。 
58 我國法律規範須年滿 16 歲才有性同意能力，但如果教師與年滿 16 歲之學生發展愛戀關係，甚

而發生性行為，雖不構成《刑法》之妨害性自主罪章各罪，然如此之行為顯然有違教師法第 17
條第 6 項「嚴守分際，本於良知，發揚師道與專業精神」之教師專業倫理(王麗容、李怡青，199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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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其實是觸犯了更嚴重的罪而不自知59。在校園中常見的是青少年間的合意性

行為，雖然《刑法》訂有「兩小無猜」條款，也就是未滿 18 歲犯《刑法》227 條

之罪者，須告訴乃論，只是這樣的保護措施及安排卻無助於阻止孩子對性的探索。

因為父母、學校教師都缺乏引導青少年性別的議題，孩子在沒有適當的引導下，

反而受錯誤的媒體資訊所影響，要培養孩子愛護自己、尊重他人身體的觀念，還

是要父母、學校多正向引導。 

貳、親職教育現況的檢視 

孩子是上天給一對夫妻最美好的禮物，從孩子一出生父母汲汲營營地就是要

把孩子拉把長大，在傳統的五倫中家庭便佔了其中三項，足見家庭教育對孩子的

密切與重要性。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父母與子女的關係卻因而變得疏離60，有

些是因為工作忙碌較少互動，但有一部份卻是因為父母親不重視親職教育，對與

學校的親師互動更是漠視。當家長將子女送入校園，自然是希望子女能在校園中

快樂的學習、成長。父母多認為孩子會開開心心地上學，認真上課並獲得教師充

分的教導，下課後準時去補習班並完成功課，晚上也會乖乖地回家。但是，青春

期的青少年除情緒不穩的問題外，也會因性早熟、性驅力造成困擾（張春興，1996：

74-78）。青少年的情緒及困擾，甚至交了哪些朋友，在他們身上發生了什麼事，

父母都鮮少知道。即使媒體偶有報導發生在校園中的事件，父母親雖普遍會關心，

但多數認為這種事不會發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熟不知，時下的青少年往往透過手

機、網路便可快速地與朋友互動，透過科技媒體及與同儕的互動，已然變成孩子

學習的主要來源，而父母可能還不知情，而網路是會讓孩子與現實生活產生人際

的疏離，也有色情氾濫等問題（新北市少年輔導委員會，2010：14）。要知道家庭、

學校是一個孩子學習社會化最重要的場所，與父母、師長互動也是學習尊重他人

的重要來源，更是孩子價值觀建立的重要關鍵，這都是父母應該知悉與關切的，

但往往父母都忽視了。 

                                                 
59 參見《刑法》第 221 條。 
60 張春興（1996：159）就心理發展的觀點來看，認為親子疏離是導致少年犯罪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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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許多人以為與身體最相關的性別知識應該是來自父母居

多，實際上不然。根據吳志光（2011）61的說法，學生有關於性的知識來自家長、

學校正規教育分別不到 10％，絕大多數的學生都表示，性知識是來自媒體或與同

儕相互摸索而來的居多。因為台灣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家長是羞於向孩子談性這

議題，學校的教育雖然近年來較為重視，但是來自家長的壓力及教師自己本身也

未能有充分的認知，學校教育也多避談性的議題。試想，青少年面對身體的變化，

難免對性的議題充滿好奇及想像，家長、父母如避而不談，孩子自然被放逐在充

斥著腥羶色的資訊洪流中，他們學到的性知識絕對缺乏最基本對人的尊重。也無

怪乎，青少年間的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層出不窮。 

家庭的基本功能有時會因為家庭成員的因素而消失，部分的孩子在成長的過

程中遭逢不良的環境或際遇，導致觀念或思想上扭曲，成為教師眼中的問題學生，

這些學生不論在學或是中輟，有一共同的特點是家長多未加關心。這些孩子往往

在校內、外滋生事端，對於他人又缺乏尊重，常會因同儕起鬨後就對他人言語甚

至肢體上的騷擾，也往往從輕微的言語騷擾演變成「性霸凌」。雖然「性霸凌」議

題是起因於校園霸凌事件延燒，而修法訂下規範要求學校都應要正視。只是，這

群較少被學校教育重視的孩子往往被忽視，他們的父母往往都自顧不暇，根本無

心在這些孩子身上，學校如不加以正視，想營造出快樂學習的友善校園，無疑是

空話。 

父母除了不跟孩子談性外，反而還有將孩子物化、視為自己資產的觀念。當

孩子發生被性騷擾或性侵害時，反應大多是憤怒且不能接受此一事實，尤其在傳

統思維下，孩子失去童貞對父母來說是何其嚴重的事。只是孩子的想法往往與父

母不同，在父母長期忽視孩子成長的歷程中，孩子對性這議題不單只有好奇，有

些已有嚐試的經驗。這事情的發生許多是在兩情相悅、兩小無猜的情況下進行的，

因為法律保護未成年孩童，父母多以受害者自居，特別是女方家長。當發生性騷

擾或性侵害時，家長往往希望學校能立即處理，通常在知悉學校處理流程後，多

                                                 
61 資料引用自：吳志光於 2011 年 5 月 3 日演講內容，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新店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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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氣、憤怒，並揚言找民意代表或藉由媒體公審，希望給校方壓力，因為與期

望不符。此時，往往造成協助處理的相關教師被體制霸凌。嚴長壽（2011：59）

描述到家長對於學校不滿的表達、與老師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就是帶著民意代表

到學校，靠著民代的撐腰劈頭大罵，而老師與校長多只能乖乖地聽訓。以筆者在

教育現場觀察，大多數的家長多半氣沖沖地要怒告對方，後來因知道兩造雙方皆

未成年，法律效果是一樣的，多不會再採取告訴動作，轉而向學校施壓，希望對

方主動改變環境，並對自家的孩子金錢賠償。試想，孩子行為的成因多是因為好

奇、害怕孤單，只希望能有人陪伴。而父母所在意、關心的部分，似乎與孩子的

想法有極大的不同。父母應該在孩子尚未出事前就要多加循循善誘，如不幸發生

問題後，更應重視孩子的身心狀況，陪伴孩子走出生命的困境才是，但是父母的

想法多不是如此。 

校園中常見的除了兩情相悅外，最常見的就是性騷擾，其中最令家長氣結的

莫過於惡意性騷擾。性騷擾的受害者經常都是隱忍不發，直到受不了才向校方控

訴。但是校方處理的過程、結果，卻多不符合受害者及其家長期待，加上《性平

法》強調的目的是教育，家長常不明就裡便四處投訴。以新竹某明星學校為例：

一名高二男同學長期言語、肢體性騷擾女同學。經校方調查受害女同學至少 10

人，校方性平會訪談調查後，移送獎懲會記加害人大過 1 次，並須口頭及書面向

受害同學道歉、家長要帶加害人做心理諮商、治療。若再犯，將啟動機制輔導其

轉學（楊勝裕，2011：A6）。學校處理本案中規中矩，一切依相關法規辦理，但

是受害女同學及其家長仍不滿校方處分過輕，除向教育部長陳情外，也寫信到總

統府、行政院長及媒體投訴。受害女同學及其家長視加害人為病患、罪犯，完全

忽視《性平法》的精神注重在教育而非在處分，如何將《性平法》的觀念傳遞給

家長，這課題必須加以正視才是。 

参、校園相關議題的檢視 

國內學校教育長期以來，缺乏務實地面對青少年對性的好奇，使青少年多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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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自充斥著各種病態的性教育資源，而這些資源往往是錯誤的（蘇芊玲、蕭昭君，

2003：69）。教育的功能在提供合於社會的價值，所以傳統父權社會下的迷思，也

是需要教育加以澄清，特別是學校教育更應該是責無旁貸。根據國內學者（清大

小紅冒工作群，1998：19-29；羅燦煐，2000：257-262；羅燦煐，2002：243；鍾

佩怡，2002：87-89；畢恆達，2004：143-167；鍾宛蓉，2007：33-34；陳金燕，

2008：90；蔡婉瑜，2008：84）指出，我國對性侵害或性騷擾的被害人仍存有許

多迷思，這些迷思不利校園防治工作的推行，臚列如下：  

一、 指摘事件發生是被害人個人因素（如：穿著暴露、言行失當、深夜遊蕩、

行為不檢、眼神挑逗、及在外飲酒等）。 

二、 社會價值觀的迷思（如：認為提出申訴是大題小作，覺得被害人是沒事找

麻煩、發生這種事很丟臉，不要再說出去；為何被害人沒有反抗？）。 

三、 對事件錯誤的歸因（如：女生說不就是要，因為害羞；之前有類似行為她

也沒說不要；男女朋友間的行為就不算傷害）。 

四、 普遍認為是偶發事件，其實多為熟人所為，讓被害人更感壓力。 

五、 傾向複製父權的意識型態，不利受害者反抗，並使女性容易受害。 

六、 社會嚴重缺少一個支持受害者的環境；親友、警察、醫療體系、媒體經常

質疑受害者，變相地對被害人施加二度傷害。 

試問，面對危險時上述的這些迷思都十分不利於受害人，但這些迷思往往對

我們影響深遠，使得在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對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加

上父母及師長未能提供一個安全溫馨的環境，使受害者能安心的訴說。最後大多

選擇不說，默默地受害，看似平靜的校園，卻暗藏了多少受到傷害的學子，破除

此迷思實在是學校教育不可忽視的課題。 

此外，教育部自 2005 年起以「學生輔導體制」、「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

「生命教育」作為推動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之四大主軸。2011 年更要求各校加

強霸凌事件的預防、處理及防治工作，並要求學校老師必須主動、積極地關懷每

個學生，並隨時介入處理霸凌事件，學校未能配合者將施以扣減補助款、列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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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評鑑、校長辦學績效、年終考核及遴選重要參考依據62。只是，教育政策的執

行，遇到不配合的校長或教師，往往缺乏約束。因為，不適任的校長、教師沒有

退場機制，在台灣各級學校的教師約 27 萬人，過去 8 年來被停聘、解聘、不續聘

的教師卻只有 288 人，淘汰率只有 0.013％。試想，如果不適任教師沒有合理的淘

汰制度，就等同變相鼓勵其他教師不必遵守政策，認真的教師在此教育氛圍下也

會失去教育的熱情（嚴長壽，2011：61-62）。一般而言，學校除非來自上級的推

動與壓力，否則心態上寧可多一事不如少一事，因此，要落實學校性別教育的推

動，必須確實考核，迫使學校正視性別平等教育及性教育（紀欣，2000：202）。

不論政策是否完善，如果校長或教師不配合，也沒能對政策提出執行上的困境與

建言，最受承受、受害的都是無辜的學生，我們不得不慎。 

《性平法》所規範的議題，相關單位必須依法行政，如有任何執行上的困難

都要確實的反映，並加以修法，這是再簡單不過的問題。然而我們從政府官員、

學校甚至於家長，都眼睜睜地坐視問題的惡化，卻沒有任何人有能力加以阻止（嚴

長壽，2011：16）。在台灣幾乎年年有選舉，在選舉掛帥的年代，台灣政策的制訂、

討論到執行，其實都是在討好民眾（嚴長壽，2011：196）。教育部的政策也是如

此，常隨著社會關注的議題而制訂，政策執行的問題往往都無法解決。教育部的

官員，一上台經常就迫不及待地去答覆立法委員、媒體及各界人士所拋出的問題，

但是觀察不同任期的官員，就如同跑馬燈一般轉上台又轉下台，沒有一位教育官

員有時間、能力去解決教育問題（嚴長壽，2011：13-14）。教育的問題卻淪為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放著真正的沈痾，不為所動。 

另外，在教育現場還有中輟生63的問題，許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也多

與他們有關。就定義上，中輟學生只規範國民教育階段。但根據中教司和技職司

的推測，我國高中、職學生中輟的比率是國中小的數倍（吳芝儀，2000：47）。所

                                                 
62 資料引用自：教育部新聞稿，日期 2011 年 7 月 6 日。 
63 依據教育部頒「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1999 年 3 月 31 日依台（88）

參字第 88031335 號函修訂。）「中輟學生」係指：國民教育階段學生，未註冊入學，或在學中

未經請假而有三天未到學校上課者。學校發現後必須通報，並由相關單位協尋，輔導其返校就

學（吳芝儀，2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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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要加以正視的必要。中輟生除了對個人造成影響之外，也會對同儕造成不

利的影響，此外，因為中輟生多來自破碎、失能的家庭，其親子關係不良互為因

果，在缺乏家庭的關心與照顧，容易影響他們的價值觀，使其容易步上父母的後

塵，缺乏建立功能完整家庭的能力；中輟學生的犯罪率幾乎是一般學生的 4 倍，

而且犯罪少年約有七成是經常不到學校上學的。換言之，中途輟學常是青少年違

法犯行的警訊，並且對校園、教師及其同學都有潛在的危險性（吳芝儀，2000：

10-11；陳慈幸，2002：219）。因此，協助十八歲以下的青少年儘量繼續留在學校

持續接受教育，將可有效舒緩青少年犯罪的人數與比率，也有助於性別平等意識

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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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播媒體影響的檢視 

隨著社會的變遷及科技的進步，大眾傳播媒體對人們的生活造成更大的影

響。遺憾的是，傳播媒體在內容的呈現上充滿了血腥、暴力及色情（陳啟榮，2008：

47-48）。大眾傳播媒體對青少年的影響尤其深遠，根據國內青少年假日休閒調查，

74％的青少年休閒時最愛的活動就是看電視（賴國洲，2000：42）。近年來，隨著

科技進步、網路盛行，任何與學校及學生的相關資訊，透過手機、網路很快地便

流出並快速散播；學生也因科技之便，很容易地接觸色情的資訊，在缺乏引導的

情況下，媒體的媚俗報導往往會錯亂學生的價值觀。在傳播媒體影響下對於學校

的性別平等教育之影響自然不少。以下就傳播媒體的影響，檢視對於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防治工作推行時所造成的影響與困境。 

壹、媒體性別議題的檢視 

吳志光老師每次在演講時常引用苗栗縣曾做一個調查，也就是學子（國中生）

的性知識從何而來。結果一反所有家長的認知，85％都是由網路資訊，色情刊物

及同儕口耳相傳而來的，一般認知的父母或學校教育居然只有 15％不到64。這反

映出在性的議題上，年輕學子是好奇地躍躍欲知或欲試，而傳統的學校教育及親

子教育卻是異常地保守，無疑地也給了媒體傳播的一大空間。 

根據衛生署國健局 2006 年調查，五成的國中男生及四成女生曾接觸過色情平

面媒體（許芳菊，2011：162）。加上台灣的網路發達是舉世公認的，可以想見，

色情資訊的氾濫已到了隨手可得的地步。立法委員也多次質詢教育部，詢問色情

網路氾濫如何防堵？其實教育部除了宣導外能做的部份相當有限，因為現行法令

對情色的資訊幾乎無從管理。特別是未成年孩子好奇心強，雖然不見得會主動點

選不良網站，但是網路資訊五花八門，不小心就會看到暗藏在網路中的不良內容，

甚至誤觸網路色情陷阱，學校及家長們往往疏於注意。 

                                                 
64 資料引用自：吳志光於 2008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1 年 5 月 3 日的演講內容，地點分別為：台北

縣中和市光復國小及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新店校區，兩次研習筆者皆有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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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網路短片的盛行，許多青少年學子熱衷於分享影片。在缺乏適當的引

導下，有部分青少年將自己或他人的性愛或其他不雅照 PO 上網路（許芳菊，2011：

161）。此舉原本只想與朋友分享，但往往缺乏注意或遭惡意操弄，短片或照片的

內容藉由網路很快地便傳播出去，事後想刪除也多困難重重；更有甚者，將對他

人的霸凌、凌虐的過程，故意放在網路上，去突顯自己的所作所為，這行為不但

自己違法外，往往也使得受害者蒙受二次、甚至多次的傷害。除了青少年學子缺

乏法律的認知外，媒體也沒能善盡責任。許多新聞媒體透過短片的擷取後便大肆

報導，雖然與一般民眾透過網路、PTT 展現輿論力量一樣，都可以迅速引發討論、

政府關注等功能，但是媒體報導往往缺乏教育功能，對其他青少年學子造成不好

的示範效果，使得相關的霸凌案件不但沒有減少，反而更形嚴重。青少年族群是

國家未來發展的主力，如果透過媒體教導使青少年關心時事、並輔以正向引導及

思考，對社會、國家都會有很大助力，所以媒體報導及傳播議題的檢視更形重要，

尤其是在性的相關議題上，如果持續放任而不加以重視，恐會對社會造成不良的

影響。 

許多媒體在製作或播放節目時，習慣物化女性。不斷地以女性身材、長相等

等作為討論的素材，卻不考量女性在社會上的貢獻，反將其成功與胸部大小的事

業線做成連結，節目主持人甚至政治人物也未能善盡教化的責任，反而對這些議

題大放闕詞，當然對青少年學子會有相當不良的示範作用。所以，不論在校園中

或校外的公開場合都可發現，許多年輕學子口出穢言，物化、甚至污衊女性，還

有對同儕集體施以肢體暴力等情形，這些言行孩子都不知自己的不當之處，相信

與成人的言行有其相關。所以，要落實性別平權的社會，媒體對相關性別議題的

討論不得不謹慎。 

貳、媒體對性平的影響力 

性別平等、相互尊重觀念的建立，有賴家庭、學校教育及整個社會加以相輔

相成，共同建構而成的。過去家庭、學校教育是個人社會價值觀最重要的學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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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但是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現在影響青少年社會價值觀最深的就是大眾傳播

媒體。許多新聞報導未加分級、電視節目傳遞不正確的性別意識、許多政治人物

的言語充滿性別歧視，更嚴重的是網路的情色資訊充斥，這些媒體資訊在在地影

響青少年學習的社會價值。李國芳（2008：188）認為這些錯誤的認知，充斥在青

少年的社會學習歷程上，除了對第一線性別教育工作者造成打擊外，也不利於青

少年學習尊重自己及他人。因此，想藉由媒體建構性別平等的社會價值，無疑地

是相當困難。 

自從 2007 年蘋果日報、壹週刊進入台灣市場後，對整個新聞媒體的報導造成

了極大的衝擊。過去許多媒體基於社會價值、專業倫理及尊重當事人的考量未加

報導，或是特別加以修飾後才報導的議題，蘋果日報及壹週刊卻多毫無修飾地呈

現。這類報導美其名重視閱聽人知的權益，但是對社會價值觀的建立卻造成不利

的影響，加上報導多充斥著腥、羶、色，也無怪乎許多媒體人戲稱蘋果日報是裸

體加屍體65。但不諱言地，蘋果日報閱報率是相當高的，媒體善用人們好窺視他

人隱私的特性，加上將所有的社會事件寫（血）實地完整呈現出來，即使是對當

事人而言，最難以啟齒的性侵害、性騷擾事件也是如此報導。這樣的報導除了造

成當事人莫大的傷害外，如當事人具有學生身份者，也會造成學校與媒體應對上

產生困擾。加上近年來一早的新聞報導多跟隨著當日報紙內容報導，往往事件一

見報，當日學校就會出現一窩蜂的媒體，甚至做 SNG 連線報導。對學校而言，發

生學生相關的校園事件時，最需要的就是保護當事人，讓當事人可以在教育場域

中繼續學習。但是，隨著報導畫面的出現，當事人及學校教職員生無形中增加不

少壓力，也不利於教育工作的推展。 

家長及孩子對於新聞媒體的選擇反應在這些媒體的市場。換言之，是我們大

家沆瀣一氣地決定今天台灣媒體的樣貌，當媒體在媚俗並形塑出畸形的社會價值

                                                 
65 我國自《出版法》廢止後，新聞紙內容採業者自律方式辦理，惟新聞紙內容益趨羶色腥化，引

起社會大眾不良觀感，也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建議政府應站在保護兒少閱聽權之公益角

度，以法律方式規範新聞紙羶色腥圖文之泛濫。主管機關回應：《兒少法》修正草案，業將平面

媒體報導血腥、暴力及色情細節之內容納入法律規範（立法院，2011：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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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時，家長們必須扮演平衡反制的角色，因為他們是能掌握收視率及訂報率的群

體，必須發出改革之聲，避免讓媚俗之聲凌駕一切。但是，檢視媒體的相關閱聽

率，不難發現大人的社會價值觀要導正都付之闕如了，遑論要靠媒體來導正青少

年病態的價值觀。 

媒體的渲染力無遠弗屆，當然這都拜網路之賜。透過網路監督、人肉搜索的

方式，時而媒體報導後，便有好事之徒將當事人的個人相關資料 PO 上網，造成

當事人曝光，也連帶影響其家庭與學校生活。更有甚者，直接將畫面放在分享網

頁上，記者罔顧專業考量，直接由網路取得畫面並加以報導，造成年輕人為追求

風尚而將不雅及相關影片、圖片置於網路上，犯罪而不自知。在這網路充斥的時

代，即使是受害人想藉由學校處理或輔導，往往考量這議題保密不易下而卻步，

雖然調查過程不公開、案件不得對外討論，但實況是沒多久大家都會知道，這就

是媒體的渲染力，尤其是在網路方便的時代。 

媒體的影響當然與家長對孩子的放任有相乘效果。許多孩子天天玩網路遊戲

沒人管，甚至家長自己也沈迷其中，孩子只要不煩他就好。孩子不僅僅能輕易地

上色情網站，也常在網路上有找老公、老婆的錯誤認知，造成對自己及對他人在

言語、身體上的不尊重。其實放任孩子不受限制地接受媒體，未來家長及社會都

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在刑事案件中，性侵害的通報率是相較偏低；教育部校安中心的通報數字，

學生被性侵害、性騷擾的比率也不高，這除了因為個人的因素造成相關黑數之外，

整個社會對被性騷擾，甚至被性侵害的被害人缺乏同理心也是原因之ㄧ。加上報

章媒體每每報導此一相關事件時，也對當事人造成極大的心理壓力，部分突破心

防控訴加害人的被害者，獲得法律保障的報導較少，也比較不受矚目。部分較為

爭議性的判決，因礙於法條的規定或是少數司法人員缺乏性平意識，在司法過程

對當事人相當不利（宋家慧，2011：76；紀建文譯，2006：254）。這類報導往往

缺乏尋求解決議題的討論，反而偏重在討論案件細節上。如此的媒體報導，除模

糊了民眾的認知外，對於被害者的二次傷害，也深深地烙印在其他隱性被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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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這也間接地造成相關案件受害人不願張揚的原因。 

叁、媒體自律與法律規範 

根據社會學習理論，處在人格塑造期的青少年，若接觸愈多的暴力性節目，

由於模仿學習，暴力行為會增多（王淑女，2002：196）。足見媒體對青少年的影

響，但是，媒體的影響力與日俱增，媒體的社會地位反倒是每況愈下。過去新聞

記者被尊稱為「無冕王」，現在則時常與「狗仔」畫上等號，取得報導資訊的手法

常遊走、甚至是明目張膽地跨越了法律界線，美其名是新聞自由，但往往變成妨

害人民保護個人隱私的自由。媒體為何不受約束？媒體為何無法自律？這都是民

主國家常見的課題。但是，消費大眾是否是助長媒體充斥著色情文化的最佳推手

呢？在資本主義市場中，缺乏消費端的支持，再好的商品都將一無是處。所以，

媒體在做相關議題報導時，往往隨著閱聽率的提高，而造成其他媒體跟進掀起風

潮，這種媚俗的風氣會如此蓬勃興盛，相信跟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有關。如果政

府機構及民意機關不能正視此一問題，而單純地希望媒體能潔身自好，做到媒體

自律的工作，這無非是緣木求魚的作法。如果擁有第四權的媒體人、政治人物及

所有的家長，能夠做到自我要求，注意自己的言行，自然會收到風吹草偃的效果，

也能對青少年形塑正確價值觀有所助益。 

在民主國家，新聞及媒體的自由是一項重要的價值，媒體報導多希望不要受

到太多限制，只是這種自由及專業考量大多必須靠媒體自我約束，甚至要靠法律

加以規範。自從開放報禁之後，新聞、報章媒體的報導變得多元，也帶動台灣整

體的民主風氣。但是，這多在政治議題上有貢獻，在對人民的生活隱私議題上經

常造成非議，尤其在標榜「狗仔」文化的壹傳媒引進台灣後，對個人隱私的議題

更是缺乏保護，加上人們對他人隱私議題有十足的好奇心，使得蘋果日報的銷售

量躍居國內閱讀率第一名，連帶著過去較重視當事人隱私的媒體，也在此一風潮

下加入媚俗文化的行列，趴糞文化在民眾用閱聽率默默地支持之下，無形中對整

個社會的價值觀造成了極大的衝擊。尤其在物化女性身體、未善盡保護當事人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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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及未能協助形塑社會良善風氣議題上，對整個社會都造成影響。媒體在積極面

上應該多播放有教育意義或淨化人心的節目，至少在消極面要自律，避免播放有

血腥、暴力及色情的畫面（陳啟榮，2008：50）。以避免，年輕學子有「只要我喜

歡，有什麼不可以」的錯誤想法。 

閱聽大眾其實不是沒有聲音的，在發現媒體缺乏自律後，希望公務體系能多

加約束，期盼能用相關的法律加以規範。但這不得不考量台灣的政治現況了。在

我國，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都希望討好媒體、更進而希望控制媒體，所以媒體報

導不當時，幾乎無法形塑出約束、制約的力量，因為約束媒體的議題多會被政治

化，最後失去了焦點。所以，不論是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在言行上不合乎社會

規範時，也多用其他意思解釋或轉移話題，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本身就沒能以身

作則，遑論能對媒體建立有效的約束機制。 

隨著媒體、娛樂節目充斥著色情的言論及畫面，加上物化女性的言論被閱聽

大眾用收視率鼓勵。閱聽大眾見怪不怪的心態，無形中形塑出不利於推展性別平

等意識的價值觀，當然對於性別平等意識的推廣造成阻力。以筆者在學校服務的

經驗，曾經在制止學生口出穢言時，有學生回應：「立委都可以說，為何我不可以」。

或許，如果有天我們的孩子發生不當行為時，其所秉持的理由會是：「電視、媒體

都有在播，為何我不能做？」。屆時，我們更會難過當時未能多要求媒體自律，以

及未積極落實用法律來規範媒體。 

 

 

 

 

 

 

 

 



 

 128

第三節 環境特性的困境評析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就字面上看來似乎是學校或教育單位的課題，但

實際上發現，青少年學子的性平觀念或性平意識，往往受非學校教育的影響更深。

外在環境的因素，如家長、社區民眾的不認同或不重視、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刻

板印象及大眾傳播媒體的誤導，往往造成學校推行性別平等教育時的障礙（李國

芳，2008：188）。不單青年學子，甚至連家長的性別觀念也多受到整體環境的影

響，尤其是受到傳播媒體影響最為深遠。生活科技化加上網路的盛行，使得過去

百年樹人的諄諄善誘的教育方式面臨了極大的挑戰。學校在教導對性議題好奇的

青少年學子，傳統的教授方式幾乎無法吸引學子的目光，不但無法建立青少年學

子正確的性別平等觀念，連《性平法》中最重要的教育功能也付之闕如。社會環

境是如此不利於性平議題的推展，以下就社會環境加以檢視，來探究學校教育執

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時面臨的困境。 

壹、性平社會的議題困境 

  一、性別教育長期不受社會重視 

依據人本主義教育心理學家 Combs 的說法，想要改變學生的不當行為，不能

只矯正行為表現，而必須由改變學生的知覺與信念著手（張春興，1996：286）。

所以，要減少甚至避免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不能單獨就犯錯的學生加

以矯治了事，而是要設法從教育的手段，改變所有人的信念及價值觀，此時性別

教育的推展就相當重要。魏麗敏（2006：33）就認為性別教育的推展需要依靠學

校教師運用教育及輔導之技巧，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營造，才能協助學生瞭解性

別間的差異及其在生理、心理、社會及文化上的關係，也才能尊重他人，保護自

己，進而增進兩性和諧的態度與情操。 

尊重身體自主權的教育，絕少正式、公開的被教導（蘇芊玲、蕭昭君，2003：

143）。有別於歐美社會，將性教育當成知識來傳授，華人在教育上幾乎不喜歡談

論「性」的議題（張春興，1996：78-79；梁玉芳，2011：A3）。從小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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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當進入學校，教師的觀念也因受傳統教育的影響，鮮有學校或教師，重

視此議題，就連課程綱要實施融入的議題，本就是教師專業的一部分，當受到反

對與質疑，也未見教師團體在意（蘇芊玲，2011：A15）。即使配合《性平法》的

立法精神，將相關議題融入九年一貫的教材66，也是受到許多家長的質疑67，家長

就是怕，怕這些議題會影響到孩子的性別認知68。熟不知，我們在爭論不休的同

時，孩子們透過媒體甚至是網路資訊不知已被灌輸多少訊息，而學校、家長還只

為其中的議題爭論不休，忽視了家長及學校教育，是兒少上網安全的最重要防線

（何吉森，2008：63-64）。家長關心的多只是考試會不會考？學校也多媚俗地加

強相關學科教育，辦學績效著重在學生的升學，整個社會在升學主義掛帥的氛圍

之下，其他藝能類的學科都有可能被犧牲掉了，性別教育議題自然不會被重視。 

 二、家庭教育的功能日益地趨弱 

蔡德輝、楊士隆（2009：218）認為加強親職教育、健全家庭功能有助於青少

年犯罪預防。但是，家庭教育的功能已不復過往。台北市教師會對 2000 多位國小、

國中、高中職教師進行問卷調查，其中受訪的教師有 94％認為，學校無法有效地

處理學生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教育功能失衡69。教育部為推廣家庭功能，開

始辦理了第一屆祖父母節。同時也公布一項調查，其中發現現代的父母與子女相

處的時間相當少、青少年學子最期待的是父母的陪伴、最大的希望是能得到父母

的瞭解70。此外，天下雜誌的年度調查也發現，孩子遇到挫折時，超過七成是找

朋友協助或自己解決，尋求家人協助的不到二成（賴建宇，2009：289）。所以，

                                                 
66 教育部透過性別平等教育研修小組召開 10 次會議草擬修正草案，再經過 2 場次公聽會徵詢各

界意見，依程序提交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究發展小組，以及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於 2008 年將「性別平等教育」列入課程綱要重大議題，並訂於 100 學年度實施（資

料引用自教育部新聞稿，日期 2011 年 4 月 27 日）。 
67 以同性戀為例，台灣社會避諱而不談同性戀，就是社會上普遍有害怕同性戀化暗為明的迷思（黃

道明，2000：114）。 
68 2011 年 4 月間，許多家長收到一封透過網路轉寄的連署邀請，其中擷取了教育部編寫給教師參

考的性平部分教材，其中有露骨的性愛文字描述，也有同志議題、多元情慾的探索，因此，引

起許多家長的恐慌（許芳菊，2011：160）。 
69 資料引用自：台北市教師會「面對霸凌、立法刻不容緩」記者會新聞稿，日期 2011 年 01 月 14

日。 
70 資料引用自：教育部新聞稿，日期 2011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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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最直接的問題是父母不瞭解子女、缺乏互動。張春興（1996：152-153）曾說：

「如將青少年的問題視為病態，其病因起源於家庭，病現顯現於學校，最後病情

惡化於社會」；簡單地說，會出現犯罪行為的青少年，其人格會異於常態，都是先

在家庭後在學校的教育環境中，慢慢發展而成的。這樣的說法雖未必全然正確，

但大體而言是有其發展趨勢上的參考性（蔡德輝、鄭瑞隆，2002：177-188）。為

此，家長應對子女之行為多給予正面之增強，並阻止子女認同次級團體的價值體

系，杜絕接觸不良幫派之機會，如此，可促使子女內化社會規範於日常生活中，

而減少偏差行為（蔡德輝、楊士隆，2009：70）。這些論述雖然突顯出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但時下父母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太少，加上此一年紀又是同儕認同的時間，

好的同儕當然不在話下，但如果是受到不良同儕的影響，很容易發生不良行為，

甚至為校園幫派所吸引。 

青少年觀念偏差或不良行為，經常是因為家庭親子關係緊張，相敬如「冰」、

甚至如「兵」。其實父母應多關心孩子，如能配合學校、社會體系的積極輔導，才

能儘量避免青少年偏差行為發生。此外，對孩子施以宣導有助於性侵害事件的預

防（Telljohann et al.，1997：153）。如果父母只忙於工作，缺乏對子女適當管教，

有問題時就用高壓或權威的教育方式，卻對子女的生活、行為及想法不瞭解，當

然，子女如遇到問題時也不會想和父母溝通。所以筆者實務上發現，當孩子發生

嚴重的事件時，父母往往都是最後一個被告知的。循法律及其他公權力的介入之

途徑，絕非預防青少年偏差行為的最佳良策，最重要的還是應透過教育的手段，

由家庭、學校及社區著手，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加強家庭教育（張春興，1996：

166；焦興鎧，2002：459；楊素月，2008：135-136）。所以，如何推廣家庭教育、

重塑家庭的價值，應該都是要加以正視的課題。不然，家庭教育功能日益弱化，

除影響學校教育工作推動外，對整個社會的未來發展也令人憂心。 

 三、相關學生及其家長難脫困境 

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中，大部分學生受害者都採迴避或被動的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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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囇莉、畢恆達，2002：104）。受害者及家屬也有許多困境，如對法規不清楚、

不信任學校、擔心申訴後會遭報復、舉證不易，最後甚至要態度保守，委曲求全

（徐璐，1998：41；鍾宛蓉，2007：29；林久玲，2010：26）。當對象是學生（未

滿 18 歲），學校必須要通知家長（林久玲，2010：18），處理上往往除了學生外，

還要面對家長的問題。受害者也容易產生創傷後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ease ；PTSD），影響自我的認知並影響生活（鍾宛蓉，2010：91；楊心蕙 2010：

13-14）。由徐璐（1998：16-17）所撰寫之受暴經驗〈強暴倖存者〉一文中，發現

此一類事件，對受害者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即使當事人己經是具有相當社會地

位的成人，都難以走出那段不堪的經驗。何況是未成年的莘莘學子呢？在防治性

騷擾或性侵害工作中，最難處理的莫過受害者的緊急安置與情緒輔導，經常在處

理及調查過程中因為缺乏經驗，或沒能與有關單位（如警察、社工等）充分的溝

通，往往造成受害者的再次傷害，尤其是，如果受害者提出告訴，司法程序的冗

長及無效率，甚至對受害者的輕視及社會壓力，使受害者必須承受精神上更大的

痛苦（徐璐，1998：48；紀建文譯，2006：13）。不論是受害人或加害人，他們的

父母內心也充滿不安及無奈，相關的輔導措施很少關注到父母身上。要知道父母

的態度、反應，往往會決定受害者能否放開心胸接受輔導的主要因素。就實務上

觀察，學校多只關注及協助受害者，對於疑似加害者及雙方之家長的感受與情緒

卻是缺乏關注。 

依《準則》規定，要對當事人提供必要的協助，包括心理諮商輔導、法律諮

詢管道、課業協助、經濟協助及其他「性平會」必要之處置。審視學校的通報量

便不難發現，學校對於受害者及相關學生缺乏瞭解，更不消說《準則》所列的協

助事項了。此外，鍾宛蓉（2007：31）認為沒有確實地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除了使受害的學生持續隱忍及退縮外，也讓行為人食髓知味，持續行為甚至更加

惡化，最後讓受害的學生及家長，要恢復正常生活會更加困難。 

 四、親職及法治教育輕忽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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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除傳統的教育活動外，更需肩負淨化社會、建立良善社會價值的功能，

所以學校要儘量地與社區交流，形成教育文化與生活的共同體，這其中，最直接

的莫過於親師的聯繫，因為親師合作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結合的關鍵（陳芳雄，

1997：47；周志宏，2003：181）。但是，近年來觀察發現，我國親師間的互動愈

形封閉。以往教師多會利用公餘時間到學生家中訪問，並觀察其親子互動。現在

受到發生糾紛案例及老師爭取權益的影響，鮮少聽聞教師做家庭拜訪。但是，這

種為了防弊而自我束縛的作法，切斷了親師互動最直接的方式，學校對學生家庭

的瞭解也受到嚴重限制。 

國、高中階段的學生情緒較不穩定，發生偏差行為的比率也最高。為減少校

園犯罪行為發生，並幫助學生建立正確的價值觀，學校應加強人權法治、公民與

品德教育宣導，並多注意學生情緒疏導，教導學生情緒及壓力管理，也要將相關

議題融入課程中，以培養優良公民風範（紀欣，2000：24；符興民，2009：122；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c：23）。不過，民間司法改革基

金會（2008：218）發現學校在法治教育的推動，方法只重視犯罪防治宣導上，多

只用威嚇的方式強調學生要守法，缺乏讓學生互動及學習相互尊重的機會。 

筆者的實務觀察，就本文討論的議題上，學校的相關宣導應考量加強。因為

青少年初次性經驗年齡的日漸下降，應該適時、適度、適當地教導性教育，至少

要提早到國中階段進行教學；並考量台灣青少年約會頻繁，對性騷擾及性侵害仍

存有許多曖昧甚至錯誤的看法，應該設計相關課程，以提升學生對約會時的危機

意識，及對身體自主權的護衛知能；且針對近年來青少年恃強霸凌、將性愛等不

當影片上傳網路或個人部落格，導致觸犯《刑法》妨害風化罪章或《兒少法》等

相關議題，教育部也特別要求各教育主管機關，應加強各項青少年、兒童犯罪預

防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羅燦煐，2000：286-287；吳敏欣，2000：154-155；林

素戎等，2005：94；新北市少年輔導委員會，2010：98；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

防救通報處理中心，2010b：33；許芳菊，2011：165）。 

此外，學生的課表中填滿各項「部頒課程」，加上升學主義掛帥，想要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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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融入其他宣導議題，無疑是空話。所以應該融入式的議題也多用宣導活動的方

式實施為主。為培養健全的公民，法治教育是相當重要的，但是學校多用恫嚇的

方式宣導法律議題，使得學生多抱持著「反正我不會那麼倒楣，這事不可能發生

在我身上」的心態，進而漠視法律議題的宣導。如果學校只重視正常學科教學活

動，相關融入式議題自然會被忽視，最後不論是法治教育、親職教育或是其他政

策性的配合議題，都容易被輕忽而流於形式。 

貳、媒體形塑的議題困境 

 一、媒體未能協助破除性別迷思 

現今社會充滿著性別迷思，舉凡傳統父權社會下的迷思、處女情結及物化女

性等等迷思，未能隨著教育普及而消失，反而不斷地被透過報章雜誌、電視及電

影情節被強化（許芳菊，2011：161）。鍾佩怡（2002：6）觀察羅曼史小說的讀者

有 80 %以上是國、高中學生。就年輕學子喜歡的羅曼史或漫畫、電視偶像劇、電

影之中刻畫出的親密伴侶關係，常常和現實生活有所差距，甚至蘊藏了許多性別

迷思在其中，除了強化了一般人認為女人說「No」其實是「Yes」的刻板印象，

也在所塑造的性別角色裡，充斥著，強/弱、剛/柔、工作/家庭、取/予、主動/被動、

侵害/被侵害等性別對立的刻板印象（張如慧、曾靜悅，2000：246-253；鍾佩怡，

2002：26；黃淑玲、游美惠，2007：60）。由此可看出，對性別的迷思不但未能思

辨反省，反而在無形中強化的迷思的正當性，對於力倡性別平權的今日社會，無

異是種諷刺。 

媒體媚俗地討好閱聽大眾，進行議題傳播時都會將相關議題綜藝化，與性別

有關的議題更多是如此。談話性節目中如果涉及性別的議題，都不免插科打諢了，

更不難想像綜藝性節目。偏偏這些話題辛辣的節目，又特別受到觀眾用收視率表

示支持，甚至長期播出的連續劇也加入了不少這些元素，無形中使得媒體對於與

性別有關的訊息日益增多。但是當節目談及性別議題時，卻發現少有正面的言論，

所見所聞幾乎都是將人體物化，並加入詼諧荒誕的言論。而媒體的色情氾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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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不正確的性知識與態度外，也會產生偏差的性觀念（吳敏欣，2000：152-153；

新北市少年輔導委員會，2010：15）。 

因為校園中仍缺乏性別相關課程，而學生的性別刻板與歧視觀念，則大多來

自媒體與色情書刊的負面影響（蘇芊玲、蕭昭君，2003：70）。加上成人的世界充

滿色情、暴力的報導，只一味地要求孩子與這些媒體隔離是困難也是不合理的（民

間司法改革基金會，2008：89）。試想，在缺乏確實分級管制的作為下，整體社會

的性別議題會受到多少限制，加上青年學子對於媒體的依存度高，如此綜藝化引

導出荒誕不經的性別價值，不單無助於性別平等的推動，反倒是至今仍讓性別迷

思無法根除。 

 二、民眾對媒體的資訊缺乏省思 

當前青少年是有史以來接受大眾傳播媒體最多的一代，如果大眾傳播媒體能

自我約束，淨化其內容，發揮社會教育及預防犯罪的功能，並減少色情、暴力與

犯罪伎倆之傳播，將有助於青少年犯罪預防（蔡德輝、楊士隆，2009：218-219）。

但是，媒體的報導缺乏自律，民眾更缺乏省思。《蘋果日報》報導一名 9 歲女童為

了千元線上遊戲點數卡上網援交，竟然有 20 名男性搶標，女童最後幫一名 16 歲

少年口交，成為台灣史上最年幼的援交女（施昂強、林志青，2011：A1）。這篇

報導被放在頭版，加上當日免費的《爽報》也大力報導，成千上萬的學子莫不受

此篇報導所吸引，也造成學生間的熱烈討論。如此的媒體及社會文化充斥著金錢

遊戲，如果家長及師長未能即時引導，也容易讓孩子的價值觀被誤導。 

媒體傳播資訊時常造成爭議，讓許多人生氣但也只能自覺無奈。而網路傳播

更加速訊息的傳遞，也是人際傳播的網路，經常是集體窺視的行為，所以我們在

譴責媒體時，不要忘記譴責自己（董金平，2008：115）。其實，閱聽大眾是最有

能力抵制的，只要透過消費者的抵制而不消費，自然可以達到約束媒體的目的，

這本應該是容易達成的共識，實際上卻不是如此。原因很簡單，就是閱聽大眾對

媒體資訊的傳播缺乏省思，不但約束媒體的社會共識沒能達成，反倒是用消費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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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變相地鼓勵這些媒體資訊，讓這些情色資訊、不當言論充斥整個媒體市場，也

是我們缺乏省思的結果。 

在此，要強調的是，對媒體傳播的資訊加以考核，不是專屬於某單位的工作，

而是整個社會所必須共同承擔的職責，尤其是家長更應該不斷地深思反省。如果

社會大眾能有如此的思考，才能避免荼毒人心的媒體充斥，也能鼓勵優良的媒體

擴大其影響力，這也是整個社會在道德、文化水平及反省能力向上提升或向下沈

淪的指標。 

三、忽視網路內容對學生的影響 

過去的調查發現，青少年學生對性的知識與認知，絕大多數是透過自己摸索

或與同儕討論而來，如果在現今的社會環境下進行調查，相信比率上應該也不低，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網路過於發達。新北市少年輔導委員會（2010：95-97）對 13

所國中學生進行網路社群使用與偏差行為調查，發現有經常流覽色情圖片、每天

上網超過 8 小時、因為上網睡太晚而蹺課、發生一夜情、發生援交等偏差行為，

而因多因為沒人管、無聊、缺錢或尋求刺激。現代青年學子不見得每天有閱讀習

慣，但多數學生卻將手機使用、網路訊息交流當成每日必備的功課，網路的便利

性自然不在話下，任何訊息透過網路的連結不論是取得或分享都十分便利。當然，

除了夾雜著情色或其他不當資訊之外。何吉森（2008：59）也認為兒少的網路使

用也有法律知識不足、網路沈迷及缺乏網路倫理觀念等問題。 

青少年學生喜歡利用網路發洩情緒，其背後原因之一是現實生活中常會受到

父母、師長的指責，反觀在網路世界中沒有管理與斥責，就容易地表達內心的需

求（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2008：143）。就上網人數看來，網路使用率是逐年上

升（何吉森，2008：58）。網路使用者眾多，當然訊息也日新月異，其中最容易吸

引青少年學子的訊息，往往就是父母不討論及學校不教導的，「性」的相關議題自

然特別受青少年學子的矚目。成人不便討論的「性」議題，透過網路不消數秒，

不論是討論區、網站連結，甚至裸露的圖片都可快速取得，這中間最大的問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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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青少年學子缺乏正確引導，當然他們對此議題的認知與他們所謂的知識都是自

行摸索或與同儕討論而來。這樣的網路資訊勢必對青年學子造成不當影響，理應

由各方面多管齊下加強約束，卻不見有那一單位真正拿出解決的方法，會造成如

此的結果，就是輕忽網路資訊對學生造成的影響，相信又要等到發生撼動社會的

事件，才會再次引起重視，如此造成的悲劇也是全體國民需要共同承擔的。 

 四、政府缺乏對媒體的約束力量 

發生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校方、學生與家長莫不感到壓力，甚至一

般民眾也可能經由媒體的報導而感到恐慌，此外，連續不斷地重複報導，也加深

被害人的痛苦與恐懼感（陳麗欣，2002：346；鍾宛蓉，2007：36；鍾宛蓉，2010：

33）。依法報導不得涉及當事人資訊，但法律的限制對受害者往往缺乏保護，讓當

事人造成極大的二次傷害。數年前，名人的性愛過程被偷拍並製成光碟後公開贈

送，除助長人們窺視他人隱私的慾望外，也對日後媒體報導此類事件之風氣有推

波助瀾的效果71。加上近年來未能見到政府有效地約束，往往造成媒體的報導只

重視人性好奇的私慾，無助於事件的解決及對受害者之協助。當然許多與學校相

關的案件，多是當事人或家長公諸媒體的，因為對學校的處置不滿意或不信任，

不想走學校性平會的程序而訴諸媒體公審，如此作法無益於防治工作的推行。當

然，這多是因為政府對媒體缺乏約束有關。 

若媒體報導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如洩漏足以辨識被害學生的資訊，

學校可以依據《性侵法》第 13 條第 2 項、《兒少法》第 63 條之規定，以媒體違反

《性侵法》第 13 條第 1 項、《騷防法》第 12 條、《兒少法》第 46 條之規定為由，

報請主管機關對媒體裁罰（鍾宛蓉，2010：91）。只是，仍沒有明確的效果。此外，

根據《兒少法》第 26 條規定，兒少不能觀看、閱讀、收聽或使用足以妨害身心健

康的影像、圖片及網際網路等等，並於 30 條有違反分級的規定，違規者應由主管

機關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張弘樺，2008：73；何吉森，2008：67）。

                                                 
71 不論是璩美鳳、或陳冠希事件，民眾多有消費性影像的快感（董金平，20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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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官員的報告資料中，除可罰錢、公布業者姓名外，亦可勒令其停業或要求

移除資料，似乎許多規定都可規範媒體，但是在我國目前的執行狀況沒能落實，

明顯缺乏執法的決心，相關的兒少安全便容易失去憑依。 

以今日台灣社會種種不健康心理氾濫的現象看來，如果沒有明確的規範加以

約束，使民眾遵循，則民眾將無所適從，不能自我約束，極易形成許多脫法行為

及社會解組的現象。就媒體管理等議題，應有一套清楚、可行、有效的規範，面

對現實、予以整頓、約束、指導，才能減少副作用的衍生（蔡德輝、楊士隆，2009：

91）。此外，王淑女（2002：215）也認為由於大眾傳播媒體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

關，尤其是兒童和青少年，因此如能妥善管理並善加利用大眾傳播媒體，將有助

於青少年的偏差行為的減少。 

從社會環境因素來探討性侵害或性騷擾的校園防治工作，不難發現今整體社

會的性平觀念迥異於《性平法》中所勾勒的樣貌。《性平法》主要在教育，不僅教

育在學學生，也希望透過家庭教育及社區教育，將性別平等的精神深植在每一位

國民的心中，越是如此越不可輕忽社會環境教育的重要性，除了學校本著教育的

良知繼續教導青少年學子外，整體社會也必須正視家庭功能弱化的問題，重建或

補強家庭功能是相當重要的，也唯有透過對家庭的重視才能落實家庭教育，也只

有透過與孩子的互動，才能真正地做到關心孩子、瞭解孩子的問題。 

過去社會有許多性別迷思，都有賴學校協助釐清，但往往學校的教育效果遠

不及媒體錯誤資訊的傳遞。媒體對教育而言是助力、也是阻力，但就防治性騷擾

或性侵害的教育工作而言，筆者認為相信媒體所形塑的助益遠不及其所造成的不

當影響。不論是平面或電子媒體，甚至是網路資訊到處充斥著色情，學子在充斥

著色情的環境中學習，難免會受到影響，特別是成長在親子互動關係不佳的孩子，

更容易受到媒體推波助瀾的影響，要推動性別平權的社會文化，如繼續漠視傳播

媒體所造成的不當影響，要建構出具有性別平等意識的社會環境，是遙不可及的

想法。媒體對青少年學子的影響，如不加以正視，日後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傷害也

都是要全民共同去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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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高中階段的學校，於執行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

時的困境。為達到研究目的，筆者蒐集相關論文、期刊、新聞報導及收集近年來

針對《性平法》的研討會資料，經過整理及彙整後發現，政府的政策內涵與學校

實務上的執行有相當的落差，筆者遂以自己的工作經驗並整合收集之文獻，將困

境聚焦在法規面、相關通報工作、校園組織文化、及社會環境上進行討論。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研究發現」是從研究結果中彙整相關困境之摘要；

第二節「研究建議」，是筆者對研究發現提出的相關建議，區分為政府部分及學校

部分，以期提供相關單位參考；第三節「研究展望」，乃是筆者提出本研究之後續

研究方向，以供後續相關研究者做為參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根據筆者的觀察及相關資料彙整後，聚焦於法規面、相關通報工作、校園內

的組織文化及整個社會環境形塑的價值觀，發現性侵害或性騷擾的議題雖然受到

社會各界的矚目，但在執行上仍有以下困境，茲將研究發現的困境分為政府政策

作為、及學校單位執行兩個層面，分別摘要如下： 

壹、政府政策作為層面之困境 

    本文經過前述各章之分析後，發現在政府政策作為層面呈現五點困境： 

   首先，學校單位漠視《性平法》的法律位階，而只重視行政命令，執行相關

工作也多依函文辦理，學校成員明顯缺乏對《性平法》的認識，也不重視性別平

等教育的推動。 

    其次，未能安排行政專人辦理性平業務，除了造成組織內部糾紛外，也因為

層級過低不易協調，承辦單位也因為人員異動頻繁，造成性別平等議題的行政工

作缺乏經驗傳承。 

    第三，無論是責任通報或行政通報，通報工作上仍有隱匿未報之現象。也因

為太過強調法律責任，容易造成教育人員視通報為畏途，除不利學校主動掌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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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件外，也因罰則讓承辦人員行政壓力大，而不願擔任行政工作。此外，因為

缺乏考核使得相關案例宣導，都是負面表列，對認真負責的學校缺乏鼓勵。 

    第四，親子關係缺乏互動、家庭教育的功能日益地趨弱、及性別平等教育議

題長期不受重視，都讓親子對性的議題缺乏討論，也讓青少年的價值觀受到不良

的影響，連帶地也造成學校教育功能不彰。 

    第五，媒體未能協助破除性別迷思、民眾對媒體的資訊也缺乏省思、忽視網

路內容對青少年學子的影響，都不利於性侵害或性騷擾的防治工作在校園推行。

此外，政府對媒體及網路的約束力量，至今也未見成效。 

貳、學校單位執行層面之困境 

    其次，本文也發現學校單位在執行層面上面臨五點困境： 

    第一，學校教育人員多認為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非其專長，普遍地希望社政

單位的社工能協助處理，但是，不清楚社工人員人力不足的問題；學校長久以來

都缺乏和社政單位密切合作的經驗，也沒能建立溝通平台，只一味地希望社工協

助，除了容易造成誤解與衝突外，也無助於受害學生及其家人的協助。 

    第二，學校各項委員會充斥，需要相關行政配合的議題也相當多，而多數的

委員會多流於形式。「性平會」是依法成立，必須要執行《性平法》相關工作，使

得承辦此項業務成為燙手山芋，讓負責相關業務的行政人員感受到工作的壓力及

不公平的待遇。 

    第三，在校園中性別平等的觀念不受重視，造成相關課程融入或宣導都變成

形式化。此外，青少年對性騷擾及性侵害仍存有許多曖昧甚至錯誤的看法，學校

多只用威嚇的方式強調要守法，除無法確實做到性侵害或性騷擾的防治工作的宣

導，也忽視了《性平法》教育的目的。 

    第四，學校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調查及處理上，普遍對處理程序不

清楚，調查過程常常繁雜又漫長，而調查小組的專業能力不足，都會造成性平事

件的調查結果受到質疑。此外，調查過程中多流於各說各話，又不受司法程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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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之影響，調查工作常造成調查人員的壓力，使得調查工作在校內面臨找不到人

的窘境。 

    第五，校園中發生的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大部分學生受害者都採低調或被

動的方式處理。受害者及家長如果向學校反映時，心態上多希望事件早日落幕，

讓孩子可以安心就學，但《性平法》所規範的時間流程，對受害者及家長而言過

於冗長。這也造成許多性平事件，未依《性平法》規範的性平程序處理，而是透

過媒體或民代的方式尋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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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筆者的研究發現，茲將各個層面的結論歸納幾點建議如下，區分為政府

部分及學校部分，提供相關單位作為參考，以期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防治工

作更落實，達到落實《性平法》之立法宗旨。 

壹、對政府部門的建議 

 一、政府相關單位應重視法令的執行與宣導 

根據本研究顯示，學校單位十分重視教育部的函文，卻造成學校單位對法令

的規範習慣性不去重視，承辦人員也多在疑慮下等待教育部函文的重點提示。因

此，行政部門應加強審視立法之宗旨，提示法令執行時須加強注意之部分，再審

視學校在執行面可能的疑慮，依此要項再發出函文要求學校配合執行，並確實查

核學校執行狀況。如此，除可宣導法令之立法旨趣外，亦能利用學校單位重視函

文的特性去執行工作，落實宣導達到事半功倍之效。另外，對於媒體及網路的管

理作為也要落實法令的執行。 

 二、應整合人力資源並設立各分區資源中心 

校園人手不足是普遍存在的問題，除了學校組織文化因素之外，行政工作的

職掌也是一大問題。為配合《性平法》的規定，各校皆依法成立「性平會」，但是

「性平會」的工作及業務多依其特性安排於學務處或輔導處，往往造成輔導組、

生輔（教）組行政工作乏人問津，也在人員更迭嚴重下形成傳承不易的問題，加

上近年來校園霸凌問題日益受重視，無形中對相關行政同仁造成更大的壓力。在

教學與行政工作的分流原則下，配置少數行政專人於學區中心學校，除處理日常

學區中的行政事務外，亦可做機動性的任務安排（周志宏，2003：193-194）。所

以，如能在各分區中設一單位，平時協助分區內各學校，防治校園霸凌及較嚴重

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的工作，當案件發生時能擔任專案承辦人員，協助學

校處理直至結案。如此，除可減少學校行政負擔之外，也較無經驗不足及傳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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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且將人力資源設於分區，除可避免學校增設人力造成冗員之現象外（賽

夏客，2011：A19），亦可落實《性平法》對相關性平案件的規範。 

 三、應多宣導並鼓勵通報而非只處罰不通報 

本研究中發現，通報工作對學校的承辦人員，甚至於校長都是極大的壓力，

這種壓力也是造成學校組織工作的斷層或無人願意承擔相關行政工作的窘境。教

育部動輒發函告知處罰未依法通報者，每每在發生社會矚目的案件後，都先檢視

有無依規定通報並查核程序是否正確，對未依規定的學校相關同仁加以處分，甚

至在修法後還要背負上刑責，如此做法，更讓學校執行此工作的人員卻步，而變

成推卸相關工作的藉口。唯有改變心態，明確地獎勵、並鼓勵確實執行通報之工

作人員，並加以宣導其執行成效；即使處罰不通報或處罰惡意隱匿之人員，也不

要忘記這只是少數違規者，以避免在不斷受到矚目下通報變成隱諱的工作。要獎

勵確實執行者是較為正確的作法，也才能導正教育單位長期以來未依法通報的不

良風氣。 

 四、應整合社區資源並且獎勵親子參與活動 

根據本研究在家庭議題上的討論，青少年產生偏差行為與家庭教育有極大的

關係，良好的親子關係必定可營造和樂的家庭氣氛，進而改善社會風氣。雖然工

商業社會雙薪家庭是主流，但政府如多加正視，利用夜間、假日、甚至網路教學

提倡親子教育及重視家庭的功能，定能收到成效；亦可整合社區資源或鼓勵社區

家長成立志工團體，於社區中建立親子或家庭志工團體，藉由社區志工的力量，

在政府的協助及引導下，鼓勵並協助父母正視親子教育，也可藉由社區人力的投

入，減少社區中輟生的形成及聚集。如此，除可收社會穩定之成效外，相信對親

子關係也有一定的助益。 

此外，網路加速了童年時光的消逝，也減少了親子互動的機會，更將青少年

帶入多元且複雜的環境中，在這過程中雖有正向的影響，但也帶來不少負面的價

值及偏差行為的產生。所以，要減少青少年宅在網路世界的時間及增進親子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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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政府要獎勵親子多參與戶外的休閒活動。如此，除可增進親子溝通的機會外

亦可有效地增進家庭的教育功能，同時也能減少青少年的負面行為、提升正向價

值觀，並促進青少年正常交友、正常生活，以營造健康的社會環境。 

 五、政府應重視媒體色情及網路犯罪的問題 

媒體充斥色情資訊已是不爭的事實。長久以來，未能見到政府能有效地加以

處理，加上資訊發達，時下青年男女很容易因為各種因素，透過網路而發生一夜

情、甚至有援交之現象，青少年使用網路做為色情媒介的問題更加嚴重。由於媒

體中充斥各種色情資訊，許多公眾人物也多以不雅之言語或性暗示自詡有趣，社

會對這些問題缺乏正視，往往影響青少年價值觀。加上網路的普及性及隱密性，

青少年相當容易地藉由觀看網路色情圖片或限制級影片，青少年的援交也多透過

網路去進行，衍生不少犯罪的問題，造成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的效果不彰，因此，

必須要重視媒體色情及網路犯罪的問題，並透過政府的公權力介入，約束媒體的

色情文化，形塑出合宜的社會價值，並掃除網路中可能的犯罪問題，才能保障青

少年的人身安全及正確價值觀的建立。 

貳、對學校單位的建議 

 一、應主動與社政單位聯繫並建立溝通平台 

社工的工作負擔大、壓力更大，但教育人員對社政單位工作的負擔多數無法

體會，加上過去缺乏密切合作的經驗也沒建立溝通管道，常導致發生誤解與衝突，

造成學校也極少主動與社政單位的社工聯繫。由資料分析來看，性侵害受害者年

齡在 12-18 歲區間是佔大多數，通報的單位也多集中在警政、社政及醫療單位上，

在處理上多由社政單位的保護性社工負責。而這些受害者多數具有學生身份，學

校有必要針對學生個案提供必要的協助，以協助其早日重建學校生活或避免其他

師生受害。是以，為了能及時地提供必要的協助，與社政單位的主動聯繫並建立

溝通平台就相當重要，也有助於教育人員提高通報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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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正視行政工作的差異性增加人力及誘因 

學校的行政工作大多是教師兼行政，由研究中也發現，處理學生問題及執行

性平工作的生輔（教）組，幾乎是更迭最嚴重的單位。如此，除了造成行政工作

不能順利傳承外，工作的執行也多因承辦人不嫻熟而多有遺漏。建議學校要考量

行政工作的勞心、勞力程度，並正視行政工作上職務內容的差異性，對於工作較

為繁雜的行政單位，要多安排人力協助或確實地增加其擔任行政工作的誘因。有

足夠的人力協助才能增進行政效能，有足夠的誘因才能吸引教師同仁擔任較為辛

勞的行政職務，如此，行政人員才不會因更迭頻繁，造成行政工作傳承問題，行

政工作的執行才有可能落實。 

 三、落實性別平等教育及相關法治教育宣導 

要減少甚至避免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必須要設法從教育的手段，

去改變師生的信念及價值觀，所以，性別平等教育及相關法治教育的宣導就相當

重要。《性平法》之目的在教育而非處罰。所以，當時訂定本法之目的便是希望落

實在教育工作上，校園中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主因大多是不懂得尊重他人，

但學習尊重的教育議題，往往在強調升學的教育場域中受到忽視。為了能落實《性

平法》及減少青少年犯罪的狀況，學校除要正視相關議題的融入式教學及專案宣

導之外，更要加強相關法治教育的宣導，相信透過教育宣導工作的落實，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必定會大為減少。 

 四、鼓勵同仁受訓及參與並建立學校人才庫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性平會」委員大多是抓公差性質，平時推動性

平教育也多流於形式，遑淪組成調查小組了。校園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

依《性平法》必須由「性平會」處理，為確實查證，最重要的便是組成調查小組。

此小組必須 3 人以上，單一性別不得少於 1/3，且要有 1/3 以上的人才庫成員，因

為人才庫是必要的小組成員。所以學校應該鼓勵同仁受訓，使多數同仁都能取得

調查人員的資格，並在處理案件時充分地給予協助，讓學校的性平事件都有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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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力及能力調查及處理，成員夠多時亦可建立起學校人才庫。如此，不但可避

免學校同仁不願面對性平案件之窘況，對於學校性別平等的意識提升也會有明顯

的助益。 

 五、明快處置儘量縮短性平案件的處理流程 

在學校的性平案件，往往都是在家長憤怒的情緒及學生害怕的壓力下，被送

進「性平會」。絕大多數的家長及受害人都希望事件早點落幕，給加害人一個教訓

並還他們一個公道。但是，性平案件的調查大多是過程冗長且及不易清查的，加

上依《性平法》案件處理可至數個月，這與家長及相關人的認知落差太大，也容

易造成當事人及家長對學校產生不信任感，而多藉由外力（如：媒體、民意代表）

向學校施壓。所以應明確處理並縮短性平案件的調查時間，尤其是教師涉及性侵

害案件（沈宜純等，2010：50）。鄭瑞隆（2010：52）也認為最迅速的處置是最好

的防治策略，因為網路世界訊息流通極為快速，如果不能即時處置，則將造成校

園及許多人更大的傷害。因此，要避免冗長的處理程序造成家長的誤解、學校的

傷害，及部分學校藉機 以「拖」字訣含混處理。所以，建議學校應該明快處置並

儘量縮短性平案件的處理流程，以利提升處理該案件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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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展望 

本研究主要是筆者將工作經驗結合，故探究範疇多集中在國、高中階段的學

校。筆者閱讀並蒐集相關的學術論文、國內期刊、相關議題報導及彙整近年來與

《性平法》相關的研討會資料，針對論文主題進行論述。但是礙於筆者個人能力

及時間限制，議題的選擇無法全面考量，難免有遺珠之憾，將過程中不足之處作

為研究展望，可做為筆者個人日後進修或探討的後續研究方向，亦可提供後續相

關研究者做為參考。 

壹、研究工具與對象方面 

本研究是以筆者工作經驗與相關文獻之結合，除筆者個人經驗外，多是研討

會內部的經驗分享，缺乏量化的研究數據，因此容易被收集的文獻所限制，故缺

乏對第一線執行面的資訊收集。若能獲得行政部門的協助，如利用新北市每年舉

辦的生輔組長研習，針對所有國、高中階段的學校，配合進行相關議題的問卷施

測，並輔以開放式的問答，相關結果會更具代表性。 

另外，訓委會每年都有請學校填報《性平法》規範的相關執行數據，目前各

校多依規定填寫，但是缺乏填寫內容的檢視。如能開放相關數據，並結合教育部

舉辦的相關評鑑加以查核，對於學校執行《性平法》的狀況便可清楚瞭解，也有

助於學校落實相關規定。 

貳、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是討論國、高中階段學校在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之困境，困

境聚焦在法規面、相關通報、校園組織文化及社會環境影響等方面，涵蓋的範圍

過多，在議題討論上缺乏深入，多僅能就現象討論。筆者希望未來進行相關研究，

在題目的討論上能限縮範疇，僅針對「性平會」的議題加以深入研究，如討論委

員們的態度、調查小組的組成與執行、學校性平會的案件數與教育部校安中心的

比較等課題，範圍的選擇及議題的掌控上如更加明確，減少其他議題的干擾，相

信可以增加研究的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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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性別平等教育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二十三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300117611 號令公布 

中華民國一百年六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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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立 

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異，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學校：指公私立各級學校。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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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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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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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之一

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

縣 (市) 政府。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研擬全國性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政策及年度實施計畫。 

二、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協助並補助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

落實性別平等教育之實施與發展。 

三、督導考核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

實施。 

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評量與相關問題之研究與發展。 

五、規劃及辦理性別平等教育人員之培訓。 

六、提供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服務及調查、處理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七、推動全國性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全國性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 5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研擬地方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政策及年度實施計畫。 

二、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並協助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落實性別平等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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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與發展。 

三、督導考核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 

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評量及相關問題之研究發展。 

五、提供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服務及調查、處

理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六、辦理所主管學校教育人員及相關人員之在職進修。 

七、推動地方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地方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 6 條  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落實並檢視其實

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理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量。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立機制，並

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理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六、規劃及建立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 7 條  中央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三人，採任期制，

以教育部部長為主任委員，其中女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者之委員合計，應占委

員總數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三個月應至少開會一次，並應由專人處理有關業

務；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8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三人，

採任期制，以直轄市、縣 (市) 首長為主任委員，其中女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

二分之一以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

者之委員合計，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三個月應至少開會一次，並應由專人處理有關業

務；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

任委員，其中女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識之

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專家學

者為委員。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並應由專人處理有關業務；

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學校定之。 

第 10 條 中央、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及學校每年應參考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所擬各項實施方案編列經費預算。  

第 11 條 主管機關應督導考核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或下級機關辦理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工作，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其績效優良者，應給予獎勵，績效不良者，應予糾

正並輔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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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 

第 12 條 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及考量學生與教職員工之不同性別、性

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並建立安全之校園空間。 

學校應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並公告周知。  

第 13 條 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不得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

遇。但基於歷史傳統、特定教育目標或其他非因性別因素之正當理由，經該管

主管機關核准而設置之學校、班級、課程者，不在此限。  

第 14 條 學校不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

量、獎懲、福利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性別特質、性

別認同或性傾向者，不在此限。 

學校應對因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不利處境之學生積極提

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  

第 14-1 條  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 15 條 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行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

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其中師資培育之大學之教育專業課程，應有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第 16 條 學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中央與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

分之一以上。但學校之考績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因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數

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者，不在此限。 

學校或主管機關相關組織未符合前項規定者，應自本法施行之日起一年內完成

改組。  

第 三 章 課程、教材與教學 

第 17 條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勵學生發揮潛能，不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

遇。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年制前三年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大專校院

應廣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 

學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等之課程規劃與評量方式。 

第 18 條 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反

映不同性別之歷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  

第 19 條 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識，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避免性別偏見及性別歧視。 

教師應鼓勵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領域。  

第 四 章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凌之防治 

第 20 條 為預防與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之防治準則；其內容應包括學校安全規劃、校內外教學

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之處理機制、程序及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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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學校應依前項準則訂定防治規定，並公告周知。  

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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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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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不得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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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

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理。  

第 22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時，應秉持客觀、

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見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

複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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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期間，得採取必

要之處置，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  

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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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

應提供心理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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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

律或法規規定自行或將加害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 

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之懲處時，應命加害人

接受心理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列一款或數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校園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情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僅依

前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 

第一項懲處涉及加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見之機會。 

第二項之處置，應由該懲處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執行，執行時並應採取必要之措

施，以確保加害人之配合遵守。  

第 26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過程中，得視情況 

就相關事項、處理方式及原則予以說明，並得於事件處理完成後，經被害人或

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將事件之有無、樣態及處理方式予以公布。但不得揭露

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識別其身分之資料。  

第 27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建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及加害人之檔案資

料。 

前項加害人轉至其他學校就讀或服務時，主管機關及原就讀或服務之學校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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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後一個月內，通報加害人現就讀或服務之學校。 

接獲前項通報之學校，應對加害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非有正當理由，並不

得公布加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識別其身分之資料。 

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

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錄，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不續

聘者。  

第 五 章 申請調查及救濟 

第 28 條 學校違反本法規定時，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

查。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得以書面向行為人

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

查。 

任何人知悉前二項之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檢舉之。  

第 29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

檢舉人是否受理。 

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不予受理： 

一、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理完畢者。 

前項不受理之書面通知，應敘明理由。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第一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不受理通知之次日起二十

日內，得以書面具明理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復。  

第 30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由

外，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理。 

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理前項事件時，得成立調查小組調查

之。 

前項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識，女性人數比例，應占成員總數二分之一以

上，必要時，部分小組成員得外聘。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所

成立之調查小組，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

家學者之人數比例於學校應占成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

數二分之一以上；雙方當事人分屬不同學校時，並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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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程序法有關管轄、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

用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理，不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行之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調查處理時，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力差距。  

第 31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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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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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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行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

依本法或相關法律或法規規定議處，並將處理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理由

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行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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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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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3 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於接獲前條學校或主管機關重新調查之要求時，應另組調

查小組；其調查處理程序，依本法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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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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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六 章 罰則 

第 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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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為人違反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而無正當理由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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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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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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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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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附則 

第 37 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8 條 本法施行日期，除中華民國一百年六月七日修正之條文，由行政院定之外，自

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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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13 日                台參字第 0940075778C 號令發布 

第 1 條 本細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二條第一款所稱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指任何人不因其

生理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不同，而受到差別之待遇。  

第 3 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法第四條第一款、第五條第一款及第六條第一款規定

研擬實施計畫時，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目標：評估前一年實施成效，擬定年度主題並確定未來發展方向。 

二、策略：內部各單位計畫或事務之統整，與相關機關 (構) 之合作聯繫資源

整合。 

三、項目：明列年度具體工作項目。 

四、資源：研擬經費及人力需求。  

第 4 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法第四條第三款與第五條第三款及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十一條規定進行督導考核時，得以統合視導方式為之，並得邀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參加。 

督導考核應定期為之，於半年前公告考核基準及細目，其結果並應作為統合視

導評比及校務評鑑之參據。  

第 5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款、第五條第四款及第六條第三款所定課程、教學、評量之研

究發展，其內容包括下列事項： 

一、課程部分： 

 (一) 本法第十五條之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 

              教育行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 

 (二) 學生依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受之課程及活動。 

二、教學部分： 

 (一) 創新及開發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之教學法。 

 (二) 提升教師運用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教學法之能力。 

三、評量部分： 

 (一) 性別平等之認知、情意及實踐。 

 (二) 觀察、實作、表演、口試、筆試、作業、學習歷程檔案、研究報告等多

元適性評量方式。 

第 6 條 本法第四條第六款及第五條第五款所定諮詢服務事項如下： 

一、協助提供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書籍、期刊、論文、人才檔案、學術及民間團

體等資料。 

二、協助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 

三、協助成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究及教學單位。 

四、提供其他有關落實本法之諮詢服務。  

第 7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一項所稱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

域，指從事性別、性教育、多元文化議題等有關之研究、教學或實務工作。  

第 8 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三十條第三項所稱性別平等意識，指

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瞭解性別不平等之現象及其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

現況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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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學校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建立安全之校園空間時，應就下列事項，考量

其無性別偏見、安全、友善及公平分配等原則： 

一、空間配置。 

二、管理及保全。 

三、標示系統、求救系統及安全路線。 

四、盥洗設施及運動設施。 

五、照明及空間視覺穿透性。 

六、其他相關事項。  

第 10 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所定公告方式，除應張貼於學校公告欄外，並得以書面、

口頭、網際網路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第 11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所定必要之協助，應包含善用校內外資源，提供懷孕或生

產學生之適性教育，並採彈性措施，協助其完成學業及提供相關輔導。  

第 12 條 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所稱學校之考績委員會，指為辦理學校教職員工成績考核

而組成之委員會。但公立學校，指以教師為考核範圍之委員會為限。 

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所稱學校之教師評審委員會，指校級之委員會。  

第 13 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

同志教育等課程，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識。  

第 14 條 為執行本法第十八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由

有性別平等意識之教師參與；教材內容並應破除性別偏見及尊卑觀念，呈現性

別平等及多元之價值。 

第 15 條 教師為執行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鼓勵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領域，應於輔

導學生修習課程、選擇科系或探索生涯發展時，鼓勵學生適性多元發展，避免

將特定學科性別化。  

第 16 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七項所稱雙方當事人之權力差距，指當事人雙方間存在之地

位、知識、年齡、體力、身分、族群或資源之不對等狀況。  

第 17 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提出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

列事項： 

一、申請調查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或檢舉之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錄，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被申請調查人、申請調查人、證人與相關人士之陳述及答辯。 

四、相關物證之查驗。 

五、事實認定及理由。 

六、處理建議。  

第 18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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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30 日教育部台參字第 0940038714C 號令頒 

中華民國 100 年 2 月 10 日教育部臺參字第 1000010432C 號令訂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準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

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並採取下列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年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

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處置相關單位之人員，每年定期辦理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 

三、鼓勵前款人員參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以公

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利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準則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

手冊。 

五、鼓勵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利蒐

證及調查處理。 

第 3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蒐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及救濟等資訊，並於處理事件

時，主動提供予相關人員。 

前項資訊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界定、類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益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復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六、其他該校或主管機關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第二章  校園安全規劃 

第 4 條 學校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應採取下列措施改善校園危險空間： 

一、依空間配置、管理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路線、照明與空間穿

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使用情形及檢視校

園整體安全。 

二、記錄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

險地圖。 

第 5 條 學校應定期舉行校園空間安全檢視說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工生及

其他校園使用者參與，公告前條檢視成果及相關紀錄，並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

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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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第 6 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行校內外教學活動、執行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

元及個別差異。 

第 7 條 教師於執行教學、指導、訓練、評鑑、管理、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不得發展有違專業倫理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倫理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理。 

第 8 條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不受歡迎之追求行為，並

不得以強制或暴力手段處理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理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 

第 9 條 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定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包括不同學校間所發生者。 

本法第二條第五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理教師、代課教師、護理教師、教官及其

他執行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 

二、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或定期執行學校事務之人員。 

三、學生：指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第 10 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 (以下簡稱申請人)、檢舉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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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列情形，

不在此限： 

一、行為人為學校首長者，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 

二、行為人於兼任學校所為者，應向該兼任學校申請。 

第 11 條 行為人行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與現所屬學校不同者，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

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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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機關完成調查後，其成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者，應將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移送行為人現所屬學校、機關或機構處理；涉及刑

責者，並應移送司法機關辦理。 

第 12 條 第十條但書第二款之情形，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之行為人兼任學校，應以書面

通知行為人現所屬專任學校派代表參與調查，被通知之學校不得拒絕。 

前項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完成調查後，其成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者，應

將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移送行為人現所屬專任學校、機關、機構或其他兼任學校

處理；涉及刑責者，並應移送司法機關辦理。 

第 13 條 行為人於行為發生時，同時具有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二種以上不同

身分者，以其與被害人互動時之身分定其受調查之身分，並由該身分之所屬學校

或主管機關調查處理。 

無法判斷行為人於行為發生時之身分，或於學制轉銜期間，尚未確定行為人就讀

學校者，以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負責調查，相關學校應派代表參與調查。 

第 14 條 行為人在二人以上，分屬不同學校者，以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之行為人所屬學

校負責調查，相關學校應派代表參與調查。 

第 15 條 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或主管機關無管轄權者，應將該案件於七個工作日

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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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轉銜期間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

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第 16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依相關法令規定向各該主

管機關通報；學校並應向主管機關通報。 

依本條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考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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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書面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言

詞為之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作成紀錄，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朗讀或使閱覽，確

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錄，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居

所、聯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害人之出生年月日。 

三、申請人委任代理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住居所、聯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第 18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申請調查或檢舉時，其收件單

位如下： 

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事務處或學校指定之專責單位。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 

三、主管機關：負責性平會之業務單位。 

前項收件單位收件後，得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進行初審，並將初審意見

送交性平會決定是否受理。性平會得指定或輪派委員組成三人以上之小組決定

之。 

第 19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

舉人是否受理。不受理之書面通知應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敘明理由，並

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復之期限及受理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不受理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

內，得以書面具明理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申復；其以言詞為之者，學校或

主管機關應作成紀錄，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朗讀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

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不受理之申復以一次為限。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復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復人申復結果。申復有

理由者，學校或主管機關並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付性平會處理。 

第 20 條 經媒體報導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應視同檢舉，學校或主管機關應主動

將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平會調查處理。疑似被害人不願配合調查時，學校或主管機

關仍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第 21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平會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得成立調查小組調

查之。調查小組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之

規定。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參與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及處理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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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主管機關針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交通費或相關

費用由負責調查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支應。。 

第 22 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所定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應

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持有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知能培訓結

業證書，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平會核可並納入調查

專業人才庫者。 

二、曾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具體績效，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平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前項第一款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知能培訓，應由中央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設性平會負責規劃，其內容應包括下列課程： 

一、性侵害或性騷擾基本概念及相關法規。 

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知能。 

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程序。 

四、其他由性平會建議之課程。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培訓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專業人

員，並建立人才庫，提供各級學校或主管機關為延聘之參考。 

第 23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當事人為未成年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理人陪同。 

二、行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力不對等之情形者，應避

免其對質。 

三、學校或主管機關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不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

資料，交由行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四、學校或主管機關就行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

以辨識身分之資料，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量者，不

在此限。 

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律責任，受理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得經

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行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理。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

者，應命學校繼續調查處理。 

第 24 條 依前條第四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為學校或主管機關參與處理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員。 

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學校或主管機關內負責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之所有人員。 

依前二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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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學校或主管機關於

必要時得為下列處置： 

一、彈性處理當事人之出缺勤紀錄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得不



校園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困境之探究－以中學為例 

 171

受請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復情事。 

四、減低行為人再度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前項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行。 

第 26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視當事人之身心狀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以提供必要

之協助。但學校或主管機關就該事件仍應依本法為調查處理。 

第 27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於必要時，應對於當事人提供下列適當協助： 

一、心理諮商輔導。 

二、法律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 

前項協助所需費用，學校或主管機關應編列預算支應之。 

第 28 條 性平會之調查處理，不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行及處理結果之影響。 

前項之調查程序，不因行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第 29 條 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學校或主管機關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加害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提出書面陳述意見，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於召開會議審議前，應通知加害人提出書面陳述意見。 

二、教師涉性侵害事件者，於性平會召開會議前，應通知加害人提出書面陳述意

見，並依前款規定辦理。 

加害人前項所提書面意見，除有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情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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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0 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所設性平會

調查屬實後，學校或主管機關應自行依相關法律或法規規定懲處。若其他機關依

相關法律或法規有懲處權限時，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

處；其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並應依法對申請人為適當之懲處。 

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依前項規定為懲處時，應依下列規定處理： 

一、校園性騷擾事件情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僅依本法第

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 

二、前款以外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依

相關法律或法規規定懲處，並得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為相關處置。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處置，應由該懲處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執行，執行時並

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加害人之配合遵守；其第二款之處置，並應由學校所

屬主管機關規劃。 

第 31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將處理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行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

報告，並告知申復之期限及受理之學校或機關。 

申請人或行為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處理之結果不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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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言詞為之者，受理之學

校或主管機關應作成紀錄，經向申請人或行為人朗讀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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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復後，依下列程序處理： 

一、由學校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

內作成附理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復人申復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律專業人員三人或五

人，其小組成員之組成，女性人數應占成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調查專業素養人員之專家學者人數於學校應占成員總數三分之一

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 

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不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五、審議會議進行時，得視需要給予申復人陳述意見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會

相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列席說明。 

六、申復有理由時，將申復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 

第 32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建立之檔案資料，應指定專責單

位保管。 

依前項規定所建立之檔案資料，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包括下列資料：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加害人）。 

三、事件處理人員、流程及紀錄。 

四、事件處理所製作之文書、取得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料。 

五、加害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料、家庭背景等。 

第二項報告檔案，應包括下列資料：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以代號呈現之各該當事人。 

二、事件處理過程及結論。 

第 33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為通報時，其通報內容應限於加

害人經查證屬實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間、樣態、加害人姓名、職稱或學

籍資料。 

主管機關或加害人原就讀或服務之學校就加害人追蹤輔導後，評估無再犯情事

者，得於前項通報內容註記加害人之改過現況。 

第五章  附則 

第 34 條 學校應依本準則內容，訂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並將第七條及第八

條規定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 

前項規定之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校園安全規劃。 

二、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三、禁止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政策宣示。 

四、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界定及樣態。 

五、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請調查程序。 

六、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調查及處理程序。 

七、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復及救濟程序。 



校園執行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政策困境之探究－以中學為例 

 173

八、禁止報復之警示。 

九、隱私之保密。 

十、其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相關事項。 

第 35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及對當事人實施教育輔導

所需之經費，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第 36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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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各級學校及幼稚園兒童及少年保護與家庭暴力及性侵害事件通報處理流程 

 

 

  

 

 

教師或學校

知悉兒童及

少年保護、

家庭暴力及

性侵害事件 

如為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事件，啟
動「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之調
查處理機制 

進行校園安全

事件通報 

知悉事件 24 小

時內依法進行

責任通報（113

專線） 

醫院 

（驗傷、醫

療照顧） 

警察局 

（協助驗傷

與採證、詢

問與調查） 

家 庭 暴 力 暨

（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醫

療服務、保護

扶助、暴力防

治） 

由校長啟動危機處理機制 

一、 通知家長／監護人

（家內亂倫及家暴事

件除外） 

二、 危機介入（情緒支持

與心理諮商） 

三、 指定專人對外發言 

（輔導

與社工

專業工

作網絡

連結） 

個
案
心
理
支
持
與
陪
伴

備註：本流程圖依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3 日台訓（三）字第 0940000344C 號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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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各級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暨性別事件處理程序檢核表 
                                                 

說明：為協助學校妥善處理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等相關案件，能周全依相

關法律及事件處理順序檢視是否合法並維護事件雙方當事人之權利而制訂本檢核表。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性平法施

行細則）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以下簡稱防治準則）。 
二、成案與否，請依下列之程序編號檢核。 

 
學校全銜：＿＿＿＿＿＿＿＿＿＿ 
開始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事件基本資料 

編號： 

案情簡述： 
 
 
 
 
 
 
 

收件日期  
本案係屬 
□疑似校園性騷擾案件 
□疑似校園性侵害案件 
□其他校園性別平等相關案件（            ） 

開會日期  

本案係屬 
□申請調查案（勾選此項續填下一欄左表）              
□檢舉案（勾選此項續填下一欄右表） 

申請調查人身份 
□當事人 
□當事人法定代理人 

 

檢舉人身份 
□相關教師 
□行政人員 
□媒體報導 
□主管機關 

□其他                    

本案當事雙方人數及身份類別： 
 

1.疑似被害人身份：（請勾選，並填寫人數）  2.疑似行為人身份：（請勾選，並填寫人數）  
□教師     人              □教師    人 
□職員     人              □職員    人 
□工友     人              □工友    人 
□學生     人              □學生    人 
□其他       ；     人     □其他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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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疑似被害人 

性別 □男□女 

年齡 
□滿 16 歲（含以上） 
□已滿 14 歲未滿 16 歲 
□未滿 14 歲 

本案疑似行為人 

性別 □男□女 

年齡 

□滿 18 歲以上 
□已滿 16 歲未滿 18 歲 
□已滿 14 歲未滿 16 歲 
□未滿 14 歲 

一、刑法第 227 條（兩情相悅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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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 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刑法第 227 條之一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三、刑法第 229 條之一 
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 
者，須告訴乃論。 
注意事項： 
1. 性交之定義參見刑法第 10 條第 5 項。 
2. 刑法第 227 條「兩情相悅」條款以外之性

侵害犯罪，特別指涉及刑法第 221、222、
224、224 之 1、225、228 條之犯罪。 

3. 合意發生性行為之雙方皆滿十六歲者，即

不構成刑法第 227 條，無須通報。惟無法

確認其是否係合意發生性行為，而疑似有

違反任何一方之意願時，仍應通報處理。 

學校檢視序號 檢核項目 相關法律規定 備註 

一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之

組成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是 
□否，原因：                              

性平法 9 I  

二 
本案未成年當事人之監護人是否知情？ 
□是 
□否，原因：                              

性平法 24  

三 

學校是否在規定時間內依相關法律或法規規定通

報？ 
□已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疑似性侵害事件）於

知悉 24 小時內使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

表」通報「臺北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 
□已依兒童及少年福利法於知悉 24 小時內（18
歲以下，疑似性騷擾事件）使用「臺北市家庭

暴力與兒童少年保護事件通報表」通報「臺北

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緊急事件已通報 113 請求協助 
□已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未完成以上法定/行政通報，理由為： 
                                         

性平法 21  
防治準則 11 

依性侵

害犯罪

防治法

、兒童

及少年

福利法

均為知

悉24小
時內應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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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檢視序號 檢核項目 相關法律規定 備註 

四 

申請人或檢舉人以書面或言詞向學校提出申請調

查，是否載明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

就學之單位及職稱、地址、電話及申請日期、申

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証據做成記錄，並經簽

名或蓋章？ 
□是 
□否，原因                                 

防治準則 12  

五 

學校是否在接獲本案件申請或檢舉後 3 個工作日

內交性平會調查處理？ 
□是 
□否，原因                                

性平法 30 I 
防治準則 13 I 

除有第

29條第

2 項 外

六 

本案件是否已經媒體報導？ 
□是   □否 
若是，請簡述學校處理此事件之相關措施？ 
□啟動危機處理機制□媒體公關處理 
□其他措施                                  

  

七 

 
學校是否在收件後啟動危機處理或保全措施等相

關機制？ 
□指派專人處理相關行政事宜，學校相關單位並

已配合協助。 
□確立發言人代表學校對外發言。 
□啟動學校安全維護機制。 
□採取必要之處置，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

作權→□行為人調離職務□彈性出缺勤紀錄或成

績考核□避免報復措施□減低雙方互動機會□其
他措施             

 

性平法 23  
防治準則 13 II 
防治準則 19 

以學生

事務或

訓導處

為收件

單 位

八 

 
申請或檢舉案件經性平會會議決議是否受理？ 
□不受理→ □敘明理由，20 日內書面通知 

□告知申復期限及受理單位 
□提供申請調查者或相關當事人法

律諮詢 
□輔導諮商 
□結案 

□受理，請繼續檢核以下程序： 
學校並應蒐集救濟資訊，於處理事件時，主動

提供予相關人員。 
 

性平法 29 II 
防治準則 14 I 

 
 
 
 

防治準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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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後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理，並告知申復之期限及受

理單位？ 
□是 
□否，原因                                

性平法 29  
防治準則 14 I 

十 

當事人若是未成年(20 歲以下)，是否通知其法定

代理人，並詢問是否要陪同調查？ 
行為人部分： 
□有  □未曾   通知法定代理人 
□有  □沒有   陪同調查 
被害人部分： 
□有  □未曾   通知法定代理人 
□有  □沒有   陪同調查 

防治準則 17 (1) 

十一 
是否成立調查小組？ 
□是 （請繼續填寫十二、十三項） 
□否，原因                                

性平法 30 II  

十二 

調查小組成員之組成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具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佔成員總數三分之一以

上 
□女性佔成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 
□雙方當事人分屬不同學校時，應有申請人學校

（即疑似被害人學校）代表 
□雙方當事人分屬不同性別時，調查小組成員不

宜由單一性別組成之 
迴避原則： 
□雙方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調查工作 

性平法 30 III 
防治準則 15 I、

II、16 I 

調查小

組3或5
人為原

則 

十三 

調查小組調查時，雙方當事人陳述意見之次數或

時間上各為何？ 
疑似受害人：     次，共     小時 
疑似行為人：     次，共     小時 

性平法 22 I 

十四 

學校處理相關事件期間，是否採取必要之處置

（隔離或停課），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

權？ 
□是，請簡述之                            
□否，原因                                

性平法 23 
防治準則 19 

十五 

學校處理相關事件期間，是否視當事人身心狀

況，主動轉介及採取必要協助措施？ 
□是→□告知其得主張權益及救濟途徑□轉介機構

處理□提供心理輔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    
□否，原因為                              

性平法 24 
防治準則 20、

21 

十六 

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內容是否符合相關法律規定？

□是→已包括□事實認定結果 
□事實認定理由 
□處理建議 

□否，請說明原因                           

性平法施行細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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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性平會是否做出懲處建議？ 
□是，懲處理由                             
□否，原因為                               
是否命行為人為下列處置？ 
□是→□道歉□接受 8 小時性平課程□接受心理輔

導□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否，原因為                               

性平法 31 II、 
25II 

十八 

性平會調查報告建議之懲處，涉及改變行為人身

分時，相關委員會（例如教評會、考績會、學生

獎懲委員會）是否通知行為人向學校權責單位提

出書面陳述意見之機會？ 
□是 
□否，原因                                

性平法 25 II 
防治準則 23 II 

十九 

學校主管相關單位，是否於尊重性平會事實認定

之基礎上，接受性平會之懲處建議？ 
□是，尊重性平會建議 
□否，請簡述之                              

性平法 35 I 

二十 
學校主管相關單位，是否確實執行懲處項目？ 
□是，確實執行 
□否，請簡述之                              

性平法 35 I  

二十一 

行為人為教師，其懲處涉及停聘、解聘、不續

聘，已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是 
□否，原因                                

教師法 14 III 

二十二 

性平會是否於受理申請或檢舉後 2 個月內完成調

查及議處，並將處理結果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

行為人？ 
□是→□於法定期限完成 

□以書面載明事實及理由通知申請人、檢

舉人及行為人 
□告知申復期限與受理單位 

□否，若延長，其原因為                      

性平法 31 I 

二十三 

檢舉人或申請人是否提出不服不受理之申復？ 
□ 否 
□ 是； 

 
□ 申請人提出申復 
□ 檢舉人提出申復 

性平法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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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行為人或申請人是否提出申復？□是；□否 
若提出申復，申復人及申復標的為：           
 事實認定 懲處結果 
行為人   
申請人    

性平法 32 
 

二十五 

處理申復之程序： 
□學務處收件 
□由校長召開諮詢會議審議 
□申復駁回，理由：                         

性平法 32 

二十六 

申復結果： 
□ 不成立，                               
□ 成立； 
□ 重新調查，理由                    
□ 送交權責單位重新議處 

性平法 30 

二十七 

本案件是否尋求社工人員或其他機構人員介入協

助？ 
□是（請說明人員類別：                  ）  

請簡述其對學校處理此事件的影響？ 
                                          
□否 

防治準則 21 

二十八 

本案件對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識

其身分之資料，是否有疑似洩密狀況？ 
□是   □否 
若是，其狀況為                            

性平法 22 II 
防治準則 18 

二十九 

學校是否建立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及行為人

檔案資料？ 
□是 
□否，原因                                
 

性平法 27 

三十 
 
行為人是否轉至其他學校就讀或服務？ 
□是   □否 

性平法 27 

三十一 

學校是否於知悉後一個月內已通報行為人現就讀

或服務的學校？ 
□是 
□尚未通報，原因為                        

性平法 27 

三十二 
學校是否執行追蹤行為人之懲處或教育結果？ 
□是，已檢討並追蹤執行結果 
□否，原因                                 

教育部 96 年 12
月 17 日台訓

（三）字第

0960164362B 號

函釋。 

三十三 

學校是否追蹤被害人之輔導成效？ 
□是→□已追蹤並評估輔導成效 

□評估後辦理結案 
□否，原因                                 

教育部 96 年 12
月 17 日 台 訓

（ 三 ） 字 第

0960164362B 號

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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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填表日期：                   
 
性平會執行秘書：                    
 
校長：                      
 

 

 

三十四 

事件發生之後，學校是否進行下列工作： 
 
增加校園之安全設施？ 
□是 
□否，原因                                 
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活動？ 
□是 
□否，原因                                 
加強師生之教育宣導？ 
□ 是 
□ 否，原因                                
 

 

三十五 

學校建立檔案資料，應指定專責單位保管。 
□是，保管於                              
□否，原因                                
 

防治準則 26 

其他意見、問

題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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