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 制薑 ITURE
未滿14弱之幼女惜懂不解人事，可以聽任 他，再趁機對甲狠褻。 判決) 躺在床上，令A女為其按摩，進而利用機

擺佈之機會予以狠褻之行為，實際上並未 台灣高等法院更審判決也認為不能證 會輕拉A女右手腕上方，撫摸其下體 'A女

有上揭違反被害人意願之行為罪，而與強 明被告探取「脅迫」手段遂其犯行，即不 收手，甲仍強拉其手。

制狠褻罪之構成要件不合.J (參閱最高法 得逕推定被告所為係該當於「以其他違反 最高法院判決認為甲應成立刑法第

院99年台上字第717號刑事判決) 3 ，形成 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之構成要件。其 22711集第21頁之對於未滿 14蔚之女子為1畏褻

加害人若利用師生身份，被害人因年幼無 理由認為 r被告係甲女補習班教師，利 罪，理由為 r甲所為均係利用權勢，對

知不解人事之機會而予性侵狠褻，既不構 用甲女自國小二年級起，即受教於被告， 於服從其監督之未滿14處之被害人為狠褻

成強制性交狠褻罪，更不會成立加重(對 對於被告師長形象根深蒂固，而對甲女取 之犯行，依吸收理論，應各論以刑法第

未滿14蔚幼女)強制性交狠褻罪，只能輕 得監督權限之機會，不思愛護教育之心， 22711集第 21頁之對未滿 14藏之女子為狠褻

判對幼女性交狠褻罪的法律解釋。此種對 反藉甲女滿足自己性慾，再衡諸甲女既已 、利用被害人對師長之信任 罪。」對於服從其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性

幼年男女性交狠褻的構成要件，顯然與當 表徵出害怕之情緒，被告仍執意為 (案例) 交或狠褻，固可成立刑法第22811朱利用權

初 (88年)。多法時，強調被害人感受身體不 之... 0 ...至造甲女由國醫生國二的暑假， 國小2年級學童，遭某教會主日教 勢性交狠褻罪，然而被害人為未滿14蔚之

自由即「違反他人意願」的立論 4，有很大 雖不能排除因日久全無慘雜情感因素在 師，在男童家中，趁幫男童洗澡時，徵得 人，加害人脅迫他人親吻或強拉人手、撫

差距。此項判決結果也證實法官針對性侵 內，但依甲女事後躲避被告等表現，應仍 男童「同意」後，幫男童口交。隨後又在 摸其下體之方式，違反被害人意願'仍應

狠褻幼童案的思維 r被害人不能抗拒」 未至於社會常情之男女間友關係。」因而 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性侵男童6次。板 適用加重強制狠褻罪，而非論以不違反其

等同「合意性交」的邏輯，陷入加害人必 輕判被告以「對未滿 14蔚之女子為狠褻行 橋地院以雙方「你情我願.J且被告與男 意願與幼年女子狠褻罪。

有施暴才有違反被害人意願具體方法的迷 為」及「對未滿 14弱之女子為性交」二 童家長以新台幣70萬兀達成和解，因而依 五、利用機會性侵

思，根深蒂固。 罪。 「對未滿 14蔚之男子為性交.J (刑法第 (案例)

二、利用被害人害怕師長的心理 該判決同樣認為刑法第221條第 1項規 227條第 11頁規定) ，輕判被告有期徒刑 甲趁5蔚男童A睡覺時，撫摸A之下

(案例) :長期狠褻、性侵幼女案 定的「以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J應具 4年半。(中國時報， 99年 10月 2日第 體。由司經A察覺有人撫摸其下體而醒來，

甲女自國小2年級起，迄國中一年級 有「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例爪 A18版)。 並對甲表示反對之意思，甲竟未停止，乃

下學期止，每週一至週六均至乙開設之兒 方法之本質或內涵，不能單憑被害人心中 然而該8蔚男童，同樣對性事並不了 改以脅迫或違反其意願之方式繼續撫摸

童美語補習班補習，於甲就讀國小五年級 主觀意思而定。且被告既係利用權勢對甲 解，既無性的需求，更不了解性交行為的 A之下體，而對Að畏褻行為灰。

時，在補習班內，趁其他同學均在上課之 女為狠褻、性交，甲女初遭被告狠褻、性 意義，就算遭性侵時沒有反抗，可能認為 甲又先後以抱、撫摸6蔚男童B之身體

機會，召甲女至空教室，褪去甲女褲子， 交時，或因年幼不解涵義，至國一升國二 反抗也無意義，但絕不能認為該男童同意 及其下體，或抓B之手去摸甲之生殖器，

撫摸甲女胸部、外陰部及身體其餘部位， 逐漸懂事以後，當已知悉此段事件對其身 被性侵的事實。這種情形解釋為實施「脅 或按著B頭去吸其生殖器至勃起、射精等

對甲女為狠褻行為。除此之外，另令甲女 心及未來造成之影響，因而不能以甲女片 迫」的方式，較為妥當。 行為，先後對B為1畏褻多次。

為其口交一次。至甲國二上學期起，甲到 面未經具結之指述，據以論斷被告構成刑 四、利用權勢性侵 最高法院判決認定甲對於B之行為應

別的補習班補習，乙租房子在甲補習班附 法第222條第 11頁第2款之重罪。(參閱台 (案例) : 成立加重強制狠褻罪，而非一行為觸犯乘

近，叫甲在上課空檔時間要去其租住處找 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更(一)字第 175號 A女等 人均為小學六年級學生，甲 機1畏褻罪(第225條)與加重強制狠褻罪

3 相同的看法，於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201號判決內更認為，狼褻未滿14歲而欠缺性行為同意能力之女 係彼等之級任導師。甲在其住處，要被害 (第224條之 1) ，其理由為 r甲原係基
子，仍應視其所用手段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異其罪責，非可謂狼褻未滿14歲之幼女，因幼女欠缺性行為

人等親吻其嘴唇，並稱如不從，將不疼愛 於趁機狠褻之犯意，趁A睡覺時撫摸其下同意能力，即一概認係違反其意願。

4 林志潔、金孟華 r 美國女性主義法學發展與性侵害防制法之改革 J 月旦法學第 182期， 2010 0 07 '頁 之，致被害人等親吻甲之嘴唇。其後，甲 體(即性器) ，至A醒，來後，對甲表ïTI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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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之意思，申乃轉化(即升高)為強制

狠褻之犯意，改以脅迫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撫摸A下體，除甲制後轉化犯意部合所

為係另行起意，應與其轉化犯意之前所為

犯意之前行為併合論罪外，其轉化犯意前

後之行為，仍應整體評價為一罪。而甲對

Mtf趁機狠褻之犯意轉化為強制狠褻之犯

意，係犯意之升盲，自應依重行為吸收輕

行為之法理，從其新犯意，僅論以刑法第

224條之 1加重強制狠褻罪」之法律見解，

異於前案，應屬恰當。

至於甲對B狠褻行為部分，最高法院

卻認為高等法院「未具體證明」甲究竟使

用何種「脅迫...J (例如以言詞恐嚇或以不

利之事相威脅)或「違反意願之方式...J (例

如控制其行動自由使其無法離去等) ，對

B為狠褻行為，即不能論以加重強制狠褻

罪，故而撤銷原判決，發回改判。(參閱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977號刑事判

決)。

該判決見解同樣認為未施暴，未以不

利之事相戚脅或未控制被害人行動自由，

均不屬強制手段或違反意願之方法，依罪

疑為輕原則，僅能論以不違反意願之「與

幼年男子性交、狠褻罪」。法官嚴格解釋

「脅迫」、「違反意願方法...J完全曲解

法條立法原意，造成社會大眾心理恐慌，

才是始料未及。

六、評論

從上述數則判決中可理解，最高法院

法官認為要構成強制性交、狠褻罪，行為

人須探用暴力手段，便被害人受有外傷或

言詞(同嚇相戚脅，否則只能成立不違反意

願之「幼年男女性交、狠褻罪」。然而，

對被害人而言，卻是其身體所感受的強制

作用，且必須承擔因抗拒失敗所招致的危

害升高(例如:導致生命戚脅) 5 。因此行

為人的手段，不應只限於施用有形的外在

傷害力量，若行為人將被害人衣物取走，

作為脅迫被害人性交的方式，為何不算是

一種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強制行為不

能眼縮於直接實施暴力情形，更何況面對

體弱的被害幼童，行為人無須使用暴力傷

害手段或不利之事相威脅，只要壓制被害

人身體某部份，即可順利完成。因此，即

使未施用暴力手段，仍應優先適用加重強

制性交狠褻罪。

況依司法院87年度一項研究報告指

出，在 138件強姦(現改為強制性交)類型

犯罪之實體判決中，發現未滿16弱之被害

人有29件判決(其中有被告係連續性侵多

位未成年少女) ，未滿 16藏之被害人占百

分之21.01 6。這些人在刑法上原被認為無

「性行為同意能力者...J理應加以立法保

護，實務作法卻對加害人未施暴之性侵方

式認定從嚴。輕縱被告，此類判決結果一

出，對被害人實難產生撫慰及保護的效

果，無怪乎引起社會一片抗議、提伐之

5 黃惠婷，證明「違反意願」非強制性交罪之必要條件一簡評99年度台上字第4894號判決與99年刑事庭第7次
會議決議 ，台灣法學雜誌101期， 2010 0 10 0 01 '頁202 。

6 陳淑媛，對強姦類型犯罪 最高法院之證據評價及量刑分析之研究，司法院87年度研究報告第 19輯第 13篇，

頁71 。

7 吳志光，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處理與行政程序法的交錯適用， 98年度第 1學期
第 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專題演講講義，頁6至19 。

聲。

參、學校教育人員在處理校園性侵案之通

報責任

一、善盡學童守護者的義務

2004年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

依該法授權訂定，於灰年發布之校園性侵

害或信騷擾事件防治準則，確立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防治之調查及處理程序，

均須由教育人員妥善處理。有關性侵害、

性騷擾事件調查處理之行政程序 7 ，諸如:

管轄、移送、性平會組織設置、當事人委

任代理人、當事人之輔佐人、迴避、當事

人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之方式，性平會職

業調查原則、當事人充分陳述原則、避免

重複詢問原則、保密原則、當事人之證據

請求調查權、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

或單位之協力負擔、卷宗閱覽權、處理期

間、送達、加害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調查

事實認定之尊重，以及行政程序之重新進

行等均有詳盡之規定，要求學校必須依法

處理。另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規定，

教育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悉見童及少年

有疑似遭學校教師性侵害情事時，有通報

法定義務;經調查後若證實確有其事，應

使加害者離開教育界。如此處理不會讓狼

師繼續危害更多學童，方能達到保護學生

的目的。

二、爭議事件探討

近期爆發兩件校園事件性侵害、性騷

擾案，學校第一時間未敢動性平會進行調

查，也未通報，遭數學生及家長不滿，質

疑校園防治性侵害，性騷擾的功能無法落

實。一件發生於96年間，台中市某國小謝

姓男老師涉性侵多名男童案，該師業於

98年底經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刑 19年6個

月，而該校胡姓校長未依規定即時向台中

市政府教育處通報;經媒體詢問後，又將

性侵案通報為「脫褲子等不雅行為」的性

騷擅事件。甚至毀滅證據包庇狼師，胡校

長還順利調往他校。(中國時報， 99年8月

31 日第A版) ;另一事件則發生於9年3月

間，台北縣團中男性生教組長疑似性狠褻

多名男童案，學校未通報也未處理，台北

縣教育處也無任何懲處，學生只有自行搜

證，公諸媒體。上述事例凸顯學校行政主

管、教師對於處理性侵害、性騷擾事件之

知能普遍薄弱。有些教師或校長仍存有「

家醜不可外揚」、 íll'白麻煩」、「為維護

校譽」、「息事寧人」等心態，往往私

3' 無視於相關法規，也不積極參相關研

習活動，致發生事件時，未能妥善處理。

其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0條第

6項規定，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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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防治準則第22條第 1項亦明定，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

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

可見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即使進入司

法程序，學校仍須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處

理，敢動調查處理機制，並通報縣、市政

府教育處，追究涉案教師違反義務行為。

通常依教師法第 1411茱第 1項第6款「行為不

檢有損師道」予以解職、停職或不續職，

加以懲處。至於校長袒護教師的不當行

為，往往從輕發落，以致校園狼師的惡

j旦河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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