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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陳其芬學務長

中華民國100年9月8日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00學年度新生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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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問自己以下三個問題:

1. 你愛惜自己的身體嗎?

2. 你珍惜自己的感情嗎?

3. 你重視自己的名譽嗎?

如果你的答案都是 “YES”, 
那麼，你不能不知性別平等是什麼!

你不能不知你的權益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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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性別平等的認知正確嗎? (Part 1)
1. 性騷擾的產生只存在於異性間。

2. 講黃色笑話可以讓眾人哈哈大笑，無傷大雅，不會犯法。

3. 設立網站讓別人免費下載色情圖片或影像，沒有金錢交易行為，
因此不算違法。

4. 情侶因故分手，為挽回對方感情而持續打電話或到對方家守候，
是一種深情的表現，不算性騷擾。

5. 與同學吵架，對方不斷以言語中傷自己，因此透過網路發布對方
的性隱私，這是一重適當的反制行為。

6. 某學長經常以看手相、摸骨等方式觸摸你的身體，你雖感到不舒
服，但不敢跟他說也不敢申訴，因為這並不算性騷擾。

7. 色狼都是其貌不揚、穿著邋遢，或是顯露病態的男生。

8. 衣著暴露、行為不檢的女生，才會引來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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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性別平等的認知正確嗎? (Part 2)
1. 只要兩情相悅，就不可能會有性侵害發生。

2. 未滿成年的女生若自願與成年男性發生性關係，男方沒有違法。

3. 因是男女朋友，就算對方不願意，仍可強制發生性關係或撫摸對
方身體，並不會違法。

4. 只有強暴才算是性侵害，口交或性猥褻行為是算性騷擾。

5. 性侵害只會發生在女生身上。

6. 被害人若只是說不願意而無奮力抵抗，性侵害就不成立。

7. 性侵害的加害人都是陌生人，認識的人不會做這種事。

8. 性侵害事件是告訴乃論，雙方可以和解，而無刑事責任。

9. 十年前發生的性侵害事件，已超過法律追溯期限，申訴已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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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性騷擾

100學年第1學期新生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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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對答案! (Part 1)
1. 性騷擾的產生只存在於異性間。(x)
2. 講黃色笑話可以讓眾人哈哈大笑，無傷大雅，不會犯法。 (x)
3. 設立網站讓別人免費下載色情圖片或影像，沒有金錢交易行

為，因此不算違法。 (x)
4. 情侶因故分手，為挽回對方感情而持續打電話或到對方家守

候，是一種深情的表現，不算性騷擾。 (x)
5. 與同學吵架，對方不斷以言語中傷自己，因此透過網路發布

對方的性隱私，這是一重適當的反制行為。 (x)
6. 某學長經常以看手相、摸骨等方式觸摸你的身體，你感到不

舒服，但不敢跟他說也不敢申訴，因為這並不算性騷擾。 (x)
7. 色狼都是其貌不揚、穿著邋遢，或是顯露病態的男生。 (x)
8. 衣著暴露、行為不檢的女生，才會引來性騷擾。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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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究竟是什麼? 

性騷擾定義：(性別平等教育法)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
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 之機會或表現者。
(敵意環境性騷擾)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
、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 (交換式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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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究竟是什麼? 

性騷擾種類：

言語騷擾：在言語中帶有貶抑任一性別的意味，包括
帶有性意涵、性別偏見或歧視行為及態度，甚或帶有
侮辱、敵視或詆毀其他性別的言論。

肢體騷擾：任一性別對其他性別（通常較多出現在女
性）做出肢體上的動作，讓對方覺得不受尊重及不舒
服，如吃豆腐的行為。

視覺騷擾：以展示裸露色情圖片或是帶有貶抑任一性
別意味的海報、宣傳單，造成當事人不舒服者。

性賄賂 (不受歡迎的性要求)：以要求對方同意性服務
作為交換利益條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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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認定：

一個人的行為或言語是否構成性騷擾，會隨
每個人的觀念、主觀感受、以及當下情境與
人際互動而有所不同認定。

正因如此，不應假設別人與自己的觀感是一
樣，而是更應尊重別人不同的感受。

請記得: 性騷擾之認定標準是以「接收者的
主觀感受」來定義。

性騷擾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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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罰則 (性騷擾防治法)
第 20 條 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21 條 對於因教育、訓練、醫療、公務、業務、
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 、照護之人，利
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者，得加重科處罰鍰至二分
之一。

第 25 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
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性騷擾究竟是什麼?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0%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0%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0%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1%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1%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1%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5%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5%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5%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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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究竟是什麼?

 校園性騷擾事件之處置 (性別平等教育法)

1. 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
道歉。

2.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3. 接受心理輔導。

4.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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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性侵害

100學年第1學期新生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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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對答案! (Part 2)
1. 只要兩情相悅，就不可能會有性侵害發生。 (x)

2. 未滿成年的女生若自願與成年男性發生性關係，男方沒有違法。(x)

3. 因是男女朋友，就算對方不願意，仍可強制發生性關係或撫摸對方
身體，並不會違法。 (x)

4. 只有強暴才算是性侵害，口交或性猥褻行為是算性騷擾。 (x)

5. 性侵害只會發生在女生身上。 (x)

6. 被害人若只是說不願意而無奮力抵抗，性侵害就不成立。 (x)

7. 性侵害的加害人都是陌生人，認識的人不會做這種事。 (x)

8. 性侵害事件是告訴乃論，雙方可以和解，而無刑事責任。 (x)

9. 十年前發生的性侵害事件，已超過法律追溯期限，申訴已無用。(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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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究竟是什麼?
性侵害定義:

根據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定義，性侵害可分為
強制性交與猥褻兩大類：

強制性交是指以暴力、脅迫、恐嚇等違反當事人意
願之方式性交，而性交的範疇不僅是傳統上的陽具
插入陰道，更包括：口交、肛交、手交、以異物插
入生殖器官。只要被害人的性器官被侵犯到，都算
是性交。

猥褻則指行為人為了滿足性慾而對被害人從事的親
吻、撫摸等令被害人不舒服的肢體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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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究竟是什麼?
性侵害犯罪罰則 (1/5)：

係指觸犯《刑法》的《妨害性自主罪》，屬非告訴
乃論。

第二百二十一條 （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
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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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罰則 (2/5) ：
 第二百二十二條 （加重強制性交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十四歲以下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心神喪失、精神耗弱或身心障礙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利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
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性侵害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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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究竟是什麼?
性侵害犯罪罰則 (3/5) ：

 第二百二十四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 （加重強制猥褻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二十五條 （乘機性交猥褻罪）

對於男女利用其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身心障礙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利用其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身心障礙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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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罰則 (4/5) ：

 第二百三十三條 （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罪）

意圖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
、容留或媒介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
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意圖營利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三十四條 （公然猥褻罪）

意圖供人觀覽，公然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利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性侵害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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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罰則 (5/5) ：

 第二百三十五條 （散布、販賣猥褻物品及製造持有罪）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
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
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性侵害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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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情節重大者，學校或其他機
關除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懲處外，並得命加害人依下列
一款或數款為必要之處置。

 校園性騷擾事件情節輕微者，得命加害人依下列一款
或數款為必要之處置。

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接受心理輔導，依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諮
商輔導轉介流程」提供諮商輔導服務。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性侵害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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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時間

言語性騷擾

肢體性騷擾

網路性騷擾

情侶分手後性侵害

性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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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霸凌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的性別
特徵、性別氣質、性別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
、攻擊或威脅，但並非屬於性騷擾的行為。

例：罵人死gay、娘砲、娘娘腔、男人婆等，都算
性霸凌。

例：有些男生被其他同學踢、打，甚至到廁所檢
查男性生殖器官，已構成性霸凌。

性霸凌與性騷擾、性侵害有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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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成為「大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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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貶抑異性與隨意講黃色笑話
，並避免以輕薄的言行舉止調侃別人。

 尊重各人身體的自主權，當他人表達覺得不舒服時，要立
刻停止自己的行為。

 避免做出與性有關的騷擾行為。

 要能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是否存有權力差異。不可
藉權力差異關係（如：師生之間）行騷擾之實，。

 當不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歡迎時，寧可先不要說或
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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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因應處理

100學年第1學期新生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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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別事件調查適用對象

若性侵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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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
可向加害者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申訴。

若於一般場所或公共場合遭受到性騷擾，知道加害
人有所屬單位者，可向加害人所屬單位提出申請。

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單位者，則可移請警察
機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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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別事件服務電話

 本校申訴窗口：學務長辦公室秘書

專線：07-6011999 或 07-6011995 (緊急事件)

校內電話: 07-6011000 分機 1201

 心理諮商/性平諮詢：諮商輔導組

07-6011000 分機 1240、1246

 校外: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24小時專線:113

 各地警察局: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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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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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緊急呼叫系統

 一經按壓立即出現警示燈及警示鳴響

 可立即與警衛對講，警衛並將於3~5分
鐘內抵達現場

 98年8月改善緊急呼叫系統18座並增設
5座，現共計23座

 本校校安中心設2支專用電話，24小時
保持接聽，各建築物設有緊急使用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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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緊急按鈕及戶外照明設施

 本校女廁與男廁皆設有緊急按鈕

 專責人員不定時巡視、檢修

 98年9月於學校建築物7棟增設附有

緊急按鈕之無障礙廁所8間

 99年7月改善招待所增設附有緊急

按鈕之無障礙廁所5間

 本校校園戶外照明設施完善，裝設

之路燈已達567支

 99年度於樂群樓機車棚增設路燈2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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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數位監控系統及刷卡門禁管制

全校各棟大樓及校區重要路段均設置中央數位監
控系統，並將傳送監控畫面至警衛室

目前總計本校有監視器868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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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

 修訂「學則」:
針對懷孕、生產、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之入學資
格保留年限、修業年限、考試補考、請假等予以放寬

 修訂「休學申請須知」:
學生因懷孕、分娩、撫育3歲以下子女得專案申請休學
，以兩學期為限，其休學期間不列入休學年限

 學生請假規定:
女性學生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免附證明)，併病假計算

 加強宣導:
於家長新生座談會及導師會議中宣導懷孕學生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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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集)乳室介紹
• 為讓本校女性教職員生產後仍能安心哺餵母乳，本校在東校區

招待所設有哺(集)乳室。

• 哺(集)乳室環境整潔、溫馨舒適，除有獨立洗手間、尿布床、
飲水機及沙發椅等設施，並提供有關哺乳的單張及海報，讓媽
媽在哺(集)乳時，同時能獲得健康資訊。

舒適的沙發椅 有尿布床及衛教單張提供、健康雜誌可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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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型態辦理性平校園推廣活動

工作坊

專題講座 影片賞析

成長團體

主題競賽

有獎徵答

行動劇

網路活動防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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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網置於本
校首頁

性別平等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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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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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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