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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全球化趨勢下，臺灣與國際社會互動頻繁，人口移動

的數量與速度，皆較以往更多，日益增多的外籍人士來臺灣

活動主要為商務、觀光、就學、就業甚至結婚移民，尤其近

年來，越來越常見到外籍勞工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他們

離鄉背井來到臺灣工作，幫忙照顧臺灣家庭中需要照護的長

者，或者付出勞力參與臺灣的工程建設。然而，因為囿於文

化、語言的隔閡，加以工作環境的侷限性，他們有時比我們

更容易遭遇到不公平的對待，甚至是勞力剝削、性剝削等情

形。因此，對於人口販運這項嚴重危害人權的犯行，我國與

世界各國同步，極為重視並持續推動相關防制工作。 

我國在 2007 年成立「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

積極協調、整合各機關落實推動防制人口販運之預防、查緝

起訴以及保護被害人等各項具體措施，而為因應人口販運跨

國境的犯罪型態日益多様化，也積極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國

內非政府組織、外國政府合作及透過國內跨部會的努力，共

同打擊人口販運犯罪。另為保障人權，我國於 2009 年 1 月完

成人口販運防制法的立法工作，同年 6 月落實推動施行，該

法訂定對加害人從重求刑之刑事處罰，及被害人保護服務措

施，給予被害人臨時停留許可及工作許可，期使被害人能獲

得收入，重建生活，使我國在防制人口販運及被害人保護工

作，獲得良好成效。 

防制人口販運工作不僅僅需要長期持續的努力，更是一

項需要國際合作及共同關注的挑戰，在 2012 年，我國將持

續與國際社會共同攜手合作，並肩捍衛基本人權，打擊人口

販運，落實兩人權公約的精神，將臺灣打造成一個重視人權

的國度，並期許作為亞洲國家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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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 

我國防制人口販運跨域合作機制我國防制人口販運跨域合作機制我國防制人口販運跨域合作機制我國防制人口販運跨域合作機制    

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    

防制人口防制人口防制人口防制人口

販運協調販運協調販運協調販運協調

會報會報會報會報    

 
司法院、法務部 
內政部、海巡署 
勞委會 

查緝起訴查緝起訴查緝起訴查緝起訴 

 
司法院、NGO 
內政部、法務部 
勞委會、海巡署 
衛生署 

保護保護保護保護 

司法院、NGO、內政

部、法務部、教育部 
、交通部、外交部、

勞委會、海巡署、陸

委會、金管會、原民

會、退輔會、農委會 
、新聞局、衛生署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司法院、NGO 
內政部、法務部 
外交部、勞委會 
 

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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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成效成效成效成效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我國政府各部門 2011 年積極推動各項防制工作，並經

由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協調統合各部門資源及與

民間非政府組織團體密切配合、全力投入下，2011 年各項防

制人口販運作為，成效卓著。 

在查緝起訴方面，司法警察機關共計查獲人口販運案件 

126 件，其中勞力剝削 73 件、性剝削 53 件；各地方法院檢

察署共計起訴人口販運相關案件 151 件，被告 437 人。 

在保護面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 

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勞委會)結合民間團體設置

20 處庇護所，2011 年新收安置被害人計 319 名，並於安置

期間提供被害人生活照顧、心理輔導、通譯服務、法律協助、

陪同偵訊及必要之醫療協助等相關保護服務；另於司法機關

採集證據完備後，協調相關單位安排 167 名被害人返回原籍

國。另統計 2011 年移民署同意核發 204 件臨時停留許可證，

同意延長 208 件臨時停留許可證，勞委會同意核發 175 件工

作許可予被害人。 

在保護外籍勞工服務措施方面，勞委會藉由直接聘僱聯 

合服務中心之服務，避免外籍勞工遭仲介剝削，並降低外勞 

仲介費用負擔，2011 年計服務 1萬 3,540 名雇主辦理重新招 

募同一外籍勞工，代收及代轉 4萬 2,706 件申請文件，及提 

供聘僱外勞之現場及電話諮詢服務 13 萬 5,917 人次，成效 

良好。另協助外籍勞工協調雇主或仲介返還積欠的薪資費用 

案件計 4,535 件，共計追回薪資費用新臺幣 1 億 7,296 萬 

5,489 元，有效保障外籍勞工權益。 

在預防面向，首先，整合各部會及民間資源，透過多元 

管道加強宣導國人對於人口販運議題之認識與瞭解，並強化 

外來人口對其權益之認知；其次，為提升實務人員專業知能 

及辦案能力，移民署辦理 2場次防制人口販運通識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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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場次防制人口販運進階研習、1 場次「兩岸四地共同打

擊人口販運研討會」及 1場次「2011 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 

作坊」；另各部會則分別於專業領域訓練中安排防制人口販 

運相關課程。 

為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移民署於 2011 年 6 月 16 日召

開「兩岸四地共同打擊人口販運研討會」、8 月 17 日簽署生

效「中華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蒙古國法務及內政部

移民署間有關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解備忘錄」；

並於 10 月份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以整合防制人

口販運的 4P（Prevention、Protection、Prosecution、

Partnership）工作出發，強化國際合作關係為理念，成功

擴大邀請各國政府官員（共 6 國 18 位）及駐華各國辦事處

代表（共 15 國 31 位）與會，並安排 2011 年全球防制人口

販運十大英雄新加坡籍 Ms.Bridget Tan 對談，藉此建立臺

灣與國際社會的合作網絡；並於會中表揚防制人口販運有功

之民間團體，彰顯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公私部門合作成果。另

自 2011 年 6 月 28 日美國公布 2011 年人口販運問題報告至

同年底，已有泰國、新加坡、越南及加拿大等外國政府官員，

泰國及加拿大駐臺使領館/辦事處，以及在臺外國 NGO 至相

關部會觀摩臺灣的成功經驗。 

 
 
 
 
 
 
 
 



 

    7 
 

參參參參、、、、2011 年辦理情形及成效年辦理情形及成效年辦理情形及成效年辦理情形及成效 

一一一一、、、、積極查緝人口販運積極查緝人口販運積極查緝人口販運積極查緝人口販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犯罪犯罪犯罪犯罪  

   ((((一一一一))))查緝人口販運案件績效查緝人口販運案件績效查緝人口販運案件績效查緝人口販運案件績效    

各司法警察機關指定專責單位負責統籌規劃查緝人

口販運犯罪之相關勤務，強化橫向聯繫，針對外來

人口被僱用之地點，或利用外來人口從事性交易之

風化場所，不定期執行掃蕩工作。2011 年起警察機

關並擴大查緝，將非集團性人口販運案件亦納入查

緝目標，以全面打擊是類犯罪，展現打擊人口販運

之決心。統計 2011 年各司法警察機關查緝人口販運

案 126 件，其中勞力剝削 73 件、性剝削 53 件，皆

已移送地檢署偵辦。2008 年至 2011 年各司法警察

機關查緝情形列表如下： 

案件類型 件數 

年度 

 

查緝 

件數 
勞力剝削

件數 

性剝削 

件數 

2008 年合計 99 40 59 

2009 年合計 88 46 42 

2010 年合計 123 77 46 

2012012012011111 年合計年合計年合計年合計    121212126666    77773333    53535353    

2011 年各司法警察機關查緝績效 

內政部警政署 79 37 42 

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 
26 22 4 

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 
10 7 3 

法務部調查局 11 7 4 

((((二二二二))))人口販運相關案件人口販運相關案件人口販運相關案件人口販運相關案件起訴及起訴及起訴及起訴及判決判決判決判決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法務部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指定專責檢察官負責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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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案件，並責成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成立督

導小組，定期召開會報，督導各檢察署有關人口販

運案件之辦理，提升辦案效能，並加強與各相關機

關間之聯繫。另法務部仍將持續督導所屬檢察官積

極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並依法視犯罪情節輕重，具

體從重求刑。 

1、統計 201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共計起訴人口販運相

關案件 151 件、被告 437 人，其中勞力剝削案件相較

於 2010 年增加 31 件、69 人，比較同期外籍勞工在

臺總人數，2011 年底較 2010 年底增加 46,007 人（增

加幅度 12.12％），2010 年底亦較 2009 年底增加

28,637 人（增加幅度為 8.16%）。2008 年至 2011 年

起訴情形列表如下： 

案件類型 

勞力剝削 性剝削 
年

度 

件

數 

人

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外籍勞工 

在臺人數 

2008 165 601 40 106 113 452 365,060 

2009 118 335 35 102 83 233 351,016 

2010 115 441 41 110 76 346 379,653 

2011201120112011    151151151151    437437437437    72727272    179179179179    80808080    259259259259    425,660 

註：1.因自 2007 年 10 月始分類統計案件類型，故 2008 年有

12 件係於 2007 年 10 月前移送而未歸類。 

2.案件類型自 2009 年 6 月起以複選統計，因此有案件總 

數與分類數加總不同之情形。 

2、統計 2008 年至 2011 年人口販運相關案件判決情形 

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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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刑 

 

 

人數 

年度 

六月

以下 

逾一 

六年 

月未 

  滿 

一二 

年年 

以未 

上滿 

二三 

年年 

以未 

上滿 

三五 

年年 

以未 

上滿 

五七 

年年 

以未 

上滿 

七十 

年年 

以未 

上滿 

十十 

年五 

以年 

上未 

滿 

拘 

役 

罰 

金 

免

刑 

合 

 

 

 

計 

2008 181 50 34 3 3 0 1 1 11 3  287 

2009 256 58 30 4 7 1 13 0 6 1  376 

2010 192 37 34 4 19 0 1 1 8 4  300 

2011201120112011    98989898    15151515    27272727    5555    17171717    2222    1111    0000    6666    2222    1111    174174174174    

註：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人口販運防制法、刑法、勞動

基準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 

((((三三三三))))擴大查處範圍擴大查處範圍擴大查處範圍擴大查處範圍  

  1、嚴密國境線證照查驗勤務，加強查緝行蹤不明外

勞：目的為杜絕犯罪集團利用空運、非法過境轉機 

之方式轉運被害人，以及運用被害人之弱勢處境招 

收被害人，預防人口販運案件發生。統計移民署及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2008 年至 2011 年 

查緝情形列表如下： 

    查緝項目 

年度.成效   

國境查獲偽變造、冒領(用)

證照及指紋比對冒用案 

境內查獲行蹤

不明外勞人數 

2008 年 149 案 8,562 人 

2009 年 81 案 9,998 人 

2010 年 57 案 10,045 人 

2011 年 34 案 8,474 人    

2、加強面談查察，遏阻假結婚案件： 

  (1)大陸配偶面談機制：大陸地區人民與臺灣地區人民

結婚申請來臺，依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

地區面談管理辦法」規定，大陸地區人民與臺灣地

區人民皆須接受面(訪)談，因此移民署在執行臺灣



 

    10 
 

配偶訪談時，若發現有虛偽結婚情事，除依法移送

地檢署偵辦外，對已入境者，另結合訪查作為，藉

以過濾婚姻真偽。統計 2011 年受理面談案件計 1

萬 9,862 件，為加強面談作為阻絕違法於境外，其

中 1 萬 1,040 件於國境線上實施大陸配偶面談。

2008 年至 2011 年執行情形列表如下： 

 年度 面談 

件數 

通過件數 

比率(%) 

不通過件數 

比率(%) 

再次面談件數 

比率(%) 

2008 30,500 20,904(69%) 3,726(12%) 5,870(19%) 

2009 28,686 20,302(71%) 2,857(10%) 5,527(19%) 

2010 23,533 17,930(76%) 1,972(8%) 3,631(16%) 

2011 19,862 15,227(77%) 2,080(10%) 2,555(13%) 
註：2008 年及 2009 年資料為境內面談統計；2010 年及 2011 年資料

為境內面談統計及國境線上面談統計之加總 

(2)外籍配偶面談機制：鑑於我國移民及警察機關查獲 

東南亞地區人士假藉結婚依親事由來臺，而卻從事

與原申請簽證目的不符活動，其中不乏涉及人口販

運之案例，外交部依據「外國護照簽證條例」及「駐

外領務人員辦理公證事務辦法」相關規定，要求越

南、印尼、泰國、菲律賓、緬甸、柬埔寨等國人士

與國人結婚申請來臺案件，原則上均要求男女雙方

須親赴指定之駐外館處面談，倘雙方已育有子女，

或有事實足認婚姻屬實，則無須面談。2008 年 2011

年面談統計資料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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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

民結婚申請來臺面談處理準據，以維護國境安全、

防制人口販運、防範外國人假藉依親名義來臺從事

與原申請簽證目的不符之活動，並兼顧我國國民與

外籍配偶之家庭團聚及共同生活權，外交部於 2010

年 6 月 9 日發布「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

我國國民結婚申請來臺面談作業要點」。 

外交部駐外館處面談國人與外籍配偶採交叉詢

問方式，瞭解雙方背景、交往經過、結婚過程，以

探求婚姻真實性，對於防範虛偽結婚及人口販運案

件確有助益。外交部並自 2010 年起加強與移民署之

合作與聯繫，凡駐外館處於面談國人與外籍配偶

後，倘認為對國人有訪查必要者，即將個案轉請移

民署於國內實地查察，以訪談當事人及其家屬方

式，協助過濾可疑虛偽結婚案件。另於 2011 年 10

月與移民署會商決議，駐外館處對於因特殊原因核

發外籍配偶來臺簽證加註不得改辦居留之個案，應

將相關資料（可疑違法及尚待釐清事項等）函移民

署訪查其入境後情形，以作為日後簽證審核參考。 

3、加強行政查處違法聘僱與非法仲介：目的為避免外 

  件數 

 

年度 

受理面 

談件數 

面談通

過件數 

面談未通過件

數.比率(%) 

備註 

2008 年 7,365 4,861 2,504(34%)  

2009 年 4,643 3,179   1,464(32%)  

2010 年 5,847 4,314 1,533(26%)  

2011 年 

 

5,673 3,277 1,876(33%) 296 件函查、228

件待補件，尚無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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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勞工遭受剝削之情形發生，勞委會統計 2011 年

查處情形如下： 

(1)查處違法聘僱之類型件數，列表如下： 
罰鍰處分件數 廢止雇主許可件數 

        年度件數 

違法聘僱類型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非法容留外國人 181 152 186 255 

聘僱未經許可或他人申

請之外國人 
767 582 777 960 

以本人名義聘僱外國人

為他人工作 
27 12 26 17 

指派外國人從事許可以

外之工作或未經許可變

更外國人工作場所 

414 410 545 746 

137 116 133 197 

       (2)查處仲介違規之類型件數，列表如下： 
罰鍰處分件數 停業處分家數       年度件數 

 

仲介違規類型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收取規定標準以外費用 77 110 22 21 14 10 2 6 

提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

查檢體 
23 12 3 1 7 12 3 0 

未善盡受任事務致雇主違

反法令 
45 52 52 58 0 0 1 1 

非法媒介 76 92 62 81 7 10 17 18 

註：罰鍰處分對象包含非法媒介之自然人及公司；停業處分對象為公司。 

 

((((四四四四))))查緝實查緝實查緝實查緝實例例例例    

1111、、、、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1.1.1.破獲臺破獲臺破獲臺破獲臺、、、、泰泰泰泰、、、、英跨國人蛇集團英跨國人蛇集團英跨國人蛇集團英跨國人蛇集團：：：：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於 2010 年 7 月接獲英國情資顯

示，國人周○鳴等 3 人涉嫌在泰國曼谷機場以交換護照、登

機證方式，協助大陸人蛇登機偷渡至英國；案經該大隊透過

移民署駐泰國移民工作組，協調取得人蛇於泰國偷渡影帶及

相關涉案事證，查出以國人周○鳴、金○暉等 7人為首跨國

人蛇偷渡集團。另依據可靠情資研判，該跨國人蛇集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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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月 23日、3 月 27

日及 5 月 22日，分別在泰

國曼谷機場、桃園機場由

國人黃Ｏ睿等 4 人，分別

交付偽(變)造中華民國護

照及續程英國之登機證予

大陸人蛇持用登機，因此

該大隊於 2011 年 5 月 22

日在桃園國際機場內布線

追查，當場於機場管制區

內逮捕犯嫌李○嬬等 4 人

及 2 名大陸人蛇，並於訊後移送法辦。本案屬境外犯罪案

件，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報請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

辦，並透過英國、該署駐外移民工作組協調合作，終於破獲

此案，全案於 2011 年 7 月 20 日由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起

公訴，桃園地方法院於 2011 年 10 月 20 日針對周○鳴等 7

人判處 4 個月以上至 4 年 3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在案，目前周

○鳴等 3 人提出上訴，由高等法院審理中。 

2222、、、、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2222....破獲臺破獲臺破獲臺破獲臺、、、、港港港港、、、、澳跨國人蛇集團澳跨國人蛇集團澳跨國人蛇集團澳跨國人蛇集團    

移民署國境事務

大隊，於 2010 年 9 月

間在臺南地方法院檢

察署指揮偵辦下，主動

追查及監聽周○生兩

岸人蛇偷渡集團成

員，其中，主嫌周○生

持用 10種偽(變)造身

分，遊走兩岸三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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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將臺灣人頭與大陸人蛇照片合成後寄回臺灣，由臺灣人

頭持憑申辦我國護照與歐美相關國家簽證，成功協助大陸人

蛇偷渡歐美各國。嗣後該大隊透過「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成功查扣周嫌在臺證物(多本存摺及臺灣

不動產權狀等)，並由大陸福建邊防單位逮捕周嫌，另將同

案共犯鄭○○等 10 人查緝及傳喚到案。本案於 2011 年 11

月 2 日全卷移請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本案移民署透過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與大陸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邊防

單位合作成功打擊兩岸人蛇集團。 

3333、、、、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3333....破獲破獲破獲破獲張張張張○○○○雯為首犯罪組織涉嫌人口販運雯為首犯罪組織涉嫌人口販運雯為首犯罪組織涉嫌人口販運雯為首犯罪組織涉嫌人口販運、、、、暴暴暴暴    

力脅迫賣淫案力脅迫賣淫案力脅迫賣淫案力脅迫賣淫案    

移民署專勤事務第一大隊苗

栗縣專勤隊於2011年9月間接獲

線報，據檢舉人指稱 1名逃逸外

勞於 2011 年 6月間，被人蛇仲介

集團控制，交給苗栗地區之賣淫

集團進行賣淫，該集團控制所有

賣淫小姐之行動自由，不得任意

進出，並集中於拘禁處所統一管

理。該隊隨即報請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並與刑事警察局偵四隊共組專案小組

進行調查蒐證。調查發現以張○雯為首之犯罪集團與人蛇仲

介集團勾結，引誘、容留無知的逃逸外勞（多為印尼及越南

等東南亞籍女子），主嫌張○雯指揮集團成員陳○蘭等 7人，

透過層層分工，負責集團內所有事務。該集團承租多處房屋

做為賣淫地點，並於距離賣淫地點不到 5 百公尺之距離內另

承租多處房屋，以方便統一拘禁管理賣淫女子並利躲避查緝 

。該集團基於意圖營利指派組織成員定時定點安排賣淫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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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人從事性

交易，並監控賣

淫女子行動，且

賣淫女子縱使

身體不適仍被

要求從事性交

易，對於不聽從

指示安排者，會

予以辱罵、並要脅扣押性交易所得，以令其從事賣淫行為，

且賣淫贖身之金額需相當於逃逸外勞賣淫 500 多次才能賺回

之金額。 

本案經長期蒐證後，於 2011 年 12 月 15 日凌晨 3時許 

兵分 20 多路，前往苗栗市西勢美地區、新竹市、中壢市等

地同步執行拘提、搜索，逮捕主嫌張○雯與集團共犯共 14 

人到案，查獲逃逸外勞賣淫女子 10 人、嫖客 2 人及該集團 

所有之房租契約書、帳冊、現金新臺幣 34 萬餘元等多項贜 

證物。全案依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刑法妨害風化、人口 

販運防制法等罪嫌移送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4444、、、、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4.4.4.4.破獲破獲破獲破獲侯侯侯侯○○○○亮亮亮亮等等等等涉及勞力剝削案涉及勞力剝削案涉及勞力剝削案涉及勞力剝削案    

嘉義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查獲侯○亮與洪○辰 2人共同基

於意圖營利而違反就業服務法、人口販運防制法之集合犯意

聯絡，自 2009 年底，因故結識 2 名逃逸之印尼籍男性勞工

（簡稱 K 氏及 S 氏），其利用渠等為逃逸外勞身分，在臺灣

語言不通、無法自由工作、易遭警方拘捕等難以求助之處

境，以每日薪資新臺幣 1,200 元之代價，非法仲介 2 人前往

蔡○慶等 3人位於彰化縣二林鎮之養雞場擔任清潔打掃雞舍

之工作，每日工作時間從早上 8時至下午 5時，其媒介外國

人非法為他人工作，並從中抽取每日 700 元左右之利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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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逃逸外勞每日實際領得 500 元左右之薪資），使 K 氏及 S

氏每日從事 9個小時以上之勞動工作，有時在上述工作結束

後，尚另需負責侯嫌住處之打掃、餵養寵物等工作，但僅能

獲取每日 500 元左右顯不相當之酬勞，若無工作，每日另需

遭侯嫌扣款 200 元；且侯嫌經常以「如逃逸，即不發予所扣

留之工資」等言詞威脅，致該 2名外勞危恐無法領取工資，

而持續留於該處工作。嗣因 K 氏不滿工作環境，於 2010 年

12 月 27 日至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檢舉上情，經警方

後續追查發現渠等遭受勞力剝削之情形，全案於 2011 年 4

月 6 日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並於 2011 年 9 日 30 日將侯等

2 人以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及就業服務法等罪名起訴在案。 

5555、、、、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5.5.5.5.破破破破獲獲獲獲「「「「強強強強○○○○冷凍食品公司冷凍食品公司冷凍食品公司冷凍食品公司」」」」人員涉及人員涉及人員涉及人員涉及勞力剝勞力剝勞力剝勞力剝

削案削案削案削案    

高雄市警察局刑警大隊於 2011 年 3 月 17 日會同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屏東縣警察局等單位查獲犯罪嫌疑人石

○華等 12 人涉及勞力剝削案。經查石○華係「強○冷凍食品

有限公司」負責人，夥同其兄妹（均任職該公司）、該公司其

他職員及「雙○」、「佳○」仲介公司人員，涉嫌於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15 日間共同基於營利之意圖及使人從

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工，使 19

名合法僱用之越南籍勞工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石○華等人以恐嚇、監控、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

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及違反意願之方法，利用該等外勞在

臺無任何親友、語言不通且在越南家庭清寒，來臺工作皆積

欠越南人力仲介公司或親友鉅額債務等亟需工作之難以求助

弱勢處境，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對該等被害人進行勞力剝

削，全案於 2011 年 4 月 27 日移送管轄屏東地檢署偵辦後，

已於 2011 年 11 月 10 日起訴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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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6666....偵破偵破偵破偵破「「「「阿峰人口販運色情集團阿峰人口販運色情集團阿峰人口販運色情集團阿峰人口販運色情集團」」」」案案案案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於 2011 年 3月 25 日接獲線報檢舉，

綽號阿峰人口販運色情集團於雲林地區從事誘騙、教唆、招

募合法或結婚來台之外籍女子從事色情工作等犯罪行為，並

從中剝削金錢，牟取不法利益等情，旋即報請雲林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偵查中發現本案主嫌利用越南籍女子斐氏○○為仲介

橋樑負責聯繫介紹，向被害外籍女子佯稱高薪或同鄉情誼，

不法招募從事脫衣陪酒等工作，且利用被害人非自主性簽立

之本票債務恐嚇、脅迫及不當債務約束等方法，控制被害人

需按照公司規定，在包廂內脫衣陪酒及與客人出場性交易，

並巧立名目要被害人簽立本票剋扣薪資，被害人每日 24 小

時待命工作卻僅領取微薄薪資，甚至尚未領取薪資便已積欠

公司債務，迫使旗下外籍女子持續淪為該集團賺取不法暴利

之工具。本案經實施通信監察及行動蒐證後，於 2011 年 6

月 27 日破獲以洪○○（綽號阿峰）為首之「人口販運色情

集團」，共計查獲主嫌洪○○等 8 人，並救護被害人共計 14

人，全案依涉及買賣、質押人口、妨礙自由、勞力剝削等罪

嫌移送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案經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偵查終結，判定主嫌洪○○等 8人係犯刑法第 231條第 1項

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條第 2項罪嫌，依法提起公訴。 

    ((((五五五五))))起訴並判決有罪案例起訴並判決有罪案例起訴並判決有罪案例起訴並判決有罪案例    

勤前教育勤前教育勤前教育勤前教育 

查緝現況查緝現況查緝現況查緝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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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1.1.1.賴瀛賴瀛賴瀛賴瀛○○○○等人共同經營等人共同經營等人共同經營等人共同經營「「「「088088088088 應召站應召站應召站應召站」」」」案案案案    

賴瀛○等人共同經營「088 應召站」，於 2009 年初起，

以假結婚方式，引進大陸女子至臺灣地區從事性交易，明定

入境臺灣費用為新臺幣 20 萬元，另約定須按月支付人頭老

公 3 萬元及司機費，並約定以大陸女子賣淫所得償還，迫使

大陸女子日以繼夜出賣身體，致使大陸女子初到臺灣賣淫期

間之前數個月，皆未實際領得任何薪資。該集團藉各種名目

之不當債務，客觀上造成大陸女子心理之約束，迫使大陸女

子為儘速清償上開債務，並遂行到臺灣賺錢之目的，而努力

不斷從事性交易。本案於 2010 年 3 月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查獲並提起

公訴，嗣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2010 年訴字第 861 號判決以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5 條、第 79 條第 2項

及第 4項、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第 1項、刑法第 214 條、

第 216 條、第 231 條第 1 項判處被告等人有期徒刑 15 年不

等之刑期。 

2222、、、、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2222....黃黃黃黃○○○○瑄與張瑄與張瑄與張瑄與張○○○○利賣淫集團利賣淫集團利賣淫集團利賣淫集團案案案案    

     以黃○瑄與其前妻張○利為首之賣淫集團，自 2009 年

7 月起與印尼籍人口販子 DONY 等人共同基於營利之意圖，由 

DONY 等人在印尼尋找年輕貌美的印尼籍女子，向渠等誆稱可 

介紹來臺擔任餐廳服務生、卡啦 OK 小姐等職，將印尼籍女 

子詐騙來臺。俟印尼籍女子來臺後，即由黃○瑄親自前往桃 

園機場接走，並將印尼籍女子以反鎖住處門鎖、扣留護照及 

返程機票的方式，將印尼籍女子拘禁於新北市永和區租屋處 

，並強迫渠等需接客 300 次來償付來臺費用。另巧立名目， 

要求印尼籍女子須購買誘引男客之化妝用品及性感服飾，再 

以賒帳方式自渠等性交易代價內扣除，另印尼籍女子每月月 

事來臨期間限於 2 日內，如有逾時情形，則要求小姐以賒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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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購買停經藥服用，以便能早日接客。該集團以上開不當 

債務約束方式，及印尼籍女子未曾前來我國，不諳國語等不 

能、不知、難以求助處境，由馬伕將印尼籍女子載送至台北 

市、新北市、桃園縣等地之高級飯店進行性交易，俟印尼女 

子性交易 300 次後，每次性交易始可分得新臺幣 500 元。本 

案於 2009 年 8 月間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查獲該人口販運集團並提起公

訴，嗣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2010 年訴字第 317 號判決以人

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刑法第 231 條、第 231 條之 1 判處

被告等人 8年 6月不等之有期徒刑。 

((((六六六六))))司法審判實務說明司法審判實務說明司法審判實務說明司法審判實務說明    

1、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32 條第 2 項、

第 33 條第 2 項，均以「「「「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

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為犯罪構

成要件。此一新型態的心理強制立法，在檢察官舉

證使法官形成有罪心證上，構成相當的挑戰。隨著

人口販運防制法適用實務見解逐漸累積，已有較為

明確的認定標準。例如： 

((((1111))))臺灣高等法院2011年度上訴字第2378號刑事判決： 

被害人以監護工等名義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許可合

法入境臺灣，嗣因逃逸遭撤銷聘僱許可，法院以該

案被告藉被害人急需工作，又非法居留及語言不

通，而有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係屬人口販運防制

法第 31 條第 1項之構成要件，認定被告構成人口販

運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之罪（（（（詳如附詳如附詳如附詳如附錄錄錄錄 3333、、、、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111））））。 

((((2222))))臺灣高等法院 2011 年度上訴字第 964 號刑事判決： 

本案被告計 8 人，有關被訴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第 1項部分，一審法院均判決無罪；二審則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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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原判決，認被告 8 人共同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

務約束或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易，

改判決有罪（（（（詳如附錄詳如附錄詳如附錄詳如附錄 3333、、、、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2222））））。 

2、人口販運並不以跨國境之人口移動為必要，也不以

人口販運防制法規定之罪名為限。人口販運防制法

第 2 條第 1款第 2 目、第 2 款規定：「人口販運罪」，

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基準法、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針對

人口販運防制法以外之人口販運罪，亦有人口販運

防制法相關條文之適用。例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2011 年度訴字第 139 號刑事判決即針對被告所犯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第 1項之

罪，援引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第 2 款，論以人口

販運罪，並適用相關規定（（（（詳如附錄詳如附錄詳如附錄詳如附錄 3333、、、、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3333））））。 

 
 
 
 
 
 
 
 
 
 
 
 
 
 
 



 

    21 
 

二二二二、、、、加強保護人口販運被害人加強保護人口販運被害人加強保護人口販運被害人加強保護人口販運被害人 

  ((((一一一一))))提供適當安置提供適當安置提供適當安置提供適當安置，，，，強化保護服務強化保護服務強化保護服務強化保護服務 

1、跨國境被害人安置保護：考量地區平衡及就近安置原 

則，移民署與勞委會結合民間團體於臺灣本島北、 

中、南及東部計設置20處庇護所，提供被害人安置保 

護，其中有3處為內政部設置之公設民營人口販運公設民營人口販運公設民營人口販運公設民營人口販運被被被被

害人害人害人害人庇護所庇護所庇護所庇護所（（（（詳見詳見詳見詳見附錄附錄附錄附錄1111、、、、他他他他((((她她她她))))們的故事們的故事們的故事們的故事----個案輔個案輔個案輔個案輔導導導導    

導實例分享導實例分享導實例分享導實例分享；；；；附錄附錄附錄附錄2222、、、、公設民營庇護所公設民營庇護所公設民營庇護所公設民營庇護所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模式介紹模式介紹模式介紹模式介紹))))    

。統計2011年合計新收安置被害人319人，女性229人 

、男性90人，被害人國籍以印尼籍175名最多，越南

籍84名次之，並於安置期間提供被害人生活照顧、心

理輔導、通譯服務、法律協助、陪同偵訊及必要之醫

療協助等相關保護服務。另統計內政部2011年各項安

置相關經費計支出新臺幣2,339萬1,640元，包括生活

照顧、伙食、醫療及返國機票費用等。2008年至2011

年安置跨國境被害人數統計列表如下： 
性別 國籍     安置類型.安置人數 

 
 
 
年度.剝削類型 

 
新收
安置 
人數 

男 女 印 
尼 

越 
南 

泰 
國 

菲 
律 
賓 

大 
陸 
地 
區 

柬 
埔 
寨 

孟 
加 
拉 

印 
度 

無 
國 
籍 

遭性剝削 9 0 9 4 4 0 0 0 0 0 0 1 2007 年及 
2008 年 遭勞力剝削 97 15 82 63 9 13 0 0 12 0 0 0 

2007 年及 2008 年合計 106 15 91 67 13 13 0 0 12 0 0 1 

遭性剝削 85 0 85 45 12 1 0 27 0 0 0 0 
2009 年 

遭勞力剝削 244 71 173 120 73 6 14 0 9 22 0 0 

2009 年合計 329 71 258 165 85 7 14 27 9 22 0 0 

遭性剝削 45 5 40 14 4 6 2 19 0 0 0 0 
2010 年 

遭勞力剝削 279 61 218 147 71 6 37 2 13 2 1 0 

2010 年合計 324 66 258 161 75 12 39 21 13 2 1 0 

遭性剝削 56 0 56 20 1 1 1 33 0 0 0 0 
2011 年 

遭勞力剝削 263 90 173 155 83 9 13 0 0 3 0 0 

2011 年合計 319 90 229 175 84 10 14 33 0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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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國籍成年被害人保護：統計 2011 年司法警察查獲

並移送之人口販運案件中，被害人為本國籍成年者計

68 人，經詢皆無意願接受安置，已自行返家。另為

保障上開被害人自行返家之後續服務，業責成司法警

察於偵查人口販運案件時，如遇有自行返家之本國籍

成年被害人，請遞交「我國人口販運被害人權益保障

事項說明」予被害人留存參考，同時徵詢被害人是否

同意轉介社政單位提供福利服務，若徵得同意，即填

妥轉介表並電話通知社政單位接收辦理。 

3、未成年被害人保護：統計 2011 年司法警察查獲並移

送之人口販運案件中，被害人為未滿 18 歲少女從事

性交易者計 80 人(其中 5位移送時已成年)，依兒童

及性交易防制條例相關規定，其中 74 人交由查獲當

地社政單位安置、1 人責付家屬、5 位已成年者交由

家屬領回。 

((((二二二二))))再次清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再次清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再次清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再次清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    

為澈底清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移民署收容事務大 

隊臺北、新竹、宜蘭及南投等收容所，針對所內受收 

容人依規定進行再度清詢，如發現疑似被害人旋即轉 

請原案件查獲機關再次進行鑑別，並為後續處置。 

2011 年受收容人經清詢移請查獲機關再次鑑別後，計 

有 34 名被鑑別為被害人而自收容所移轉安置保護。 

((((三三三三))))提供臨時停留許可提供臨時停留許可提供臨時停留許可提供臨時停留許可    

    據移民署統計2011年同意核發204件臨時停留許可證 

；另同意延長 208 件臨時停留許可證。  

((((四四四四))))保障工作權保障工作權保障工作權保障工作權    

      按勞委會於核發被害人工作許可時，一併函知庇護所

轄區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提供就業服務，統計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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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工作許可 175 人、協助轉換雇主 106 人，由公立

就業服務中心協助 25 人求職，推介就業 21 人。 

((((五五五五))))提供職業訓練提供職業訓練提供職業訓練提供職業訓練    

       公立職業訓練中心依規定持續對於已取得工作許可

之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失業者，主動聯繫庇護所，

瞭解被害人參訓意願及提供職訓課程招生資訊，以協

助參加適性之職業訓練，並全額補助其訓練費用。

2011年公立職訓中心共計服務145名取得工作許可之

人口販運被害人，其中已就業者計 107 人，已返國者

計 10 人；另有 28 名尚無參訓意願。 

((((六六六六))))落實偵審保護落實偵審保護落實偵審保護落實偵審保護    

    1、提供被害人通譯及陪同偵訊服務：為保障被害人

權益，要求司法警察機關於調查人口販運案件

時，務必提供通譯服務以利調查程序進行，並適

時安排陪同偵訊服務，穩定疑似被害人情緒，協

助說明司法流程及相關保護措施。統計 2011 年司

法警察機關偵辦並移送之人口販運案件，合計曾

提供通譯服務327人次、陪同偵訊服務251人次 。 

2、即時告知被害人司法調查程序及案件偵辦進度：

責成司法警察及庇護所工作人員告知被害人我國

司法審理程序，並由各地檢署提供單一聯繫窗口

予司法警察及庇護所工作人員，加強司法機關與

社政、勞政及司法警察機關之橫向聯繫。對於偵

查中人口販運案件，承辦檢察官均會在不違反我

國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1 項規定「偵查不公開

原則」下，個案判斷以適度讓被害人知悉偵辦進

度，使其能安心留臺協助司法作證。另庇護所定

期清查安置中被害人協助作證案件繫屬等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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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彙送法務部及司法院協助加速偵審，以利被

害人提早返國，維護被害人權益。 

3、執行安全送返：為落實被害人保護，於案件偵審終

結或被害人無繼續協助偵審必要，並經安置機構

評估無暫緩送返原籍國地時，即協調相關單位，

儘速安排安全返回原籍國地。2011 年計協助 167

名被害人結束安置後返回原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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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積極積極積極積極預防人口販運案件發生預防人口販運案件發生預防人口販運案件發生預防人口販運案件發生    

((((一一一一))))透過多元管道透過多元管道透過多元管道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導加強宣導加強宣導加強宣導    

 行政院各部會 2011 年約計投入新臺幣 3,399 萬餘

元進行預防宣導，相關辦理情形如下： 

1111、、、、加強宣導人口販運防制法及加強宣導人口販運防制法及加強宣導人口販運防制法及加強宣導人口販運防制法及被害人被害人被害人被害人保護服務保護服務保護服務保護服務：：：：    

由移民署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對國人及外來人口宣

導認識人口販運防制法及被害人保護服務，以提升

社會大眾意識，適時救援保護被害人，辦理情形如

下： 

(1)平面文宣製作與宣導： 

�印製宣傳海報 2000 張，寄送外交部（含我國駐

印、菲、泰、越等辦事處）、法務部、交通部、

警政署國道、鐵路、航空警察局以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鄉鎮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及移

民署各地服務站、專勤隊及國境隊等約全國 800

餘處張貼宣導海報，加強對外來旅客及國人加強

宣導防制人口販運。 

�印製宣導桌板及中、英、印、越、泰、柬、緬等

7 國語言宣導卡約 7 萬份，放置移民署 25 個服務

站之公務櫃檯、外籍勞工或大陸配偶按捺指紋處

及民眾出入頻繁處，供民眾參閱索取。 

   �於臺北車站高鐵售票區刊登數位燈箱廣告，預估

收看人次約可達 177 萬人次；另於臺北車站高

鐵、臺鐵刷票入口區及往捷運站出入方向刊登燈

箱廣告，估約每月進出臺北車站週邊人數 1,890

萬人次可接受訊息。 

   �於臺北捷運南港線、板橋線、文湖線、新店線及

淡水線等路線共計 18 處捷運站出口張貼防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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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販運多語宣導海報，加強向國人宣導。 

(2)媒體宣導： 

�經洽行政院新聞局安排於5家無線電視臺公益時

段託播 30 秒「人口販運防制法」宣導短片 194

檔次。另於研習場合播放 15 分鐘「人口販運防

制法」宣導 CF。 

�安排警察廣播電臺等9家全國各地區電臺進行防

制人口販運議題專訪，宣達防制人口販運犯罪相

關概念、檢舉方式與通報專線。 

(3)活動宣導： 

�企業合作宣導：自 2011 年 7 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與中華電信公司進行企業合作宣導，於該公

司全省共312處營運所置放並張貼防制人口販運

宣導海報、摺頁、桌板及被害人鑑別卡等宣導品。 

�「KUSO30 秒防制人口販運影像動畫比賽」宣導：

於 2011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 20 日進行「KUSO30

秒防制人口販運影像動畫比賽」，邀請民眾發揮

創意，透過風趣、創新的拍攝手法，以淺顯易懂

的方式宣導本項議題，並於 10 月 16 日於臺北車

站地下街廣場公開表揚得獎者，同時以人口販運

Q&A 有獎徵答等活動，加強宣導反人口販運議

題。 

�園遊會宣導：於 2011 年 12 月 10 日國際移民日

當天設置「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攤位」，設計問答

遊戲與民同樂，使民眾更廣為認識人口販運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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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2012012012011111 年年年年宣導集錦宣導集錦宣導集錦宣導集錦    

                                                                                

    
 
 
 
 
 
 
 
 
 
 
 
 
 
 
 
 
 
 
 
 
 
 
 
 
 
 
 
 
 
 
 
 
 
 
 
 
 
 
 
 
 
 
 
 

KUSO 創意  

打擊人口販運！ 

 

社會組第一名/ 

賣女孩的小火柴 

學生組第一名/ 

自動人販機 

Kuso創意得獎者                      

有獎徵答活動 民眾熱烈回應                          有獎徵答活動 民眾熱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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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車站數位燈箱廣告 

臺北捷運車站南港線、板橋

線、文湖線、新店線及淡水

線等路線共計 18 處捷運站

出口多語海報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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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華電信合作辦理 

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活動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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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宣導 

 
 
 

    

    

    

    

    

    

    

    

    

    

    

    

    

    

    

    

    

    

    

    

    

    

    

    

    

    

    

宣導立版 
中英文宣導卡 

服務站按捺指

紋處宣導 
宣導保鮮盒 
宣導微波盤 

宣導手工香皂 

園遊會有獎徵答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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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加強宣導防制外加強宣導防制外加強宣導防制外加強宣導防制外籍籍籍籍勞工遭受人口販運勞工遭受人口販運勞工遭受人口販運勞工遭受人口販運：：：：    

由勞委會透過多元管道，向雇主、仲介及外籍勞工

宣導認識人口販運與求助管道，辦理情形如下：  

(1)平面文宣製作與宣導： 

2011 年編印「雇主聘僱外籍勞工法令宣導手冊」25

萬 5,000 冊，另於外籍勞工入國時發送中外語對照

「外籍勞工在臺工作須知手冊」，宣導申訴專線及

人口販運認知與求助管道。 

(2)媒體文宣製作與宣導： 

�委託製播 13 個中外語廣播節目，以「防制人口販運」 

為宣導主題之一，向雇主、仲介及外國人進行法令

及生活常識等宣導，2011 年估約 411 萬人次收聽。 

�委託製播 30 秒宣導短片，以「勞雇和諧、從心開

始」為宣導主題，自 2011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4

日於有線及無線電視臺託播 482 檔次，向民眾倡導

外籍勞工來臺工作對本國經濟社會發展有正面貢

獻。 

  (3)研習宣導： 

補助地方政府對雇主及仲介公司從業人員辦理有

關防制人口販運相關課程之研習會合計 22 場次，

共計 3,654 人次參加；另對外籍勞工辦理有關防制

人口販運相關訊息之法令宣導會合計 141 場次，共

計 2 萬 4,483 人次參加，以提高外籍勞工、雇主及

仲介防制人口販運意識。 

3333、、、、加強宣導防止國內外旅客從事兒童及少年性觀光加強宣導防止國內外旅客從事兒童及少年性觀光加強宣導防止國內外旅客從事兒童及少年性觀光加強宣導防止國內外旅客從事兒童及少年性觀光：：：：    

 (1)宣導對象及目的： 

強化一般民眾、相關業者瞭解何謂「兒童性觀光」

及正確認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問題，強化相關

法治觀念，並將防制觀念傳播出去，提升對於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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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年性剝削之認知與敏感度，以增進民眾對防制

人口販運及「兒童及少年性觀光」相關工作之瞭

解，防範民眾誤觸法網，進而喚起大眾共同防制。 

(2)宣導方式： 

    �內政部兒童局：運用有線電視公益時段，為期一個

月播放「消費童妓 全球公敵」30 秒宣導短片，期藉

較平易的方式，對廣大的閱聽民眾（估計約 280 萬

人次）加強宣導。另於各鐵路、公路及航空站等民

眾進出頻繁的地點，運用 LED 電子看板，宣導強化

民眾對兒童少年性觀光的認識與觀念，估計約 180

萬以上人次接受訊息。 

             �交通部觀光局： 

a.於辦理「2011 年國際觀光旅館暨一般觀光旅館定

期檢查」時，向 63 家觀光旅館個別宣導。 

b.將「性別平等」、「人口販運防制」、「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等議題宣導資料，置於交通部觀光局

網站供民眾及觀光從業人員閱覽，做為導遊、領

隊人員職前訓練 E 化課程，列入結業測驗範圍，

同時請學員於帶團時，對入出國旅客加強宣導。 

4444、、、、透過教育體系進行人口販運議題宣導透過教育體系進行人口販運議題宣導透過教育體系進行人口販運議題宣導透過教育體系進行人口販運議題宣導：：：：    

由教育部透過教育管道，建構我國學生人權法治觀

念與性別平等意識，瞭解防制人口販運內涵，以預

防人口販運案件發生，辦理情形如下： 

(1)教育宣導方面： 

與國內報社合作出版「少年法律專刊」，2011 年共 

計登載 4 篇防制人口販運相關文章。並於各縣市友

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中，補助辦理防制

人口販運研習 6 場次及人權法治教育相關研習計

103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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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與教材方面： 

將性別平等、人權及法治教育納入「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及「職業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並完成「認識人口販運」及「防 

制人口販運」教案，宣導鼓勵教師下載使用。另鼓 

勵大專院校開設人權、性別平等及法治教育等相關 

課程，統計 2011 年度計開設 4,421 門相關課程， 

並補助辦理相關活動。 

(3)師資培訓方面： 

於各縣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中，補

助辦理中小學校在職教師人權法治學務與輔導專

長增能學分班 5 班次，規劃防制人口販運議題主

題，強化教師相關觀念。 

5555、、、、加強宣導國人認識人口販運加強宣導國人認識人口販運加強宣導國人認識人口販運加強宣導國人認識人口販運：：：：    

由行政院新聞局、內政部警政署、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等，加強宣導認識人口販運議題情形如下： 

(1)宣導對象及目的： 

加強對社會大眾、遠洋漁業、原鄉部落、榮民及大 

陸配偶等宣導認識人口販運及通報，防止利用各種 

運輸管道從事走私、偷渡及販運人口，並強化渠等 

瞭解相關資訊，以預防人口販運案件發生。  

     (2)宣導方式： 

於機關電臺與公益電臺插播宣導廣告；辦理 LED 電

子字幕機宣導；於研習活動及集會處所發放 DM 摺

頁、播放宣導短片；於機關雜誌刊登平面廣告；另

並於機關服務座談會進行外展宣導。 

�行政院新聞局：於正聲廣播公司等 14 家委製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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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播「防制人口販運」單元，說明人口販運防制法

的特色及通報疑似人口販運案件，計播出 14 集；另

辦理全國 75 處 LED 電子字幕機宣導防制人口販運，

計於 2011 年 3月、5月及 6月各進行為期 8 天的宣

導，7月及 11 月各進行為期 16 天的宣導。 

�內政部警政署：委請警察廣播電臺播放中文宣導插

播 60 次、英文 30 次；另請中央廣播電臺於外勞及

外籍配偶節目中，插播印、泰、越等語言之防制宣

導內容，合計播放 44 次，促進社會大眾對人口販運

議題之關注與瞭解。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藉全國分區海巡服務座談會，

對參加人員進行防制人口販運宣導，全年計舉行 115

場次，向 5,233 人次宣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新漁業雜誌刊登防制人口販

運宣導，計 4期；於漁業廣播電臺播放宣導 CF，計

56 檔次；另於漁船員各訓練班次播放宣導 CF，計

50 場次。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暨婦

女服務中心及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成果發表會中播

放宣導 CF計 3場次，向 967 人次宣導。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全省各縣市 22 個

榮民服務處張貼宣導海報；於各榮民服務處不定時

播放宣導短片及影印發放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文宣，

以供洽公之榮民榮眷瞭解相關資訊；另利用各種集

會及訪視時機，進行防制人口販運議題宣導。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助民間團體於臺北、花蓮每

月辦理 1場次大陸配偶生活成長講座，以強化渠等對

其權益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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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第一線人員第一線人員第一線人員第一線人員能力建構與能力建構與能力建構與能力建構與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行政院各部會 2011 年約計投入新臺幣 2,945 萬餘

元，提升實務人員專業知能，辦理情形如下： 

1、為統一司法警察人員保護、查緝之觀念與做法，移

民署於 2011 年再次編修「防制人口販運工作手冊」

、「被害人的權益手冊」及「被害人鑑別卡」，提

供各機關作為教育訓練參考教材。 

2、移民署於 2011 年 8 月 3、4 兩日辦理 2 場次「防制

人口販運通識教育訓練」，就防制人口販運之政策

面、實務面與法制面等進行探討，以強化第一線實

務人員之專業知能，汲取最新的知識與訊息，使其

等具備足夠的敏感度辨識被害人，及妥適安置保護

被害人，本項訓練並以未曾參訓者為優先受訓對象

。另於 9月 21 日辦理「防制人口販運進階研習」，

本訓練針對勞資爭議與勞力剝削、我國勞動販運之

法律適用、人口販運犯罪調查與舉證、人口販運審

判案例等實務面向進行探討，希望藉由進階課程培

養各相關機關種子教官，從第一線落實防制工作，

並凝聚執法人員共識。 

3、法務部於 2011 年 8 月 10 日至 8 月 12 日辦理「人口

販運案件司法實務研習會」，課程包括：人口販運

防制法簡介、人口販運案件不法所得之保全與執行

、人口販運案件個案偵辦經驗分享、人口販運案件

偵查實務─社政觀點、人口販運案件的多元化、被 

害人之安置保護、非政府組織在打擊人口販運中的

角色及人口販運案件工作坊等，以加強檢察官對人

口販運案件之偵辦技巧及專業能力。上開研習會前

2 日人口販運案件偵查實務課程中，法務部安排參

訓檢察官針對不起訴或無罪之具體案例進行研析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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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另於第 3 日規劃案件工作坊，邀請司法警察機

關及從事保護實務之團體代表共同參加，與檢察官

就人口販運犯罪模擬情境，進行案例研討以提升司

法機關及司法警察人員偵辦查處人口販運案件知能

，並強化辦案蒐證技巧。 

4、司法院於 2011 年 1 月 12 日舉辦「人口販運案件司

法實務研討會」，邀請來臺訪問之美國聯邦檢察官胡

依婷以「跨領域團隊：防制人口販運」、「美國觀點：

性剝削」及「美國觀點：勞力剝削」為題，發表 3

場演講；並邀請國內相關實務工作者，針對「人口

販運犯罪及其刑事程序概論」、「人口販運犯罪之調

查與舉證：從實際案例出發」、「人口販運防制之跨

專業整合：以社工與非政府組織在人口販運刑事程

序中扮演之角色為中心」、「人口販運案件偵查實

務」、「我國勞動販運之法律適用」等議題，與法官

及檢察官進行研討。另於 2011 年 9 月 26 日至 29 日

舉辦「法院辦理性侵害及人口販運犯罪案件專業研

討會」，安排人口販運防制法、人口販運案件審判實

務及刑事程序概論等課程，強化法官審判人口販運

犯罪之專業知能及於司法審判程序中充分保障被害

人權利。 

5、辦理各項相關訓練及研習，列表如下： 
辦理項目  辦理場次/ 

參與人次 

參與對象 

※※※※辦理整體面向研習辦理整體面向研習辦理整體面向研習辦理整體面向研習：：：：    

防制人口販運通識教育訓練 2/200 行政院、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所屬機關單位，辦理防制人口販

運人員 

防制人口販運進階研習 1/100 法務部、警政署、海巡署、移民

署、勞政及庇護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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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 1/250 政府官員、國內外專家學者、民

間團體代表、各國官員及駐臺辦

事處代表 

國境管理研討會 1/131 

 

27 國駐臺使領館及辦事處代

表、外交部及其他政府機關、航

空公司、專家學者代表等 

※※※※辦理查緝辦理查緝辦理查緝辦理查緝((((偵審偵審偵審偵審))))面向研習面向研習面向研習面向研習：：：：    

法院辦理性侵害及人口販運

犯罪案件專業研討會 

1/40 

 

法院法官 

人口販運案件司法實務研討

會 

1/60 法院法官 

人口販運案件司法實務研習

會 
1/80 檢察官、司法警察及庇護所代表 

警察人員防制人口販運講習

(含案例研討) 

2/1,592 各警察機關外事警察、刑事警

察、婦幼警察、少年警察及實際

參與案件偵辦之員警 

警察人員學科常訓中安排防

制人口販運課程，以落實基

層同仁執法觀念 

每季 

/2,215 

每季學科常訓參與員警 

海巡署海巡人員防制人口販

運教育訓練 

4/210 各區海巡人員及領導幹部 

海巡署海巡人員防制人口販

運鑑別原則與案件偵查技術 

1/105 

 

各區海巡人員及領導幹部 

移民署人口販運案件查緝鑑

別實務研習 

8/550 移民署專勤事務第一、第二大隊

大隊部，及所屬各縣市專勤隊全

部執勤人員 

移民署國境線上管制監控工

作訓練 

13/688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執行監控人

員 

移民署證照辨識講習 全年度

/2,290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執勤人員及

幹部人員 

※※※※辦理防制辦理防制辦理防制辦理防制((((保護保護保護保護))))面向研習面向研習面向研習面向研習：：：：    

外勞諮詢服務暨訪視人員防

制人口販運與外勞管理法令

研習會 

4/418 勞委會業務相關人員、各地方政

府外勞業務訪視員、外勞諮詢服

務人員及庇護所服務人員等 

外勞機場諮詢服務、人口販

運被害人辨識與外勞管理法

1/48 外勞機場服務站督導、諮詢服務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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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講習會 

「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

護專線」建置計畫教育訓練 

3/56 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專線

督導、服務人員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儲備及外

派駐外人員行前訓練講習班

─開設防制人口販運課程 

2/212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儲備及外派駐

外人員 

辦理認識人口販運及其被害

人保護服務教育訓練 

6/524 醫療機構人員 

全國原住民社工人員在職訓

練─開設認識人口販運課程 

1/196 原住民社工人員 

交通部觀光局導遊人員及領

隊人員職前訓練─安排相關

法令及案例分析課程 

102/11,142 

 

導遊人員、領隊人員 

交通部觀光局旅館基層從業

人員教育訓練─安排「兒少

性交易及人口販運防制」專

題演講 

26/2,931 旅館基層從業人員 

金管會局銀行辦理銀行從業

人員教育訓練─安排洗錢防

制及人口販運相關議題課程 

34/1,524 銀行從業人員 

101/5,944 證券及期貨業人員職前訓練、稽

核人員 

金管會證券期貨局辦理證券

期貨從業人員訓練─安排洗

錢防制及人口販運議題課程 29/1,613 投信投顧公會會員 

((((三三三三))))加強推動加強推動加強推動加強推動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    

     由政府及民間資源之整合，推動多元照顧輔導，尊

重多元文化社會價值，提供必要協助，使外籍配偶

適應我國社會，避免因資訊不足，遭受剝削或損害。

2011年推動照顧輔導以預防人口販運案件發生情形

如下： 

1、外籍配偶入國前輔導講習： 

我國駐泰國、菲律賓、印尼及越南代表處、駐胡志

明市辦事處，自 2005 年 10 月起實施「外籍配偶入

國前之輔導計畫」，聘請學、經歷俱優之輔導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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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語言辦理團體講習與個別諮詢，2011 年辦理團

體講習約 533 場次，參加講習之外籍配偶約 3,200

人。駐外館處依據移民署編印之《美麗新家園—外

籍配偶入國前輔導手冊》內容，以當地語言說明來

臺生活、風俗民情、移民法令及相關權利義務資

訊，提醒外籍配偶務必提高警覺，防範人口販運案

件，並建議渠等牢記我國婦幼保護專線 113 及外籍

配偶諮詢專線 0800-088-885；另於團體講習時播放

宣導影片「美麗新家園—外籍配偶入國前 2D 動畫

影片」，並分送相關外語文宣資料。 

     2、實施初入境關懷訪談方案： 

        為加強實施移民輔導關懷方案，並藉機會接觸其家

庭，輔導其家人應尊重外籍與大陸配偶。當外籍配

偶於入境後 15 日內向移民署各市、縣(市)服務站

申請外僑居留證，或大陸配偶辦理依親居留時，由

該署各市、縣(市)服務站移民輔導人員對外籍與大

陸配偶及其本國家人進行訪談，告知法令、人身安

全、教育及就業等資訊。2011 年共服務外籍配偶

3,223 人，大陸配偶 7,766 人。 

 3、外籍配偶諮詢專線(0800-088-885)： 

以 6 國語言提供生活適應、教育文化、就業服務、 

醫療衛生、人身安全、居留定居及法令等有關照顧 

輔導服務諮詢，2011 年共提供 1萬 3,748 人次諮詢 

服務。 

      4、建置關懷網絡： 

於全國 22 縣(市)建置外籍與大陸配偶關懷網絡，

每半年定期邀集中央部會及轄內民政、社政、教

育、勞工、衛政、外配中心、民間團體及外籍配偶

社區服務據點召開網絡會議，以發揮資源運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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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2011 年召開 22 縣市網絡會議計 40 場次，參

與單位包括 2 個中央部會、22 個地方政府公私部

門之照顧輔導單位，其中公部門計 1,122 人次參

與，私部門 540 人次參與，共計 1,662 人次參與。 

((((四四四四))))加強推動外籍勞工權益保障措施加強推動外籍勞工權益保障措施加強推動外籍勞工權益保障措施加強推動外籍勞工權益保障措施        

1、加強推動直接聘僱： 

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自 2009 年擴大服務業別，開

放製造業、營造業、海洋漁撈、機構看護工及家庭

幫傭等業別，藉由該中心之服務，以避免外籍勞工

遭仲介剝削，降低外勞仲介費用負擔，2011 年為外

籍勞工節省仲介費用總計新臺幣 2 億 7,664 萬元。

2011 年辦理情形列表如下： 

服務項目 服務成效 

服務雇主以直接聘僱辦理

重新招募同一外勞 

1 萬 3,540 名 

代收及代轉申請文件 4 萬 2,706 件 

現場及電話諮詢服務 13 萬 5,917 人次 

2、提供「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專線」（簡碼 1995） 

：1955 專線自 2010 年採電子派案方式請各地方勞 

工主管機關進行申訴或爭議案件查處，落實相關案

件後續處理之追蹤管理機制，以確實保障外籍勞工

之權益。統計 2011 年全年 1955 專線總計受理話務

量為 21 萬 7,887 通，其中諮詢服務案件 20 萬 2,426

件、一般及緊急申訴服務案件共計 1 萬 5,461 件。

另外籍勞工透過 1955 專線協助成功轉換雇主之案

件共計 1,769 件。 

3、協助追返外勞遭欠薪資： 

2011 年各縣市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及機場外籍

勞工服務站協助外籍勞工協調雇主或仲介返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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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薪資費用案件計 4,535 件，共計追回薪資費用新

臺幣 1 億 7,296 萬 5,489 元。 

4、推動家事勞工保障法制化： 

(1)為保障家事勞工之勞動條件權益，勞委會自 2000

年起即審慎研議如何予以加強保障，未曾間斷，直

至 2009 年 7 月 1日決定朝制定專法方向研議。 

(2)由於家事勞工係在家庭中提供勞務，有別於一般廠

場，且部分被看護者之家庭係屬弱勢，兩者權益必

須衡平，所制定之法律始務實可行。為求審慎嚴

謹，勞委會近年來多次召開會議及公聽會邀集勞、

雇、仲介團體、學者專家及相關單位共同研商，研

訂完成「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於 2011 年 3 月 15

日陳報行政院審議。該草案內容包括每日應有連續

8 小時之休息時間、每 7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

作為例假、特別休假、請（婚、喪、事、病）假、

基本工資、工資給付原則、勞動契約之終止、保險

及申訴等相關事項。 

(3)行政院已召開草案審查會議責成勞委會參酌與會

機關代表所提意見，並聽取相關團體意見及會商地

方政府再加檢討研議後送院續行審查。勞委會業於

2011 年 8月 25 日及 12 月 14 日召開 2次會議，分

別再度邀集婦女、勞、雇團體及各縣市政府研商草

案內容，並已將研議資料送請行政院續行審議。 

(4)家事勞工勞動權益應予保障，惟應併同考量家事工

作的特殊性，且須兼顧勞雇雙方權益衡平及務實可

行，故須審慎周全研議，並凝聚各方共識。勞委會

仍將持續以務實的態度積極推動家事勞工保障法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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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強仲介管理：2011 年辦理 2010 年度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共辦理

990 家仲介機構評鑑，評鑑成績 A 級者（90 分以上）

共有 312 家佔 31.5%，B 級者（89 分至 60 分）共

644 家佔 65%，C級者（60 分以下）共 34 家佔 3.4%，

限制評鑑為 C 級之 34 家仲介公司不得設立分支機

構並應確實改善，如次年評鑑未達 B 級，即不予許

可重新設立，使劣質仲介公司退出市場。 

((((五五五五))))改善外勞行蹤不明改善外勞行蹤不明改善外勞行蹤不明改善外勞行蹤不明    

1、經統計自 1992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底止累計未

查獲行蹤不明外勞人數計 3萬 3,730 人。依調查資

料顯示，外勞行蹤不明之主要原因包括：受非法媒

介者慫恿轉介、聘僱期即將屆滿、希望獲得較高待

遇、工作生活環境無法適應、仲介服務費高、雇主

不當對待或其他勞資爭議。 

2、為改善行蹤不明外勞問題，勞委會已訂定「加強

外勞管理及改善外勞行蹤不明方案」，就預防面、

查處面、裁罰面及政策面等採行相關措施，包含：

防杜外勞遭受剝削、推動全面直接聘僱、加強法令

及權益宣導、暢通外勞諮詢及申訴管道、保障外勞

工作權益、加強仲介管理、落實違法雇主及仲介加

重處罰、函請內政部建立經常性查緝行蹤不明外勞

機制、檢討外勞在臺累計工作年限及出國 1 日規

定，以及檢討外勞得以預告方式單方終止契約轉換

雇主可行性等具體措施。 

((((六六六六))))檢討外勞政策檢討外勞政策檢討外勞政策檢討外勞政策    

1、提高檢舉獎勵金額度，加強預防及查緝行蹤不明外

勞：勞委會於 2011 年 4 月 29 日訂定「民眾檢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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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獎勵金支給要點」，提高檢

舉非法雇主及非法仲介部分之獎勵金額度最高至

新臺幣 5 萬元，如雇主違反非法聘僱或容留行蹤不

明外勞者，將依查獲外勞人數比例分別計給 1萬元

至 5 萬元不等之獎勵金；若是涉有媒介非行蹤不明

或行蹤不明之外勞者，也依媒介人數多寡核給 2萬

元至 5 萬元之獎勵金。2011 年受理民眾檢舉非法

外勞、雇主及仲介，並核發檢舉獎勵金案件共 382

件，金額共計新臺幣 250 萬 9,000 元。 

2、修正仲介機構評鑑要點：為加強仲介市場管理，強

化仲介機構退場機制，2011 年 2 月 11 日修正發布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

評鑑要點」，除總機構應受評鑑外，並將當年度有

辦理藍領外國人聘僱許可申請案之分支機構納入

評鑑對象，又提高評鑑成績 C級門檻，將評鑑成績

未達 60 分為 C級之規定修正為未達 70 分；另規定

連續 2次評鑑成績為 C級者直接不納入評鑑對象，

其許可證效期屆滿後亦不予換證，以期提升仲介機

構服務品質。 

3、雇主收受或仲介交付不正利益之管制：為避免雇主

以委任招募外勞為條件，要求國內仲介代付國內求

才登報費、就業安定費或執行外勞生活照顧服務相

關設施費用等不正利益，即仲介公司不向雇主收取

任何費用，將成本轉嫁外勞，2011 年 7 月 14 日核

釋就業服務法第40條第 6款及第54條第 1項第10

款規定「不正利益」之內容。雇主及仲介公司違反

上開規定，由地方主管機關科處罰鍰，另送勞委會

廢止雇主聘僱許可及招募許可，並管制 2 年，且對

仲介公司處以停業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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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議外籍勞工與雇主單方終止聘僱關係之處理原

則：為保障外籍勞工工作權益，於 2011 年 5 月 19

日函告各地方主管機關及安置單位，有關外籍勞工

與雇主單方終止聘僱關係處理原則，即外籍勞工與

雇主單方終止聘僱關係之意思表示，除可依現行寄

送存證信函作為意思表示外，亦可於地方主管機關

所召開之協調會議中，表示欲與雇主終止聘僱關係

且經雇主知悉，並有地方主管機關在場見證，後由

勞雇雙方簽名作成紀錄，即為意思表示之證明。如

於該協調會議中，雇主或其受託人均未到場，則可

由地方主管機關將外籍勞工單方終止聘僱關係之

意思表示，做成會議紀錄並以函文敘明「外國人已

主張終止聘僱關係，特此通知。」雙掛號信函寄達

雇主，即為證明。 

5、落實「婚姻移民人道待遇及工作權保障」：2011

年 8 月 18 日修正發布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9 條

之 1 及第 11 條規定，增訂婚姻關係消滅之外籍配

偶，有 1.依親對象死亡；2.其本人遭受配偶身體或

精神虐待，經法院核發保護令；3.於離婚後取得在

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4.因

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5.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

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

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等情形之一，並

經移民署准予繼續居留者，得免經許可合法在臺工

作。 

((((七七七七))))結合民間資源強化政府效能結合民間資源強化政府效能結合民間資源強化政府效能結合民間資源強化政府效能    

      1、政府部門以公開委託或補助方式結合民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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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被害人庇護安置、陪同偵訊、通譯服務等，

並協助政府提供各項教育訓練師資講座、辦理相

關研習會及宣導活動、出席參與相關會議、參與

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行國際交流及協助政府制定

防制人口販運議題宣導資料等。 

2、為保障人口販運案件被害人之人權及訴訟基本權，

司法院協調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開辦人口販

運被害人法律扶助專案，對於經安置而居住於臺灣

之人口販運被害人，於案件及資力符合法律扶助法

規定時，給予法律扶助。該專案 2011 年全年共有

244 件申請案件，經准予全部扶助者有 229 件、提

供法律諮詢扶助者有 9 件、駁回 6 件，扶助率高

97.54%。 

3、補助非政府組織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活動如下： 

受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活動)內容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台灣國際法

學會 

「人口販運

與國際法」

研討會 

該學會與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

研究中心於 2011 年 3月 19 日合作舉辦「人

口販運與國際法」研討會，旨在區別人口販

運及人口走私之定義及異同，論述相關國際

條約之新發展，呼籲學界及實務界應關注此

問題，以實踐人權保障，與國際潮流得以儘

速接軌與對話，並進而促進國際合作。 

財團法人台

北市婦女救

援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與印尼人口

販運防制組

織國際合作

暨參訪計畫 

於 2011 年 5 月至印尼非政府組織

Bandungwangi進行訪問與實地參訪庇護

所，雙方就被害人服務與轉介等交換實務經

驗，並透過國際移民組織(IOM)印尼分會的

安排，與印尼政府進行座談，瞭解印尼官方

防制人口販運的分工和方案，同時分享臺灣

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服務。 

財團法人天

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

人口販運被

害者保護服

務研究暨防

透過研究瞭解人口販運被害人遭招募的經

驗、以及相關的社會、經濟、政治與環境脈

絡、被害者遇害歷程以及返國後的期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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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制教育宣導

計畫 

以此研究作為未來規劃被害者個案服務的

基礎。同時辦理研討會，邀請學者以及庇護

所實務工作者，分享執行保護服務方案，期

藉此建構實際經驗的分享的平台，  

台灣勞動與

社會保障協

會 

人口販運防

制及被害人

保護宣導 

2011年 9月 23日於雲林縣勞工育樂中心辦

理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宣導，會中邀

請各大專院校學生、專家學者、雲嘉南地區

社會福利團體、社會工作者、職業公會等共

同參與，針對有關勞動人權及防制人口販運

議題進行座談與交流，並辦理保護宣導。 

財團法人台

北市婦女救

援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赴加拿大越

南社區參訪

關於人口販

運防制及新

移民議題計

畫 

與 CAMSA-Taiwan形成策略聯盟的夥伴關

係，並支援 CAMSA-Taiwan赴加拿大越南

聯邦等 5個非營利組織及機構參訪，交換有

關人口販運防制及新移民議題倡導經驗與

實務工作建議，商討未來合作空間，並將參

訪資訊與政府相關單位進行分享交流。 

臺灣展翅協

會 

2011防制人

口販運宣導

活動 

於 2011 年 11 月 27 日在臺北西門町紅樓北

廣場，舉辦「當我的太陽照亮我的路」防制

人口販運演唱會，邀請歌手林曉培、獨立創

作樂團拷秋勤、氣質女聲林宜融等人表演，

用音樂呼籲大眾一起為「防制人口販運」盡

一份心力。活動現場播放宣導短片，並設計

有獎徵答宣導，民眾參與踴躍，成效良好。 

外交部外交部外交部外交部    

財團法人勵

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柬埔寨人口

販運少女庇

護所建置及

營運計畫 

該會與美國「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CCHC）及「基督豐榮團契」（Fullness in 

 Christ Fellowship, FICF）合作執行「柬 

埔寨人口販運少女庇護所建置及營運計畫」 

，以援助遭受性剝削與性侵害之不幸少女。 

台灣展翅協

會 

兒少上網安

全國際研討

會及系列活

動方案 

於 2011年 4月 20日至 22日在台舉辦「兒 
少上網安全國際研討會及系列活動方案」， 
邀請國內外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及專家學

者，共同分享保護兒少上網或防制「兒童色

情」之政策與宣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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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NGO 辦理防制人口販運

守護人權和平演唱會 

台灣展翅協

會 
國際網路檢

舉熱線聯盟

（INHOPE）
會員大會 

於 2011年 5月 17日至 19日赴立陶宛參加 
「INHOP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Hotlines）會員大會」，會中針對新 
會員入會進行表決，同時討論未來與歐盟 
INSAFE合作的方向與內容，以及歐盟打擊 
「兒童色情」最新的立法趨勢。 

財團法人勵

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突破與重建

- 亞洲區青

少女安置及

充權策略研

討會 

該會於2011年11月7日至8日在台舉辦「突 
破與重建（Breaking and Rebuilding）-亞洲 
區青少女安置及充權策略研討會」，邀請國 
內外從事青少女庇護安置之機構代表來臺， 
就青少女安置服務作廣泛討論與經驗分享。 

    

    

    

    

    

    

    

                                                                                                

    

    

    

    

    

    

    

    

    

    

補助 NGO 辦理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保護 

實務分享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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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加強國際交流加強國際交流加強國際交流加強國際交流與與與與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一一一一))))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1111、、、、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政府部門：：：：    

我國在世界主要國家城市外派駐外人員，與各國

政府保持密切聯繫，另移民署自 2007 年起每年舉辦防

制人口販運國際研討會或工作坊，邀請各國主管部門

及非政府組織等進行交流研討，期藉由國際工作坊或

派員參訪與研習等活動，與各國建立合作機制與網

絡。2011 年主要國際交流活動包括： 

(1)2011 年 1 月 20 日、21 日美國反人口販運組織「Boat 

People SOS」執行長阮廷勝 Executive Director 

Nguyen Dinh Thang、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主任王

鴻英女士及「廢除亞洲現代奴役聯盟台灣辦事處」

（CAMSA-TAIWAN），分別拜會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

委員會及移民署，雙方就人口販運議題進行意見交

流。Thang博士對於我國近年在人口販運防制工作

上的努力，特別表示肯定。 

     (2)2011年 4月 20日至 22日外交部協助台灣展翅協會

在臺舉辦「兒少上網安全國際研討會」，並由該部

NGO 國際事務委員會吳副主委榮泉與國外與會代表

進行餐敘，表達政府對保護兒少上網安全及防制人

口販運之重視。 

     (3)2011 年 4 月 26 日移民署派員赴「廢除亞洲現代奴 

役聯盟台灣辦事處」（CAMSA-TAIWAN）拜會、2011 

年5月11日CAMSA加拿大聯盟黎惟阻博士Can D.  

Le率臺灣辦事處專員符玉菁拜會移民署，雙方就防 

制人口販運之宣導資訊、結合公私部門力量推動防 

制工作交換意見，以強化未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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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1年 5月 8日至20日美國國務院打擊人口販運

辦公室委託美國「都市研究所」2名研究員Meredith 

Dank及 Colleen Owens來臺，進行全球 3 個「打

擊人口販運最佳成效國家」研究計畫中臺灣部分

之訪談，研究團隊在外交部行程安排、中央警察

大學葉毓蘭老師協助下，分別與內政部(移民署、

警政署)、法務部、勞委會相關人員及 NGO 代表

進行座談，也參訪移民署南投庇護所、勞委會桃

園國際機場外籍勞工諮詢服務站及 1955 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專線，過程圓滿順利。 

(5)2011 年 8 月 3 日泰國社會發展及人類安全部副常

務次長 Sirirat Ayuwathana女士特率領相關官員

來臺參訪，就人口販運防制議題向移民署取經，

並表示臺泰「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解

備忘錄」（MOU）草案已送至泰國政府研議中，泰

方樂意與臺灣有進一步的交流合作。 

(6)2011 年 8 月 8 日香港亞太移民組織（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APMM）執行長 Ramon 

Bultron 先生等一行拜會移民署，該組織總部位於

香港，主要關注亞太地區菲律賓移工之權益及人

口販運問題，雙方就查緝勞力剝削案件及被害人

保護等進行經驗交流，以加強未來合作。 

(7)2011 年 8 月 16 日至 19 日移民署謝署長立功率員

應邀赴蒙古訪問，並於 17 日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

與蒙古移民署署長穆倫．達西道爾吉共同簽署「中

華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蒙古國法務及內

政部移民署間有關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 

瞭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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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1年 9月 27日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政治組、領事組及美國駐香港及

澳門總領事館派員拜會移民署，雙方就臺灣近年

來在防制人口販運所作的努力與成效進行意見交

換，美方官員並對移民署當年舉辦的「兩岸四地

共同打擊人口販運研討會」，將臺灣在人口販運

的成功經驗與海峽兩岸分享，表示肯定。 

(9)2011年 9月 30日美國在臺協會政治組唐瑞德組長

Daniel Turnbull與羅怡娜小姐 Nina Robinson拜會

移民署，雙方就與美方簽訂「移民事務與防制人

口販運備忘錄」（MOU）之可行性進行討論。移

民署就簽訂備忘錄對兩造雙方推動防制人口販運

及移民事務工作、人員訓練及情資交換上之助益

做說明。美方表示備忘錄之簽訂需要國內相關部

門認可並修正相關內容，願意將備忘錄草案寄送

給美國政府相關部門研議。 

(10)2011年 10月 23至 28日新加坡內政部政策及行

動司高級司長黃耀文一行 7人來臺參訪，移民署

安排參加「2011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並

分別與移民署、勞委會職業訓練局、法務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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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署及 NGO代表進行座談，且就防制人口販運議

題實地參訪國內有關公私部門實際做法及交換意

見，本次參訪有效提升雙方交流互動，未來可望

建立更緊密之合作機制。 

(11)2011年 10月 27日移民署舉辦「2011年防制人口

販運國際工作坊」，來自 15 國及國內相關部會代

表、NGO代表，約 250人參加，計舉行 5 場專題

演講。會中邀請美國國土安全部及司法部官員、

國際勞工組織前主任、新加坡非政府組織專家、

歐洲國際希望聯盟組織主任擔任講座，與國內檢

察官、法官及學者專家進行對談，針對打擊人口

販運議題，分享各國防制經驗及具體個案研究，

並進行意見探討與交流。並恭請行政院吳院長敦

義出席閉幕式致詞，向各國代表及我國相關部會

首長宣誓我國國際合作、捍衛人權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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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1年 11月 29日越南公安部打擊對外安寧總局

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 Le Xuan Vien先生等一行 8

人拜會移民署，該署安排與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

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會進行座談，就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工作

交換相關經驗，越方表示感謝 NGO代表提供許多

建設性的建議，他們會將這些意見帶回去轉知相關

機構。同時越南也會加強和臺灣政府的合作，考慮

簽署「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備忘錄」，共

同來協助雙方人民交流等相關事宜。 

(13)移民署推薦中央警察大學葉副教授毓蘭於 2011 年

11 月 8 日出席由 Polaris Project Japan 主辦、

美國駐日本大使館協辦之打擊人口販運國際學術

研討會，葉副授教發表之精闢演說─台灣經驗，

為第一個主題演講，獲得與會各國矚目及熱烈迴

響。 

(14)2011年 11月至 12月間警政署協助安排美國在臺

協會政治組官員Nina Robinson、安全組助理 Joseph 

Parker、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香港辦事處官員

內政部頒發

感謝狀予長

期投入人口

販運被害人

保護之國內

民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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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y Tsui 至高雄市、臺中市及嘉義縣政府警察

局，針對員警進行防制人口販運宣導，合計辦理 3

場次，計 115人次參加。   

(15)2011年12月7日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行政暨

領務處新任處長 Brian Arkinstall 先生及副處長

Vivian Hung女士率員拜會移民署，雙方交流有關

急難救助、難民法規、防制人口販運業務，並安

排參訪該署臺北市專勤隊臨時收容所，瞭解臺灣

重視人權的外籍人士收容管理及打擊人口販運犯

罪的成功經驗。 

(16)2011年 12月 10日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將第

六屆亞洲民主人權獎頒發給美國的「海上難民救

援組織」(Boat People SOS)，並提供 10 萬美元

獎助金，獎勵該組織長期投入救援海上難民，以

及持續推動杜絕人口販運工作。 

(17)2011 年 12 月 21 日加拿大邊境服務署（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CBSA）移民執法處移民

官 Denise Delvaux女士及 Ryan Quesnelle先生因

押解我通緝犯返國，首度訪臺，並與移民署相關

人員進行座談，交換跨國合作、外籍人士收容管

理及防制人口販運經驗，獲益良多。 

2222、、、、民間團體由政府民間團體由政府民間團體由政府民間團體由政府酌予酌予酌予酌予補助或自力補助或自力補助或自力補助或自力參與國際交流活參與國際交流活參與國際交流活參與國際交流活

動動動動：：：：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

灣展翅協會及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等，致力投入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議題，對人口販

運案件之特殊性有深刻體認，並於 2011 年積極參與

國際反人口販運相關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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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     

�2011年 2月 21日轉介2名印尼籍性剝削被害人予印

尼 NGO-Bandungwangi接受後送渠等返鄉服務。 

�2011 年 4 月 2、3日至印度新德里市參與『亞太反婦

女販運聯盟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of Women - 

Asia Pacific (CATW-AP)』年會，報告臺灣現況。 

�2011 年 5 月 1 日至 7 日參加東南亞國協公民社會論

壇(ASEAN People’s Forum)於雅加達召開之公民論

壇，同時參訪印尼 NGO-Bandungwangi的庇護所，

並簽訂合作備忘錄，於被害人返鄉後轉介由該機構持

續後續追蹤服務。 

�2011 年 6 月接獲日本國際移民組織轉介，至日本接

1 名臺灣籍人口販運被害人返鄉，並協助其在臺報

案，啟動案件偵查。 

�2011 年 8 月 4 日至 8 日協助安排泰國社會福利部副

常務次長率政府官員訪臺行程，接待參訪人口販運被

害人庇護所，並與臺灣相關民間團體代表進行座談。 

62011 年 9 月 14 日接受澳洲電視臺訪談，並協助安排

該電臺與國內其他相關團體，針對臺灣與澳洲間的人

口販運問題進行訪談。 

72011 年 10 月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及臺灣基督教救世軍

（Salvation Army）共同合作，協助印尼籍返鄉被害  

人後續法律案件服務。 

82011 年 12 月 9日與美國 Boat People SOS 針對勞力

剝削案件進行經驗交流。 

(2)(2)(2)(2)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展翅展翅展翅展翅協會協會協會協會：：：：    

�2011 年 5 月參與 ECPAT International東亞太區域網 

絡資源會議，會議中分享學習各國防制兒少性販運 

之工作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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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辦理「臺日青年反兒童商業性剝削圓桌 

會議」，臺灣和日本兩地青少年共同討論如何有效 

動員青少年參與反兒少性販運之運動。 

�2011年 11月參與 ECPAT International第五屆會員大 

會，會中工作坊討論兒少性販運受害者的安置、復 

原及重返社會之實務工作。 

    (3)(3)(3)(3)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2011年 6月29日澳門善牧會代表參訪臺灣善牧總會 

，向代表們介紹臺灣政府及善牧基金會推動防制人口  

販運的相關資訊，並進行交流討論。 

�自 2011 年 7 月 31 日迄今，結合 1 名志工長期在柬 

埔寨駐點服務，協助善牧蒐集並追蹤當地少女被迫 

從娼以及人口販運的相關問題。另協助善牧與當地 

從事人口販運被害者保護服務的 NGO建立初步關 

係，瞭解當地對於防制人口販運的服務需求為主。 

       �2011 年 8 月 4 日參與輔仁大學主辦的「2011 國際領

導 人 才 培 訓 活 動 計 畫 （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 ）」， 負 責 「 自 我 察 覺 與 社 會 正 義

（Self-awareness and Social Justice）」的主題，

向東亞三所姊妹校（日本上智大學、韓國西江大學、

菲律賓亞天尼奧大學）介紹人口販運相關議題，以

及臺灣及善牧推動防制人口販運的現況與成效。 

�2011 年 8 月 7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接獲泰國善牧

修女會的修女來信，信中指出有 1 名泰籍個案與她 

聯繫，表示受到雇主的不當對待，疑似為人口販運 

被害者，請求臺灣善牧給予協助。之後臺灣善牧展 

開一連串的協助行動，目前個案已順利返國。 

�2011 年 9 月 15 日〜16 日澳洲 ABC 電視台於來臺訪

問善牧基金會執行長湯靜蓮修女，詢問善牧是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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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臺灣被販運至澳洲的例子，以及善牧在防制人口

販運上的現況與貢獻。 

62011年 10月 26日協助接待新加坡外賓參訪南投庇

護所。 

  72011 年 10 月 28 日協助接待「2011 年防制人口販運

國際工作坊」外賓參訪南投庇護所。 

    ((((二二二二))))加強與外勞來源國合作加強與外勞來源國合作加強與外勞來源國合作加強與外勞來源國合作    

勞委會於 2010 年已與外勞來源國之雙邊勞工合作

備忘錄修正草案中，納入防制外勞遭受剝削之合作

機制，並已協商外勞來源國納入同意增列條文。其

中分別於 2011 年 1 月 24 日及 2011 年 8 月 10 日，

與印尼及菲律賓重新簽署備忘錄，並將防制人口販

運議題納入備忘錄中加強雙方合作機制，後續將透

過外交部安排與泰國及越南於雙邊會議完成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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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未來工作重點未來工作重點未來工作重點未來工作重點    

一一一一、、、、查緝面查緝面查緝面查緝面    

(一)建置各司法警察機關及各地方政府相關機關防制

人口販運諮詢窗口，經由進階訓練課程，培養種子

教官作為各機關的諮詢窗口，並透過種子教官強化

各機關人員對人口販運議題了解之深度與廣度，進

而提升工作人員對案件之敏感度，強化渠等蒐證及

偵訊等各項專業技巧。 

(二)各司法警察機關賡續針對不法仲介集團、人口販運

集團可能藏匿，或外來人口被僱用之地點，或利用

外來人口從事性交易之風化場所，不定期規劃勤務

掃蕩工作，積極蒐證，以打擊不法分子；另針對外

籍勞工、外籍配偶經常聚會場所，或慣於載運外籍

勞工之車輛，加強諮詢部署與情資蒐報，掌握查緝

先機，以防範擴大犯罪發生。 

(三)法務部持續督導所屬檢察官積極偵辦人口販運案

件，並依法視犯罪情節輕重，具體從重求刑；另提

升司法機關及司法警察人員偵辦查處人口販運案

件知能，並強化辦案蒐證技巧。 

 

二二二二、、、、保護面保護面保護面保護面    

 (一)規劃定期辦理臺灣本島北、中、南、東分區防制人

口販運網絡會議，期透過座談會議、案例研討、經

驗分享等方式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資源，充分發揮

網絡垂直暨橫向聯繫運作功能，落實推動防制措

施、提升服務品質及營造關懷被害人的友善環境。 

(二)責成各司法警察機關於偵辦人口販運案件時，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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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通譯及陪同偵訊服務，提供完整資訊予被害

人，並尊重被害人接受安置保護與作證意願；另責

成司法警察及庇護所工作人員告知被害人我國司

法審理程序，並加強與司法機關聯繫，適時告知被

害人偵審進度，使其能安心留臺協助司法作證。 

(三)結合民間團體賡續積極辦理被害人庇護工作，提供 

優質人性化安置保護服務；另考量地區平衡及就近 

安置原則，規劃建置南部被害人庇護所。 

 

三三三三、、、、預防面預防面預防面預防面    

((((一一一一))))加強預防宣導加強預防宣導加強預防宣導加強預防宣導及教育訓練及教育訓練及教育訓練及教育訓練    

1.預防宣導:2012 年在宣導方面預計投入新臺幣 

4,179 萬元，加強運用各種多媒體宣導管道，強化 

社會大眾、外籍人士及第一線工作人員認識人口

販運相關議題、人口販運防制法及被害人保護服

務，共同預防人口販運犯罪事件之發生。特別包

括：針對雇主及外籍勞工進行相關法令及權益宣

導；加強對觀光從業人員、教育人員及民眾宣導， 

預防兒童及少年從事性交易及民眾出國性觀光；

宣導船主對所僱外籍船員給予安全之工作及居住

環境，勿對外籍船員進行勞力剝削。 

2.教育訓練：2012 年在訓練方面預計投入新臺幣 

2,892 萬元，辦理第一線工作人員及各專業領域 

人員之能力建構與訓練，並於執法人員專業訓練 

時納入實務案例研討及強化服務技巧與敏感度等 

等課程。特別包括：司法院定於 2012 年 3月 14 

日舉辦「人口販運犯罪案件專業研討會」，安排人 

人口販運運犯罪及其刑事程序概論、人口販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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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調查與舉證：從實際案例出發等課程，期使 

法官對於人口販運防制法、相關重要案例、人口  

販運犯罪待證事實之證據方法等議題，有完整之 

瞭解；持續舉辦人口販運案件司法實務研習會， 

加強檢察官對人口販運案件之偵辦技巧及專業能 

能力；賡續辦理司法警察人員人口販運案件查緝 

鑑別實務研習。 

3.司法院預定完成編纂「人口販運防制法規彙編及

問答集」，將針對人口販運防制相關法規、人口販

運防制法立法及立法體系、人口販運 Q&A、NGO 對

於人口販運防制法執法之期待、辦案資源等彙編

成冊，提供法官審理人口販運案件參考，提升法

官審理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案件之專業知能。 

   ((((二二二二))))檢討外勞管理問題檢討外勞管理問題檢討外勞管理問題檢討外勞管理問題        

1.持續推動直接聘僱：2011 年已完成建置「直接聘僱

跨國選工管理服務網路系統」，該系統建置完成

後，將配合各外籍勞工輸出國配套措施漸進充實人

力資料庫，以協助雇主辦理初次招募或重新招募新

外籍勞工時，不須委任仲介公司，並免除外籍勞工

所負擔之國外仲介費用及避免遭受國外仲介剝

削。後續將續予檢討簡化雇主直接聘僱外籍勞工申

請文件之可能性，並進行製造業雇主直接聘僱外籍

勞工之輔導機制，使雇主瞭解直接聘僱作業程序，

提高使用意願。 

2.辦理仲介收費情形查察專案：為遏止仲介公司超收   

費用，並瞭解現行仲介公司對外籍勞工收費之方式 

及情形，勞委會將推動辦理查察仲介公司收費情形 

執行計畫，由勞委會與各地方主管機關會同派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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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訪查雇主、外籍勞工及仲介公司，仲介公司向外 

籍勞工收費如有違法情事，將由地方主管機關依法 

核處。同時將透過問卷方式瞭解外籍勞工來臺工作 

前所繳納之費用金額，如查有外籍勞工實際繳納之 

費用高於其來源國所訂定之金額標準，將透過與來 

源國雙邊勞務會議提案，建請來源國檢討訂定合理 

收費項目與金額標準且應予以通告周知，另應配合 

我國查處與提供個案調查事證，共同避免外籍勞工 

遭受國內、外仲介剝削之情事發生。 

3.強化派外國人防制人口販運意識：隨著我國國際交

流日益頻繁，我國政府及民間企業團體於世界各國

設置之駐外分支機構日益增加，並僱有為數眾多之

外籍人員；然世界各國勞工法令規範不盡相同，倘

派外國人未具備防制人口販運之觀念與意識，則不

無可能因未妥處僱用人員之進用與管理事宜，而觸

犯當地法令，影響我國整體形象。有鑒於此，為避

免派外之我國國人因不諳當地相關法令，致違反防

制人口販運相關法令規定，除請政府駐外單位加強

檢視其外籍人員僱用相關作業外，亦將藉由政令宣

導及教育訓練等方式，增強國人對防制人口販運議

題之瞭解，促使在外國工作之我國國人具有國際防

制人口販運之觀念與意識，達成與國際標準與潮流

接軌之目標。    

    ((((三三三三))))加強外勞勞動條件權益保障加強外勞勞動條件權益保障加強外勞勞動條件權益保障加強外勞勞動條件權益保障        

持續推動家事勞工保障法制化：為保障家事勞工勞

動權益，勞委會業已擬具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於

2011 年 3 月 15 日報請行政院審議，經行政院於同

年 5 月 10 日召開草案審查會議責成勞委會參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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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機關代表所提意見，並聽取相關團體意見及會商

地方政府再加檢討研議後送院續行審查。勞委會已

再度召開兩次會議研商草案內容，並已將研議資料

送請行政院續行審議。勞委會將持續以務實的態度

積極推動家事勞工保障法立法。 

    

四四四四、、、、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規劃辦理「2012防制人口販運亞洲區域合作研習 

」，就防制人口販運查緝起訴、保護、預防及夥伴

關係 4面向，邀請我國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分享

我國在打擊人口販運的成功經驗，及可提供他國學

習引用之方法及策略；並藉此做為亞洲地區移民官

員聯繫平台，積極建立我國與鄰近國家跨國境共同

打擊人口販運犯罪合作機制。 

(二)持續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邀請不同國家 

之公部門及 NGO 代表，針對人口販運案件實例分析 

、被害人鑑別及保護實務議題，與我國法官、檢察 

官、司法警察、相關機關代表與民間團體代表等， 

進行意見探討及交流；另分年計畫派員赴國外觀摩 

防制人口販運工作，汲取他國防制人口販運新知與 

訊息，並與國際社會接軌。 

(三)為結合國際社會共同防制人口販運，將持續透過移 

民署派駐各國移民工作組，積極洽商駐在國移民機 

關與我國簽定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解備 

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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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人口販運對人權之戕害無法見容於國際社會，我國向來 

重視基本人權之保障，因此由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

有效整合各部會資源，加強與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我國防

制人口販運整體作為，已彰顯具體成效，未來該會報將持續

結合公部門及民間資源，賡續落實人口販運防制法，共同推

動防制工作，從根本的犯罪預防，進而強化對被害人之保

護，乃至對加害人的查緝與起訴，使我國整體防制作為，維

持第一級國家水準，並持續尋求與國際社會合作，共同捍衛

基本人權，以期有效遏止人口販運犯罪發生，體現我國人權

治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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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111、、、、他他他他((((她她她她))))們的故事們的故事們的故事們的故事────個案輔導實例分享個案輔導實例分享個案輔導實例分享個案輔導實例分享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1111：：：：點燃生命之火點燃生命之火點燃生命之火點燃生命之火    

回首，2009 年冬天數名孟加拉被害人踏入南投庇護所的

那一天開始，一張張恐慌的眼神，傳達出來的是恐懼、害怕、

不安，就在那時，S 君第一次鼓起勇氣伸出滿是傷痕的雙手

緊握著社工員，憔悴的臉望著社工員，淡淡的說~~幫幫我！

一星期後，S 君和他的伙伴們經過關懷輔導，大都能明瞭在

庇護所可以使他們獲得更實質的保護。 

初期，S 君很努力的用簡單的中文訴說，自己不是故意

逾期居留又非法打工，在孟加拉的家是在很偏遠的山腳下，

平時只能打零工，家裡幾乎是靠借貸過生活。有天遇到一位

仲介告訴他，只要支付一筆錢就可以合法到臺灣工作，在資

訊不足之下，S 君相信仲介，並透過他的幫忙向黑市銀行借

貸約 5,000 元美金。之後仲介陪同 S 君抵達桃園機場的那一

刻，夢饜開始了，同時間仲介也消失了。S 君表示當時什麼

都是空白的，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趕快打電話回家鄉求

救時才發現，債務銀行已經派人到家裡追討債務，並警告家

人如果沒有按時歸還債務，會對他們不利。同時間 S 君面對

身心靈的煎熬，面對茫然不知的未來及家人的安全問題。 

社工員在協助 S君撰寫剝削史時，發現當 S 君的精神力

逐漸衰落，加上陌生的環境、現實的逼迫讓他淪為人口販運

被害人時，毫無自由的空間、漫長的工作時間、不符成本的

勞力付出、肢體跟言語的傷害，讓 S 君封閉自己的「心」，

不再信任任何人，毫無希望的等待生命的終結。社工員透過

專業的輔導、真誠的關懷，讓 S君願意開啟封閉的心，接受

服務，尤其 S 君在接受司法協助時表示，很難想像自己的身

分能有律師願意義務協助。S 君表示看到律師在法庭上的協

助，讓他查覺及感受到身為一個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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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S 君在庇護所時，經由社工員的媒合協助外出就業，在

就業時 S 君表示第一次感受到辛苦的付出是有代價的，在領

到第六個月薪水的時候，S 君開心的抱住社工員用簡單的中

文說：謝謝你們，我不再欠錢了！同時間社工員協助 S君建

構返國後的生涯規劃，透過生涯規劃，S 君在返國前已經購

買一筆約 5甲的土地，準備返國後重新開始新人生，他表示

要補償家人這幾年失去的溫情，也要讓家人改善生活環境，

要負擔起一家之主的責任。 

 

 

 

 

 

 

 

 

S 君返國數個月後，在 2012 年元旦的那一天，打一通越

洋電話，用簡單的中文說著「我過得很好，謝謝你們，我們

全家都很開心，新年快樂。」 

回想，S 君在庇護所的初期，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

~~現在是在等死。在庇護所透過社工們的陪伴與輔導，讓 S

君和他的夥伴們重新找到每個人身上的復原力，瞭解不論別

人如何看待自己，要堅信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學會重新

看重自己、找到自己的價值，更讓 S 君重新燃起生命之火，

善用自己的特長，並在毫無希望的黑暗中重新站起來。 

    

    

    

    

家庭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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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2222：：：：敞開敞開敞開敞開，，，，嶄新人生嶄新人生嶄新人生嶄新人生    

她，在一次的因緣際會下，來到臺灣，於原生國家時一

直以為來臺灣是從事百貨業專櫃小姐，但當踏入臺灣的那一

刻，想法瞬間破滅。在臺灣被迫從事性交易，在人生地不熟

的國度中，即使語言相通，也求助無門，為了家人的生計，

只好硬著頭皮接受這樣的工作，身體不適時不但無法休息，

還被迫施打不明藥物，繼續工作，因此身體狀況每況愈下，

直到遇到警察臨檢，才脫離仲介的魔掌，免於持續遭到剝削。 

2010 年 10 月她進入庇護所，因身體狀況非常不好，社

工員協助她至熟識的婦科醫院就診，一來確保她的安全，二

來可清楚掌握她的疾病史。在接受治療同時，她最親近的姥

姥過世了，因為自己無法返家奔喪，感到懊悔不已，又因身

體狀況未有顯著好轉，在身心壓力的累積之下，變得無法相

信任何人，只相信生病過程中隨時隨地陪伴的生輔員，也使

得原本個性好強的她，變得思緒緊張，常會因一絲的風吹草

動而使得她情緒暴躁，讓旁人想靠近她都難。 

經過庇護所主任多次的傾聽與溝通，化解她內心無數的

心結，並且協助轉換社工員輔導，以藉由轉換的過程讓她轉

換心情與想法，與社工員重新建立關係，轉換的初期因為過

往不佳的經驗累積，還是無法敞開心房與社工員對話，任何

身體上的不適還是僅與生輔員對話，期間社工員及生輔員都

不斷的與她溝通，可以試著將自我的想法直接告知社工員，

讓社工員可以於第一時間提供協助，但不逼迫她一定要立即

這麼做，以免過度的推進，讓她再次封閉內心世界。 

漸漸的她與社工員的關係從陌生轉親近，與她相處的過

程中，社工員發現她需要的是真誠的關懷，而非隨口的問

候，且有內心執著的那塊小天地，更發現她身體狀況的一部

分，是因壓力和情緒起伏的關係，而有所變化。因為這項發

現後，曾建議她是否諮詢心理醫生，但她認為她不需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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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療諮詢，也強烈排斥，尊重她的意願，社工員不強迫她

接受心理諮商。然而她腹脹的症狀依舊不定期出現，也使得

主治醫生感到無力，不知要從何持續給予協助，所以建議轉

診至大型教學醫院進行診療。 

轉診至教學醫院後，因一連串的檢查及 2 次主治醫生的

更異，使得她原本焦慮不安的情緒更加深了，常會因身體的

問題而敏感落淚，但後來的主治醫生發覺到了她心理的那一

塊天地，建議她可以諮詢心理醫生，這樣對於她的病情會有

所助益，她認真的聽了進去，願意嘗試正視自我內心的問

題，讓自己過得更好。為避免她成為所內那特異的一員，庇

護所主任、社工員與她溝通討論後，決定採用夢工坊諮商團

體的方式來解決困擾她已久的問題。從夢解析的過程中，她

的問題妥善的被解決了，她終於正視了屬於內心世界的問

題，逐漸的她變得開朗，不再過度執著問題，想法轉為正向

思考，與人之間的相處轉為和善，於將離所之際，她告知社

工員自己返回原生國家後，要為自己而活，而且要進修關於

心理相關領域的課程，未來要服務更多的人群，就像在庇護

所受到工作人員的協助一般。 

 

    

    

    

    

    

    

    

    

    

    

團體活動

─夢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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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222、、、、公設民營庇護所服務模式介紹公設民營庇護所服務模式介紹公設民營庇護所服務模式介紹公設民營庇護所服務模式介紹    

    

1111、、、、公設民營花蓮庇護所公設民營花蓮庇護所公設民營花蓮庇護所公設民營花蓮庇護所被害人增權服務模式被害人增權服務模式被害人增權服務模式被害人增權服務模式    

            被害人經歷被販運過程後，在自我意識、人際互動與信

任、甚或工作能力皆受到極大的衝擊，因此花蓮庇護所

的服務重視身心療育的過程，透過多元化的介入處遇，

給予她們全面性的身心復原協助，以面對未來，包括：    

((((((((1)1)1)1)女女女女女女女女性性性性性性性性人人人人人人人人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意意意意意意意意識識識識識識識識提提提提提提提提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從長期庇護服務的經驗發現，被害

人在家園的生活過程，受到來自於環境中所營造出的氛

圍以及同儕與工作人員的支持網絡的影響最大，因為體

認到這點的重要性，我們運用家園硬體環境的優勢，營

造家庭式團體生活的氛圍；透過工作人員的女性角色模

範，以及情緒支持與陪伴，給予被害人身心穩定的能量，

並藉此培養性別平等意識與自我覺察的能力。服務方法

包含：家庭式團體生活營造、家園公眾事務參與、人際

互動技巧學習、性別平等概念與女性角色示範等。 

    

    

    

    

    

    

    

    

    

    

((((((((22222222))))))))經經經經經經經經濟濟濟濟濟濟濟濟自自自自自自自自主主主主主主主主增增增增增增增增權權權權權權權權：促使被害人選擇海外工作的推力，最主

要來自於原鄉家庭經濟的壓力，當她們接受安置後，仍

然面臨經濟壓力與需求。因此在擬定服務時，我們將被

公眾事務參與：植栽作物&   

彩繪牆面增加環境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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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職業生涯規劃作為重要服務項目之一，藉由短期經

濟補助、職業訓練與就業媒合等方案，滿足被害人經濟

需求、學習專業技能提供未來就業率，並促使她們更深

入的瞭解在臺工作環境條件與權益。服務方法包含：生

活零用金、職業訓練、就業媒合、返鄉後轉銜服務。 

 

 

 

 

 

 

 

 

 

 

 

 

 

 

 

 

 

 

 

((((((((33333333))))))))身身身身身身身身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增增增增增增增增權權權權權權權權：被害人經歷被販運過程後，在人際互動、

信任感及自我價值觀上受到極大的衝擊，創傷歷程的影

響反映在她們的生理與心理徵狀，且無法面對未來生活

規劃。我們的服務重視身心復原與療育的過程，透過多

元化的介入處遇，給予她們全面性的身心復原協助，學

學習中文發音及繪本閱讀，「愛心樹」 

繪本的內容觸發對家鄉母親的思念 

學習手工編織包，專注描繪版型，希

望成品可以贈送給遠方家人 

電影播畢後講師帶領進行映後討論，增加

成員對於電影的感知力與自我覺察 

運用角色扮演模擬面試求職的方式及 

雇主的問題，作為個案就業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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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自我覺察、宣洩創傷情緒與感受，增強被害人內在自

我能量。服務方法包含：表達性藝術治療團體、主題性

團體、自我探索課程。 

    

    

    

    

    

    

    

    

2222、、、、公設民營南投庇護所被害人生活重建服務方案公設民營南投庇護所被害人生活重建服務方案公設民營南投庇護所被害人生活重建服務方案公設民營南投庇護所被害人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在以往的服務經驗中，南投庇護所深深感受到被害人離

鄉背井的無奈，也瞭解庇護中個案的物質與精神需求，

因此我們以執行實質的配套服務方案，協助他們走出傷

痛，重建生活，包括： 

(1)(1)(1)(1)成功的就業媒成功的就業媒成功的就業媒成功的就業媒合合合合：：：：南投庇護所以重視被害人的人性價值

出發，積極全面擴展就業廠商，提供被害人就業管道，

只要個案有就業意願，我們就會創造 100％的就業紀錄。

同時在薪資福利上，我們極力爭取最基本的勞工權益基

準，爭取廠商額外給予工作獎金、交通車接送等服務，

並於年度結束或個案結案離境後，協助他們處理退稅。    

((((2222))))臨時緊臨時緊臨時緊臨時緊急急急急的扶助的扶助的扶助的扶助：：：：由社工員評估個案經濟狀況及就業外

出需求提供公車卡，並提供電話卡給尚未就業、無經濟

能力的個案打電話回家報平安；因應個案的需求補助其

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的醫療費、或者補助個案於工作前採

買就業所需的工作鞋及衣物等。 

((((3333))))專業的成長團體專業的成長團體專業的成長團體專業的成長團體：：：：辦理情緒支持團體、舒壓團體及各項

有動力的所內活動，協助被害人穩定身心，重新找回自

透過舞動肢體達到紓壓放鬆效果 
學習古箏彈奏技巧， 

提高個案學習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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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嚴與人性價值。 

(4)(4)(4)(4)豐富的節慶及戶外活動豐富的節慶及戶外活動豐富的節慶及戶外活動豐富的節慶及戶外活動：：：：辦理除夕圍爐、端午節縫香包

吃粽子、中秋節賞月烤肉吃月餅及柚子等節慶活動，讓個

案感受到雖然暫時不能回家，但在臺灣也有家的氣氛；農

曆春節 2 次的戶外走春活動、臨時的 1場大型戶外活動，

這樣的旅遊讓個案紓解壓力與放鬆身心。    

    

    

    

    

    

    

    

    

    

烹飪課程 串珠課程 

家庭代工  

水球活動 家園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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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公設民營宜蘭庇護所以被害人服務為中心之模式公設民營宜蘭庇護所以被害人服務為中心之模式公設民營宜蘭庇護所以被害人服務為中心之模式公設民營宜蘭庇護所以被害人服務為中心之模式    

宜蘭庇護所以被害人為服務中心的工作模式，運用社會

工作助人的專業關係，以個案利益為優先考量，尊重渠

等意見，平等與理性交流，以及重視團體合作與動力，

強調被害人從自主參與服務中，找回被害人自我需求意

識與人生價值定位。服務特色包含： 

(1)(1)(1)(1)充權與優勢觀點充權與優勢觀點充權與優勢觀點充權與優勢觀點：：：：重視個案自我決定與其獨特性，與個

案進行入園約定及告知安置計畫並取得同意，提倡個案

參與生活公約訂定、家務分工討論、園內活動及生活安

排自主管理等。 

(2)(2)(2)(2)服務彈性化與多元化服務彈性化與多元化服務彈性化與多元化服務彈性化與多元化：以被害人需求為主規劃戶外休閒

中秋烤肉 除夕圍爐 

溪頭一日遊  認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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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團體活動，並以開放性、彈性化及非結構方式執行成

長團體與多元文化課程，著重個案自我探索以及自主參

與，另加入技能訓練及語言學習課程，以增加被害人生

活技能及開拓生涯機會。 

(3)(3)(3)(3)創傷復原協助創傷復原協助創傷復原協助創傷復原協助：：：：個案在經歷被販運過程後，到庇護所時

常見創傷反應暴發，因此針對個案創傷後復原，特別以

心理諮商與團體治療，尋求身心靈平衡，以放鬆呼吸訓

練、關係治療、牌卡與藝術治療、繪畫治療、催眠療法、

芳香療法、舞蹈與音樂治療等協助渠等覓得復原力量。 

(4)(4)(4)(4)個案司法權益維護個案司法權益維護個案司法權益維護個案司法權益維護：：：：協助被害人透過電話或面談與法律

扶助基金會義務律師進行出庭前之溝通，並務求維護個

案最大權益。 

((((5)5)5)5)外出權益外出權益外出權益外出權益與安全評估與安全評估與安全評估與安全評估：：：：透過被害人外出安全評估計畫，

個案在所期間可自由申請外出活動，強調個人身自由與

安全維護並重，期以正向生活經驗堆疊，緩解情緒壓力。 

 

 

 

 

 

 

 

 

 

 

 

 

 

 

個別心理諮商~牌卡與藝術療癒 成長團體~彩繪人生，我的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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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課程~活用中英雙語課 技能課程~網拍手工烘焙課程 

個案就業~工廠作業員 法律扶助基金會個案研討與法律諮詢 
慶生會派對 多元文化團體~過年香腸臘肉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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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3333、、、、2011201120112011 年審判實例年審判實例年審判實例年審判實例(3(3(3(3 例例例例))))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111：：：：意圖營利意圖營利意圖營利意圖營利，，，，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境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境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境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使人從事性使人從事性使人從事性

交易罪案交易罪案交易罪案交易罪案    

臺灣高等法院 2011 年度上訴字第 2378 號刑事判決，被

告甲明知代號 A1 至 A7 等印尼籍女子均係以監護工等名義合

法入境臺灣，嗣因逃逸遭撤銷聘僱許可，亟需工作，又非法

居留及語言不通，而有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仍意圖營利，

自 2010 年 8 月間某日起，承租位於新竹市○○路處，供上

開印尼籍女子居住，並駕車搭載渠等至其所承租位於新竹市

○○街住處內，容留、媒介與不特定男客飲酒、唱歌，同時

從事撫摸胸部、下體等猥褻之行為，甲並向男客收取陪酒費

用，由甲取得 6成，餘 4 成則歸女子所有。本案認被告甲所

為，係犯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之意圖營利，利用

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易罪，處有期徒刑 7 月。 

摘錄判決理由要旨摘錄判決理由要旨摘錄判決理由要旨摘錄判決理由要旨    

被告甲所為，係犯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之意

圖營利，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易罪。又

被告所為另成立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

猥褻行為而容留、媒介以營利罪，兩者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

判上一罪關係。惟按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規定：「意圖營

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

境，使人從事性交易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相較

於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之意圖營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

之規定：「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

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

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應屬特別規定，依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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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優於普通法及從重處斷之原則，本件自應優先適用人口販

運防制法之規定。 

量刑量刑量刑量刑    

審酌被告其素行、品行、智識程度、生活情狀，犯罪動

機、手段、情節、犯罪後於法院審理時終坦承全部犯行，態

度尚可等一切情狀，處有期徒刑 7 月。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2222：：：：意圖營利意圖營利意圖營利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難以求助之處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難以求助之處

境境境境，，，，使人從事性交易罪案使人從事性交易罪案使人從事性交易罪案使人從事性交易罪案    

臺灣高等法院 2011 年度上訴字第 964 號刑事判決，以

越南籍女子 B1 至 B7 於 2004 年 3 月至 2008 年 6 月間合法入

境臺灣，因原有工作過於勞累或所得薪資過於低廉，遂於

2007 年 3 月至 2009 年 6 月間逃逸，嗣因友人介紹分別前往

桃園縣甲及乙處謀職。而甲、乙、丙、丁、戊與己等人基於

意圖營利，於 2009 年 5 月 31 日人口販運防制法生效之前，

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容留以營利之犯

意；於 2009 年 6 月 1 日人口販運防制法生效之後，基於利

用前開越南籍女子因係逃逸外勞，難以求助之脆弱處境，以

及告知彼等除從事性交易外並無其他工作，且需支付新臺幣

（下同）2萬元仲介費等言語之不當債務約束，使上開 B1 至

B7 女子與他人從事性交易之犯意。甲、乙於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8 月間，分別媒介 B1 至 B7 前往丙、丁及戊與己等人

所經營之私娼寮內賣淫，以每次性交易 B1 至 B7 分得 400 元，

丙、丁、己、戊分得 600 元，甲、乙分得 200 元之收益方式，

容留、媒介上開 B1 至 B7 女子與男客從事性交易行為。又庚

基於幫助丙之犯意，自 2009 年 6 月起，受丙之指示至苗栗

地區之私娼寮內向丁收取 B1、B2、B5 賣淫費用，並記載性

交易之次數，以供丙與甲、乙拆帳，或為丙及丁所容留之 B1、

B2、B5 外出購買便當及日常生活用品之方式，幫助丙、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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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B1、B2、B5 從事性交易。再辛則係戊之同居女友，其基

於幫助戊為本案犯行之犯意為下述幫助戊使該等 B3、B4 越

南籍女子為性交犯行，如帶彼等外出買東西以及載送彼等上

下班等，認被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人，均

係犯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

務約束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易罪。 

摘錄判決理由要旨摘錄判決理由要旨摘錄判決理由要旨摘錄判決理由要旨    

(一)2009 年 6 月 1 日前之部分： 

按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所謂之容留，係指收容留置，即

提供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場所之意。核被告甲、乙、戊、

己於越南籍女子 B4、B6、B7 賣淫期間中 2009 年 6月 1 日前

之部分，均係犯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

性交之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被告等人媒介之低度行為，

應為容留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2009 年 6 月 1 日人口販運防制法施行後之部分： 

按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規定：「意圖營利，利用不當

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

交易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核被告甲、乙、丙、

丁、戊、己於越南籍女子 B1 至 B7 賣淫期間中 2009 年 6 月 1

日後之部分，均係犯上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意

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

性交易罪。而此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係屬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之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及從重

處斷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前開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規定，就

2009 年 6月 1 日人口販運防制法施行後，上開被告之行為自

不再論刑法第 231 條第 1項之罪。 

量刑量刑量刑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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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甲應執行有期徒刑 2 年 2 月；乙應執行有期徒刑 6

月；丙有期徒刑 1 年 4 月；丁有期徒刑 1 年 2月；庚有期徒

刑 4 月；戊應執行有期徒刑 1 年 2 月；辛應執行有期徒刑 5

月；己應執行有期徒刑 1 年 2月，並就被告乙、庚、辛之部

分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3333：：：：意圖營利而容留意圖營利而容留意圖營利而容留意圖營利而容留，，，，使未滿使未滿使未滿使未滿 18181818 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意意意意

圖營利而協助使未滿圖營利而協助使未滿圖營利而協助使未滿圖營利而協助使未滿 18181818 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歲之人為性交易罪、、、、協助使協助使協助使協助使

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18181818 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案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案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案歲之人為性交易罪案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2011 年度訴字第 139 號刑事判決，

以被告甲為圖生意興隆，乃萌僱用未滿 18 歲女子擔任女服

務生與男客為性交易之意，而與乙、丙、丁、戊、己、庚及

其餘成年幹部數名、成年少爺約 5 人，於渠等任職期間，共

同基於使未滿 18 歲女子與不特定男子為猥褻及性交行為，

而媒介、容留以營利之犯意聯絡，自 2010 年 9月 28 日起，

僱用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女子 A女、B 女、C女擔任女服務生，

並安排女服務生與男客從事口交之行為。本案認被告甲、

乙、丙、丁、戊、己所為，均係犯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條第

2 款所稱之「人口販運」，且構成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 23 條之罪，惟因人口販運防制法之上開規定並無罰則之

規定，是以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予以論罪科刑，是

渠等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

之意圖營利而容留，使未滿 18 歲之人為性交易罪。 

摘錄判決理由要旨摘錄判決理由要旨摘錄判決理由要旨摘錄判決理由要旨    

(一)按「人口販運」，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而招募、買 

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 

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 

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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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販運罪」，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 

基準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第 1款第 2 目、第 2款定有明文 

。又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3 條第 1項係以： 

「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 

人為性交易者」為成立要件，同條第 2項則係以意圖營 

利，而犯前項之罪為要件，是該條第 1、2 項乃區別有

無意圖營利，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3 條之 

罪所稱之「媒介」，係指居間介紹使男女為性交易行為 

而言；所稱「容留」，則指提供性交易之場所之謂。 

(二)被告甲、乙、丙、丁、戊、己所為，均係犯人口販運防 

制法第 2 條第 2款所稱之「人口販運」，且構成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3 條之罪，惟因人口販運防制法之

上開規定並無罰則之規定，是以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予以論罪科刑，是渠等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第 23 條第 2項之意圖營利而容留，使未滿

18 歲之人為性交易罪。被告甲、乙、丙、丁、戊、己媒

介性交易行為，為容留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辛、壬所為，均係犯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第 2款 

所稱之「人口販運」，且分構成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第 23 條第 2項、第 1 項之罪，惟因人口販運防制 

法之上開規定並無罰則之規定，是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予以論罪科刑，故被告辛所為，係犯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3 條第 2項之意圖營利而協助使 

未滿 18 歲之人為性交易罪。被告壬所為，係犯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3條第 1項之協助使未滿18歲 

之人為性交易罪。而被告辛明知○○時尚會館營業內容 

包含性交易，仍帶同 A女、B女、C 女應徵為女服務生， 

並載送上下班，然並非任職○○時尚會館，亦無任何「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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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或「容留」使上開未滿 18 歲女子為性交易，其所 

為乃為「協助」甚明。 

量刑量刑量刑量刑    

量處甲有期徒刑 4 年 6 月，併科罰金 10 萬元；乙、丙

均有期徒刑 4 年 2 月，併科罰金 20 萬元；丁、戊、己均有

期徒刑 1 年 10 月，併科罰金 10 萬元；辛有期徒刑 4年 2 月，

併科罰金 20 萬元；壬有期徒刑 1 年 2 月，並均就罰金部分

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