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性騷擾與性別歧視防治及處理要點
第一點、第六點、第十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教 育 部 ( 以 下 簡 稱 本 一、教 育 部 ( 以 下 簡 稱 本 一、為配合行政院暨所屬
部)為提供所屬員工、

部)為提供所屬員工、

機關(構)檢討運用勞

勞務承攬派駐勞工、求

派遣勞工、求職者、實

動派遣實施計畫，教育

職者、實習生、技術生

習生、技術生及受服務

部(以下簡稱本部 )訂

及受服務人員免於性

人員免於性騷擾及性

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

騷擾及性別歧視之環

別歧視之環境，預防性

(構)學校派遣人力檢

境，預防性騷擾行為之

騷擾行為之發生並消

討作業原則」，自一百

發生並消除性別歧

除性別歧視，於知悉有

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本

視，於知悉有性騷擾或

性騷擾或性別歧視之

部不再進用勞動派遣

性別歧視之情形時，採

情形時，採取適當之糾

人員，原由勞動派遣人

取適當之糾正、補救、

正、補救、申訴、懲處

力執行之業務，部分改

申訴、懲處及其他處理

及其他處理措施，以維

以勞務承攬方式辦

措施，以維護當事人權

護當事人權益及隱

理，爰依據政府機關

益及隱私，特依性別工

私，特依性別工作平等

(構)運用勞務承攬參

作平等法第十三條第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考原則第三點規定，將

一項、性騷擾防治法第

三十三條及性騷擾防

勞務承攬派駐勞工納

七條第二項及工作場

治法第七條第二項及

入本要點適用對象。

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三十三條規定，受僱者

則規定，訂定本要點。

訂定準則規定，訂定本

發現雇主違反該法有

要點。

關促進平等措施規定
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訴，其申訴處理辦法
並由地方主管機關定
之，尚非由本部訂定，
爰刪除該條為本處理
要點之法規依據。

六、本部設置處理性騷擾 六、本部設置處理性騷擾 為避免因業務調整致經常
及性別歧視申訴專線

及性別歧視申訴專線 更換申訴專線電話及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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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77366139)、傳

電話(02-77366135)、傳 信箱，爰將承辦單位主管人

真(02-23976946)、電子

真(02-23976946)、電子 員之電話設為申訴專線電

信

信

箱

箱 話，並明列申訴專用電子信

(pmgender@mail.moe.

(frankie@mail.moe.go 箱。

gov.tw)，並於本部網

v.tw)，並於本部網頁

頁或適當場所公告之。

或適當場所公告之。

十一、本會評議程序如下：十一、本會評議程序如下：一、第一款配合本要點適
(一) 接獲性 騷擾 或性別

(一) 接獲性 騷擾 或性別

用對象修正，明定勞務

歧視申訴後，交由當

歧視申訴後，交由當

承攬派駐勞工為性騷

月輪值 之委 員於五

月輪值 之委 員於五

擾或性別歧視案件當

日內確認是否受

日內確認是否受

事人之調查機制。

理。召集人就受理之

理。召集人就受理之 二、其餘未修正。

申訴案件，應於申訴

申訴案件，應於申訴

或移送 到達 之日起

或移送 到達 之日起

七日內 指派 三人以

七日內 指派 三人以

上之委 員組 成專案

上之委 員組 成專案

小組進行調查。當事

小組進行調查。當事

人如為 勞務 承攬派

人如為派遣勞工，應

駐勞工，應與勞務承

與派遣 事業 單位共

攬人共同調查，並將

同調查，並將結果通

結果通 知 勞 務承攬

知派遣 事業 單位 及

人及當事人。

當事人。

(二) 調查結束後，由專案 (二) 調查結束後，由專案
小組委 員將 結果作

小組委 員將 結果作

成調查報告書，提本

成調查報告書，提本

會評議。

會評議。

(三) 性騷擾 申訴 案件應

(三) 性騷擾 申訴 案件應

依其性質，依工作場

依其性質，依工作場

所性騷 擾防 治措施

所性騷 擾防 治措施

申訴及 懲戒 辦法訂

申訴及 懲戒 辦法訂

定準則 第十 一條或

定準則 第十 一條或

性騷擾 防治 法第十

性騷擾 防治 法第十

三條第三項規定，完

三條第三項規定，完

成評議。

成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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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對 申訴 案件之

(四) 本會對 申訴 案件之

評議，應作出成立或

評議，應作出成立或

不成立之決定。決定

不成立之決定。決定

成立者，應作成懲處

成立者，應作成懲處

建議及 其他 適當處

建議及 其他 適當處

理之建議；決定不成

理之建議；決定不成

立者，仍應視情節，

立者，仍應視情節，

為必要處理之建議。

為必要處理之建議。

(五) 本會之評議結果，應 (五) 本會之評議結果，應
以書面 通知 申訴人

以書面 通知 申訴人

及申訴人之相對

及申訴人之相對

人，其內容應包括評

人，其內容應包括評

議結果之理由。申訴

議結果之理由。申訴

案件依 性騷 擾防治

案件依 性騷 擾防治

法第十 三條 第一項

法第十 三條 第一項

規定提出者，其書面

規定提出者，其書面

通知內 容應 包括再

通知內 容應 包括再

申訴之 期限 及受理

申訴之 期限 及受理

機關，並應通知機關

機關，並應通知機關

所在地 直轄 市、縣

所在地 直轄 市、縣

(市)政府。

(市)政府。

(六) 第四款 懲處 建議及

(六) 第四款 懲處 建議及

處理對 象屬 本部員

處理對 象屬 本部員

工者，應簽陳部次長

工者，應簽陳部次長

核定後，移請人事處

核定後，移請人事處

辦理懲 處或 由相關

辦理懲 處或 由相關

單位執行裁決事

單位執行裁決事

項。非 屬本 部員工

項。非 屬本 部員工

者，應函知其服務機

者，應函知其服務機

關(構)、部隊、學校、

關(構)、部隊、學校、

僱用人 或依 有關法

僱用人 或依 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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