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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性別平等教育--國家教育研究院製作 第二單元：
有什麼不一樣? 你說嘛! (性騷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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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有關性騷擾
三法



法規 適用事件 適用對象 處理單位

性別平等教
育法
簡稱性平法

性平事件
校園性騷擾

適用對象指性侵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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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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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工作平
等法
簡稱性工法

性別工作平等
事件
職場性騷擾
(如在校外打工)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
時。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
職者。

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
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
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
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
比例。

性騷擾防治
法
簡稱性騷法

性騷擾
一般性騷擾
(如搭乘大中運
輸工具被襲胸)

除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
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者外
均適用。

組織成員或受僱人達三十
人以上之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處理
性騷擾事件之申訴時，應
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單位。



性別平等教育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及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
下簡稱防治準則)辦理。

性平事件分為校園(屬性平法事件)及非校園
(非性平法事件)，分類方式以雙方兩造是否為
校園人士分類，非以發生地點分類。(身分以
事發當時之身分認定)

性別事件由學校知悉、受害人或法定代理人向
學校提出申請調查或檢舉人提出檢舉。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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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害：是指對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
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性交或猥褻者，亦即
以性的方式侵害到人的身體自主權，即可視為一
種性侵害。

No means No only YES means YES

(沒有同意) (就是性侵)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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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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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男平等、變性



縮寫 英文 中文 定義

L Lesbian 女同性戀 對女性產生情感與性吸引的女性

G Gay 男同性戀 對男性產生情感與性吸引的男性

B Bisexual 雙性戀
不只對單一性別，對兩性均能產生情感
與性的吸引的人

T Transgender 跨性別
不認為自己的性別是出生時就被決定的，
他們可能會選擇變性

S
Tonzhi-friendly 

Straight
直同志

是異性戀者，同時對同志友善，並願意
成為同志族群的一份子

Q Queer 酷兒
英文原意是怪咖的意思，他們不受社會
強勢主流觀念的壓迫，他們欣賞自己與
別人的不同

Q Questioning 疑性戀
不確定自己屬於哪一族群，或不願意被
歸類、不願意被定義，認為性別認同與
性傾向是不固定的



常見的性騷擾行為
與應對方式



身體的接觸
不必要的接觸或撫摸他人的身體、故意擦撞、強行
搭肩膀或臂、故意緊貼他人等。

【例子】故意緊貼著對方的身體，或故意接近他人，
產生身體上的接觸或碰撞等。

言語的接觸
不必要而故意談論有關性的話題、詢問個人的性隱
私、性生活、對別人的衣著、外表和身材給予有關
性方面的評語，故意講述色情笑話、故事。

【例子】以各式藉口，詢問有關性的問題；「你今
天穿得很性感啊！」、「我在你心裡！」等。



非言語的行為
故意吹口哨或發出接吻的聲調、身體或手的動作
具有性的暗示、用曖昧的眼光打量他人、展示與
性有關的物件，如色情書刊、海報等。

【例子】對路過的女性吹口哨或發出尖叫聲；公
開張貼色情海報、轉寄色情信件等。

以性作為賄賂或要脅的行為，以同意性服務作為
藉口，來換取一些利益，甚至以威脅的手段，強
迫進行性行為。

【例子】老師暗示要求約會，作為承諾及格或加
分的條件；上司以職位的升遷、調遷，來要脅他
人同意進行性服務等。



言語
「妳怎麼那麼矮、醜、胖、胸部小」、「我找人搞你」。

行為
搭肩、搔癢、藉口按摩、摸胸部、偷窺、偷拍、偷高跟鞋、
摸肩頸、擁抱、未經同意從後面熊抱、從正面抱、壁咚。

涉及散播圖文
利用海報、上網、傳簡訊匿名信、廁所塗鴉等散播與他人
有關性的文字或圖片、PO私密照、「學長屁股很翹、學姊
胸部很大，很想……」。

不當追求
門口站崗、不斷傳簡訊騷擾告白、恐嚇對方、緊迫盯人、
死纏爛打、威脅、跟蹤、偷拍。



相信自己的直覺。

大聲呼喊性騷擾。

尋求情緒支持。

清楚記下性騷擾發生的情境與保全事證。

以直接或間接要求對方立即停止該言行。

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人事室尋求協
助。



尊重他人，檢視自己對性別的刻板印象，
建立平等的性別觀念。

注意自己的言詞和態度。

尊重他人身體的自主權。

避免以輕薄的言行舉止調侃別人。

避免做出與性有關的騷擾行為。

若與對方存有權力差異關係更應嚴守專
業倫理。



受害人 加害人 適用法律 申訴窗口 申訴專線及信箱

本校
學生

學校(含他校)

校長、教師、
職員、工友或

學生時

性別平等
教育法

◆北港分部：
學務分組

◆台中本部：
軍訓暨生活
輔導組

◆北港專線:

(05)783-3039#1109

◆台中專線：
(04)2202-2205

本校
教職員
工

本校學生
性別平等
教育法

人資室
專線：(04)2205-4739

性騷擾防治專用信箱：
adm01@mail.cmu.edu.tw

本校教職員工
性別工作
平等法

人資室

mailto:adm01@mail.cmu.edu.tw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網頁(學校首頁)
http://gender-equality.cmu.edu.tw/

健康中心
提供精神上支持、心理諮商，陪伴個案處理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電話：(04)2205-3366，分機1260、1265、1266、1267

校安中心
24小時協助教職員工生緊急事故處理。

24小時緊急應變電話：(04)2202-2205

http://gender-equality.cmu.edu.tw/




是非題：

1. 大雄喜歡同班的靜香，對於大雄「窮追不
捨」、「死纏爛打」，靜香覺得有非常大的
困擾，這不是追求愛情的勇敢表現，反而是
一種「性騷擾」。

答案：Ｏ



是非題：

2. 性騷擾是以明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至影響
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
現者，暗示則不算。

答案：X



是非題：

3. 制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的發生，
每個人都應該重視、護衛自己並且尊重他人
的身體和性自主權。

答案：O



是非題：

4. 不論是男女朋友、夫妻或是其他關係，只要
是違反當事人意願的性行為，都是侵犯他人
身體自主權的犯罪行為。

答案：O



是非題：

5. 追求喜歡的人，每天到對方打工地方或住所
等待是痴心的表現，跟性騷擾無關。

答案：X



是非題：

6. 小明喜歡在廁所偷窺同學、跟蹤同學，因為
小明沒有直接碰觸對方的身體，所以不算性
騷擾。

答案：X



選擇題：

1. 所謂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是
指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
學生，他方對象為? 
(A)教師

(B)職員

(C)學生

(D)工友

答案：C<性平法第2條 >



選擇題：

2. 小莊一直對賢賢開黃腔，而賢賢聽了，覺得
這些黃腔很有趣。這是否對賢賢構成校園性
騷擾？
(A)這已構成校園性騷擾！

(B)這並不構成校園性騷擾！

答案：B <雖然賢賢沒有感覺到不舒服，所

以不算構成性騷擾，但是若一旦賢賢覺得不舒服
了，小莊應該立刻停止繼續開黃腔的行為>



選擇題：

3. 本校學生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可向本校哪一處室提出申訴?
(A)健康中心

(B)人力資源室

(C)軍訓室暨生活輔導組

(D)校長室

答案：C<申訴電話：(04)22022205 >



選擇題：

4. 下列哪一項追求行為可能構成性騷擾？
(A)魯夫喜歡故意嘲笑別人的身體或是講黃色笑話，讓娜美

很不舒服。

(B)大雄和靜香告白失敗後，大雄還是不斷的電話邀約靜香
出去，讓靜香很不知所措。

(C)雖然小甜甜沒有直接跟我接觸，但是故意靠得非常近，
讓小甜甜非常不自在。

(D)以上皆是。

(E)以上皆非。

答案：D



選擇題：

5. 又青與大仁已交往3年多，但未同居，交往的過程
中，又青常常被大仁精神虐待、控制、約束，甚至
還對又青做出暴力的行為，請問又青的處境算是家
暴嗎?
(A)是。

(B)不是。

答案：A<家暴法修正後的第63-1條被稱為「恐怖情

人條款」，將年滿16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
同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列為被
害人，不再限制雙方必須同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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