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處理性別平等教育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等相關案件檢核表 

備註：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以下簡稱準則）。 

二、成案或不成案，請依下列之程序編號檢核。 

  年    月    日 

學校檢視序號 檢核項目 相關法律規定 備註 

本案係屬 

□疑似性騷擾案件 

□疑似性侵害案件 

□其他性別平等相關            案件 

收件日期  

開會日期  

本案當事人係屬□教師對學生案件 

              □學生對學生案件 

              □其他人(校長、職員、工友)                 對學生 

              □學生對其他人(校長、教師、職員、工友)                  

              □其他 

本案的疑似被害人              刑法第 227 條（兩情相悅條款）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女為性交者，處三年

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女為猥褻之行為者，

處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六歲之男女為性交

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六歲之男女為猥褻

之行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 229 條之一 

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

者，須告訴乃論。 

注意事項： 

1. 性交之定義參見刑法第 10 條第 5項。 

2. 刑法第 227 條「兩情相悅」條款以外之

性侵害犯罪，特別指涉及刑法第 221、

222、224、224 之 1、225、228 條之犯

罪。 

性別 □男□女 

年齡 

□ 滿十六歲（含以上） 

□ 已滿十四歲未滿十六歲 

□ 未滿十四歲 

本案疑似行為人  

性別 □男□女 

年齡 

□滿十八歲以上 

□已滿十六歲未滿十八歲 

□已滿十四歲未滿十六歲 

□未滿十四歲 

申請調查或檢舉人 

□ 疑似被害人本人 

□ 被害人法定代理人 

□ 相關教師或行政人員 

□ 媒體曝光 

□ 主管機關 

□ 其他                              

一 學校性平會之組成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性平法 9  

二 本案未成年當事人之監護人是否知情？ 性平法 24  



學校檢視序號 檢核項目 相關法律規定 備註 

三 

學校是否在規定時間內依相關法律或法規規定通

報？ 

□ 已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疑似性侵害事件）於

知悉 24 小時內通報各縣市政府社政單位或性

侵害防治中心。 

□ 已依兒童及少年福利法於知悉 24 小時內（18

歲以下，疑似性騷擾事件）通報各縣市政府社

政單位。 

□ 已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 未完成以上法定/行政通報，理由為： 

                                         

性平法 21 

準則 11 

依性侵

害犯罪

防治

法、兒

童及少

年福利

法均為

知悉24

小時內

應通

報。 

四 

□申請人或檢舉人以書面或言詞向學校提出申請

調查，是否載明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

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地址、電話及申請日期，

並經簽名或蓋章？ 

準則 12 

五 
學校是否在接獲本案件申請或檢舉後 3個工作日

內交性平會調查處理？ 

性平法 30 

準則 12 

除有第

29條第

2項外 

六 

本案件是否已經媒體報導？ 

□是   □否 

若是，請簡述其對學校處理此事件之相關措施？

□啟動危機處理機制□媒體公關處理 

□其他措施                                 

 

七 

學校是否在收件後啟動危機處理相關機制？ 

□ 指派專人處理相關行政事宜，學校相關單位並

已配合協助。 

□ 確立發言人代表學校對外發言。 

□ 啟動學校安全維護機制。 

□ 採取必要之處置，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

權→□加害人調離職務□彈性出缺勤紀錄或

成績考核□避免報復措施□減低戶動機會□

其他措施             

性平法 23 

準則 13 

 

以學生

事務或

訓導處

為收件

單位 

八 

申請或檢舉案件經性平會會議決議是否成案？ 

□不成案→□敘明理由，20 日內書面通知 

□教示申復期限 

□提供申請調查者或相關當事人 

法律諮詢□輔導諮商 

□結案 

□成案，請繼續檢核以下程序 

性平法 29 

準則 14 
 

九 
□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後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或檢舉人受理決定。 

性平法 29 

準則 14 

十 

當事人若是未成年(20 歲以下)，是否通知其法定

代理人，並詢問是否要陪同調查？ 

加害人 

□有   □未曾   通知法定代理人 

□有   □沒有   陪同調查 

 



學校檢視序號 檢核項目 相關法律規定 備註 

被害人 

□有   □未曾   通知法定代理人 

□有   □沒有   陪同調查 

十一 

調查小組成員之組成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 具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佔成員總數三分之一

以上                           

                                           

性別比例： 

□女性佔成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 

□任一性別佔成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性平法 30 

準則 15、16 

調查小

組 3-5

人為原

則 

十二 

調查小組調查時，雙方當事人陳述意見之次數或

時間上各為何？ 

疑似受害人：     次，共     小時 

疑似行為人：     次，共     小時 

性平法 22 

十三 

學校處理相關事件期間，是否採取必要之隔離或

停課處置，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 

若有，請簡述之                           

性平法 23 

準則 19 

十四 

學校處理相關事件期間，是否採取必要協助措

施？ 

□ 是→□告知其得主張權益及救濟途徑□轉介

機構處理□提供心理輔導、保護措施或其

他協助                      

□ 否，原因為                          

性平法 24 

準則 20、21 

十五 

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內容是否符合相關法律規定？

□是→已包括□事實認定結果 

□事實認定理由 

□處理建議 

□否，請說明原因                      

性平法施行細

則 17 

十六 

性平會是否做出懲處建議？ 

□是，懲處理由                     

□否，原因為                          

是否命加害人為下列處置？ 

□是，□道歉□接受 8小時性平課程□接受心理

輔導□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否，原因為                          

性平法 25 

十七 

□性平會調查報告建議之懲處，涉及改變加害人

身分時，通知加害人向學校權責單位（例如教評

會、學生獎懲委員會）提出書面陳述意見？ 

準則 23 

十八 

學校主管相關單位，是否接受並確實執行性平會

之懲處建議？ 

□是，尊重性平會建議 

□否，請簡述之                            

性平法 35 

十九 
□行為人為教師，其懲處涉及停聘、解聘、不續

聘，已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二十 
性平會是否於受理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

查及議處，並將處理結果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

性平法 31 

準則 25 



學校檢視序號 檢核項目 相關法律規定 備註 

行為人？ 

□是→□於法定期限完成 

□以書面載明事實及理由通知申請人、檢

舉人及行為人 

□告知申復期限與受理單位 

□否，若延長，其原因為                     

二十一 

申請人或行為人是否提出申復？□是；□否 

若有提出申復，處理申復之程序： 

□召開會議研議□由秘書單位逕予駁回 

□申復駁回，理由：                       

□重新調查，理由：                       

性平法 32 

二十二 

本案件是否有社工人員或其他機構人員介入協

助？ 

□是   □否 

若是，請簡述其對學校處理此事件的影響？ 

                                    

防治準則 21 

二十三 

本案件是否有疑似洩密狀況？ 

□是   □否 

若是，其狀況為                    

性平法 22 

準則 18 

二十四 
□學校是否建立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及加害

人檔案資料？  
性平法 27 

二十五 

□ 加害人是否轉至其他學校就讀或服務？ 

□是   □否 

如是 

□ 知悉後一個月內已通報加害人現就讀或服務

的學校。 

□ 尚未通報，原因為                    

性平法 27 

二十六 

學校是否檢討加害人之懲處或教育結果？ 

□是，已檢討並追蹤執行結果 

□否，原因                            

 

教育部 96年 12

月 17 日台訓

（三）字第

0960164362B號

函示。 

二十七 

學校是否追蹤被害人之輔導成效？ 

□是→□已追蹤並評估輔導成效 

□評估後辦理結案 

□否，原因                            

 

教育部 96年 12

月 17 日台訓

（ 三 ） 字 第

0960164362B號

函示。 

二十八 

事件發生之後，學校是否增加校園之安全設施、

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活動或加強師生之教育宣

導？若有，請簡述之                        

 

其他意見、問

題或建議事項 
  

性平會執行秘書：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