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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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1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544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宜瑾、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等 17 人，有鑑
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於調查實務上，因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考量迴避、公正性及專業性等原因，或學校
避免校內成員與行為人之同事情誼關係影響事件調查之公正
性，或因校內成員婉拒擔任調查小組成員，或當事人主張校
內多數人員應予迴避，實務運作上常有須組成成員全為學校
或機關成員以外人員之調查小組之情形。然為使法條文義更
教育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大字第 5 號裁定，學校之性別平等委員會所成立調查小組之成員
資格，於 2018 年 12 月 07 日修正前之規範為「必要時，部分小組成員得外聘」，修正後之
現行條文為「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然於 2018 修法前，若有調查小
組組織不合法瑕疵之情事發生，並業已提出調查報告，甚或作出相關實體決定者，是否仍
可適用現行條文，仍有所疑義。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大字第 5 號裁定認為於 2018 年 12
月 07 日所修正《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前，學校之性別平等委員會已受理之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於新法施行後，調查小組尚未處理或尚未處理終結（即尚未提出調
查報告）之事件，始有適用現行條文之餘地。如對於現行條文時之效力範圍是否溯及至調
查小組程序已完成（即已提出調查報告）者，甚或已作成行政處分者，相關機關應提出諸
如關於溯及適用之對象及範圍明確之法律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進行審議，由立法委員在
清楚此項法律修正適用係溯及立法之情形作成是否修正之立法決定，以符合法治國原則。

民造成之不利益未如刑罰嚴重，基於重大正當理由，公共福祉與信賴利益之衡量，於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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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當理由時始例外允許溯及效力。
三、現行條文之立法理由謂：「二、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實務上，因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考量迴避、公正性及專業性等原因，或學校避免校內成員與行為人之同事
情誼關係影響事件調查之公正性，或因校內成員婉拒擔任調查小組成員（自行迴避），或
當事人主張校內多數人員應予迴避，致常有須組成成員全為學校或機關成員以外人員之調
查小組之情形」，若現行條文時之效力無法溯及適用，對於 2018 年 12 月 07 日修正前，調
查小組程序已完成（即已提出調查報告），甚或已作成行政處分者，就程序上調查小組全
部聘任外部委員之情事，因適用 2018 年修正前之規範，而認其組織不合法，學校所作出之
實體決定仍有程序上之瑕疵，該違法之行政處分即遭撤銷。
四、承上，相關程序及調查流程將重新啟動，當事人恐將面對不必要之重複詢問，甚或二次創
傷之可能，或事件發生時點過於久遠、當事人已離開校園，除相關證據有滅失、當事人等
因記憶模糊而有陳述瑕疵之虞外，當事人雙方是否能配合調查，使調查結果能妥適評價該

於極為重要公益之必要，並為使條文文義更加明確，爰將現行條文時之效力溯及適用 2018
年 12 月 07 日修正生效前業已終結之程序法律關係，以資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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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三十條

條

文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

現

行

第三十條

條

文

說

明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至第七項

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
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

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
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

由外，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
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由外，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
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未修正。
二、依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
大字第 5 號裁定，學校之性
別平等委員會所成立調查小

處理。
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

處理。
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

組之成員資格，於 2018 年
12 月 07 日修正前之規範為

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
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

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
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

「必要時，部分小組成員得
外聘」，修正後之現行條文

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
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本法中

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
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本法中

為「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
得一部或全部外聘」，然於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調查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亦同

2018 修法前，若有調查小
組組織不合法瑕疵之情事發

小組成員全部外聘且依本法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提出

。
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

生，並業已提出調查報告，
甚或作出相關實體決定者，

報告者，其組成為合法。
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

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
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且其

是否仍可適用現行條文，仍
有所疑義。最高行政法院

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
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且其

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

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

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
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

109 年度大字第 5 號裁定認
為於 2018 年 12 月 07 日所
修正《性別平等教育法》施
行前，學校之性別平等委員

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
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

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

會已受理之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於新法

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

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
現所屬學校之代表。

施行後，調查小組尚未處理
或尚未處理終結（即尚未提

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
現所屬學校之代表。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
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

出調查報告）之事件，始有
適用現行條文之餘地。如對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
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

查時，行為人、申請人及受
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

於現行條文時之效力範圍是
否溯及至調查小組程序已完

查時，行為人、申請人及受
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

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

成（即已提出調查報告）者
，甚或已作成行政處分者，

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

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
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

相關機關應提出諸如關於溯
及適用之對象及範圍明確之

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
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

用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

法律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
進行審議，由立法委員在清

用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

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
程序進行之影響。

楚此項法律修正適用係溯及
立法之情形作成是否修正之

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

立法決定，以符合法治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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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進行之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

調查處理時，應衡酌雙方當
事人之權力差距。

調查處理時，應衡酌雙方當
事人之權力差距。

則。
治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及信
賴保護之要求。惟真正溯及
效力對人民造成之不利益未
如刑罰嚴重，基於重大正當
理由，公共福祉與信賴利益
之衡量，於特別之正當理由
時始例外允許溯及效力。
四、現行條文之立法理由謂：
「二、原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實務上
，因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考
量迴避、公正性及專業性等
原因，或學校避免校內成員
與行為人之同事情誼關係影
響事件調查之公正性，或因
校內成員婉拒擔任調查小組
成員（自行迴避），或當事
人主張校內多數人員應予迴
避，致常有須組成成員全為
學校或機關成員以外人員之
調查小組之情形」，若現行
條文時之效力無法溯及適用
，對於 2018 年 12 月 07 日
修正前，調查小組程序已完
成（即已提出調查報告），
甚或已作成行政處分者，就
程序上調查小組全部聘任外
部委員之情事，因適用
2018 年修正前之規範，而
認其組織不合法，學校所作
出之實體決定仍有程序上之
瑕疵，該違法之行政處分即
遭撤銷。
五、承上，相關程序及調查流
程將重新啟動，當事人恐將
面對不必要之重複詢問，甚
或二次創傷之可能，或事件
發生時點過於久遠、當事人
已離開校園，除相關證據有
滅失、當事人等因記憶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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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陳述瑕疵之虞外，當事
人雙方是否能配合調查，使
調查結果能妥適評價該行為
人之行為不無疑問，恐徒增
校內外之爭議，並有嚴重影
基於極為重要公益之必要，
並為使條文文義更加明確，
爰將現行條文時之效力溯及
適用 2018 年 12 月 07 日修
正生效前業已終結之程序法
律關係，以資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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