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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妝那麼濃、裙子那麼短、穿那麼少』、
『一個女孩子家，晚上還在外面遊盪』就是
自招危險 

男兒有淚不輕彈 

男主外、女主內 

女生要穿粉紅色、男生要穿藍色 

 

 

 



性別帶來的差異與不平等 

傳統習俗：初一不能回娘家 

遺產繼承、分配 



職業上的性別現象 

男多於女：交通運輸、勞力密集、高風險 

女多於男：醫療照護、教育、家事工作 



性別平等議題包含的層面 

社會生活 

家庭生活 

工作或經濟 

人身安全 

教育文化 

法律政治 

福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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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的目標 

性別平等是一個全面化及多元化的目標，在
各個面向的推展下，達到性別互動、互助、
尊重及和諧的社會關係。 

性別歧視禁止，任何人以言語、行為對特定
性別、性取向、性別特質為差別對待，或製
造敵意環境，就是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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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性別平等的路上 

國家將性別平等推動列為重要政策綱領 

台灣性別現況及發展 

傳統職業隔離現象漸漸轉變 

禁止因性別而產生薪資差距 

女性參與公共、政治事務比例上升 

強化性騷擾防治 



不可不知的法治上的進步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 

出生性別相關醫療法規及函釋 



何謂性騷擾 

 性別騷擾：指帶有性別歧視或偏見的言詞，以侮辱、貶抑或
敵視某一性別的言詞或態度，嘲諷、羞辱或貶抑他人的生理
性別、性別特質、或性傾向之價值或尊嚴。 

 性引誘、性挑逗：一切不受歡迎、不合宜或帶有帶有性暗示
的口語或肢體動作的行為。 

 性賄賂：以索求性服務或與性有關的行為，來作為交換權益
或處罰的手段或行為。 

 性要脅、性攻擊：以違反他人意願，以強暴、脅迫等手段強
制他人為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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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法之性騷擾定義 

(性騷法第2條)(行政責任) 

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
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
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
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
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
之進行。 

 



性工法之性騷擾定義 

(性工法第12條) (行政責任) 
 敵意式環境性騷擾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
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
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
工作表現。 

 交換式性騷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之成立、存續、
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升遷、降調、獎懲等之交
換條件。 

 



性騷法之強制觸摸罪 

(性騷法第25條)(刑事責任)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
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不論是工作場所或校園、校園外非工作場所之性騷擾行為，
皆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適用。 

 



職場性騷擾 

 要件：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被任何人性騷擾。 

 雇主應依其內部訂定之申訴處理辦法處理，如人數少於30人
以下，雖不必公開揭示處理辦法，但仍應處理。 

 雇主不處理者，受害員工得請求加害人及雇主的民事損害賠
償責任；及對雇主向地方主管機關（勞工局）提出行政申訴。 



一般性騷擾 

 要件：被害人得於事件發生後一年內，向加害人所屬機關、
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直轄市、縣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有加害人所屬機關者，由加害人所屬機關調查；無所屬機關
者，由警察機關調查；如加害人是最高負責人者，向主管機
關申訴。 

 對申訴不服者，得向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民事請求。 

 刑事告訴(性騷法第25條)。 



 
性騷擾態樣 

言詞騷擾 

肢體騷擾 

其他型態 

16 

1.言談間將討論主題帶到性或
性別方面、開黃腔 
2.追問個人的性隱私、性傾向 
3.對於個人衣服、身材或外表
予「性」方面的評語 
4. 發表歧視同性戀之言語 
5. 發表歧視性別之言語 
 
 



 
性騷擾的態樣 

肢體騷擾 

1.觸摸身體或隱私部位 
2.毛手毛腳、摸手 
3.故意貼近、親近、擦撞、撫摸
對方之身體或隱私部位 
4.強吻 
5.不令人歡迎的勾肩搭背 
 
 
 

言詞騷擾 

其他型態 
17 



 
性騷擾的態樣 

其他型態 

1.尾隨跟蹤 
2.過度追求 
3.簡訊騷擾 
 

言詞騷擾 

 

肢體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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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迷思1 

 

 我沒有當場表現生氣、跟他人反應，會不會被認為不構成性
騷擾？ 

 



性騷擾迷思2 

 行為人說他沒有性騷擾的意思，是不是就不構成性騷擾? 

 有沒有被性騷擾誰說了算： 

以被害人的感覺為準，而且一般正常人遇到跟被害人一樣的事，
也有一樣不舒服的感覺 

 



性騷擾的迷思3 

 碰觸哪裡才算性騷擾? 

 性騷法第2條及性工法第12條所稱性騷擾與性騷法第25條乘
人不及抗拒觸摸罪不同(刑事犯罪)，後者為親吻、擁抱、觸
摸臀部胸部或身體隱私部位，但前者不限於此，只要使人不
受歡迎的言詞、行為都會構成性騷法第2條、性工法第12條
之性騷擾(行政不法)。 



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 

 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
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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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告訴(觸摸) 



性騷擾情事之申訴或告訴途徑可分別或同時進行 

行政程序：依性工法 、性騷法提出行政申訴。 

懲處結果：行為人或其雇主的責任繳交罰鍰給國庫；公司將

騷擾者調職、降職、減薪、要求道歉。。 

刑事告訴程序：依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或刑法規定對騷

擾者提出刑事告訴。 

懲處結果：行為人被判刑或科處罰金。 

民事程序：依民法對行為人或雇主提出民事賠償之聲請 

結果：由法院判決行為人對受害者所受到的身體或精神損害

做出賠償。 



兩法申訴程序之比較 
性工法 性騷法 

申訴程序 被害人得以言詞或書
面向雇主提出性騷擾
事件申訴。 

 

一、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得向
申訴時加害人所屬機關、部
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提出申訴。 

二、加害人為機關首長、部
隊主管（官）、學校校長、
機構之最高負責人、僱用人
時，應向該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提出申訴。 

 



兩法申訴時效之比較 

性工法 性騷法 

申訴
時效 

事件發生後10年內。 事件發生後1年內。 



兩法受理程序之比較 
性工法 性騷法 

申訴受理
程序 

雇主處理性騷擾
之申訴，應以不
公開之方式為之。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訴後，於7

日內將該案件移送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或僱用人調查，並予錄案列管；加害人不明
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
人時，應移請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調查。 

二、非加害人所屬之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
僱用人接獲性騷擾之申訴時，仍應採取適當之緊
急處理，並應於7日內將申訴書相關資料移送其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三、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
人或性騷擾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不受理性騷擾
申訴時，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20日內，以
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應敘明理由。 

四、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或再申訴時，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 

 



兩法調查機關如何組成之比較 
性工法 性騷法 

調查機關之組
成 

雇用受僱者達30人以
上之雇主，為處理性
騷擾之申訴，得由雇
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
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
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
相當比例。 

一、組織成員或受僱人達
30人以上之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處
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時，
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單位，
並進行調查。 

二、調查單位成員其成員
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
二分之一，並得視需要聘
請專家學者擔任調查單位
成員。 

 



兩法調查成員迴避規定之比較 
性工法 性騷法 

調
查
成
員
之
迴
避 

無迴避規定。
(宜比照性
騷法) 

性騷擾事件申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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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三親等內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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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該事件，現為或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二、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之事由： 

1.自行迴避之事由而不迴避者。 

2.具體事實，足任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兩法調查程序及調查原則之比較 

性工法 性騷法 

調
查
程
序
及
調
查
原
則 

一、保密原則：雇主接獲
申訴後，得進行調查，調
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
私權及其他人格法益。 

二、雇用30人以上之雇主
於訴處理委員會召開時，
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
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
學識經驗者協助。 

三、申訴應自提出起3個
月內結案。 

四、雇主不得因受僱者提
出性騷擾事件之申訴或協
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雇、
調職或其他不利處 

分。 

 

 

 

 

一、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給
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被害人陳述明確，已
無詢問必要者，應避免重複詢問。 

二、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
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三、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
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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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
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
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六、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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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機關、部隊、學校或僱用人，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
日起7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2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
延長１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
人不服其調查結果者，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通
知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提
出再申訴。 



兩法不服調查結果之救濟程序比
較 

性工法 性騷法 

救
濟
管
道 

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性騷擾防
治義務或未採取糾正、補救措施時，向
地方主管機關申訴後，雇主、受僱者或
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有
異議時，得於10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
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
起訴願。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中
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所為之
處分有異議時，得依訴願法及行政訴訟
程序，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公務
人員、教育人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
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逾 

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調查結果 

者，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 

通知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兩法調查結果及處置之比較 

性工法 性騷法 

調
查
結
果
及
處
置 

一、雇用30人以上之雇主，其申訴處理委員
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做成懲戒或其他
處理之建議。 

 
二、雇用30人以上之雇主，其申訴處理委員
會之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人之
相對人及雇主。 

 
三、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雇主應視情節
輕重，對申訴之相對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得要求道歉、調職、降職、減薪或解僱等） 

 
四、如經申訴處理委員會證實有誣告之事實，
對申訴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五、雇主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
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並避免相同事件或
報復情形發生。 

 

 

 

 

 

一、機關、部隊、學校或僱用人就
性騷擾事件調查及處理結果應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內容應包括處
理結果之理由、再申訴之期限及受
理機關。 

二、性騷擾事件經調查屬實，加害
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
僱用人，應視情節輕重對加害人為
適當之懲處，並予以追蹤、考核、
監督，避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
發生。 



罰則 
性工法 性騷法 

罰
則 

一、受僱者或求職者因性騷擾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之各種
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件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
生者，雇主不負賠償責任。如被害人因雇主免責規定而不能
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濟
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二、雇主賠償損害時，對於為性騷擾之行為人，有求償權。 

 
三、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未於性騷擾事件發生時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或補救措施而受有損害者，雇主應負賠償責任。 

 
四、二與三之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
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或僱用人對於
在性騷擾事件申訴、
調查、偵查、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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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當之
差別待遇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 



 違反當事人意願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造成當事人負面影響 

 被害人感受符合合理被害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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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性別比的自然比例 

 

 人類生男生女並非純然1比1的機率，人口學家認為新生兒正
常的人口比約為104，在人口統計學上，一般正常範圍則在
102至105之間。高於或低於這個數字，背後則可能隱藏了環
境、社會、醫療等因素。 

 根據世界銀行2012年估計，中國大陸的新生兒性別比為119、
韓國為110、印度為108，在全世界人口超過一千萬的國家裡
分列第一、第二。臺灣為108，新加坡為107，為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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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嬰兒性比例 

108年 108年 

出生登記 

嬰兒人數 嬰兒性比例 

縣市 人 縣市 女=100 

總 計 177,767 總平均 107.84 

新北市 28,387 連江縣 121.21 

桃園市 22,841 臺東縣 114.66 

臺中市 21,602 花蓮縣 112.23 

臺北市 21,468 苗栗縣 112.21 

高雄市 19,447 基隆市 111.79 

彰化縣 12,408 雲林縣 111.70 

臺南市 11,841 新竹縣 109.51 

屏東縣 4,764 桃園市 108.96 

新竹縣 4,452 臺中市 108.92 

雲林縣 4,251 彰化縣 108.92 

新竹市 3,918 嘉義市 108.73 

南投縣 3,174 嘉義縣 108.14 

宜蘭縣 3,096 新竹市 107.96 

苗栗縣 3,077 臺南市 107.26 

嘉義縣 2,966 臺北市 107.06 

花蓮縣 2,430 高雄市 106.73 

基隆市 2,084 新北市 106.57 

嘉義市 1,722 澎湖縣 105.83 

臺東縣 1,494 宜蘭縣 104.76 

金門縣 1,211 南投縣 104.64 

澎湖縣 988 屏東縣 104.20 

連江縣 146 金門縣 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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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嬰兒性比例 

107年 107年 

出生登記 

嬰兒人數 嬰兒性比例 

縣市 人 縣市 女=100 

總 計 181,601 總平均 107.01 

新北市 28,927 連江縣 121.67 

臺北市 22,849 嘉義市 116.78 

臺中市 22,646 澎湖縣 114.36 

桃園市 22,583 南投縣 111.10 

高雄市 20,107 雲林縣 111.01 

彰化縣 12,527 臺東縣 110.98 

臺南市 12,379 新竹縣 110.06 

屏東縣 4,599 花蓮縣 109.29 

新竹縣 4,449 基隆市 109.21 

雲林縣 4,100 高雄市 108.67 

新竹市 4,019 桃園市 108.14 

苗栗縣 3,346 金門縣 107.27 

南投縣 3,232 新北市 106.96 

宜蘭縣 3,055 宜蘭縣 106.84 

嘉義縣 2,559 臺北市 106.44 

花蓮縣 2,411 臺南市 106.18 

基隆市 2,180 臺中市 105.95 

嘉義市 1,886 屏東縣 105.04 

臺東縣 1,479 彰化縣 104.52 

金門縣 1,254 嘉義縣 103.42 

澎湖縣 881 新竹市 101.45 

連江縣 133 苗栗縣 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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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嬰兒性比例 

106年 106年 

出生登記 

嬰兒人數 嬰兒性比例 

縣市 人 縣市 女=100 

總 計 193,844 總平均 107.62 

新北市 31,611 連江縣 131.67 

臺北市 25,042 澎湖縣 123.71 

臺中市 24,338 金門縣 111.74 

桃園市 23,356 屏東縣 111.21 

高雄市 20,260 臺中市 110.54 

臺南市 13,773 嘉義市 110.50 

彰化縣 13,070 花蓮縣 110.28 

新竹縣 4,953 新竹縣 110.23 

屏東縣 4,824 宜蘭縣 108.52 

雲林縣 4,533 臺東縣 108.43 

新竹市 4,287 高雄市 108.20 

苗栗縣 3,844 桃園市 107.85 

南投縣 3,336 彰化縣 107.49 

宜蘭縣 3,328 臺南市 106.93 

嘉義縣 2,803 新竹市 106.90 

花蓮縣 2,372 苗栗縣 106.89 

基隆市 2,248 新北市 105.93 

嘉義市 1,924 臺北市 105.87 

臺東縣 1,484 嘉義縣 105.35 

金門縣 1,281 南投縣 104.66 

澎湖縣 1,038 雲林縣 103.91 

連江縣 139 基隆市 1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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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嬰兒性比例 

105年 105年 

出生登記 

嬰兒人數 嬰兒性比例 

縣市 人 縣市 女=100 

總 計 208,440 總平均 107.80 

新北市 34,331 連江縣 127.78 

臺北市 27,992 臺東縣 114.78 

臺中市 25,655 臺南市 111.76 

桃園市 23,786 嘉義縣 110.89 

高雄市 21,757 宜蘭縣 110.70 

臺南市 14,698 南投縣 110.07 

彰化縣 13,807 金門縣 109.23 

新竹縣 5,556 屏東縣 109.09 

屏東縣 5,129 桃園市 108.45 

雲林縣 4,774 臺中市 108.41 

苗栗縣 4,756 彰化縣 108.00 

新竹市 4,597 臺北市 107.55 

南投縣 3,630 新竹縣 107.08 

宜蘭縣 3,525 新北市 106.90 

嘉義縣 2,923 苗栗縣 106.69 

花蓮縣 2,682 高雄市 106.66 

基隆市 2,548 澎湖縣 106.58 

嘉義市 2,211 新竹市 105.77 

臺東縣 1,555 雲林縣 104.89 

金門縣 1,360 花蓮縣 104.73 

澎湖縣 1,004 嘉義市 104.16 

連江縣 164 基隆市 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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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性別比失衡 

 禁止性別篩檢 

 國人仍有重男輕女觀念，過去以性別檢測與精蟲分離術獲取
每案1至2萬元之高利，造成持續的性別失衡 

 100年起啟動相關導正性別失衡之措施 

 禁止懷孕前以性別檢測、精蟲分離術篩選性別，禁止懷孕以
後檢測胎兒性別（包括以母血檢驗、以絨毛膜取樣、或以超
音波檢視）後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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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生殖法第16條第3款：「實施人工生殖，不得選擇胚胎
性別，但因遺傳疾病之原因，不在此限」。違反者，依同法
第32條、第35條、第37條規定，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
元以下罰鍰；其行為醫師，並依醫師法規定移付懲戒；主管
機關得廢止醫療機構實施人工生殖、接受生殖細胞之捐贈、
儲存或提供之行為之許可，自受廢止日起2年內，不得重新
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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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生保健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1：「本法第9條第1項第6款所
定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不得以
胎兒性別差異作為認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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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法第108條：「醫療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5

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
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處1個
月以上1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三、執行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四、使用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六、從事有傷風化或危害人體健康
等不正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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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月13日衛署醫字第
1000200809號令 

 「醫師執行非性聯遺傳疾病診斷所施行產前性別篩選之處置，
或僅以胎兒性別差異為由進行之人工流產等行為，為醫師法
第28條之4第1款規定不得從事之醫療行為」。違者，依醫師
法第28條之4規定，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1個月以上1年以下或廢止其
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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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3月23日衛署醫字第
1010260718號令 

 「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執行非性聯遺傳疾病診斷之產前
胎兒性別檢驗行為，為醫事檢驗師法第36條第2款規定於業
務上不正當行為」。違者，依醫事檢驗師法第36條規定，處
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處1個
月以上1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其涉及刑事責
任者，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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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8月24日署授國字第
1000401707號函釋 

 為尊重生命倫理，避免出生性別失衡，有關執行產前遺傳診
斷（如：絨毛膜、羊膜穿刺檢查、胚胎前遺傳診斷/篩檢
（PGD/PGS）…等），除非基於醫學理由，否則，提供予
民眾之報告內容不得記載性別，並禁止以任何形式向民眾揭
露胚胎或胎兒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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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2月9日衛署醫字第
0999001796號函釋 

 醫院、診所及檢驗中心網站刊登提供胎兒性別篩選服務之廣
告內容，如涉及刊登「胎兒性別鑑定」、「SRY性別診斷」、
「胎兒性別母血篩檢」，或整體廣告內容有暗示、影射提供
胎兒性別篩選服務等之原則，得依97年12月30日衛署醫
0970219527號函釋關於醫療法第86條第7款之「以其他不正
當方式為宣傳」 之事項，涵括「其他違背醫學倫理或不正當
方式(如國內尚未使用之醫療技術等)之宣傳」 查處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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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2月25日衛署醫字第
1000062024號函釋 

 醫院於網頁內容刊登「精蟲分離術」之廣告，是否違反醫療
法第85條規定函釋認，醫療機構以網際網路提供之資訊，仍
不得違反醫療法規定，並應符合醫療機構網際網路資訊管理
辦法。其中97年12月30日衛署醫0970219527號函關於醫療
法第86條第7款之「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 之查處認定
事項，已涵括「其他違背醫學倫理或不正當方式(如國內尚未
使用之醫療技術等)之宣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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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3月2日衛署醫字第
1000260800號函釋 

 於新聞台刊播「性別篩選」廣告，利用母血胎兒性別檢測之
醫療行為依100年1月13日函釋意見以，當至機構現場稽查時，
如於機構之送檢檢體、檢體標示、送檢項目、檢體收/送紀錄
內，查獲登載與母血胎兒性別檢測或性別篩選相關送檢檢體
或標示，即可判定利用母血胎兒性別檢測之醫療行為。 

 廣告內容雖稱性別篩選之方法無涉醫療及藥物等情，仍應視
整體廣告內容據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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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11月7日衛署醫字第
84070117號函釋 

 醫療法第62條(現行法87條)第1項明定，廣告內容暗示或影射
醫療業務者，視為醫療廣告。其所稱「暗示」、「影射」，
係指以某種刺激或假借某種名義，誘導、眩惑民眾達到招徠
醫療業務目的而言，因此廣告內容雖未明示「醫療業務」，
惟綜觀其文字、方式、用語已具招徠他人醫療之效果者，則
視為醫療廣告。至於何者為暗示、影射，宜就個案依社會通
念，本諸經驗法則認定之，係屬行政處分之妥當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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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3月4日衛授食字第
1001600760號函釋 

  藥事法及醫療器材管理辦法規定，商品化之性染色體相關遺
傳（即性聯遺傳）疾病檢測試劑應以醫療器材列管，並由藥
商依藥事法規定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醫療器材查驗登記，
經核發許可證後，始得製造、輸入販售。該等商品不得用於
胎兒性別預測，並應於仿單上加註「本產品不得用於檢測性
聯遺傳疾病以外之胎兒性別」，違者依藥事法第66條及第92

條規定，處新台幣2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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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8月9日衛署醫字第
1000201068號函釋 

 加強稽查醫事檢驗、生技公司及實驗室是否非法執行性別篩
檢業務：按性別篩檢作為墮胎用途係屬醫師法第28-4所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另查醫事檢驗師法
第12條第2項及第17項第2項規定，醫事檢驗師（生）執行業
務，應依醫師開具之檢驗單為之；同法第33條亦規定，「未
取得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資格而執行醫事檢驗業務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爰此，醫事檢驗所、生技公司及實
驗室執行性別篩檢業務應依前揭規定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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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性別主流化？ 

 「世界衛生組織」(WHO） 定義： 

 (1)評估任何計畫的行動對女性 和男性的影響過程，包括在
任何領域以及各個層級的立法、政策或實施方案； 

 (2)這是一個將女性與 男性所關注的，以及將他/她們的經驗
融入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政策和程序的設計、實施、監
測、 以及評估的策略； 

 (3)當社會達到性別主流化，男女不平等便不會持續存在。性
別主流化的終極目標 是要達成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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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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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實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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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三個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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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平等 

 性別平等容易流於形式平等或保護主義平等 

 必要時須運用矯正式平等以達成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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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歧視 

 禁止有意的歧視與無意的歧視 

 禁止法律上的歧視與實質上的歧視 

 禁止政府行為的歧視和資人行為(非政府組織、機構、個人、
企業等)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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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義務 

 將消除歧視與保障婦女人權作為國家義務，包括四大目標： 

 保護義務：法律要防止違法行為、提供救濟 

 促進義務：宣傳和提倡ＣＥＤＡＥＷ 

 尊重義務：法規和政策必須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歧視 

 實現義務：創造有利環境，以積極的政策和有效的方案實現
婦女權利，改善婦女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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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行特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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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行特別措施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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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 

 直接歧視指明顯以性或性別差異為由所實施的差別待遇，Ｅ
Ｘ：限制聘用女性人數 

 間接歧視指法律、政策、方案或措施表面上對男性和女性沒
有歧視，但實際施行上產生歧視婦女的笑過，因為看似中性
的措施沒有考慮男女間既存的不平等狀況ＥＸ：財產繼承、
薪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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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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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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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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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受託墮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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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低女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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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報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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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撫金審酌CEDAW精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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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法務部CEDAW教育訓練教材
https://www.moj.gov.tw/2204/2645/2735/2739/3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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