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處要點 

中華民國 107年 12 月 28日沙區人字第 1070029913 號書函修正 

ㄧ、臺中市沙鹿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營造優質職場，提供免於性

騷擾之工作與服務環境，特規範本所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以建立

預防、懲處及處理機制，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臺中

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等相關規

定，訂定「臺中市沙鹿區公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處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性騷擾，係指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及性騷擾防治法

第二條規定之情形。 

三、本要點申訴作業程序適用於加害人或被害人為本所員工之性騷擾事

件。但不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規範之校園性騷擾事件。 

四、各單位應積極防治性騷擾事件之發生，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

處及補救等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名譽及隱私。  

五、本所由考績委員會委員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處理性騷擾申訴事

件(以下簡稱申訴事件)，並由主席擔任小組召集人，進行調查；小

組成員之女性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不足部分另行增補之，必要

時並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六、性騷擾事件之加害人或被害人為本所員工者，被害人或其代理人，

得以言詞或書面向加害人所屬機關提出申訴。申訴屬性騷擾防治法

規範之性騷擾事件者，申訴期間為一年。首長涉及性騷擾事件，適

用性別工作平等法者，應向具指揮監督權限之上級機關提出申訴；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者，應向臺中市政府府主管機關(社會局)提出申

訴。本所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窗口如下： 

    人事室專線電話 04-26622101轉 303、 

信箱 skjh30326@taichung.gov.tw。 

七、本所受理申訴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言詞申訴： 

      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書面紀錄，經向申訴人或代理人朗讀

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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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面提出： 

申訴人應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項：  

  1、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所或居所及聯

絡電話。申訴人有委任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

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

號碼、職業、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 

       2、申訴之事實及相關證據。  

       3、申訴日期。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定，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

訴人或代理人於十四日內補正。 

八、本所受理之申訴事件，其加害人及被害人均非屬本所員工者，除應

採取適當之緊急處理外，並應於七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資料移送加

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主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但加害人不明且非本所員工者，應移請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調查。 

九、本所申訴處理調查小組接獲性騷擾申訴案件後，應依下列程序進行

調查： 

(一)由召集人於三日內指派三人以上之成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

查，並推派一人繕寫調查報告。 

(二)專案小組應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調查證據，並得以書面通知

相關人員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或至適當場所訪談相關人

員，訪談時申訴人得由親友陪同調查，被申訴人亦得請求專案

調查小組同意，委託他人陪同調查。 

(三)專案小組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利害關

係人提供相關資料，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四)本所應於受理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於二

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  

   十、本所調查申訴事件時，應依據下列原則為之： 

   (一)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以不公開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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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及人格法益。 

 (二)調查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實施調查，並給予當事人充

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 

   (三)被害人陳述明確，已無詢問必要者，應避免重複詢問。  

   (四)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

請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五)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時，應避免其

對質。 

   (六)調查人員因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範圍內另作成書

面資料，交由當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七)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得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或

提供心理輔導及法律協助。 

    (八)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偵查或法院審理程序中，為申

訴、告訴、告發、提起訴訟、作證、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

之人，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十一、調查結果應作成書面通知當事人及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或社會局，

並應將處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及副知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十二、本所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申訴調查結果者，於期限屆滿

或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事件，當

事人得於二十日內向本所提出申復；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事件，

得於三十日內向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再申訴。  

  十三、申訴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申訴人非性騷擾事件之被害人或其代理人。  

  (二)非屬性騷擾範圍之事件。  

  (三)無具體之事實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住所。 

(四)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

正。 

  (五)同一事件已調查完畢，並將調查結果通知當事人。  

  (六)提起申訴逾期。  

本所不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時，應於收受申訴或移送之日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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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當事人及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或社會局。  

  十四、本所處理申訴事件作成之調查結果或不受理通知書，應附記不服

處理結果得提起申復或再申訴之期間及受理機關。 

十五、申訴案件作成決議前，得由申訴人或其授權代理人以書面撤回其

申訴；申訴經撤回者，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十六、申訴事件之調查人員在調查過程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

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  

              申訴事件之調查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調查有偏頗之虞。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申訴事件之調查單位為之，

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調查人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

意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調查人員在調查單位就該申請事件為准駁前，應停

止調查工作。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調查人員有第一項規定情形不自行迴避，且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

者，應由該調查單位命其迴避。  

  十七、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有關人員，對於知悉之內容應負保密責任，不

得對外洩漏。違反者，應即終止其參與並由本所依規定懲處。 

  十八、本所不得因員工提出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職、調職或

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十九、本所如有聽聞或媒體報導本機關人員涉及性騷擾情事者，應即時

通報、主動瞭解調查及作適當之處置，並於經被害人同意後依相

關法令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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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性騷擾事件之加害人為本所員工，其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者，

小組除得附帶懲處之建議外，並得命被申訴人道歉、以書面保證

決不再犯或為其他處理之建議，並速將調查結果送交考績委員會

為適當之懲處，並予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相同事件或報復情

事之發生；申訴之內容如經證實確為虛構者，除對被誣告者應為

回復名譽之處置外亦應對申訴人為適當之處理。  

二十一、性騷擾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本委員會得決議暫緩調查及評議。 

     二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性騷擾

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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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 

申 訴 人 身 分 □被害人本人 □被害人法定代理人 □被害人委任代理人 

 申訴人 一、姓名： 性別：□男 □女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二、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三、國籍別：□本國籍非原住民□本國籍原住民□大陸籍(含港澳) □外國籍 
□其他(含無國籍) 

四、身心障礙別：□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疑似身心障礙者□非身心障礙者 
□不詳 

五、教育程度：□學齡前□國小□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 
□不識字□自修□不詳 

六、職業：□學生□服務業□專門職業□農林漁牧□工礦業□商業□公務人員 
□教職人員□軍人□警察□神職人員□家庭管理□退休□無工作□其他 
□不詳

七、住（居）所： 

縣 鄉市 村 路 段 
市 鎮區 里  街 巷 弄 號 樓

八、公文送達(寄送)地址: □同上 □另列如下： 
 

九、服務或就學單位： 職稱： 

 （申訴人 

 為法定或 

 委任代理 

 人者，本 

 欄請填寫 

 被代理者 

 之資料） 

 

兩造資料 

 

被申訴人 一、姓名： 性別：□男□女□不詳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二、出生年月日：  □不詳 聯絡電話： 

三、國籍別：□本國籍非原住民□本國籍原住民□大陸籍(含港澳) □外國籍 
□其他(含無國籍) 

四、身心障礙別：□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疑似身心障礙者□非身心障礙者 
□不詳 

五、教育程度：□學齡前□國小□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 
□不識字□自修□不詳 

六、職業：□學生□服務業□專門職業□農林漁牧□工礦業□商業□公務人員 
□教職人員□軍人□警察□神職人員□家庭管理□退休□無工作□其他 
□不詳

七、住（居）所： 
縣 鄉市 村 路 段 
市 鎮區 里  街 巷 弄 號 樓

八、公文送達(寄送)地址: □同上 □另列如下： 
 

九、服務或就學單位： 職稱： 

兩造關係 □陌生人□(前)配偶或男女朋友□親屬□朋友□同事□同學□師生關係□客戶關係 
□醫病關係□信（教）徒關係□上司/下屬關係□網友□鄰居□追求關係□其他 

申訴內容 詳所附申訴書 

 

行為樣態 

□羞辱、貶抑、敵意或騷擾的言詞或態度(如：開黃腔、緊盯對方胸部、羞辱他人身材或打扮等)□跟   
蹤、尾隨、不受歡迎追求□毛手毛腳、掀裙子□偷窺、偷拍 

□展示或傳閱色情圖片、影音或騷擾文字□曝露隱私處 
□趁機親吻、擁抱或觸摸胸、臀或其他身殱隱私部位□其他 

事件發生

地點 

□私人住所□飯店旅館□餐毜□百貨公司、商場、賣場□休閒娛樂場所、KTV□宗教場所□夜店 
□醫療院所□校園□補習班□馬路□公園□大眾運輸系統□計程車□公共廁所□辦公場所 
□虛擬環境-科技設備(如網際網路、手機簡訊…等) □其他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移送到達日期 年 月 日（無者免填） 

 

調查過程 

一、   年   月  日，訪談□被害人      □加害人       □證人 

二、   年   月  日，訪談□被害人      □加害人       □證人 

三、   年   月  日，訪談□被害人      □加害人       □證人 

（依實際訪談次數、日期及對象填寫，可附歷次訪談紀錄，並可對當事人訪談過程中特殊狀況描述） 

相關證據 
一、附件一
二、附件二
三、附件三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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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人員 
一、
二、
三、 

 
 

（依實際調查人員及人數填寫其姓名） 

 

 

 

 

 

 

 

 

 

 

 

 

 

 

 

 

 

 
 

調查結果 

申訴人：○○○○○○(代號) 

被申訴人： 

主文 

本案經調查結果，認性騷擾事件 □成立 □不成立。 

事實及理由 

(一)事由 

 

 

 

 

 
 

(二)調查事項 

 

 

 

 

 
 

(三)認定理由 

 

 

 

 

 

 

 

(四)證據 

 

 

 

 

 
 

本案經申訴調查，決議如主文，性騷擾事件成立/不成立。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調查紀錄

製作日期 
年 月 日 調查

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