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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1

� 男女大不同男女大不同男女大不同男女大不同

– 生理【身高、體重、體力、血液溶氧量；生
病機率、壽命長短 】、心理

– 社會環境的因素【農業社會�工商業社
會 】：表現在文字/風俗等方面

• 社會角色的界定（例如職業區隔-教宗）、社會/
家務工作的分配（男主外、女主內）、社會資源
的分配（財產的分配與繼承）等。

– 短片【全民大悶鍋－呂副總統 】

� 「「「「知所長知所長知所長知所長，，，，避其短避其短避其短避其短」」」」

– 由平等心出發，各盡所能貢獻心力

「「「「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2

� 女性意識的兩性平等理念的應首推七○年代呂
秀蓮的「新女性運動」，當時呂秀蓮等人除了
以書寫出版，並以設立「保護妳專線」 。

� 八○年代初，李元貞出面號召同好成立「婦女
新知雜誌社」，關心婦女議題，繼續推展婦
運，為追求兩性平等的社會而努力。

� 一九八七年解嚴，婦女新知也在同年改組為
「婦女新知基金會」，得以名正言順推動婦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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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3

� 學校教育中推動兩性平等教育始於檢視教科書
的內容，一九八五年由師大黃政傑、歐用生兩
位教授啟其端，兩人針對國小「生活與倫理」
課本中的性別問題提出批評。

� 一九八八年婦女新知基金會一九八八年婦女新知基金會一九八八年婦女新知基金會一九八八年婦女新知基金會繼之全面體檢國小
及國中、高中的文史公民等課程內容，發現兩
性偏頗的問題相當嚴重，此結果引發廣大的迴
響與重視，而關心層面也從教科書擴展至其他
議題，譬如：就學機會、人事結構、師生互
動、校園空間分配、安全與性騷擾等等。

「「「「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4

� 一九九四年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立，婦女新
知基金會在一九九五年向教改會提出「落實兩
性平等教育」的教改政策建議，其範圍除了學
校教育之外，擴及至成人婦女教育。

� 一九九六年底，婦運人士彭婉如女士遇害，婦
女人身安全以及兩性平等的問題引起空前重
視，立法院於同年底迅速通過「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該法責成全國中小學須於八十六學年
度開始每學年實施四小時性侵害防治暨兩性平
等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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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5

� 為了因應教改會「落實兩性平等教育」之教改
政策建議以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四小時課
程的要求，教育部於一九九七年三月一九九七年三月一九九七年三月一九九七年三月正式成立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擬從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社會及社會及社會及社會及
家庭三個層面家庭三個層面家庭三個層面家庭三個層面，全面推動兩性平等教育。經過
二十多年的努力，至此，兩性平等教育總算成
為全國的教育政策，有了全面落實的可能。

「「「「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6

� 性別平等意識出自《性別平等教育法》，指
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瞭解性別不平等瞭解性別不平等瞭解性別不平等瞭解性別不平等
之現象及其成因之現象及其成因之現象及其成因之現象及其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
願願願願。。。。

� 『『『『性別平等教育法』』』』於2004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23日日日日公布。
總則中說明此法的目的為：「促進性別地位促進性別地位促進性別地位促進性別地位
之實質平等之實質平等之實質平等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消除性別歧視消除性別歧視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維護人格尊維護人格尊維護人格尊
嚴嚴嚴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

境境境境」。

� 主管機關：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
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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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7

� 兩性平等教育之意義兩性平等教育之意義兩性平等教育之意義兩性平等教育之意義

– 兩性平等教育並非男孩與女孩的戰爭，它是
對人身體的尊重，對人性的尊重，及尊重自
己也尊重別人，須要家庭、學校、社會共同
的努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規定中小
學每學年至少實施４小時之兩性平等教育課
程。

 

「「「「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的意義與發展-8

� 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刻板印象：：：：

– 指一種以偏蓋全的印象。

– 不要再以「男兒有淚不輕彈」，「男生不可
撤嬌」「女生不宜追求高成就」，男女原本
就有生理、心理上的差異，但其差異不會比
個體間的差異來得大。

– 尊重差異，檢視偏見，重新調整，持平出
發，才能真的享有兩性平等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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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Q&A-1
� 何謂性別主流化何謂性別主流化何謂性別主流化何謂性別主流化？？？？

� 何謂性騷擾何謂性騷擾何謂性騷擾何謂性騷擾？？？？達到何種情況才是性侵害達到何種情況才是性侵害達到何種情況才是性侵害達到何種情況才是性侵害
呢呢呢呢？？？？

� 何種情形之下何種情形之下何種情形之下何種情形之下，，，，才得以向本校性平會提才得以向本校性平會提才得以向本校性平會提才得以向本校性平會提
出申訴呢出申訴呢出申訴呢出申訴呢？？？？若搭公車時被怪伯伯性騷擾若搭公車時被怪伯伯性騷擾若搭公車時被怪伯伯性騷擾若搭公車時被怪伯伯性騷擾
的話的話的話的話，，，，也可以向本校性平會提出申訴也可以向本校性平會提出申訴也可以向本校性平會提出申訴也可以向本校性平會提出申訴
嗎嗎嗎嗎？？？？

� 若提起申訴的話若提起申訴的話若提起申訴的話若提起申訴的話，，，，我擔心會變成學校新我擔心會變成學校新我擔心會變成學校新我擔心會變成學校新
聞聞聞聞，，，，也擔心成績表現會受到影響也擔心成績表現會受到影響也擔心成績表現會受到影響也擔心成績表現會受到影響，，，，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會這樣嗎會這樣嗎會這樣嗎會這樣嗎？？？？

 

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Q&A-2
� 我受到同學或教職員工性騷擾我受到同學或教職員工性騷擾我受到同學或教職員工性騷擾我受到同學或教職員工性騷擾，，，，想提出想提出想提出想提出
申訴解決此問題申訴解決此問題申訴解決此問題申訴解決此問題，，，，不知道我要如何提出不知道我要如何提出不知道我要如何提出不知道我要如何提出
申訴申訴申訴申訴????有哪些限制嗎有哪些限制嗎有哪些限制嗎有哪些限制嗎？？？？

� 我不是受害的當事人我不是受害的當事人我不是受害的當事人我不是受害的當事人，，，，也可以向本校性也可以向本校性也可以向本校性也可以向本校性
平會提出申訴嗎平會提出申訴嗎平會提出申訴嗎平會提出申訴嗎？？？？

� 從提起申訴到結束的過程會花很久時間從提起申訴到結束的過程會花很久時間從提起申訴到結束的過程會花很久時間從提起申訴到結束的過程會花很久時間
嗎嗎嗎嗎？？？？會經歷哪些過程呢會經歷哪些過程呢會經歷哪些過程呢會經歷哪些過程呢？？？？

� 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我可以得到那些我可以得到那些我可以得到那些我可以得到那些
協助呢協助呢協助呢協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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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Q&A-3
� 我被同學或教職員工申訴為對他我被同學或教職員工申訴為對他我被同學或教職員工申訴為對他我被同學或教職員工申訴為對他////她性她性她性她性
騷擾騷擾騷擾騷擾，，，，我會受到怎樣的處罰我會受到怎樣的處罰我會受到怎樣的處罰我會受到怎樣的處罰？？？？

� 若我騷擾別人此事件成立定案後若我騷擾別人此事件成立定案後若我騷擾別人此事件成立定案後若我騷擾別人此事件成立定案後，，，，除了除了除了除了
在本校之外在本校之外在本校之外在本校之外，，，，離開此學校後檔案會隨之離開此學校後檔案會隨之離開此學校後檔案會隨之離開此學校後檔案會隨之
銷毀嗎銷毀嗎銷毀嗎銷毀嗎？？？？

� 若對於懲處的結果不服時若對於懲處的結果不服時若對於懲處的結果不服時若對於懲處的結果不服時，，，，我可以如何我可以如何我可以如何我可以如何
自救自救自救自救？？？？

性別主流化性別主流化性別主流化性別主流化

� 「「「「性別主流化性別主流化性別主流化性別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是是是是
聯合國在全世界推行的一個聯合國在全世界推行的一個聯合國在全世界推行的一個聯合國在全世界推行的一個概念概念概念概念。。。。是指是指是指是指
所有政策活動所有政策活動所有政策活動所有政策活動，，，，均以均以均以均以落實性別意識為核落實性別意識為核落實性別意識為核落實性別意識為核
心心心心，，，，要求過去的要求過去的要求過去的要求過去的政策政策政策政策、、、、立法與資源立法與資源立法與資源立法與資源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重新配置及改變重新配置及改變重新配置及改變重新配置及改變，，，，以真正以真正以真正以真正反映尊重多元反映尊重多元反映尊重多元反映尊重多元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的性別平等的性別平等的性別平等的性別平等。。。。各國為了貫徹這個理各國為了貫徹這個理各國為了貫徹這個理各國為了貫徹這個理
念念念念，，，，紛紛在中央成立專責專職的部會紛紛在中央成立專責專職的部會紛紛在中央成立專責專職的部會紛紛在中央成立專責專職的部會，，，，
跨部會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跨部會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跨部會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跨部會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例如：考試資格考試資格考試資格考試資格、求才資格求才資格求才資格求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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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性騷擾何謂性騷擾何謂性騷擾何謂性騷擾？？？？達到何種情況才是性侵害呢達到何種情況才是性侵害呢達到何種情況才是性侵害呢達到何種情況才是性侵害呢？？？？

� 性侵害性侵害性侵害性侵害：：：：
– 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係係係係
以強暴以強暴以強暴以強暴、、、、脅迫脅迫脅迫脅迫、、、、恐嚇恐嚇恐嚇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他人意催眠術或其他違反他人意催眠術或其他違反他人意催眠術或其他違反他人意
願之方法而為性交願之方法而為性交願之方法而為性交願之方法而為性交、、、、猥褻者猥褻者猥褻者猥褻者。。。。

� 性騷擾性騷擾性騷擾性騷擾：：：：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且未達性侵害之程且未達性侵害之程且未達性侵害之程
度者度者度者度者：：：：

–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性意性意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行為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行為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行為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行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致影響他人之人格致影響他人之人格致影響他人之人格
尊嚴尊嚴尊嚴尊嚴、、、、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以性或性以性或性以性或性以性或性
別有關之行為別有關之行為別有關之行為別有關之行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喪失或減喪失或減喪失或減
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 何種情形之下何種情形之下何種情形之下何種情形之下，，，，才得以向本校性平會提出申才得以向本校性平會提出申才得以向本校性平會提出申才得以向本校性平會提出申
訴呢訴呢訴呢訴呢？？？？

– 若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若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若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若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教教教教
師師師師、、、、職員職員職員職員、、、、工友或學生工友或學生工友或學生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他方為學生他方為學生他方為學生，，，，包括不同包括不同包括不同包括不同
學校間所發生者學校間所發生者學校間所發生者學校間所發生者，，，，受害者都可向加害者學校的性受害者都可向加害者學校的性受害者都可向加害者學校的性受害者都可向加害者學校的性
平會提出申訴平會提出申訴平會提出申訴平會提出申訴。。。。【【【【對象是學校裡的成員對象是學校裡的成員對象是學校裡的成員對象是學校裡的成員】】】】

� 若搭公車時被怪伯伯性騷擾的話若搭公車時被怪伯伯性騷擾的話若搭公車時被怪伯伯性騷擾的話若搭公車時被怪伯伯性騷擾的話，，，，也可以向也可以向也可以向也可以向
本校性平會提出申訴嗎本校性平會提出申訴嗎本校性平會提出申訴嗎本校性平會提出申訴嗎？？？？

– 若在一般場所或公共場合遭受到性騷擾若在一般場所或公共場合遭受到性騷擾若在一般場所或公共場合遭受到性騷擾若在一般場所或公共場合遭受到性騷擾，，，，知道加知道加知道加知道加
害人有所屬單位者害人有所屬單位者害人有所屬單位者害人有所屬單位者，，，，便可依據性騷擾防治法向便可依據性騷擾防治法向便可依據性騷擾防治法向便可依據性騷擾防治法向加加加加
害人所屬單位害人所屬單位害人所屬單位害人所屬單位（（（（機關機關機關機關、、、、部隊部隊部隊部隊、、、、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機構或僱用機構或僱用機構或僱用機構或僱用
人人人人））））或直轄市或直轄市或直轄市或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政府提出申訴政府提出申訴政府提出申訴政府提出申訴，，，，由加害由加害由加害由加害
人所屬單位進行調查人所屬單位進行調查人所屬單位進行調查人所屬單位進行調查，，，，但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但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但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但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
所屬單位者所屬單位者所屬單位者所屬單位者，，，，則可移請則可移請則可移請則可移請警察機關調查警察機關調查警察機關調查警察機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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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到同學或教職員工性騷擾我受到同學或教職員工性騷擾我受到同學或教職員工性騷擾我受到同學或教職員工性騷擾，，，，想提出申訴解想提出申訴解想提出申訴解想提出申訴解
決此問題決此問題決此問題決此問題，，，，不知道我要如何提出申訴不知道我要如何提出申訴不知道我要如何提出申訴不知道我要如何提出申訴????有哪些限有哪些限有哪些限有哪些限
制嗎制嗎制嗎制嗎？？？？
– 教職員申訴窗口：人事室
– 學生申訴窗口學生申訴窗口學生申訴窗口學生申訴窗口：：：：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身心輔導中心身心輔導中心身心輔導中心身心輔導中心)

1. 當事人或檢舉人以書面具名書面具名書面具名書面具名提出申請：以言詞為之者，本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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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本校
所屬機關申請調查。

2. 書面資料須載明下列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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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3. 申請人委任代理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姓
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電話。

4.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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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告知申復之期限及受理單位。

5. 本校接獲申訴或檢舉時，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理：
（1）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2）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3）同一事件已處理完畢者。

� 若提起申訴的話若提起申訴的話若提起申訴的話若提起申訴的話，，，，我擔心會變成學校新聞我擔心會變成學校新聞我擔心會變成學校新聞我擔心會變成學校新聞，，，，也也也也
擔心成績表現會受到影響擔心成績表現會受到影響擔心成績表現會受到影響擔心成績表現會受到影響，，，，真的會這樣嗎真的會這樣嗎真的會這樣嗎真的會這樣嗎？？？？

– 在調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過程中，會有下列保
護申訴人(被害人)措施（我們會恪遵保密原則）：

1. 事件之當事人當事人當事人當事人、檢舉人檢舉人檢舉人檢舉人、證人證人證人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之姓名及其他足以之姓名及其他足以之姓名及其他足以
辨識身分之資料辨識身分之資料辨識身分之資料辨識身分之資料，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
全之考量者外，應予保密。

2. 為保障事件當事人的受教權或工作權，委員會、
調查小組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期
間，於必要時，學校會彈性處理當事人的出缺
勤、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減低
雙方互動之機會、或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復、
減低行為人再度加害之可能等。

3. 雙方當事人有權力不對等情形時，應避免對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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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受害的當事人我不是受害的當事人我不是受害的當事人我不是受害的當事人，，，，也可以向本校性平也可以向本校性平也可以向本校性平也可以向本校性平
會提出申訴嗎會提出申訴嗎會提出申訴嗎會提出申訴嗎？？？？

– 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
人、檢舉人得以書面向行為人於行為發生時
所屬學校申請調查，當事人當事人當事人當事人或或或或檢舉人檢舉人檢舉人檢舉人得以書得以書得以書得以書
面具名提出申請面具名提出申請面具名提出申請面具名提出申請，受理窗口為學務處，管轄
權為本校者，3 個工作日內交「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調查處理，管轄權若非為本校，應
於7 日內移送其有管轄權者，所以舉發校園性
騷擾或性侵害事件是人人有責。

� 從提起申訴到結束的過程會花很久時間嗎從提起申訴到結束的過程會花很久時間嗎從提起申訴到結束的過程會花很久時間嗎從提起申訴到結束的過程會花很久時間嗎？？？？會會會會
經歷哪些過程呢經歷哪些過程呢經歷哪些過程呢經歷哪些過程呢？？？？

– 整個調查過程需經過下列階段：

1.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受理窗口為本校學務處身心輔導中心，於
3 個工作日內移送性平會，應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理。

2.進行調查進行調查進行調查進行調查(以以以以2 個月為原則個月為原則個月為原則個月為原則，，，，最長最長最長最長4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1) 性平會調查小組邀請相關人員出席調查會議，以便
客觀了解事件真相。

(2) 調查小組應於受理後2 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
得延長之，延長以2 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 個月。

3.議處議處議處議處（（（（約約約約2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學校接獲性平會前項調查完成報
告後2 個月內，需移交相關委員會（如學生獎懲委員
會）依規定議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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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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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我可以得到那些協我可以得到那些協我可以得到那些協我可以得到那些協
助呢助呢助呢助呢？？？？

– 學校會依當事人情況，提供下列協助：

1. 心理諮商輔導心理諮商輔導心理諮商輔導心理諮商輔導。。。。

2. 法律諮詢管道。

3. 課業協助。

4. 經濟協助。

5. 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協助。

� 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我可以得到那些協我可以得到那些協我可以得到那些協我可以得到那些協
助呢助呢助呢助呢？？？？

– 學校會依當事人情況，提供下列協助：

1. 心理諮商輔導心理諮商輔導心理諮商輔導心理諮商輔導。。。。

2. 法律諮詢管道。

3. 課業協助。

4. 經濟協助。

5. 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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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同學或教職員工申訴為對他我被同學或教職員工申訴為對他我被同學或教職員工申訴為對他我被同學或教職員工申訴為對他////她性騷她性騷她性騷她性騷
擾擾擾擾，，，，我會受到怎樣的處罰我會受到怎樣的處罰我會受到怎樣的處罰我會受到怎樣的處罰？？？？

– 經過調查屬實後，學校可依相關規定懲處，
可能會如下列一款或多款的處置：

1. 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視情節輕重處以申誡、
小過或大過不等之懲戒。

2. 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向被害人
道歉。

3.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4. 接受心理輔導接受心理輔導接受心理輔導接受心理輔導。

5.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 若我騷擾別人此事件成立定案後若我騷擾別人此事件成立定案後若我騷擾別人此事件成立定案後若我騷擾別人此事件成立定案後，，，，除了在除了在除了在除了在
本校之外本校之外本校之外本校之外，，，，離開此學校後檔案會隨之銷毀離開此學校後檔案會隨之銷毀離開此學校後檔案會隨之銷毀離開此學校後檔案會隨之銷毀
嗎嗎嗎嗎？？？？
1. 為持續輔導加害人，依規定，當加害人轉至
其他學校時，原就讀或服務之學校，會於知
悉後一個月內，將調查屬實之事件樣態、學
籍資料等通報現就讀或服務之學校。

2. 本校通報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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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姓名及職稱或學籍資料。

3. 接獲通報學校，應對加害人實施必要之追蹤
輔導，非有正當理由，不得公布姓名或足以
識別身分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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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對於懲處的結果不服時若對於懲處的結果不服時若對於懲處的結果不服時若對於懲處的結果不服時，，，，我可以如何自救我可以如何自救我可以如何自救我可以如何自救？？？？
1. 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理由
向學校提出申復；其以言詞為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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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由其簽名或蓋章。前項申復以一次為限申復以一次為限申復以一次為限申復以一次為限。

2. 申請人或行為人對前項申復結果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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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校校長、教師：依教師法之規定。

（2）本校職員：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97.1.16 
修正公布 ）

（3）本校工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97.1.16 
修正公布 ）

（4）本校學生：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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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校接獲申復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復人申
復結果。

共同經營友善的校園環境共同經營友善的校園環境共同經營友善的校園環境共同經營友善的校園環境

� 硬體的環境硬體的環境硬體的環境硬體的環境

–男女廁所的比例男女廁所的比例男女廁所的比例男女廁所的比例

–校園內的安全設施校園內的安全設施校園內的安全設施校園內的安全設施

� 軟體的建設軟體的建設軟體的建設軟體的建設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14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尊重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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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的聆聽謝謝大家的聆聽謝謝大家的聆聽謝謝大家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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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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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2

 
 

 

 

 

 

 

 

 

 

 

 

 

 

 



 

 23

海報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9999999年年年年 10101010月月月月 06060606日日日日
15151515：：：：50505050----17171717：：：：2020202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黃進益演講廳黃進益演講廳黃進益演講廳黃進益演講廳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淺釋淺釋淺釋淺釋「「「「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

之意義之意義之意義之意義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李能慧主任李能慧主任李能慧主任李能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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