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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4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276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思銘等 19 人，針對 108 年全文修正、109 年 6 月
30 日施行之教師法，雖已將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案件納入不適任教師之查閱範圍，惟該法條僅適用於具教師
身分者，未及於非屬專任教育人員，爰提案修正「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以完備學校其他人員之列管，維
護兒少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108 年修正、109 年實施之「教師法」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得查閱教師是否有受「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
條規定處罰，以及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
定處罰，其聘任不予通過，或者予以解聘。
二、然 107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修正時，關於學校進用、運用之其他人員，
僅得查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規定建
立之受處罰者資料庫，決定是否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與新修
正之教師法顯有落差。
三、109 年 7 月 16 日監察委員高鳳仙針對 108 年臺南市新東國中課後社團教師李俊穎性騷擾、
性侵女學生案對教育部提出糾正，李俊穎曾於 100 年 5、6 月間與 18 歲以上之人、16 歲以
上未滿 18 歲之人為性交易，涉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現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案件，102 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刑確定。新東國中雖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查閱李俊穎是否涉犯性侵害相關罪嫌，卻因其
所犯為兒少性剝削條例尚未納入查閱範圍而對李俊穎犯行毫無所悉。
四、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108 年全文修正、109 年 6 月 30 日施行之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雖已將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納入不適任教師之查閱範圍，惟該法
條僅適用於具教師身分者，以本案李俊穎屬課後社團教師等非屬專任教育人員，尚無法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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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五、綜上，為完備學校其他人員之列管，維護兒少安全，爰提案修正「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
十七條之一，比照教師法納入學校其他人員聘用前、後得查閱是否曾受「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處
罰，決定其是否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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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七條之一 學校聘任、
任用之教育人員或進用、運
用之其他人員，經學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
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
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第二十七條之一 學校聘任、
任用之教育人員或進用、運
用之其他人員，經學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
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
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一、學校聘用之人員人員常須
與兒童及少年長時間接觸，
其品格及犯罪前科有以較高
標準審查之必要，然現行條
文並未規範受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前身為「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規定處罰者，不得擔任學

一、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
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
二、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非屬情節重大，而有必
要予以解聘、免職、終止
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並經審酌案件情節，議
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
任用、進用或運用。
有前項第一款情事者，
各級學校均不得聘任、任用

一、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
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
二、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非屬情節重大，而有必
要予以解聘、免職、終止
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並經審酌案件情節，議
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
任用、進用或運用。
有前項第一款情事者，
各級學校均不得聘任、任用

校人員，恐有危害學生安全
之可能。
二、又，參酌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規定
，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者，亦
不適任學校人員。
三、爰修正第六款，增加授權
主管機關除原規定之性騷擾
防治法第二十條外，亦得協
助學校查閱聘用人員是否受

、進用或運用，已聘任、任
用、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
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
係或終止運用關係；有前項
第二款情事者，於該議決一
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期間，亦同。
非屬依第一項規定予以
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
或終止運用關係之人員，有
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經學

、進用或運用，已聘任、任
用、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
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
係或終止運用關係；有前項
第二款情事者，於該議決一
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期間，亦同。
非屬依第一項規定予以
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
或終止運用關係之人員，有
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經學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九十七條之處罰，
決定其是否適任，並弭平與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落
差。

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查證
屬實者，不得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已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
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
或終止運用關係；非屬情節

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查證
屬實者，不得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已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
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
或終止運用關係；非屬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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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行為

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行為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查證屬實並議決一年至四
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
運用者，於該議決期間，亦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查證屬實並議決一年至四
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
運用者，於該議決期間，亦

同。
有前三項情事者，各級
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辦理
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同。
有前三項情事者，各級
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辦理
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學校聘任、任用教育人
員或進用、運用其他人員前
，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
規定，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

學校聘任、任用教育人
員或進用、運用其他人員前
，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
規定，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

犯罪紀錄，及依第七項所定
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已聘
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

犯罪紀錄，及依第七項所定
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已聘
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

應定期查詢。
各級主管機關協助學校
辦理前項查詢，得使用中央
社政主管機關建立之受兒童

應定期查詢。
各級主管機關協助學校
辦理前項查詢，得使用中央
社政主管機關建立之依性騷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九十七條暨性騷擾防治

擾防治法第二十條規定受處
罰者之資料庫。
前三項之通報、資訊之
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

法第二十條之規定處罰者之
資料庫。
前三項之通報、資訊之
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人員
適用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公務人員相關法律或
陸海空軍相關法律者，其解
聘、停聘、免職、撤職、停
職或退伍，依各該法律規定
辦理，並適用第四項至前項
規定；其未解聘、免職、撤
職或退伍者，應調離學校現
職。
前項以外人員，涉有第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人員
適用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公務人員相關法律或
陸海空軍相關法律者，其解
聘、停聘、免職、撤職、停
職或退伍，依各該法律規定
辦理，並適用第四項至前項
規定；其未解聘、免職、撤
職或退伍者，應調離學校現
職。
前項以外人員，涉有第
一項或第三項情形，於調查
期間，學校或主管機關應經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令
其暫時停職；停職原因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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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或第三項情形，於調查

後復職者，其未發給之薪資

期間，學校或主管機關應經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令
其暫時停職；停職原因消滅
後復職者，其未發給之薪資

應依相關規定予以補發。

應依相關規定予以補發。

委 399

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