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平等三道防線~~~性平三法簡介
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 邱美月

壹、前言
何謂性平三法?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簡稱兩平法)
（兩性工作平等法 91.01.16 公佈，91.03.08 施行，97.01.16 修正為性別
工作平等法）
二、性騷擾防治法(簡稱性騷法)
（94.02.05 日公發佈，95.02.05 施行）
三、性別平等教育法(簡稱性平法)
（93.06.23 日公發佈施行）
貳、性平三法之比較
一、三法之立法精神
（一）依據性別主流化：
「性平主流化」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推行的一個概念，是 指 所 有 政
策活動，均以落實性別意識為核心，要求過去的政策、立
法與資源需要重新配置、改變，以真正反映性別平等。
（二）達到性別平等及禁止性別歧視
二、三法之立法目的
（一）兩平法之立法目的→依該法第一條（保障工作權）
1.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
2.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二）性騷擾之立法目的→依該法第一條（保護被害人權益）
1.防治性騷擾
2.保護被害人之權益
（三）性平法之立法目的→依該法第一條（保障受教權）
1.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2.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3.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三、三法性騷之定義：
（一）兩平法，依該法第 12 條之性騷擾定義有二：
1.敵意工作環境型：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
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2.交換條件型：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
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
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3.小結：兩平法之性騷擾是規範職場之性騷。
（二）性騷法：依該法第 2 條之規定是指性侵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
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如：
1.交換型：
以使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2.敵意環境型：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
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
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
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3.小結：性騷法是規範一般場所之性騷。
(三)性平法：依該法第二條之規定
1.性侵害：指性侵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2.性騷擾：指未達性侵之程度者，有二態樣：
(1)敵意環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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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機會或表現
者。
(2)交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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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結：性平法是規範校園性侵或性騷事件。
四、三法之性騷防治措施
（一）兩平法（13 條）
1.雇主或有管理身份者對於求職者或受僱者應尊重，不得有任何性騷
行為。
2.雇主應防治性騷行為之發生：其受僱 30 人以上者，雇主應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公共場所公開揭示。
3.雇主知悉性騷擾情事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二）性騷法
1.機關等之防治責任及措施（7、8 條）
（1）防治義務：應防治行為之發生，知悉應將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

（2）防治措施：10 人以上應設申訴管道
（3）教育訓練：應定期舉辦或鼓勵所屬人員參與教育訓練。
2.損害賠償及禁止差別待遇（9～10 條）
（1）性騷擾之損害賠償：包括財產及非財產的
（2）差別待遇之禁止及賠償
（3）協助之義務：行為人對被害人為回復名譽措施時。
a.雇主、機構應提供適當之協助
b.學校或教育訓練機構應提供適當之協助
3.禁止揭露被害人資訊（12 條）
（三）性平法
1.訂定相關準則，公告周知（20 條）
2.通報義務及處理（21 條）
3.陳述答辯機會及資料保密（22 條）
4.必要之處置，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23 條）
5.權益告知、轉介及提供協助（24 條）
6.懲處（25 條）
7.事件說明及公布（26 條）
8.加害人檔案建立及追蹤輔導（27 條）
五、三法適用範圍與主管機關
法源

兩平法

目的

保障工作權

性騷法 保障人身安全

性平法

適用範圍

主管機關

1. 雇主性 騷受僱 者或 求 1.中央：行政院勞委會
職者
2.地方：直轄市、縣（市）政
2. 受僱者 執行職 務期 間
被他人騷擾
不適用兩平法及
性平法者

性騷擾事件之一方
為學校校長、教師
保障受教權
職員、工友或學生。
另一方為學生。

府、勞工局、兩性工作平等
委員
1.中央：內政部
2.地方：直轄市、縣（市）政
府、社會局、性騷擾防治委
員會
1.中央：教育部
2.地方：直轄市、縣（市）政
府、教育局、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

PS.不論工作場所或校園之性騷擾行為，皆有性騷擾防治法第 12、24 及 25 條之
適用。
六、三法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一）兩平法：
被害人向加害人雇主所屬雇用單位所設置之性騷擾申訴管道申
訴。（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

（二）性騷法：
被害人向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雇用人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三）性平法：
向校園中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申請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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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罰則：
（一）兩平法
1.行政處罰（38 條）
→雇主違反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緩。
（二）性騷擾
1.行政處罰（20～24 條）→
（1）普通性騷擾：行為人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台幣一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2）利用權勢或機會性騷擾：得加重科罰鍰。
（3）違反防治責任：罰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緩，連續處罰。
（4）差別待遇：同上
（5）揭露被害人資訊：罰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緩，沒入物品或其他
必要之處置，連續罰。
2.刑事處罰（25 條）→
（1）性騷擾犯罪：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
元以下罰金。
（2）告訴乃論
（三）性平法（36 條）
1.學校之處罰：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緩
2.行為人之處罰：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之罰緩，連續罰
八、調解制度
三法中只有性騷擾防治法設有調解制度，其他二法並無調解相關規定。
參、案例解析
案件事實
台北市某大學張教授行為不檢，在學校曾對女職員小萍於執行職務時為性騷
擾，也曾在校園中對於女學生小麗騷擾、學生家長阿玉性騷擾。
一、小萍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王教授在小萍執行職務時對之為性騷擾，小萍具有受僱人身份，所以小
萍可以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一)向大學申訴
(二)向市政府申訴

(三)申請審議或提起訴願
(四)提起行政訴訟
二、小麗適用性別教育平等法
張教授在校園中對具有學生身份之小麗為性騷擾，小麗可以適用性別平
等教育法。
(一)申請調查
1.向學校申請調查
2.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調查
(二)提出申復
1.向學校申復
2.向台北市政府申復
(三)提起申訴或其他救濟
三、阿玉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阿玉並非學生，也不是勞工，所以可以適合性騷擾防治法。
(一)申訴
(二)再申訴
(三)行政處罰
1.行為人責任
2.學校之場所主人責任及雇主責任
(四)申請調解
肆、在性平三法中每個人應負之責任
一、通報義務
二、保密原則
三、配合調查之義務
伍、在性別平等教育法中，學校各處室皆有職責
一、教務處
(一)性別平等教育教材融入
(二)各學科教學，納入整體教學計畫
二、學務處或訓導處
(一)收件單位
(二)性別議題融入班會、週會與社團等活動
(三)校園安全與危機處理
三、輔導室
(一)性別平等教育規劃
(二)性侵、性騷、家暴、學生懷孕等個案輔導
四、總務處：友善空間與環境規劃、 執行及相關資源支援。

五、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處理
陸、在性別平等教育法中，學校應積極完成之事項
一、組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二、修訂校評會等有關委員會合乎性別比例
三、3.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四、訂學校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
五、修訂學生手冊與教師聘約
六、建立人材庫
七、教育、訓練、公告周知
八、友善校園環境之整建
柒、我們的期許一代結論
性平三法→推動人權教育、尊重人性尊嚴、落實性別平等
附註：三法之委員會：
（一）兩平法：依該法第 5 條，各級主管機關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
委員數

女性比例

5～11 人 1/2 以上

委員資格

任期

勞工事務、兩性問題、 2 年
學職經驗或法律專人士
其中勞工團

組織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地方可設就業歧視評議
委員會

體、婦女團體各占 2 人
（二）性騷法：依該法第 6 條，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社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主任委員

委員數
及任期

女性比例

資格

組織

1 人，由直 無規定
轄市市長
縣（市）
長或副
首長兼任

不得少於
1/2

有關機關高級職員、社會 由地方主管機關定
公正人士、民間團體代 之。
表、學者、專家；其中社
會公正人士、民間團體代
表、學者、專家不得少於
1/2。

（三）性平法：依該法第 7.8.9 條規定，成立性平委員會
主任
委員

委員數

女性
比例

委員資格

開會時間

組織

每三個月
專家學者、民間團
教育部
應至少一 中央主管
中央
17～23 人 1/2 以上 體代表及實務工作
部長
次，專人 機關訂定
者應占 2/3 以上。
處理業務
每三個月
直轄市
專家學者、民間團
直轄市、
應至少一
地方 縣（市）9～23 人 1/2 以上 體代表及實務工作
縣（市）
次，專人
長
者，應占 1/3 以上。
主管機關
處理業務

學校 校長

得聘性別平等意識 每學期至
之教師代表、職工 少開會一
5～21 人 1/2 以上
學校定之
代表家長代表、學 次，專人
生代表及專家學者 處理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