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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性騷擾？?

性騷擾-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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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騷擾
（猥褻）
侵害
霸凌
剝削



說
◎你怎麼穿成這樣子.男不男.女不女

◎你穿太暴露。你身材穿這件衣服不符
合你

◎你好漂亮。身材很好喔

◎屁股怎麼那麼大

◎好像女（男）孩子喔

◎親愛的／寶貝／帥哥／美女



行為



行為



性騷擾的法律規範
◎我國現行對於性騷擾的法律規範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舊稱為兩性工作平等法）

‧91年1月16日公佈，同年3月8日正式施行

‧97年1月16日更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規範職場性騷擾事件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

‧93年6月23日公佈施行

‧規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

（三）性騷擾防治法

‧94年2月5日公佈，95年2月5日正式施行

‧規範一般性騷擾事件





申訴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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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1070425高雄市勞工局就業安全科鍾佳宏先生簡報



若遇職場性騷擾，當下如何反應？

27%「馬上抗拒，直接表明態度拒絕」

25%「看情況，不是很嚴重就算了」

24%「睜隻眼閉隻眼，事後尋求他人協助或意見」

21%「馬上向公司告發檢舉」

一般上班族害怕得罪長官或同事，選擇隱忍不說或逃
避不予理會者大有人在。

根據360d才庫人力資源顧問公司所調查之結果



如果我被性騷擾了應該如何
處理？
蒐集證據

相類的性騷擾行為不太可能只出現一次，
只要多觀察加害人的行為模式，抓住正
確的時間點，蒐集證據就會變得較為容
易。

錄音，是最簡便也最省錢的蒐證方式，
錄音時必須您自己的聲音也出現在錄音
帶中，才算是合法的錄音行為。





性騷擾的程度

1.性別騷擾

2.性挑逗

3.性賄賂

4.性要脅

5.性攻擊



性騷擾防治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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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保障自己權益

ㄧ、職場性騷擾

◎可向雇主請求協助及調查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
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
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雇主若不處理，可向直轄縣市政府勞工局

（處）提出申訴。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34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時，向
地方主管機關申訴後，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
於地方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十日
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請審議或逕
行提起訴願。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中央主
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
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
訟。



不要怕煩



得不到。不開心。記仇
檢舉對方性騷擾

假性~報復式性騷擾

第 169 條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第 170 條

意圖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而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171 條
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九千元以下罰金。
未指定犯人，而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犯罪證據，致
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職場倫理

參考資料：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秘書長 管國芬(職場倫理與工作禮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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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迷思

迷思一：因為他/她行為不檢、
衣著暴露，才會引來性騷擾。

無論受害人的外貌裝扮和性別
氣質如何，每個人都應該受到
尊重，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侵犯
他人。



性騷擾的迷思

迷思二：他/她沒有當場拒絕或反抗，
所以不能算是性騷擾/性侵害。

受害人可能在毫無防備下「措手不
及」，也可能因雙方熟識，受害者無
法相信原先信任的人會對自己做出這
樣的行為而「愣住了」，甚至加害者
將自己的行為包裝在關愛的糖衣裡，
受害者即使感覺不舒服，也可能懷疑
自己的判斷。



性騷擾的迷思

迷思三：當事人為了報復、金錢…等動
機才出面申訴。

受害人要說出遭受性騷擾或性侵害的經驗需
要很大的勇氣，若是謊報也需要依相關法規
制裁，因此誣告的機率相當低。事實上，受
害人經常只是為了「讓加害人知道犯錯」或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才挺身而出，
我們應該鼓勵這些願意勇敢站出來的受害者。



性騷擾的迷思

迷思四：加害者通常面目可憎、行
為舉止怪異或社會階級較低。

迷思大破解：加害人的年齡、學歷、
職業背景皆有不同，千萬不可「以
貌取人」。



性騷擾的迷思

迷思五：男性不可能被性騷擾/性
侵害。

迷思大破解：女性雖為高危險群，
但男性也可能遭受性騷擾或性侵害，
只是我們的社會往往不會將對男性
的騷擾歸類為「性騷擾」，更要求
男性要有自我保護的能力，使得男
性在遭受傷害後，很難對外尋求支
援。



性騷擾的迷思

迷思六：處理性騷擾最好的方
式就是忽視它的存在。

迷思大破解：性騷擾的言行不
會因為你的忽視而停止，當你
覺得對方的言行讓你不舒服，
請明確的告訴騷擾者，你不歡
迎這樣的言行。



遇到性騷擾該怎麼辦？



結語
如何避免成為性騷擾被害人
⊙明白對騷擾者表示抗議，大聲說「不」！要求其
立即停止騷擾行為並道歉。

⊙相信自己的直覺，不要忽視或懷疑自己，理直氣
壯的表達自己憤怒，向在場的人大聲說出自己的
遭遇，阻止騷擾者繼續其騷擾行為，如未來欲提
出申訴時，才有人證可以證明騷擾行為確實發生。

⊙勿期待或要求特別的待遇，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拒絕的態度要嚴肅明確，前後一致。

⊙避免與性騷擾加害者的再次接觸，在公事及私事
間劃清界線。



⊙將自己的遭遇告訴他人，不僅可以避免自
己被孤立、獲得情緒上支持，還可和有相同
經驗或願意幫忙的朋友一起想辦法，阻止性
騷擾的繼續發生。

⊙可聯合其他受到相同騷擾的被害人一起勇
敢採取行動。

⊙沉著冷靜，並出其不意的掙脫。使用防身
技巧，保護自己，掙脫後並可用各種方式引
起旁人注意，利用群眾嚇退、制止騷擾者。

⊙尋求專業的協助。



性騷擾的類別(1/5)

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

包括一切強化「女性是次等性別」的歧
視語言行為，包括各種帶有性涵意、性別
歧視或偏見的言論，以及悔辱、貶抑或敵
視女性或同性戀的言辭或態度。例如：

＊公然對女性評頭論足

＊過度強調女性性徵或性吸引力

＊過度強調性別刻板印象並貶損之



性騷擾的類別(2/5)

性挑逗(seductive behavior)

包括一切不受歡迎、不合宜或是帶
有攻擊性的口頭
或肢體上吃豆腐行為。例如：

＊講黃色笑話

＊掀裙子

＊撫摸他人胸部或私處



性騷擾的類別(3/5)

性賄賂(sexual coercion)

以同意性服務作為交換利益的手
段。

例如：上司(教師)以要求約會或
佔性便宜作為允諾加薪、升遷、加
分或及格的條件。



利益交換之性騷擾

案例：小玲常進出系上助教的辦公室問問題，

某日助教邀小玲單獨出遊，並暗示自己掌有

系上實驗成績的大權，如果小玲與他交往，

以後將「不必再為實驗成績如此煩惱」。小

玲不願意，卻深恐如果拒絕，自己重視的實

驗成績將受影響。



威脅性交換之性騷擾

案例：Alice為一研究生，指出某一位男性助教曾

經非常主動幫忙打字、買宵夜，但經常在深夜打電

話給所上女研究生訴說自己的感情煩惱、念不下書

睡不著覺、甚至說很慘不想活了。她們設法安慰他，

但是也覺得不勝其擾。此外，男助教以身份的關係

也曾利用「同學互評表」為藉口，威脅上述女學生

與之建立進一步關係，並在班上散播耳語，引發同

學之間的猜忌、影響學習氣氛。



性騷擾的類別(4/5)

性要脅(sexual coercion)

以威脅或霸王硬上弓的手段強迫性行為或性服務。例如 : 在對方不願意的

強況下強吻或強行發生性行為。

這不僅適用於校園或工作場合中的脅迫行為，也包括約會或夫妻關係中，

在對方不願意的情形下強吻、強留或強行發生的性行為。

案例：小愛與阿凱在交往期間，小愛不願意發生性行為，阿凱便以此為理

由提出分手，女朋友在這樣的脅迫恐懼下，不得以與他發生關係，事後卻十

分後悔。



性騷擾的類別(5/5)

性攻擊(sexual assault)

強暴以及任何造成肢體傷害的暴
力動作。如:毆打伴侶、性虐待。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罌粟種子或古柯種子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大麻種子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下罰金。

大麻究竟是什麼？3分鐘.mp4
大麻究竟是什麼？3分鐘.mp4




糖衣陷阱大解密-新型混合式毒品.mp4
糖衣陷阱大解密-新型混合式毒品.mp4






電子煙 = 煙

※依菸害防制法27條規定，校園內於非
吸煙區抽煙可裁罰2000-10000元，並
接受4小時戒煙教育。





戒成專線

家長諮詢專線 教育部關心您 廣告



重視自己安全
勇敢說不！



幫助別人
也是幫助自己！

拯救自己
也是拯救別人！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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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規定

本法所稱性騷擾（※性工法的性騷擾概念涵蓋性侵害），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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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工作環境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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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型）



二、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

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以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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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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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