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行政院於95年11月頒布「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內容包含
「預防」、「查緝起訴」及「保護」三大面向及25項重點工作，動
員各部會力量執行，並成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作為橫向聯繫平
台，持續追蹤管考各部會辦理情形，以落實行動計畫執行。

本署於97年12月編印「防制人口販運工作手冊」，供第一線工作
人員參考，因人口販運防制法及相關子法業於98年6月1日正式施行，
重要內容包括人口販運定義、各主管機關分工權責、人口販運被害人
安置保護措施、提供被害人臨時停留許可、專案許可人口販運被害人
停留、居留及申請永久居留、工作許可、沒收犯罪所得補償被害人，
並訂有對加害人從重量刑之刑事處罰規定，相關的標準作業流程亦有
所不同，本署特委託台灣展翅協會（原台灣終止童妓協會）修編工作
手冊，除供本署收容所、專勤事務大隊同仁使用，並可供行政院及地
方政府各相關執行防制人口販運業務之人員參酌之用。

本手冊係以實務取向編印，含括理念篇、法令篇、執法篇、保護
篇及資源篇，除介紹人口販運之定義、構成要件、問題的嚴重性及基
本認知，並闡述現行政策及法律概況，提供被害人辨識原則與技巧、
處理流程、偵詢方法和技巧，以被害人為中心的保護服務工作模式，
因應個別不同需要，提供各種不同專業的跨科技整合服務網，以積極
保護被害人權益，並將相關防制人口販運各領域資源臚列。期盼本手
冊所提供的資訊，可以讓第一線從事防制人口販運工作的司法、社
政、勞政等相關工作人員充分運用，將更有利於人口販運防制工作之
推動。

人口販運是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基於保障人權，並展現政府打
擊人口販運犯罪的決心，施行「人口販運防制法」，使被害人獲得更
實質的保護服務，象徵台灣的人權保障又向前跨出一大步，期藉由政
府積極落實保護、預防及查緝起訴等措施，提升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整
體成效，以彰顯人權立國精神，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提昇我國國際
形象。

本手冊雖力求無誤，惟仍恐有未臻周全之處，尚祈各界先進不吝
指正。茲值付梓之際，爰綴數言誌之。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署長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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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篇

第一篇　 理念篇
本篇共分為三章，第一章認識人口販運；第二章人口販運的嚴重性；

第三章基本認知，介紹人口販運之定義、理念、構成要件，問題的嚴重性

及基本認知，希望透過這幾章的介紹，使實務工作者對人口販運問題的本

質及國際社會對這個嚴重的犯罪態樣及防制之道，能夠有一個完整的認

識。

第一章 認識人口販運

一、人口販運之定義

根據總統98年1月23日公布，同年6月1日實行的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條

第1款規定，人口販運係指：

（一）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

官，而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

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

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

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國

內外人口，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

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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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構成要件

以下茲將人口販運的構成要件分別以目的、方法與行為，表列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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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性剝削

勞力剝削

摘除器官

（二）方法

強暴

脅迫

恐嚇

監控

拘禁

藥劑

催眠術

詐術

隱瞞重要資訊

不當債務約束

扣押重要文件

利用他人弱勢處境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三）行為

招募

買賣

質押

運送

交付

收受

藏匿

隱避

媒介

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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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口販運的嚴重性

人口販運被視為當代的奴役制度(modern day slavery)，是一個全球性

的現象。由於人口販運嚴重侵犯人權，所以國際社會早在二次大戰結束之

後不久，即對此問題予以高度重視。例如1949年，聯合國就通過了防制

人口販運及婦女被剝削賣淫公約。1979年，聯合國再次通過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對婦女進行性剝削。其後，1989年的兒童權利

公約，更對兒童做出特殊保護規範。近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人口

販運問題更行惡化。由於風險低、利潤高，跨國賣淫，從事勞動及買賣器

官，已成為國際社會最嚴重的犯罪。根據2008年美國國務院出版的人口

販運報告指出，全球人口販運中性剝削及勞力剝削之違法交易金額每年高

達三百二十億美元，受害人不計其數。在亞洲，人口販運的拐騙行為，自

古便有記載。人口販子「一身別無活計，全憑拐騙為生」。為進一步打擊

跨國人口販運，聯合國在2000年通過「預防、壓制及懲治販運人口〈特別

是婦女及兒童〉議定書」；目前全球多數國家都已經接受此議定書，而各

國也都依照此議定書之內容，制定國內人口販運相關法律。例如，美國在

2000年通過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日本則於2004年訂定「人口販運對策

行動計畫」，並修改其刑法及相關法律。另外，國際刑警組織為強化對人

口販運案件的偵查，於2000年通過設立「為性剝削目的販運婦女及兒童工

作小組」，並出版「調查人員最佳作為手冊」，提供各國司法警察機關辦

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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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認知

 人口販運不僅是重大犯罪問題，也是嚴重侵害人權，違反國際法及

憲法對於人權保障的問題。

 人口販運相關法律處罰的對象主要是以強制方法從事招募、買賣、

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行為之人，大

部分為跨國及組織犯罪。

 人口販運的防制，除嚴刑重罰外，還包括對被害人的保護及安置，

希望他們能夠配合司法調查，瓦解背後的組織犯罪。

 無論是否合法入境，凡被性剝削、勞力剝削或摘除器官者，縱使觸

犯入出境相關法律或社會秩序維護法，皆視為人口販運之被害人。

 人口販運被害人涵蓋不同的族群，性別及年齡，多屬弱勢及貧窮之

人。

 台灣位處亞洲樞紐，係人口販運的來源地，中轉地及目的地，這使

得人口販運案件的偵辦更形複雜。

 一般偷渡與人口販運不同，偷渡者雖有支付偷渡費，但抵達目的

後，不再受人蛇集團的控制；人口販運被害人則通常在入境後遭到

控制或身體上之侵害。

 一般偷渡犯可能是人口販運被害人，司法單位偵查時應注意手段及

態度。

 「假結婚，真賣淫」通常為人口販運案件。有些外籍配偶事後可能

成為被害人，但非所有情形皆如此，應就個案具體判斷。

 未滿18歲從事性交易者，無論其是否出於自願，均視為被害人。

 被害人之隱私權應受保障。各單位與媒體互動時尤應注意被害人之

感受，避免造成二度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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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法令篇
本篇共分為兩章，第一章現行政策及法律概況；第二章主要內容，介

紹我國現行政策及法律，並臚列有關人口販運處罰及救援保護等之相關法

條。基本上，有關人口販運問題的處理，政府在政策上及法令上已有明確

的方向及規範。

第一章  現行政策及法律概況

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於民國98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1月

23日總統令公布，6月1日行政院公布施行。本法共分5章45條，重要內容包

括人口販運定義，各主管機關分工權責，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保護措施，

專案許可人口販運被害人停留、居留及申請永久居留，提供被害人工作許

可，沒收加害人財產補償被害人，並訂有對加害人從重求刑之刑事處罰規

定，期達到遏阻人口販運行為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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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內容

現行法關於人口販運之處罰及救援保護之規定，除人口販運防制法之

規定外，並見於刑法及相關特別法之中。表列說明如下：

處罰

人口販運防制法31~42;

刑法231Ⅰ、231-1、241Ⅱ,Ⅳ、278、296、296-1、

297、298Ⅱ,Ⅲ、299、300、302、304；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23、24、25、26、31；

護照條例4、24、25；

勞動基準法5、75；

台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15、79、83、

87；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47；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3；

國家安全法3-6；

檢肅流氓條例2；

其他相關行政命令。

救援、保護
證人保護法；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其他相關行政命令。

    
由上可見，關於人口販運問題的處理，不論係處罰、救援或保護，現

行法令已有相當周全的規範，如能運用得當，應能獲得相當成效，並符合

國際標準。惟由於涉及法令甚多，執法機關及社福單位於適用時應多注意

各法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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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篇附件                                    

■　附件2-1  處罰

人口販運防制法：
第31條至第42條（罰則）。

刑法：
第231條（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第231條之1（圖利強制使

人為性交猥褻罪）、第233條（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

罪）、第277條（普通傷害罪）、第278條（重傷罪）、第296條（使

人為奴隸罪）、第296條之1（買賣人口為性交或猥褻罪）、第297
條（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第302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罪）、第304條（強制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23條至第25條（罰則）、第2條6（性交易之定義）、第31條（罰

則）。

勞動基準法：
第5條（強制勞動之禁止）、第75條（罰則）。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15條（禁止行為）、第79條。

護照條例：
第23條至第25條（罰則）。

一、性剝削：

	人口販運防制法：(民國98年 6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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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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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1條（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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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民國97年 1月2日修正)

（一）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如扣留身分證明文件、出入看

管、限制活動區域）、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使18歲以上之本國男女、大陸地區男女或外籍男女與

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

刑法第231條之1（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

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

本人意願之方法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媒介、收受、藏匿前項之人或使之隱蔽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以詐術（如騙婚、欺騙被害人有關工作環境與待遇之狀況）

使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

刑法第231條（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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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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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圖使人為性交易，而使人為奴隸或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

地位。

刑法第296條（使人為奴隸罪）

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四）意圖使18歲以上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買賣、質押人

口或媒介、收受、藏匿被買賣、質押之人或使之隱蔽。

刑法第296條之1（買賣人口為性交或猥褻罪）

買賣、質押人口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意圖使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犯前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媒介、收受、藏匿前三項被買賣、質押之人或使之隱蔽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五）意圖營利及使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

國領域外。

刑法第297條（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

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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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略誘未滿20歲之男女

或和誘未滿16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有監督權之人。

刑法第241條（略誘罪）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七）意圖使婦女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略誘之，移送被略誘人出

中華民國領域外或收受、藏匿被略誘人或使之隱蔽。

刑法第298條（略誘婦女結婚罪、加重略誘罪）

意圖使婦女與自己或他人結婚而略誘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婦女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略誘之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299條（移送被略誘人出國罪）

移送前條被略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300條（收藏隱蔽被略誘人罪）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略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收受、藏匿

被略誘人或使之隱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五百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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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民國96年7月04日修正)

（一）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未滿18歲之人為性交

易，或媒介、收受、藏匿前揭被害人或使之隱蔽。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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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媒介、收受、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蔽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收受、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

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為性交易，或媒介、收受、藏

匿前揭被害人或使之隱蔽。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4條

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媒介、收受、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蔽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收受、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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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圖使未滿18歲之人為性交易，而買賣、質押或以他法，為

他人人身之交付或收受，或媒介、收受、藏匿前揭被害人或

使之隱蔽。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5條

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而買賣、質押或以他法，為他人

人身之交付或收受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媒介、收受、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蔽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收受、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使被害人死亡重傷之加重處罰：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6條

犯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罪，而故意殺

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

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移送被害人入出台灣之加重處罰：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31條

意圖犯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後段或第

二十七條之罪，而移送被害人入出臺灣地區者，依各該條項之規

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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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力剝削：

 人口販運防制法：

（一）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等手段，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

相當之工作之行為。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

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

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

作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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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意圖營利，

以強暴、脅迫等手段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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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意圖營利，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

作者之行為。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3條

意圖營利，招募、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

滿十八歲之人，使之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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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

（一）意圖使人從事勞動條件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如工作環境

惡劣，但實際所得偏低），而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

隸之不自由地位。

刑法第296條

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意圖使人從事勞動條件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而買賣、質

押人口或媒介、收受、藏匿被買賣、質押之人或使之隱蔽。

刑法第296條之1

買賣、質押人口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意圖使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犯前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媒介、收受、藏匿前三項被買賣、質押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三）意圖使人從事勞動條件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以營利，而略

誘未滿20歲之男女或和誘未滿16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

監督權之人。

刑法第241條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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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四）意圖使人從事勞動條件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以營利，而以

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

刑法第297條

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五）意圖使人從事勞動條件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以營利，而略

誘之、移送被略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或收受、藏匿被略誘

人或使之隱蔽。

刑法第298條

意圖使婦女與自己或他人結婚而略誘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婦女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略誘之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前二項之未遂犯

罰之。

刑法第299條

移送前條被略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前

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00條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略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收受、藏匿

被略誘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五百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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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

動。

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勞動基準法：（民國97年5月14日修正）

     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動。

勞動基準法第5條（強制勞動之禁止）

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

動。

勞動基準法第75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

以下罰金。

 就業服務法(民國98年5月13日修正)

就業服務法第44條

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就業服務法第57條1款

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

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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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第63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或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

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五年內再違反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違反第四十四條或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者，

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

鍰或罰金。

三、器官摘除：

 人口販運防制法

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等手段摘取他人器官之行為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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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他人器官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招募、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

滿十八歲之人，摘取其器官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

依具體情形可能成立刑法重傷罪（278條）、強制罪（304
條）、私行拘禁罪（302條）

刑法第278條（重傷罪）

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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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02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304條（強制罪）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四、其他規定：

 護照條例：(民國89年5月17日修正)

第4條

護照非依法律，不得扣留。

第25條

違反第4條扣留他人護照，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民國95年7 月19日修正)

第15條（禁止行為）

下列行為不得為之：

一、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

二、明知臺灣地區人民未經許可，而招攬使之進入大陸地區。

三、使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目的不符之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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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僱用或留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範

圍不符之工作。

五、居間介紹他人為前款之行為。

第79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之

首謀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83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違反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項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並科以前二項所定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

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第84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行

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科以前項所定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

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第87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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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民國95年5月30日修正）

第47條

使香港或澳門居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被害人可能遭人口販運而導致其違反相關之法律如下，但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9條規定「人口販運被害人因被販運而

觸犯其他刑罰或行政罰規定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責任。」

一、刑法：

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

罰金。

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

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二、國家安全法：

第3條1項

人民入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未經許可

者，不得入出境。

第6條1項

違反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入出境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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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74條

未經許可入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四、就業服務法：

第43條（外國人在國內工作之規定）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

內工作。

第68條（罰則）

違反第九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

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六十一條規定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五、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80條1項1款（妨害善良風俗之處罰一）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

鍰：

一、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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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2 執法

執法除執行處罰部分相關法令外，另可參照以下由各機關所頒布

之作業程序及原則。(以下內容、表格請見執法篇附件)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法務部） －第57頁－

　通譯人才資料庫運用作業規定（移民署） －第59頁－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法務部） －第62頁－

　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作業內容說明（移民署） －第67頁－

　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作業程序（警政署）  －第70頁－

　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移民署） －第72頁－

　收容所發現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通報作業內容 －第73頁－

　收容所發現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通報作業程序 －第74頁－

　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作業流程內容說明（海巡署） －第75頁－

　偵辦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海巡署） －第78頁－

　人口販運案件偵查流程(法務部)  －第79頁－

　治安機關執行人口販運被害人庭外安全護送工作作業程序 －第87頁－ 

　辦理人口販運被害人安全送返原籍國（地）作業原流程 －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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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3 保護

 人口販運防制法

第12條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有診療必要者，司法警察應即通知轄區衛生主

管機關，並協助護送其至當地醫療機構接受診療及指定傳染病之篩

檢。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經篩檢無傳染之虞者，由司法警察機關協

助依本法或其他相關法律提供安置保護或予以收容。

第13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評估有安置保護之必要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第十七條規定提供安置保護。

第14條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

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有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

可者，應依第十七條規定提供安置保護。其無合法有效之停（居）

留許可者，於依第十一條規定完成鑑別前，應與違反入出國（境）

管理法規受收容之人分別收容，並得依第十七條規定提供協助。

第15條

依前條分別收容之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者，應依第十七條規定提供安置保護，不適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三十八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及香

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有關收容之規定。

依前條安置保護之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者，應繼續依第十七條規定提供安置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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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

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且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者，中

央主管機關應核發六個月以下效期之臨時停留許可。

第17條

各級主管機關、勞工主管機關對於安置保護之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

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應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提供下列協助：

一、人身安全保護。

二、必要之醫療協助。

三、通譯服務。

四、法律協助。

五、心理輔導及諮詢服務。

六、於案件偵查或審理中陪同接受詢（訊）問。

七、必要之經濟補助。

八、其他必要之協助。

各級主管機關、勞工主管機關為安置保護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人

口販運被害人，應設置或指定適當處所為之；其安置保護程序、管

理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勞工主

管機關定之。

第18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提供協助所需之費用及送返原籍國（地）之費

用，應由加害人負擔；加害人有數人者，應負連帶責任。前項應由

加害人負擔之費用，由負責安置保護之各級主管機關或勞工主管機

關命加害人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19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

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

經安置保護並核發臨時停留許可後，有擅離安置處所或違反法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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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經各級主管機關、勞工主管機關認定為情節重大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廢止其臨時停留許可，並得予以收容或遣送出境。依前項規

定遣送出境前，應先經司法機關同意。

第20條

為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或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兒童或少年，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優先適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予以安置保護；該

條例未規定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一、經查獲疑似從事性交易。

二、有前款所定情形，經法院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審理認

有從事性交易。

第21條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人口販運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

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

密。

政府機關公示有關人口販運案件之文書時，不得揭露前項人口販運

被害人之個人身分資訊。

第22條

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

不得報導或記載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

之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一、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

二、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

前項但書規定，於人口販運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者，不適用之。

第23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理時到場作證，陳述自己

見聞之犯罪或事證，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除依本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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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外，其不符證人保護法規定者，得準用證人保護法第四條至第

十四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

人口販運犯罪案件之檢舉人、告發人、告訴人或被害人，經檢察官

或法官認有保護之必要者，準用證人保護法第四條至第十四條、第

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

第24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理中受訊問或詰問時，其法定代理人、

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

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陪同在場，並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

前項規定，於得陪同在場之人為人口販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不

適用之。

第25條

於偵查或審判中對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訊問、詰問或對質，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利用聲音、影像傳真之科技設備或其他

適當隔離方式將被害人與被告隔離。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境外時，得於我國駐外使領館或代表處內，利用

聲音、影像傳真之科技設備為訊問、詰問。

第26條

司法警察、檢察官、法院於調查、偵查及審理期間，應注意人口販

運被害人之人身安全，必要時應將被害人與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隔離。

第27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審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

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一、因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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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

絕陳述。

三、非在臺灣地區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

第28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

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經

核發六個月以下效期之臨時停留許可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案件偵

辦或審理情形，延長其臨時停（居）留許可。

前項人口販運被害人持有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視案件偵辦或審理情形，延長其停（居）留許可。

人口販運被害人因協助偵查或審判而於送返原籍國（地）後人身安

全有危險之虞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專案許可人口販運被害人停留、

居留。其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每年居住超過二百七十日者，

得申請永久居留。專案許可人口販運被害人停留、居留及申請永久

居留之程序、應備文件、資格條件、核發證件種類、撤銷或廢止許

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口販運被害人得逕向中央勞工主管機關申請工作

許可，不受就業服務法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一

條規定之限制，其許可工作期間，不得逾停（居）留許可期間。

前項申請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定之。

第29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因被販運而觸犯其他刑罰或行政罰規定者，得減輕

或免除其責任。

第30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

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者，經司法機關認無繼續協助偵查或

審理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相關機關或民間團體，聯繫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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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籍國（地）之政府機關、駐華使領館或授權機構、非政府組織

或其家屬，儘速安排將其安全送返原籍國（地）。

 人口販運防制法施行細則(內政部98.6.1發布)

第1條

本細則依人口販運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訂定

之。

第2條

依本法處理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下簡稱被害人）相關事務，應以被

害人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第3條

本法所稱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指經司法警察或（軍事）檢察官合

理懷疑係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人口販運之被害人，而尚未完成鑑

別者。

第4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所稱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指綜合考量被害人實際勞動所得報酬

與其工時、工作內容、工作場所、工作環境等勞動條件相較顯不合

理者。

第5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器

官，其類目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

第6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及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所稱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

指人口販運加害人利用被害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身處異鄉、語

言不通，或其他相當情形之弱勢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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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所定相關專業人員，包括下列人員：

一、辦理人口販運案件查緝、偵查、被害人鑑別、救援、保護及安

置之人員。

二、通譯人員。

三、心理輔導人員。

四、醫師。

五、護理人員。

六、就業輔導員。

本法第八條及第十一條第三項所稱相關專業人員，指前項第二款至

第六款人員。

第8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法第四條規定，每半年邀集當地移

民、警政、社政、教育、衛生、勞政、檢察及新聞等相關機關或單

位，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聯繫會議，研議辦理該條各款所定事

項；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協調聯繫會議。

第9條

本法第四條第三款、第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指定傳染

病，包括結核病、梅毒、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或其他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指定篩檢之傳染病。

第10條

本法第八條、第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社工人員，

包括下列人員：

一、各主管機關編制內或聘僱之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員及社會行

政人員。

二、受各主管機關委託之民間團體之社會工作師及社會工作員。

三、其他受各主管機關委託辦理社會工作業務之適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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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受理通報之當地司法警察機關，

應將受理通報之電話、傳真號碼或其他聯絡方式予以公告，並公開

於資訊網路。

第12條

受理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之司法警察機關，對通報人之

身分資料應另行密封。

第13條

本法第九條第三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其

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料、資訊，包括其照片、影像、聲音、證件號

碼、住址、就讀學校班級或其親屬姓名、關係等個人基本資料。

第14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被害人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15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政府機關，包括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

其所屬之實（試）驗、研究、文教、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

第16條

本細則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保護管理規則

(內政部98.6.1發布)

第1條

本規則依人口販運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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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下簡稱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依其身分由下

列機關安置保護之。

一、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地方主管機關。

二、非持有事由為來臺工作之停留或居留簽證（以下簡稱工作簽

證）者：中央主管機關。

三、持有工作簽證者：中央勞工主管機關。

前項機關辦理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之安置保護事項，得委任或委託

其他機關、團體辦理。

第3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勞工主管機關應設置或指

定適當處所，得視實際情形合併設置，並得採行公設民營、委託民

間或其他方式辦理。

第4條

司法警察機關於轉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至安置處所前，應依其身

分，分別聯繫第二條第一項各主管機關或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

屬各專勤隊，協商護送、交接及安置事宜。

第5條

安置處所應將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以男女區隔方式安置之。

安置處所為管理及規範其日常生活作息，應訂定生活公約，並送各

該安置處所主管機關備查。

生活公約應以中英文並列記載，於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入所時簽訂

遵守之，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安置處所安全維護及保密義務規定。

二、安置處所門禁管理及進出時間規定。

三、通訊及訪客規定。

四、不得有喧嘩、爭吵、飲酒、賭博、違抗管理命令、妨害安置保

護秩序、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及破壞毀損公物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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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應遵守及注意事項。

前項生活公約應張貼或懸掛於安置處所內易見之處。

第6條

安置處所對於違反生活公約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應先予制止，

並得報請安置處所主管機關為下列必要之處置：

一、訓誡。

二、禁打電話。

三、停止會見。

四、勞動服務。

安置處所主管機關為前項各款處置時，應以書面為之，並應符合比

例原則。

第7條

安置處所於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入所後，應告知下列事項：

一、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二、提供必要之醫療協助、通譯服務、法律協助、心理輔導及諮商

服務。

三、於案件偵查或審理中陪同接受詢（訊）問。

四、必要之經濟補助。

五、其他必要之協助。

安置處所對於已取得工作許可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應記錄其雇

主、聯絡方式、工作地點及工作性質等資料；對於未取得工作許可

之被害人應告知其不得非法工作。

第8條

安置處所對於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擅離安置處所或違反法規情

事，應將個案資料、違反時間、經過及後續處理情形報請各該主管

機關審查。

各該主管機關經審查後，認定其有違反規定情形者，準用第六條規

定辦理。但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十九條規定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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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暫不予安置：

一、拒絕接受安置。

二、經依本法第十二條指定傳染病篩檢有傳染之虞。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安置處所應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提供適當協

助。

第10條

安置處所應視需要提供、轉介或安排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技能訓

練、生活適應、語言或其他訓練課程。

第11條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於案件偵查、審理期間，需作證或接受詢（訊  

）問時，安置處所得請求移送案件之司法警察機關執行安全護送工

作。

前項請求，移送案件之司法警察機關不得拒絕。

第12條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至醫療機構診療之必要時，安置處所應指派

專人陪同，並提供必要協助。

第13條

被害人符合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情事者，安置處所

應於其停（居）留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協助被害人辦理停（居）留期

限延長事宜。

第14條

被害人持有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臨

時停留許可，安置處所應依其意願協助向中央勞工主管機關申請工

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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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

安置處所應製作下列表冊，建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檔案

一、名冊（含基本資料、入所案情簡述、移送機關單位及承辦人姓

名聯絡電話）

二、日常生活狀況簡要紀錄。

三、會見親友紀錄。

四、疾病及就醫紀錄。

五、接受法院、檢察官訊問之紀錄。

六、接受法律協助、心理輔導及諮詢服務、經濟補助及其他協助之

個案紀錄。

七、停（居）留許可期限。

八、安置結束出所相關紀錄。

第16條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結束安置出所時，安置處所應於出所後一個工

作日內通知安置處所主管機關。

被害人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遣送出境及第三十條規定送返原籍國

（地）時，及疑似被害人因案件偵辦而轉換身分，安置處所應於被

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出所前協調相關機關協助辦理之。

第17條

本規則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人口販運被害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專案許可辦法(內政部

98.6.1訂定發布)

第1條

本辦法依人口販運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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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下簡稱被害人）申請專案許可停留、居留或永

久居留，應由本人或委託他人、民間團體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第3條

被害人因協助偵查或審判而於送返原籍國（地）後人身安全有危險

之虞者，安置處所得依被害人之申請，出具被害人返國後人身安全

有危險之虞說明書（以下簡稱說明書），並協助被害人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專案許可停留或居留。

第4條

前條說明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害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所及護照或旅行文件號

碼。

二、協助偵查或審判之案件。

三、返國後人身安全有危險之虞事實。

四、返國後人身安全有危險之虞期間。

第5條

被害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專案許可停留：

一、申請書，委託他人或民間團體代申請者，並應附委託書。

二、護照或旅行文件；被扣留者，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代之。

三、返國後人身安全有危險之虞期間未逾六個月之說明書。

中央主管機關專案許可停留時，應參酌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辦

理案件之相關書件；必要時，並得請求我國駐外館處予以協助。

第6條

被害人經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停留者，發給專案許可停留證，其效

期最長不得逾六個月。

前項專案許可停留證有效期間屆滿，原申請專案許可原因仍繼續存

在者，得申請延期，其期間每次不得逾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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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被害人申請專案許可停留延期者，應於效期屆滿前十五日內，檢附

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一、申請書。

二、專案許可停留證。

三、相關證明文件。

第8條

被害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專案許可居留：

一、申請書，委託他人或民間團體代申請者，並應附委託書。

二、護照或旅行文件；被扣留者，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代之。

三、返國後人身安全有危險之虞期間逾六個月之說明書。

四、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五、我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前項第四款所定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之檢查項目，依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訂定之健康證明應檢查項目表辦理。

被害人之指定健康檢查項目不合格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發給專案許

可停留證。但有第十四條規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專案許可居留時，應參酌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辦

理案件之相關書件；必要時，並得請求我國駐外館處予以協助。

第9條

被害人經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者，發給專案許可居留證，其效

期最長不得逾三年。

前項專案許可居留證有效期間屆滿，原申請專案許可原因仍繼續存

在者，得申請延期，其期間每次不得逾三年。

第10條

被害人申請專案許可居留延期者，應於效期屆滿前三十日內，檢附

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一、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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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許可居留證。

三、相關證明文件。

第11條

被害人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每年居住超過二百七十日，且符

合下列要件者，得申請永久居留：

一、二十歲以上。

二、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

三、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前項被害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永久居留：

一、申請書，委託他人或民間團體代申請者，並應附委託書。

二、護照或旅行文件；被扣留者，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代之。

三、專案許可居留證。

四、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五、最近五年內之我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第四款所定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之檢查項目，依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訂定之健康證明應檢查項目表辦理。

依第一項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及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請

之。

第12條

被害人經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永久居留者，發給永久居留證。

第13條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被害人專案許可停留證、專案許可居留證或永久

居留證時，應廢止被害人臨時停留、停留或居留許可，並命其繳回

臨時停留、停留或居留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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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條

被害人申請專案許可停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

許可：

一、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之虞。

二、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三、發現被害人有隱瞞事實，情節重大。

第15條

被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專案停留許

可，並註銷其專案許可停留證：

一、有前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

二、事後經鑑別非為被害人。

三、人身安全危險之虞消失。

第16條

被害人申請專案許可居留或永久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

管機關不予許可：

一、有第十四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

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健康檢查項目不合格。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罪，不在此

限。

第17條

被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專案居留許

可，並註銷其專案許可居留證：

一、有第十四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

二、事後經鑑別非為被害人。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罪，不在此

限。

四、人身安全危險之虞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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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

被害人有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

止其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永久居留證。

第19條

被害人之專案許可經撤銷或廢止者，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應限令

其出國。

被害人應於接到前項限令出國通知後十日內出國。

第20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人口販運被害人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勞委會98.6.8訂定)

第1條

本辦法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十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第3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或澳門居民，經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下

簡稱被害人)，且獲入出國管理機關核發六個月以下效期之臨時停留

許可或已持有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者，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向主

管機關申請工作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工作。

第4條

被害人申請工作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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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時未逾效期之臨時停留許可或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影

本。

三、足資證明經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文

件影本。

第5條

被害人經主管機關核發工作許可之期間，依其停(居)留許可期間。

第6條

被害人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發工作許可：

一、臨時停留許可或合法停(居)留許可之效期已屆滿。

二、臨時停留許可或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經撤銷或廢止。

三、繳交不實或失效之申請文件。

四、依法已在臺灣地區合法工作。

五、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第7條

被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撤銷或廢止其工作許可：

一、臨時停留許可或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經撤銷或廢止。

二、繳交不實或失效之申請文件。

三、依法已在臺灣地區合法工作。

四、經重新鑑別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

第8條

主管機關核發、撤銷或廢止被害人之工作許可時，應副知入出國管

理機關。

第9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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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收人口販運犯罪所得提交及被害人補償辦法(98.6.1內政

部會銜法務部發布)

第1條

本辦法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十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本辦法依

人口販運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立人口販運被害人補償金專戶（以下簡稱補償金

專戶），作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下簡稱被害人）

申請被害人補償金之用。檢察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執行沒

收之現金及變賣之所得，應即存（匯）入補償金專戶存管。

第3條

被害人補償金之種類及支付對象如下：

一、遺屬補償金：支付因人口販運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

二、重傷補償金：支付因人口販運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

三、精神慰撫金：支付因人口販運犯罪行為被害而精神受損失者。

第4條

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其順序如下：

一、父母、配偶及子女。

二、祖父母。

三、孫子女。

四、兄弟姐妹。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列遺屬，申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補償

金者，以依賴被害人扶養維持生活者為限。

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有數人時，每一遺屬均得分別申請，其補

償數額於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金額內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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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被害人死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遺屬不得申請遺屬補償

金：

一、故意或過失使被害人死亡。

二、被害人死亡前，故意使因被害人死亡而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先

順序或同順序之遺屬死亡。

三、被害人死亡後，故意使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先順序或同順序之

遺屬死亡。

第6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補償被害人損失之全部或一部：

一、被害人對其被害有可歸責之事由。

二、斟酌被害人或其遺屬與犯罪行為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依一般

社會觀念，認為支付補償金有失妥當。

第7條

被害人補償金最高金額如下：

一、因被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三十萬

元。

二、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法定扶養義務，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

幣一百萬元。

三、因被害人受重傷所支出之醫療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

萬元。

四、受重傷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

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一百萬元。

五、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元。

被害人補償金之核發，以各該犯罪案件執行沒收之現金及變賣所

得，優先補償；不足以支付時，依申請案件審核決定之時間先後，

由補償金專戶餘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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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補償金專戶餘額不足以支付被害人補償金時，中央主管機關應於該

專戶足以支付時，通知被害人或其遺屬領取。

第9條

依本辦法請求補償之人，已受有社會保險、損害賠償給付或因犯罪

行為被害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受之金錢給付，應自被害人補償金中減

除之。

第10條

受領之被害人補償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返還：

一、有前條所定應減除之情形或復受損害賠償者，其所受或得受之

金額內返還之。

二、經查明其係不得申請被害人補償金者，全部返還之。

三、以虛偽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受領被害人補償金者，全部返還之，

並加計自受領之日起計算之利息。

第11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處理人口販運被害人補償事宜，應設人口販運被害

人補償審核小組 ;其成員由具有法律、醫學或相關專門學識之人士

擔任。

第12條

申請被害人補償金者，應以書面並檢附相關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為

之。

第13條

前條書面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

照號碼或停（居）留許可證號、職業、住居所。有代理人者，

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或停（居）留許可證號、職業、住居所或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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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被害人補償金之種類。

三、申請被害人補償金之事實及理由。

四、申請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五、被害人補償金支付方式。

六、有無受社會保險、損害賠償給付或因犯罪行為被害依其他法律

規定受金錢給付之情形。

被害人補償金之申請，不合規定程式或資料不全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定相當期限命其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者，應駁回

之。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被害人補償金之申請，經審核結果，認有理由

者，應為補償之決定，並定其金額及支付方式; 認無理由者，應為

駁回之決定。

第14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到

場陳述意見、提出文書或其他必要之資料或接受醫師診斷，並得請

有關機關或團體為必要之協助。

申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到場陳述意見、提出文書或其他必要之資

料或接受醫師之診斷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行駁回其申請或逕為決

定。

第15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補償申請之決定，應參酌司法機關調查所得資

料，自收受申請書之日起三個月內，以書面為之。

前項書面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

照號碼或停（居）留許可證號、職業、住居所。有代理人者，

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或停（居）留許可證號、職業、住居所或事務所。

二、主旨。

三、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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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機關。

五、決定文號及年、月、日。

六、不服決定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第16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其他可適用之法律，可依具體情形適用以下法律：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二章 救援（6-10條）

第三章 安置保護（11-21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性侵害犯罪防制法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民國98年05月27日修正）

第3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犯罪行為：

指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

器內，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身體，依中華民國法律有刑罰規

定之行為及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前段規定不罰之行為。

二、犯罪被害補償金：

指國家依本法補償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及性侵

害犯罪行為被害人所受財產及精神上損失之金錢。

第4條（申請原因）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

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前項犯罪被害補償金，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支付；所需經費

來源如下：一、法務部編列預算。二、監所作業者之勞作金總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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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部分金額。三、犯罪行為人因犯罪所得或其財產經依法沒收變賣

者。四、犯罪行為人因宣告緩刑、緩起訴處分或協商判決而應支付

一定之金額總額提撥部分金額。五、其他收入。

第4-1條（申請原因）

法務部為加強推動犯罪被害保護相關工作，得設犯罪被害人保護基

金。

第5條（種類與對象）

犯罪被害補償金之種類及支付對象如下：

一、遺屬補償金：支付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

二、重傷補償金：支付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

三、性侵害補償金：支付因性侵害犯罪行為而被害者。

前項補償金應一次支付，但得因申請人之申請分期支付。

第6條（遺屬補償金申請者）

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父母、配偶及子女。

二、祖父母。

三、孫子女。

四、兄弟姊妹。

前項第二、三、四款所列遺屬，申請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補償

金者，以依賴被害人扶養維持生活者為限。

第7條（重傷補償金申請者）

被害人因重傷或受性侵害，無法申請重傷或性侵害補償金時，得委

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被害人無法委任代理人者，得由其最近親屬、

戶籍所在地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或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代為申請。

受重傷或性侵害犯罪行為之被害人如係未成年、受監護宣告或輔助

宣告之人，而其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為加害人時，被害人之最近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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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戶籍所在地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或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得代為申請。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民國97年4月16日修正)

第19條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

可；已許可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

一、現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

體之職務或為成員。

二、參加暴力或恐怖組織，或其活動。

三、涉有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四、在臺灣地區外涉嫌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五、曾有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六、持用偽造、變造、無效或經撤銷之文書、相片申請。

七、有事實足認係通謀而為虛偽結婚。

八、曾在臺灣地區有行方不明紀錄二次或達二個月以上。

九、有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

十、患有重大傳染性疾病。

十一、曾於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時，為虛偽之陳述或隱瞞重要事。

十二、原申請事由或目的消失，且無其他合法事由。

十三、未通過面談或無正當理由不接受面談或不捺指紋。

十四、同行親屬未依第三條第三項、第四項或第五條第六項、第七

項規定同時入出臺灣地區。

十五、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事由或目的消失，應自消失之日起

十日內離境；屆期未離境者，視為逾期停留。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入境者，自出境之日起，未入境者，自不予許

可、撤銷、廢止許可之翌日起，於一定期間內不予許可其申請進入

臺灣地區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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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第一項第六款、第十一款或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情

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二年至五年。

二、有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逾期未滿六個月者，其

不予許可期間為一年；逾為三年至五年；逾期三年以上者，其

不予許可期間為五年至十年。

三、有第一項第八款或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情形者，其不

予許可期間為一年至三年。

四、有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一

年至五年。

五、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三年至五年。

六、有第一項第七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五年至十年。

七、與團聚對象無同居事實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三年至五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前項期間之限制：

一、有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且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各款情形之一，未辦理延期，未逾停留期限十日。

二、有本條例第十八第一項第二款情形，逾期未滿六個月，且在臺

灣地區育有已設有戶籍之十二歲以下親生子女。但不能行使、

負擔對於該子女之權利、義務者，不包括在內。

三、依第五條規定申請奔喪。

四、跨國（境）人口販運之被害人，有進入臺灣地區協助偵查或審

理之必要，經檢察官或法官認定其作證有助於案件之偵查或審

理。

有第一項第十款情形者，再次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時，應檢附健康檢

查合格證明。

第21條

大陸地區人民依前條規定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屆滿時，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酌予延長期間及次數：

一、懷胎七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二個月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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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罹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二親等內之血親、配偶、配偶之父母或

子女之配偶在臺灣地區死亡。

四、遭遇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之事變。

五、跨國（境）人口販運之被害人，有繼續停留臺灣地區協助偵查

或審理之必要，經檢察官或法官認定其作證有助於案件之偵查

或審理。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每次延期停留期間為二個月，第三款

規定之延期停留期間，自事由發生之日起不得逾一個月；第四款規

定之延期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個月；第五款規定之延期停留期間，

視案件偵辦或審理情形酌定之，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二項）

 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臨時安置作業要點 (民國97年3月14日發布 )

一、為處理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一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以下簡稱外國人），因法令爭、檢

舉雇主非法使用、遭受人身侵害、人口販運或雇主違反契約任

意遣返等情事，所衍生之安置問題，特訂定本要點。

二、外國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為本要點之安置對象：

（一）在等待轉換雇主或遣返回國期間，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核准外國人工作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認定雇主無法妥善

照顧或管理。

（二） 面臨雇主關廠、歇業、或負責人行蹤不明，並經地方主管

機關認定膳宿乏人照顧。

（三）因主動檢舉或其他原因發生之勞資爭議情事，經地方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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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認定不宜再留置雇主處。

（四） 遭雇主不當對待（例如性侵害、性騷擾、虐待、毆打、惡

意遺棄等），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雇主無法妥善照顧。

（五） 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依「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

則」認定為人口販運被害者。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定有安置必要之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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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執法篇
本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被害人辨識原則與技巧；第二章人口販運案

件之處理流程；第三章偵詢被害人之方法和技巧；第四章偵詢被害人之其

他應注意事項；第五章被害人之安全維護，其目的在充實承辦人口販運案

件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識，提升其敏感度；建立人口販運案件之第一線基層

實務工作者一套完整之標準作業流程並積極啟動偵查、提升偵查效率，以

利人口販運防制工作之推動。

第一章  被害人辨識原則與技巧

依據法務部「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

考指標」，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分類及辨識技巧如下：

 未滿18歲之兒童及少年：

1.「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

2.可藉由查證護照、旅行文件、居留證及其他相關證明身分之文件，

以確認當事人是否為未滿18歲之兒童及少年。

3.若無身分證明文件，可查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資訊管理系統之

入出境資料代替。

4.雖無佐證資料，若從外表長相直接可認定為兒童或少年者，先認定

為兒童及少年。

 非出於自願被運送：

1.運送或轉運之區別為，從來源國至目的地國為「運送」；本國非為

目的地國稱「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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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出於自願（包含遭詐欺、脅迫、誘拐、恐嚇等）之偵訊重點，應

以「淺明易懂口語」條列式問題詢問當事人，請當事人陳述。

3.	可參考條文「刑法第231-1條第1項，296-1條第3項」。

例句

來臺目的為何？

是否一個人來，是否想去另一個地方？

是否出於自由意思？

可有拒絕之自由？

	 運送或轉運之過程，其行動自由受限制，或受強暴、脅

迫、恐嚇、傷害、性侵害等之情事，或無法任意與他人交

談或通訊：

以「淺顯易懂口語」條列式問題詢問當事人，請當事人陳述。

例句

你來臺灣過程中（搭機或搭船）是否可以單獨自由行動？

你是否自己一個人來台？或是有人陪同？若有人陪同是何人陪同？

是否有人要求代為保管你的護照或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代為保管你的護照或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有經過你的同意嗎？

他（她）代為保管你的護照或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是否有說要還

給你？何時還你？

他（她）跟你講話的態度怎樣？是否有威脅或恐嚇的語氣或言語？

如有手機（包含電話卡、SIM卡）或通訊錄是否有人要求代為保管？

或是未經你同意就將其收走？

搭船或搭機的過程中有無被性侵害、毆打或遭受其他身體上之傷

害？

是否知道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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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目的地後，其行動自由受限制、或受強暴、脅迫、恐

嚇、傷害、性侵害等之情事，或無法任意與他人交談或通

訊：

目的地包含機場、仲介公司、公寓租處、工作場所、僱主家等處所。

轉運地包含機場、港口等。

例句

你是否可以單獨地自由行動？

你到達目的地或轉運地時，可以打電話嗎？

你是否自己一個人？或是有人陪同？若有人陪同是何人陪同？

是否有人要求代為保管你的護照或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代為保管你的護照或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有經過你的同意嗎？

他（她）代為保管你的護照或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是否有說要還

給你？何時還你？

他（她）跟你講話的態度怎樣？是否有威脅或恐嚇的語氣或言語？

如有手機（包含電話卡、SIM卡）或通訊錄是否有人要求代為保管？

或是未經你同意就將其收走？

到達目的地或轉運地時，有無被性侵害、毆打或遭遇其他身體上之

傷害？

	證明身分之文件是否遭他人代為保管或扣留：

護照、旅行證件、入境許可等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未經本人同意或以

他法被強迫代管。

例句

證明身分之文件是否在你身上？若否，在何處？

當證明身分之文件被要求交給他人時，是否經你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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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送或轉運至目的地後，從事工作所得、加班費遭剋扣，

或其所得顯不相當：

所謂「其所得顯不相當」為不確定法律概念，需依個案性質之不同來

認定。

例句

對方原來說好要給你多少工錢？

薪資有沒有按約定的金額給你？

若實際給你的錢跟原本說的不同，其中差價在哪裡？

若對方說要把薪資或差額幫你寄回家，你有確認家人是否收到嗎？

對方是否有給予匯款證明（水單）？

你是否有簽署任何不清楚內容的文件？或是你所簽署的文件是否有

不清楚內容的？

 運送或轉運到達目的地後，從事工作項目與之前所知悉之

工作項目明顯不符，或未經其同意任意更換工作項目：

例句

你在來台前，是否知道工作內容為何？

來台後有沒有加班？是否有給加班費？

你每日工作的時間是從幾點到幾點？每月要工作幾日？是否有休

假？是否可以休假？

申請來臺的工作是看護工、工廠作業員、幫傭或其他？而對方告知

你來台是做何種工作？實際上工作內容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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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辨識參考原則：

1.篩選剔除單純人口走私、單純性交易或其他週邊之假性人口販運案

件。

2.司法警察人員於調查案件過程中，應隨時視案情之進展，依法務部

新頒訂「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第2點、第3點之規定鑑別是否

為人口販運被害人。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者，應即依第7點之

規定辦理。

3.依「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

標」辨識人口販運案件及鑑別人口販運被害人。

4.	有疑義者，即時與檢察官研商，以提高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判斷之

正確性。

5.	如有冒名情事可採指紋，送請移民署比對資料。

6.	本手冊作業流程所稱司法警察機關如下：

（１）法務部調查局及所屬各調查單位。

（２）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各查緝單位。

（３）內政部警政署及各縣市警察機關。

（４）內政部移民署及所屬各專勤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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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情事足認其為人口販運之被害人：

當事人可能不知被騙來臺非法工作。（本段以案例說明並配合問句提

供執法人員參考）

案例一

當初來臺以為是結婚，到臺灣後人頭老公沒有來接機且無從聯

繫，被仲介帶走後，無償供給食宿及生活照顧，取得被害人信任後，

主動請求仲介代為介紹工作以籌措返鄉費用。

【問句】

來臺目的是工作或是結婚？

為何沒有與老公住在一起？

為何去工作？

誰幫你辦理返鄉等出境手續？

案例二

外勞來臺前並未向仲介借款，但仲介在來台上飛機前告知需要簽

乙份文件否則不能上飛機，被害人不知有詐被迫簽下假借債款條而被

仲介勞力剝削而不知（仲介稱係向銀行貸款，需按月繳款攤還）。

【問句】

在本國是否有向銀行貸款？　

仲介是否有叫你加簽其他契約或文件？

若銀行貸款繳清後，仲介是否還會向你收取其他費用（正當手續費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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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法務部）

法務部98.2.13法檢字第0980800534號函頒修正

一、為發覺潛在之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予以明確鑑別，以有效追查人口販

運案件，並提供被害人合適之保護措施，爰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之人口販運，係指：

（一）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

器官，而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

詐術、故意隱暪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

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

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交易、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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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司法警察人員於調查案件時，應注意相關人員是否有下列疑似人口販

運被害人之情形：

（一）為未滿十八歲之人。

（二）身體有遭受暴力或被虐待之跡象者。

（三）身分證明或旅行文件被扣留者。

（四）被限制自由，無法任意離開或出入均有他人陪同者。

（五）無法任意與他人通訊者。

（六）接受司法警察人員詢問之證詞顯係被人教導者。

（七）薪資或性交易所得遭到不當剋扣者。

（八）其他有可能遭受人口販運之跡象。

對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應參照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如附

件），綜合判斷是否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附件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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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警察人員於詢問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及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態度

應懇切，並應告知後續處理流程及相關保護措施。

前項情形必要時得請求社工人員、通譯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五、司法警察人員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時，如有疑義，應與檢察官研

商。

六、經司法警察人員判斷為人口販運案件者，於該案件移送(報告)檢察機

關時，應於移送(報告)書上載明「人口販運案件」，並檢附人口販運

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

人口販運被害人如因被販運另涉刑事案件，亦應於移送書上記載其為

人口販運被害人。

司法警察人員於案件調查期間，應注意人口販運被害人之人身安全，

必要時應將被害人與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隔離。

七、經司法警察人員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者，司法警察機關應立即連繫

移民、社政、勞政或衛政機關，安排合適之安置處所。

八、司法警察人員於調查案件過程中，應隨時視案情之進展，依第二點、

第三點之規定鑑別是否為人口販運被害人。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者，應即依第七點之規定辦理。

九、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依第七點之規定安置者，

檢察官於偵查過程中，認其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知原移送

機關，將其由安置處所移出，並依法為必要之處分。

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而收容於收容處所者，檢察

官於偵查過程中，認其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知原移送機關，

依第七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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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譯人才資料庫管理運用作業規定

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使通譯人才資料庫（以下

簡稱本資料庫）有效運作，提供各使用機關線上即時查詢或維護通譯

人才資料，確保系統資料交換更新及網路安全，發揮資訊共享效益，

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本作業規定所稱通譯人才，指曾參加公部門或民間團體自行辦理或委

託辦理通譯人才訓練取得結業證書，具翻譯（含口譯或筆譯）中文及

外語（如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柬埔寨語、英語、菲律賓語及日

本語等）能力，且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

（一）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

（二）持有中華民國有效之居留證件。

（三）持有中華民國有效之長期居留證，或依親居留證並經許可工作

者。

三、本資料庫通譯人才之個人基本資料及通譯服務相關資料，建置前應取

得當事人同意，並填具同意書，始得登錄。

四、除本署外，中央各相關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亦得

使用本資料庫。前項所稱民間團體，指經中央或地方政府立案一年以

上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其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事業或移民輔導

及其他相關業務，且會務運作正常者。

五、申請方式

各使用機關之使用者應先取得自然人憑證及備妥自然人憑證讀卡機，

並填具通譯人才資料庫使用申請表，勾選業務所需使用項目，送本署

審核，核定使用權限。

六、使用權限管理

（一）本署：

1.負責建置資料庫系統平台，並規劃通譯人才資料欄位，提供

各使用機關建檔維護使用。

附件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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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派專人負責資料庫之維護及管理，審核各使用機關帳戶申

請及異動管理。

3.將使用者及其人員編號列冊管制，使用狀況應以電腦二十四

小時自動記錄，並保留三年。

（一）中央各相關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應指派專

責人員，將訓練合格之通譯人才資料登錄或匯入本資料庫及定

期維護更新通譯人才資料。

（二）民間團體得依其業務需求，申請使用本資料庫，其章程及會務

運作情形，需經所屬立案相關機關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審核通過。

七、注意事項

（一）使用者

1.使用者應妥善保管自然人憑證及定期更新自然人憑證密碼，

使用者之自然人憑證遺失時，應立即通知本署（電話：02-

23889397轉2423）終止該帳號之使用權限。

2.使用者違反相關規定，本署得停止其使用權限。

3.使用者超過六個月未使用本資料庫，系統將自動取消其使用

權限。

4.本署於必要時，得要求使用機關進行使用人員身分查核。

（二）使用機關

1.使用機關與本資料庫連線，發生網外通訊異常時，應先向

電信機構查明原因。本資料庫之網路異常時，應即連繫修

復；使用者傳送資料查詢需求後，查詢結果顯示電腦系統

異常時，應以電話告知本署，俾儘速修復（諮詢電話：02-

23889397轉2423、2469、2402）。

2.使用者因勤（業）務調整、調職、停職及離（退）職致使用

原因消失，使用機關應於三天前填具註銷使用通譯人才資料

庫申請書，並通知本署終止其帳號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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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交換

1.使用機關應依本資料庫所定相關欄位，於系統進行資料上

傳。經本署審核資料欄位格式無誤，同意接收檔案；相關欄

位資料有誤，使用機關應修正及重新上傳資料。

2.使用機關之網路安全，應加強網路監控管理、傳送重要檔案

應加密處理、建立防火牆系統、認證管理及安全稽核機制。

八、為維護相關資料安全，所列印之資料，應妥善保管，並於公務運用完

畢後，併案歸檔或定期銷毀。

九、未依本作業規定及相關法令規定使用，致本資料庫毀損或相關人員權

益受損，各使用機關應提報機關首長或負責人依規定懲處，有不當使

用、資料外洩或違法者，應依法負民、刑事及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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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
法務部98.2.13法檢字第0980800534號函修正

代碼：

被害人姓名 國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使用語言

證照號碼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碼：

國內住居所

是否安置
□是，安置處所：
□否，現於何處：

剝削目的（是否遭剝削？□是　□否）

□性剝削 □是否從事性交易?

□勞力剝削

□其從事之勞動是否與其實際獲得之報酬顯不相當?
★參考要領：

1.其工作情形為何？

（工作內容？每日工時？加班情形？可否拒絕加班？工作環境如何？有無提

供安全措施或裝備？是否須負擔約定工作項目以外之工作？）

2.其實際取得報酬之情形為何？

（實際獲得之報酬是否與約定金額相符？有無遭到剋扣？是否無法掌控己身

之工作所得？能否取得加班費？）

3.其工作與實際獲得之報酬是否顯不相當？	

（同樣工作條件下可獲得之合理報酬為何?剋扣報酬之情形是否合理?其實際

獲得之報酬與其提供之勞務相較，衡諸客觀一般人之通念是否顯不相當？是

否為被害人主觀所難以接受？）

□器官摘取 □是否遭摘除器官？如是，遭摘除何器官？　　　　　　

不法手段（是否遭不法手段對待？□是　□否）

□強暴
□脅迫
□恐嚇

★參考要領：
1.有無遭受性侵害？
2.有無遭到毆打或虐待？疾病或傷害有無受到合理之醫療照護？

※續下頁

附件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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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

□拘禁

□監控

□藥劑

□催眠術

□詐術

□故意隱暪重要資訊

□不當債務約束

□扣留重要文件

□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

求助之處境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3.其自身或家人有無受到恐嚇威脅？

4.是否被限制於工作處所？工作處所有無上鎖？有

無他人監控？有無監視設備？

5.是否不得任意離開工作處所？離開時有無他人在

旁監控？

6.若拒絕工作或離開，是否擔心自己或親友之安

全？

7.旅行及身分證明等重要文件可否自行保管？

8.是否無法任意與親友或他人通訊？進行通訊時是

否遭到監控？

9.工作內容是否與約定不符？是否遭指派從事許可

以外之工作?有無遭到欺騙？有關工作內容之重

要資訊是否遭受隱暪？

10.有無被迫或遭誘騙服用藥物或施用毒品?是否成

癮？	

11.是否因簽署文件由他人保管或資產遭不法扣押，

致違反意願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或摘取其器

官？

12.其所負擔之債務內容及清償方式是否不確定？是

否以利息、罰金、違約金等不同名目不斷增加而

無法償還?其所負擔之債務是否顯不合理？其是

否因不當債務之約束而須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

或遭摘取器官？

13.是否因處於不能說國語、臺語等本國語言或因非

法入境、非法居留而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

境，致別無選擇須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或遭摘

取器官？

人流處置行為（是否遭販運？□是　□否）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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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
□買賣
□質押
□運送
□交付
□收受
□藏匿
□隱避
□媒介
□容留

★參考要領：

1.原定前往目的地之目的為何？與到達後實際從事

者是否相符?

2.是否經他人安排前往目的地？該他人為何？如何

接洽？有無支付費用？費用多少？如何支付？

3.前往目的地之方式為何？

4.有無合法之身分證明或旅行文件？

5.是否因欲到達目的地而負擔債務？約定以何方式

償付？

6.是否被迫前往目的地？

7.前往目的地之過程中有無他人陪同？是否遭受強

暴、脅迫、恐嚇、監控？行動自由是否遭受限

制？

8.抵達目的地後是否被交到另一批人手上？有無被

買賣、質押？

9.抵達目的地後是否經他人安排從事工作或性交

易？有無支付費用？

10.抵達目的地後是否經他人安排住處？得否自行選

擇居住處所？

被害人被害時之年齡：□十八歲以上　□未滿十八歲

依前揭指標綜合鑑別結果：□是□否　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被害人被害時之年齡為十八歲以上者，須同時具備剝削目的、不法手段及人流處置行為
三要素，未滿十八歲者，具備剝削目的及人流處置行為二要素即可）

※接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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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

本章所附各司法警察、海巡、移民機關偵辦案件流程，係參照「人口

販運防制法」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法務部98年2年13日法檢字

第0980800534號函修正）所繪製，請各機關依權責參考使用。

人口販運案件處理參考流程

C12

第二章 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

本章所附各司法警察、海巡、移民機關偵辦案件流程，係參照「人口販運防制法」

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法務部 98年 2年 13日法檢字第 0980800534號函修正）

所繪製，請各機關依權責參考使用。

人口販運案件處理參考流程

(續下頁)

司法警察機關查獲疑似人口販運案件

無診療必要司法警察應即通知轄區衛生主管機關，並協助

護送其至當地醫療機構接受診療及指定傳染病

之篩檢

有傳染之虞 無傳染之虞

實施治療

實施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

鑑別完成前

有合法有

效之停居

留許可者

無合法有

效之停居

留許可者

安置保護 分別收容

居住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之國民

返回原住居所

或為其他處理

非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之國民

疑似從事性交易之

兒童少年

依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之

規定安置保護

非疑似從事性交易之兒童、少年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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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經鑑別非人口販運被害人

（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完成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之國民

非居住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之國民

返回

原住

(居)

所

安置保護

（社政）

經直轄

市、縣

（市）主

管機關

評估有

安置保

護之必

要者

持工作

簽證入

境

非持工

作簽證

入境

安置保

護（勞

政）

安置保

護（移

民）

非居住臺灣

地區設有戶

籍之國民，

且無合法有

效之停（居）

留許可者

居住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

之國民

非居住臺灣

地區設有戶

籍之國民，但

有合法有效

之停居留許

可者

依入出國及

移民法等相

關規定收容

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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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被害人 被害人 

接獲通報或主動發現疑似案件 

 

司法警察機關擴大 

調查人口販運案件 

司法警察派員處理並立即鑑別被害人 

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檢察機關偵辦中 

確認是被害人          

無意願或無法提供 
進一步具體事證 

有意願且有能力  
指證犯罪集團 

偵審期間出庭                 
作證安全維護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 30 經 )  

 

依現行法令  
規定辦理      

非被害人 被害人 疑似被害人 
(有合法有效 
停居留許可) 

依現行 
法令規 
定辦理 

進入安置保護服務 進入分別收容  進入安置保護服務 

權責安置機關提供 
安置保護服務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疑似被害人 
(無合法有效 
停居留許可) 

否 

是 

權責機關/人員

司法警察機關、一般公務機關、

民間團體/司法警察、行政人員、

工作人員

司法警察機關/司法警察

司法警察機關/司法警察

1.司法警察機關/司法警察	

2.移民署、勞委會、地方主管機關

/	承辦人

檢察機關/檢察官

司法警察機關/司法警察

1.檢察機關、法院或司法警察機關/

檢察官、法院或司法警察

2.移民署、勞委會、地方社政或勞政

主管機關/承辦人、受託民間團體

司法警察機關/司法警察

檢察機關或法院/檢察官或法官

移民署/專勤隊人員

處理流程 

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作業內容說明與處理流程

98.7.20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第13次會議修正通過

深入清尋鑑別確認

（30日）

經司法機關認無繼續

協助偵查或審理必要時

將被害人安全送返原國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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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內容說明

一、接獲通報或主動發現疑似案件：

（一）一般公務機關或民間團體發現者，通報轄區司法警察機關依權

責處理。

（二）司法警察機關主動發現者，由發現機關依權責處理。

二、司法警察派員處理並立即鑑別被害人：

（一）司法警察機關應依機關訂定之受理通報案件處理流程，派員受

理通報並初步進行案件調查。

（二）司法警察初步進行案件調查時，應立即依據法務部頒訂之「人

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進行被害人鑑別。進行鑑別時，必要

時得請求通譯人員、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三、非被害人處置方式：司法警察機關初步鑑別為非被害人，應依現行法

令規定辦理。

四、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處置方式：

（一）司法警察機關初步鑑別為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合法有效停居

留許可)，進入安置保護服務。		

（二）司法警察機關初步鑑別為疑似被害人(無合法有效停居留許

可)，進入分別收容。		

（三）第1項被害人及有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之疑似被害人依其身分由

下列機關安置保護：

1.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地方社政或勞政主管機關。

2.非持有事由為來臺工作之停留或居留簽證（以下簡稱工作簽

證）者：中央主管機關(移民署)。

3.持有工作簽證者：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勞委會)。

4.兒童或少年經查獲從事性交易者：優先適用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予以安置保護(地方社政主管機關)。

（四）辦理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護，或疑似被害人分別收容之

附件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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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方式：

1.非持工作簽證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護：聯繫移民署各

地專勤隊轉介安置。

2.持工作簽證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護：聯繫直轄市、縣

(市)政府勞工主機關轉介安置。

3.無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之疑似被害人分別收容：聯繫移民署

各地專勤隊辦理分別收容事宜。

五、深入清詢鑑別確認：

（一）依第四項予以安置保護或分別收容之疑似被害人，依「司法警

察機關辦理人口販運案件協調聯繫要點」第5點規定，司法警

察機關應於30日內完成鑑別，並依確認之身分辦理後續安置保

護、收容遣送或其他處置作為。

（二）司法警察人員深入清詢鑑別確認被害人時，如有疑義，應與檢

察官研商。

（三）深入清詢時，得請求通譯人員、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

助。

六、司法警察機關擴大調查人口販運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一）受理通報或主動發現疑似案件之司法警察機關，應指派專責人

員對被害人深入清詢，以釐清幕後犯罪集團之相關情資，向上

追源。經司法警察判斷為人口販運案件者，於該案件移送檢察

機關時，應於移送書上載明「人口販運案件」，並檢附人口販

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

（二）司法警察機關初步鑑別為被害人，應於移送書上記載其為人口

販運被害人；被害人如因被販運另涉刑事案件，亦應於移送書

上記載其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七、檢察機關偵辦中確認是被害人：

（一）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依規定安置保護，

檢察官於偵查過程中，認其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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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移送機關，將其由安置處所移出，並依法為必要之處分。

（二）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而收容於收容處所

者，檢察官於偵查過程中，認其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

知原移送機關，依規定安置保護。

八、被害人安全作證：

（一）偵審期間，對有意願且有能力指證幕後犯罪集團之被害人，安

置機關必要時可與各司法警察機關單一窗口協調派員執行出庭

作證安全維護。

（二）偵審期間，對無意願或無法提供進一步具體事證之被害人，應

儘速排將其安全送返原籍國（地）。

九、安全送返：

案件偵審終結或經司法機關認無繼續協助偵審必要時，應儘速將其安

全送返原籍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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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作業程序(警政署)

附件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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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作業程序(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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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專勤事務大隊偵辦人口販運案件處理流程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29 日移署專一雍字第 0990043466 號函頒 

 

  流           程 
 

  作     業     內     容 

 

 

 

 

 

 

 

 

 

 

 

 

 

  

 

 

         

              無 

 

(續下頁)

一、發現疑似案件： 

（一）專勤隊主動發現者，由發現單位

依權責處理。 

（二）一般公務機關、民間團體發現者，

由受理通報之專勤隊依權責處

理。 

（三）當事人主動投案者，由受理投案

之專勤隊依權責處理。 

二、主動積極鑑別被害人： 

 依據法務部頒訂之「人口販運被害人

鑑別原則」進行鑑別。 

三、被害人安置保護： 

（一）依據刑事訴訟法「偵查不公開原

則」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1、22

條，對於被害人身分資訊應予保

密。 

（二）專勤隊初步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

人或疑似被害人時，即時通報社

政、勞政等相關單位辦理轉介、

安置、保護等措施，另若非持工

作簽證部分，則由專勤隊逕送本

署安置處所。 

（三）專勤隊初步鑑別為疑似人口販運

被害人時，如有合法停居留許可

者，則進入安置保護服務程序，

如無合法停居留許可者，則進入

分別收容程序，並於 30 日內完成

鑑別確認。 

（四）專勤隊初步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

害人，應依現行法令規定，辦理

收容、遣送等相關事宜。 

接獲通報或發

現疑似案件

主動積極

鑑別被害人

被害人 非被害人

依現行法令

規定辦理

安置保護服務

疑似

被害人

分別收容

合法有效停
居 留 許 可 

深入清詢鑑別確認 
（30 日內） 

被
害
人

非
被
害
人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依其身分由下列機關依權責予
以安置保護： 
1、 非持工作簽證被害人：本署 
2、 持工作簽證被害人：中央勞工主管機關(聯繫地

方勞政機關) 
3、 未滿 18 歲從事性交易者：地方社政機關
4、 國人遭性剝削或摘取器官者：地方社政機關
5、 國人遭勞力剝削者：地方勞政機關

有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專勤事務大隊偵辦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
中華民國99年3月29日移署專一雍字第0990043466號函頒

附件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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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專勤事務大隊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作業程序  
 

流     程 
  

  作     業     內     容 

 

 四、擴大偵辦： 

（一）移送案件之專勤隊，應指派專人

專責對被害人深入清詢，以釐清

幕後犯罪集團之相關情資，向上

追源。 

（二）如涉及跨國情資通報或偵辦部

分，應通報國際事務組，透由本

署境外秘書聯繫，俾以消弭來源

國犯罪組織。 

（三）深入清詢時，應詢問是否需要通

譯或陪偵人員在場陪同，並告知

相關權益。 

（四）偵辦期間適時提醒承辦檢察官，

對犯罪加害人實施財產扣押處

分，並擴大追查犯罪所得及資金

來源。 

五、被害人安全作證： 

（一）偵審期間出庭作證在途期間，由

移送之專勤隊派員執行安全維

護。 

（二）偵審期間，對無意願或無法提供

進一步具體事證之被害人，應儘

速安排將其安全送返原籍國

（地）。 

（三）經深入清詢，對有意願且有能力

指證幕後犯罪集團之被害人，必

要時可與各專勤隊協調於偵審期

間提供適當之保護。 

六、被害人安全送返原籍國（地） 

移送案件之專勤隊於接獲權責安置

機關（勞委會或本署安置處所等）協

請函詢繫屬地檢署獲法院，確認被害

人可否返家時，不得拒絕，並將結果

（被害人續安置或可返家）回覆權責

安置機關。 

擴大偵辦

有意願且有能

力指證犯罪集

團

無意願或無法

提供進一步具

體事證

偵審期間

出庭作證

必要時提

供適當保

護 

至案件偵

審終結或

司法機關

認無繼續

協助偵審

必要時 

將被害人安全送返原籍國（地） 

涉及跨

國情資

通報或

偵辦

通報國

際事務

組 ( 境

外 秘

書)

移送檢察

機關、法院

持續偵辦

（續）專勤事務大隊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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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人員	

處理人員

處理人員

1.處理人員	

2.移民機關、勞政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

處理人員

處理人員

檢察機關

移民機關

權責人員處理流程

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作業流程內容說明與處理流程

（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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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4

一、接獲通報或主動發現疑似案件：

（一）	海岸巡防機關主動發現者，由發現機關依權責處理。

（二）	一般公務機關或民間團體發現者，由受理通報之海岸巡防機關

依權責處理。

（三）	當事人主動投案者，由受理投案之海岸巡防機關依權責處理。

二、立即鑑別被害人：

依據法務部頒訂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進行被害人鑑別，必

要時得請求通譯人員、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三、非被害人處置方式：司法警察機關初步鑑別為非被害人，應依現行法

令規定辦理。

四、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處置方式：

（一）	初步鑑別為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進

入安置保護服務。

（二）	初步鑑別為疑似被害人(無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進入分別收

容。

（三）	第1項被害人及有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之疑似被害人依其身分由

下列機關安置保護：

1.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地方社政或勞政主管機關。

2.非持有事由為來臺工作之停留或居留簽證（以下簡稱工作簽

證）者：中央主管機關(移民署)。

3.持有工作簽證者：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勞委會)。

4.兒童或少年經查獲從事性交易者：優先適用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予以安置保護(地方社政主管機關)。

（四）	辦理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護，或疑似被害人分別收容之

聯繫方式：

1.非持工作簽證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護：聯繫移民署各

地專勤隊轉介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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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工作簽證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護：聯繫直轄市、縣

(市)政府勞工主機關轉介安置。

3.無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之疑似被害人分別收容：聯繫移民署

各地專勤隊辦理分別收容事宜。

五、深入清詢鑑別確認：

（一）	依第四項予以安置保護或分別收容之疑似被害人，應於30日內

完成鑑別，並依確認之身分辦理後續安置保護、收容遣送或其

他處置作為。

（二）	如有疑義應與檢察官研商。

（三）	得請求通譯人員、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六、擴大調查人口販運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一）	經判斷為人口販運案件者，於該案件移送檢察機關時，應於移

送書上載明「人口販運案件」，並檢附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

考指標。

（二）	初步鑑別為被害人，應於移送書上記載其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被害人如因被販運另涉刑事案件，亦應於移送書上記載其為人

口販運被害人。

七、檢察機關偵辦中確認是被害人：

（一）	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依規定安置保護，檢察官於偵查

過程中，認其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知原移送機關，

將其由安置處所移出，並依法為必要之處分。

（二）	經鑑別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而收容於收容處所者，檢察官於偵

查過程中，認其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知原移送機關，

依規定安置保護。

八、被害人安全作證：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於案件偵審期間，需作證或接受詢（訊）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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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處所得請求移送機關執行安全維護工作；對於該請求，移送機關

不得拒絕。

九、被害人安全送返原籍國（地）：

移送機關於接獲權責安置機關（勞委會或移民署）協請函詢地檢署或

法院確認被害人可否返家時，不得拒絕，並應將結果（被害人續安置

或可返家）回覆權責安置機關。

十、注意事項：

初步鑑別為人口販運案件者，對於被害人應以代號稱之，並以對照表

方式密封附卷，以免洩露被害人身分；另於移送書右上角戳記處註

明「人口販運案件」（並加註「性剝削」、「勞力剝削」或「器官摘

取」），且檢附「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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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5

人口販運案件偵查流程(法務部)

法務部98.8.17法檢字第0980803504號函頒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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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人口販運案件偵查流程(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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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6

收容所發現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通報作業 
移民署98.7.17移署移非晃字第0980104081號函訂定發布

一、相關依據：
（一）	行政院95年11月8日院授研綜字第0950021994號函頒「防制人口販

運行動計畫」。
（二）	法務部98年2月13日法檢字第0980800534號函頒人口販運被害人鑑

別原則。
（三）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38條、第42條、第43條。
（四）	司法警察機關辦理人口販運案件協調聯繫要點
（五）	外籍勞工臨時安置作業要點。

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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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案收容人發現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

（一）	發現人口販運案件事證並偵辦之治安機關，由查獲機關進行鑑

別。

（二）	收容所職員清詢發現，由收容所函請查獲機關進行鑑別。

（三）	民間團體發現者，由收容所將相關事證函請交付查獲機關進行

鑑別。

（四）	當事人主動告知者，經收容所初步清詢屬實後，由收容所函請

查獲機關進行鑑別。

二、主動積極鑑別被害人：

（一）	發現或接獲通報之治安機關，應主動積極依人口販運被害人鑑

別指標，進行被害人鑑別事宜。

（二）	進行被害人鑑別時，應視情況需要，通知通譯人員到場協助或

通知適當人員在場陪同偵訊。

三、被害人安置庇護

經鑑別為被害人者，依下列方式加以安置庇護：

1.持工作簽證入境遭剝削者之安置保護，由轄區勞政單位提供。

2.非持工作簽證入境遭剝削者之安置保護，由移民署辦理。

四、深入清詢：

（一）	主動發現或受理通報之治安機關，應指派專人專責對相關事證

查證及被害人深入清詢，以釐清幕後犯罪集團之相關情資，向

上追源。

（二）	深入清詢時，應通知適當人員在場陪同偵詢。

（三）	經深入清詢後，對無意願或無法提供進一步具體事證之被害

人，應儘速安排將其安全送返原籍國（地）。

（四）	經深入清詢後，對有意願且有能力指證幕後犯罪集團之被害

人，協調司法機關於偵審期間提供適當之保護。

五、安全送返被害人：

有意願且有能力指證幕後犯罪集團之被害人，應於案件偵審終結或於

司法機關認無繼續協助偵審時，儘速將其送返原籍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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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偵詢被害人之方法和技巧

以人口販運防制法中，對人口販運之定義中被害人被販運之不同階段

作為區分及其偵詢重點：

 組織、招募：

例句

	你是如何得知可以到臺灣工作或結婚之訊息？

	是否有人介紹？如何稱呼他（她）？他跟你是什麼關係？

	請詳加描述一下你所知道的這個人？他（她）有何特徵？

	對方告知你來臺的費用是多少？

	你來台前是否有先繳費？繳了多少錢？

	你來台的代價是否需要拿任何物品做抵押？或是簽署任何文件？或

是有保證人作保？

	若無需繳交任何費用是否有簽任何借貸文件？

	你來台前知道來台的目的為何嗎？

	在離開自己國家之前，是否被帶到與被留置在任何私人的地點、地

址？在何處？	

1.疑似勞力剝削案件詢問例句：

例句

	對方告知你來台後的工作項目及工作內容為何？

	你有選擇工作內容或項目的自由嗎？	

	有無超時工作?雇主有無強迫工作或加班？

	僱主有無強制你從事許可外之工作？

	有無領到當時約定之報酬？

03-執法篇.indd   84 2011/5/11   下午6:23



84 85

執法篇

2.疑似性剝削案件詢問例句：

例句

	你來台前是否知道要接客？										

	可否拒絕接客？可否選擇客人？

	有無領到所約定的報酬？

	運送、轉運：依入境方式又可區分為－

1.偷渡入境：

例句

	是否有遭到性侵害或其它暴力傷害（包括恐嚇）？有無任何跡證？

同行之人可以作證嗎？

	是否被下藥？如有，藥物是用注射、吸入或口服?

	如果要逃跑，是否有被警告下場？如有，結果如何？

	上岸後搭乘何種交通工具？是誰接應你？同行有給人？

2.合法入境：

例句

	是否有參與面談？有人協助如何通過面談？如何教導？有文件嗎？

	來臺時是誰陪你一起過來？有無限制你的行動自由？

3.轉機或運送至第三國：

例句

	轉機中是否有行動自由？是如何交換證件或取得相關旅行文件？

	到臺灣後可以打電話嗎？知道目的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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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藏匿、收容：

例句

	到臺灣後護照是否被收走？有無被性侵害、暴力傷害或其他虐待？

	被帶往何處？該處是暫時居所、工作場所或是妓院？

	平常有誰與妳們接觸？有人控制妳的行動自由？是否知道被轉賣或

媒介給他人？是誰？代價多少錢？

 媒介、藏匿、收容：
1.詢問時態度應懇切，必要時應有通譯人員、社工人員與勞政人

員到場陪同接受詢問。

2.告知得受保護措施及應配合司法調查與司法流程。

3.適時運用證人保護法，核發保護書，採取必要保護措施。

4.若為被告，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告知罪名與行使之權利。

5.	針對中文程度不流利之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應試探是否只

對特定中文字詞認識。如：保險套、口交、全套、半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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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偵詢被害人之其他應注意事項

偵詢被害人除應循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原則」，及入出國及移民

法「被害人姓名等資訊不公開揭露原則」一般原則外，另應於偵詢前、偵

詢中、偵詢後注意各種事項：

一般原則

	遵循刑事訴訟法第245條1項「偵查不公開原則」，及入出

國及移民法第41條第3項「被害人姓名等資訊不公開揭露

原則」。

	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其案件於警訊、偵查、審判期間，

指派社工人員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應避免被害人遭受二度傷害（如詢問會引起激烈情緒之問

題與用語）。

	準備並提供被害人所通曉語言之資料，包含法律及其程

序、健康、安置保護安全服務。

	當被害人提及將受到任何危害之虞，應能為緊急介入做好

準備。

	應確保被害人在各種狀況下，能預設所有可能之危害，並

避免之。

	偵辦以人蛇集團首腦之人口販運案件為目標。

	加強人口販運被害人戒護工作，防止自殺或自傷。

偵詢前

	司法警察人員應告知相關權益保護之措施。例如：交予譯

有中外語文之權益告知書，並請其簽名確認；喻知可主動

表達身體不適之狀況等。

	應盡量創造溫暖、安全之偵詢環境。

	偵訊被害人應確保媒體不在場。

	避免長時間偵詢或被害人精神不濟、身體無法負荷時，應

暫停或終止偵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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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詢中

	詢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

詐欺、疲勞詢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發現被害人疑似遭受性侵害時，適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

關流程。

	經司法警察人員判斷為被害人者，於偵辦調查審理期間應

注意被害人之人身安全，必要時應與其他犯嫌區隔。如有

必要時，應有社工或勞政人員在場。

	司法警察機關判斷為人口販運被害人者，檢察官於偵查過

程中，認其非屬被害人者，檢察官應即通知原移送機關，

將其由原安置處所轉換至收容處所。

	應即通知移送機關將其於收容處所移至合適之安置處所，

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與人口販運加害人等關係人採隔離方式進行詢問、指認、

對質作業。

偵詢後

	經司法警察人員判斷為人口販運被害人後，司法警察機關

應立即連繫社政、勞政、移民或衛政機關，以便安排合適

之安置處所。

	建立以人口販運被害人為案件中心之偵辦思維，從被害人

獲取人口販運不法組織之重要證據資料，深入瞭解該類型

犯罪之運作手法。

	案件移送書右上角應註明人口販運案件，並於被害人欄位

註明人口販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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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害人之安全維護

被害人於司法警察機關接受調查，或至檢察署、法院應訊，有必要保

護其人身安全時，依下列情形分工：

1.	人口販運被害人如為現行犯而須隨案移送時，應與其他共犯區隔，

以確保其人身安全，並於解、移送書明確記載其為「人口販運被害

人」。

2.	被害人及其家人之姓名與其他可供辨識之資訊，應予以保密，不得

公開。

3.	遵循「治安機關執行人口販運被害人庭外安全護送工作作業程序」

執行護送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偵查、審理期間出庭作證之安全，有關

人口販運安全維護分為幾個部分：

(1)查獲時並尚未送往安置機構前，由原查獲機關負責其安全。

(2)送往安置機構途中，由原查獲機關負責其安全。

(3)於安置機構安置期間，可申請當地警察局安全維護。

(4)於安置期間出庭途中之安全，由原查獲單位負責。

(5)安置結束並執行遣返作業時，由移民署負責其安全維護。

警政機關分工現行作法之區分，在司法警察機關偵詢部分尚未送到安

置處所，目前作法是由查獲機關負責，並由其查緝機關護送至安置處所；

安置期間若有需要，安置處所可向該地警察局申請安全維護；安置期間若

需要出庭，其往返亦由「移送機關」負責，安置機構若需保密可與移送機

關聯繫約定其他地點接送；若無作證必要而需要回國時，則由移民署專勤

隊負責接送到機場讓其上機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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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機關執行人口販運被害人庭外安全護送工作作業程序

移民署96.12.19移署專一字第0964006720號函

一、依據：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

二、處理流程：

附件3-5-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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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被害人安全送返原籍國（地）作業流程

依98.5.27移署專二彰縣唐字第09800792572號函訂定發布

臺、法令依據：

		一、人口販運防制法。

		二、入出國及移民法。

貳、處理流程：

流　　程 權責機關單位／人員 作	業	內	容

											

														

														

(接下頁)

1.地檢署或法院／檢

察官或法官　

2.庇護所／工作人員

3.勞委會、移民署、

縣市社政單位／

承辦人

4.司法警察機關／司

法警察

1.司法警察機關／司

法警察

2.移民署／專勤隊人

員

1.庇護所／工作人員

2.移民署／專勤隊人

員

確認被害人可送返

一、檢察官或法官主動告知被害人並通知原

案件移送機關。

二、庇護所反映被害人返家意願及相關機關

處理程序：	

(一)庇護所將被害人返家意願向權責安置機

關(勞委會及移民署)反映。

(二)權責安置機關請原案件移送機關函詢繫

屬地檢署或法院。

(三)原移送機關函詢繫屬地檢署或法院，並

回覆權責安置機關被害人續安置或可返

家。

(四)權責安置機關通知庇護所續安置或可返

家，並請轉知被害人。

辦理各項送返前置作業

一、原案件移送機關通知移民署專勤隊被害

人可返家，並請辦理送返事宜。

二、移民署專勤隊依相關程序辦理各項送返

前置作業：

(一)購置機票及洽訂機位(確實無錢購票者專

案補助)

(二)檢視有否旅行證件並代補辦

(三)通知庇護所被害人送返日期、搭乘航班

及抵達時間資料等

(四)必要時聯繫被害人母國駐台辦事處、我

國駐外秘書單位或委請非政府組織團

體，協助配合辦理送返事宜。

協助聯繫被害人母國家人

一、庇護所告知被害人送返日期及搭乘航班

及抵達時間等，並協助被害人電話聯繫

被害人母國家人告知將返國事宜。

附件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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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1.移民署／專勤隊人

員

2.庇護所／工作人員

1.移民署／專勤隊人

員

2.庇護所／工作人員

3.移民署／移民事務

組人員

二、必要時由庇護所或移民署專勤隊通知母

國家人被害人將返國事宜。

執行送返作業

一、由移民署專勤隊至庇護所帶離被害人，

或與庇護所協商被害人交付時間地點，

俾時護送被害人至機場。

二、護送時採1對1人力護送，護送全程不得

上銬，並應護送至空橋登機，確認退橋

起飛後始得離開機門。另必要時庇護所

可協助派員陪同被害人至機場。

三、庇護所請被害人返國後回電庇護所報平

安。

回報／結案

一、移民署專勤隊確認被害人已搭機離去

後，立即回報庇護所。

二、庇護所接獲移民署專勤隊回報後，進行

檔案註記─已返國，並於上班時間回報

移民署移民事務組。

參、注意事項：

一、本作業流程所稱人口販運被害人係指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14條、第17

及第20條規定，受保護安置或分別收容之人口販運被害人或疑似人口

販運被害人。

二、本作業流程所稱權責安置機關如下：

（一）持工作簽證被害人：勞委會。

（二）非持工作簽證被害人：移民署。

（三）未滿18歲從事性交者(外國人)：各縣市政府社政單位。

三、本作業流程所稱司法警察機關如下：

（一）法務部調查局及所屬各調查單位。

（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各查緝單位。

（三）內政部警政署及各縣市警察機關。

（四）內政部移民署及所屬各專勤隊。

四、辦理護送出境時，應注意護送時安全維護及保密。

五、護送至機場時，應先持公函(載明法令依據、原因、時間、航班、被

護送人及護送人員名冊)，至航警局發證室申請管制區臨時證進入管制

區，必要時得先會請移民署國境大隊同仁陪同護送。

六、人口販運被害人或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如係未經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

人民，則依「金門協議」方式送回；即透過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或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協調，並由專人護送至馬祖後，交由大陸地區

接返人員送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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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保護篇
本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以被害人為中心的保護服務工作模式；第

二章被害人服務工作流程；第三章個案評估歷程；第四章被害人之安全計

畫；第五章與被害人工作之技巧與注意事項。內容主要希望協助被害人的

工作者，都能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概念下，因應他（她）們個別的不同

需要，提供各種不同專業的跨科技整合服務網，積極保護被害人的權益。

主要內容包含：被害人服務工作相關流程、個案問題預估、被害人之安全

計畫及與被害人工作之技巧與注意事項，提供第一線工作人員參考。

第一章  以被害人為中心的保護服務工作模式

人口販運被害人離鄉背井隻身在台灣，沒有任何支援網絡（甚至連語

言溝通都有困難），再加上個別性的問題需求差異頗大，因此，我們建議

可以由以下的圖示思考被害人所需要的各種服務，來建立以被害人為中心

的保護服務工作模式。

安全返鄉

司法需求

就業需求

經濟需求

醫療需求

心理需求

生活需求

通譯需求

人口販運

被害人

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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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過程中需要特別強調的重點有三：首先，建立跨專業的服務資源

網，以解決各面向問題；其次，服務應以「被害人為中心」，尊重案主自

決，以維護被害人的權益為優先；最後，強化網絡中的溝通協調與合作，

彼此分享資源與資訊，不應由任一專業全然掌握被害人服務的決定權，才

能真正的保障被害人人權。

（一）個案管理

1.評估被害人的需求，協助滿足。

2.為被害人主張權益。

3.情緒支持陪伴。

4.連結資源、發展及強化其社會資源網絡。

（二）通譯需求－尋找合適的通譯

1.審慎評估被害人語言能力，往往被害人會由於不好意思問，而裝成

聽懂他人的意思，應有適當的敏感度，向被害人進一步確認對國語

的理解程度。

2.由於人口販運的議題較為複雜，務必使用經過訓練的通譯。

3.盡量以同一個被害人同一通譯的原則提供服務。

4.即使被害人的語言能力佳，足以應付日常生活的溝通，在偵查及審

理的過程中，因涉及許多艱深的法律用語，仍應有通譯在場協助，

可諮詢移民署通譯人才資料庫。

（三）生活與心理需求－安置保護、安全計畫、生活照顧與重建、居留展

延、心理支持、心理諮商轉介

1.安置保護處所的選擇，盡量以遠離人口販運者（集團）活動區域為

原則。

2.評估被害人之安全問題，與被害人討論安全計畫，以協助其維護人

身安全。

3.給予被害人足夠的資訊與心理支持，協助其在台滯留期間的生活，

使其進入暫時的穩定狀態。

4.如有暫時居留的身分問題，需協助辦理居留展延或申請臨時停留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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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閱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8條第3項及人口販運被害人停留居留

及永久居留專案許可辦法）。

5.被害人如為非法居留且攜有未成年子女，應協助其子女處理停、居

留身份，連結社政單位或入出國及移民署。

6.被害人多呈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為其評估並轉介心理諮商資源，

以協助其心理重建及自我肯定，走出創傷的陰霾。

7.評估被害人之支持系統時，可瞭解被害人是否有宗教團體，或其他

屬於同國籍新移民的次團體。

（四）醫療需求－陪同就醫

1.視被害人身心狀況陪同前往市（公）立醫院急診室求診及驗傷，協

助被害人留下證據並緩和被害人之情緒。

2.若被害人沒有外顯症狀或疾病也應進行健康檢查，以確認被害人的

健康情形，以利於後續協助。 

3.被害人有時會有性病、職業性疾病、或其他傳染性疾病篩檢的需

求，應協助其檢查或治療。

4.由於多數被害人需自費就醫，可向公部門、相關單位或請醫院的社

工協助申請醫療補助費用。

（五）經濟及就業需求－零用金、經濟補助、就業機會

1.通常被害人在獲救後均身無分文，有緊急經濟扶助之需求，可協助

申請政府部門或相關民間單位經濟補助。

2.被害人如有工作就業之需求，應協助其申請聘僱許可（參閱人口販

運被害人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並協助連結社會資源提供其就業

機會，不僅可穩定其情緒，更使其儘速經濟自主。

3.被害人如持簽證入國之勞工身分來台，其工作的轉換須經就業服務

站協助，相關流程請參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外籍勞工轉換雇主作業

流程。

（六）司法需求－法律諮詢、陪同出庭、陪同偵訊、法律扶助

1.人口販運被害人面臨諸多法律訴訟問題，通常被害人本身也觸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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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刑責（如偽造文書等），需向被害人說明相關法律規定，並協助

其與律師進行法律諮詢及訴訟協助。

2.被害人對臺灣司法不甚瞭解，容易感到害怕及擔心，尤其面臨人身

安全問題，使被害人更感焦慮及恐懼。因此社工員的陪同出庭與偵

訊，可協助被害人熟悉出庭流程，瞭解個人權益，並減少被害人單

獨面對人口販運者（集團）的威脅感。

3.視需要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義務律師協助控告人口販運者（集

團），取回人口販運者（集團）積欠或應賠償之金錢。

4.針對被害人本身因販運過程所觸犯的刑罰與行政罰，就其減輕或免

責部分與檢察官溝通，以維護被害人權益。

5.被害人如以配偶身分入台，於返鄉前應協助處理其配偶身分，至其

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或婚姻無效的註銷及登記。

（七）安全返國－旅行文件、返國安全評估、與當地民間團體聯繫被害人

轉介

1.被害人通常缺乏身分證件，返國前請移民署專勤隊協助被害人辦理

旅行文件。

2.被害人或其家人可能與人口販運者（集團）熟識，返國前應評估其

安全問題，瞭解被害人是否因協助作證，而有生命安全的威脅。同

時是否有遭人口販運者（集團）報復與再次受害的可能性。

3.如經被害人同意，可與被害人原生國的相關民間團體聯繫，轉介被

害人以提供其返國後的後續協助，或於抵達時接機並協助轉機返

家。

4.返國前應為被害人實施人權及勞動權益之相關教育，以減少其未來

再度遭到剝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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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害人服務工作流程

◆ 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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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社會司及婦女救援基金會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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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工作簽證外國人遭人口販運處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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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辦理人口販運被害人申請臨時停留許可證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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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辦理工作許可證之參考流程圖

※資料來源：台灣展翅協會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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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個案評估歷程

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需求評估可能發生在接案面談、輔導轉介，或追蹤

服務過程中。工作人員與被害人透過初步關係建立、資料蒐集、澄清被害

人之需求主訴，以決定機構對被害人現階段的服務，進而媒合轉介其他資

源機構，以提供被害人最適切的服務。

一、建立關係

工作人員要先介紹自己，向被害人說明你是誰、這個單位是做什麼

的、這個單位能瞭解被害人目前最關心的問題，並且清楚告知有哪些服務

可以提供、哪些要求是單位無法提供協助的；也說明為了更瞭解如何提供

協助，工作人員可以預告可能會問一些問題，讓被害人有心理準備。

人口販運工作人員必須營造舒適、信任、保密、以及尊重的氣氛，

並以和緩、具敏感度的態度提問，注意可能觸發壓力與創傷重演，盡量以

「沒有合適文件」代替「非法居留」的說法，並要強調保密性、保密的限

制與權利，讓被害人具自主性及參與性，決定自己想談論的內容，以增進

被害人的求助動機。

二、瞭解個案來源及相關資料

工作人員透過事前的書面資料、被害人的談話，蒐集相關資料。被害

人也許會分享所經歷的事件細節，但是除非評估需要，否則並不需要更進

一步的細節說明，以避免影響被害人，造成後續問題。

 資料蒐集

1.個人基本資料

個案姓名、轉介單位、人口販運的種類、出生日期、性別、國籍、主

要語言、翻譯需求、婚姻狀況、家人與家人所在地、原生國聯絡方

式、安全聯絡方式、簽證資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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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販運的覺察與經驗 

被告知什麼、被承諾什麼、與人口販運犯罪者的關係、被販賣年限、

前來的時間、前來的時程表與情形、證明文件是否被扣押拿走、其他

參與人士、入境的地點、入境的經驗、期待與事實的差異、行動自由

等。

3.工作狀況

工作的環境、工作種類、工時、實拿薪資、人口販運犯罪者的對待、

其他處於相似情況的人的狀況、是否知道自己所在地等。

4.逃離/查獲過程

由誰發起、有無其他人協助、有無其他人逃離/被查獲、多久以前、逃

離後/現在的安全狀況等。

 個案核對清單

分 類 內   容

第一次的
會談

□注意隱私權/保密的限制
□服務同意書與資料提供同意書
□逐項檢視被害人需求評估表-個案管理的目標（參見保護

篇附件4-11）
□完成風險評估 / 被害人安全檢視表格（參見保護篇附件

4-20）
□評估被害人食物與電話卡的需求
□提供被害人日曆，面談約定卡，並提供信封裝這些文件

告知服務
項目/時間

□服務時間
□危機諮商
□安置保護
□陪同服務 （□筆錄/偵訊  □驗傷  □出庭  □醫療）
□法律服務 （□諮詢  □委任  □其他） 
□通譯服務  
□經濟補助
□支持團體
□就學輔導　
□就業輔導/職業訓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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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檔案

1.個案管理表格（參見保護篇附件表格）

□接案表（參見保護篇附件4-1）

□轉介者提供的文件（參見保護篇附件4-4）

□完整的評估（參見保護篇附件4-10、4-11）

□完整的風險評估與個案安全檢測表（參見保護篇附件

4-20）

□資料揭露同意書（參見保護篇附件4-21）

□服務同意書（參見保護篇附件4-22）

2.健康文件

□案主預約掛號的時間表

□經過醫師同意給予的診斷書及處方簽

3.司法/移民的資料

□簽證、護照、居留證、國籍證件的影本

□其他相關證件

□刑事司法相關文件

4.福利/援助的文件

□公文

□行政文件

5.教育/就業/住屋

□教育相關文件

□求職就業協助相關文件

□居住相關文件

6.個案紀錄

□個案紀錄（參見保護篇附件4-24、4-25）

□結案、轉案表（參見保護篇附件4-26、4-27）

※資料改寫自Coalition to Abolish Slavery &Trafficking（CAST）以及婦女救援

基金會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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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外在狀態評估

 評估項目

1.安全：被害人目前的安全狀況？

不穩定
最近人身安全被威脅；與人口販運者/相關人士住在一起/保

持聯繫；家人受到威脅。

低度穩定
曾受威脅；最近與人口販運者聯繫；擔心家人可能會有危

險。

中度穩定
最近沒有和人口販運者/相關人士的聯繫；人口販運者不知

道被害人所在地；被害人居住在與販運地點不同的區域。

非常穩定
被害人不感到害怕，可以自由行動；人口販運者無法得知

被害人所在地；刑事案件結案。

2.居住：被害人目前的居住狀況？

不穩定
被害人為遊民（住在街上）；被害人經常搬家，沒有固定

住所。

低度穩定 居住在短期安置保護中心或朋友家中。

中度穩定 有基本的住所/自己的房間；仍有問題穩定繳交房租。

非常穩定
被害人擁有安全、穩定與合適的住所；租屋沒有財務上的

顧慮。

3.食物：被害人目前能適當取得食物的狀況？

不穩定 被害人沒有食物，或是很少食物/無法取得食物。

低度穩定 偶而由緊急服務機構得到食物。

中度穩定 可以購買與烹煮足夠的食物；可能由民間團體補充食物。

非常穩定 可以經常性的購買與烹煮自己選擇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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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衣服：被害人目前能適當取得衣服的狀況？

不穩定 沒有衣物；沒有適合氣候的衣物。

低度穩定 有限的衣物；沒有足夠適合氣候的衣物。

中度穩定 擁有足夠與適合氣候的衣物。

非常穩定 可以隨自己需要購買足夠與適合氣候的衣物。

5.生活技能：被害人目前的生活技能？

不穩定 不熟悉環境；無法獨力行動；無法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低度穩定 在協助下可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熟悉所在社區。

中度穩定
可以獨自前來會談；有限的使用E-mail、手機、網際網路；

使用銀行服務。

非常穩定
輕易使用社會服務與E-mail、手機、網際網路；存錢；匯錢

回家。

6.健康：被害人目前健康情形及獲得醫療服務的狀況？

不穩定 疾病未受醫療照顧；醫療需求未滿足；沒有醫療照顧。

低度穩定
被害人對自己健康需求有基本瞭解；在協助下，可以獲得

所需醫療。

中度穩定
醫療需求被滿足；可以購買所需藥物；有健康知識、懂得

預防疾病產生。

非常穩定 沒有重大健康問題；例行檢查；有預防概念。

7.心理健康：被害人目前的心理健康情形？

不穩定 創傷症候群、遭強暴後的創傷。

低度穩定 沮喪/有自殺傾向、自我傷害、退化行為。

中度穩定 接受諮商、中等程度的情緒穩定、對自己/他人無危險。

非常穩定 復原中、完成個管目標、具適應技巧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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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支持系統：被害人目前支持系統的狀況？

不穩定 沒有協助的機構；沒有信任的朋友/家人；無支持系統。

低度穩定 有機構協助；與家人偶而聯絡。

中度穩定 與家人經常聯絡；一些社會支持。

非常穩定 緊密的家人/朋友網絡；參與社區活動；與家人團聚。

9.工作：被害人目前工作狀況？

不穩定 失業；沒有收入來源；負債；個案沒有工作技能。

低度穩定 非正式/兼差性質工作；參加職業訓練。

中度穩定
從事最低薪資工作；經常性給薪；工作換取社會福利；完

成職業訓練。

非常穩定 不錯的薪資與工作福利；穩定的工作。

10.語言：被害人目前的語言狀況？

不穩定 在原生國不識字；中文無法聽、說、讀、寫。

低度穩定 在原生國識字；有限的中文能力；參加中文課程。

中度穩定 中文能力符合工作需求；有口語對話的中文能力。

非常穩定 中文流利；能輕易的以中文進行工作與應對。

11.法律：被害人目前法律的狀況？

不穩定 沒有律師；沒有證明文件；沒有合法滯留身分。

低度穩定 最近才獲得合法停留身分；有某些身分證明文件。

中度穩定 有個人證明文件；對權利與法律流程有一些知識。

非常穩定 取得簽證或永久身分；與律師保持良好關係。

12.人權：被害人是否知道自己權利及價值？

不穩定 責怪自己被販運/控制。

低度穩定 無法發展正常的僱傭關係。

中度穩定 了解員工權利。

非常穩定 求職及生活中會運用相關人權概念、擔任人權行動發言人

※資料參閱：2005 Safe Horizon,反人口販運方案Coalition to Abolish Slavery 

&Trafficking（CAST）及婦女救援基金會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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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侵害評估

由於被害人往往不願多述性侵事件，或因錯誤認知而不知自己遭受性

侵（例如：以為馬伕的性侵是接客的練習），工作人員應以開放、循序漸

進的態度詢問性侵的內容，澄清被害人是否被強迫以不喜歡的方式、在不

想要的時候或地方發生性行為。仔細傾聽婦女的敘述，鼓勵被害人陳述自

己如何解讀自己的處境、怎麼理解問題，她內在的真實感受有哪些呢？若

是遭受性侵犯，應依性侵流程處遇，並告知被害人相關福利權益。

五、心理健康評估

為了確認被害人曾經歷過創傷事件，或是持續經歷壓力狀況，評估被

害人的因應能力與篩選自殺意圖是很重要的。若被害人處於立即的危機，

除參閱人口販運被害人工作之技巧與注意事項外，應特別注意：

 專注於傾聽，協助被害人清楚陳述自己的狀況

 緩慢與冷靜的談話

 保持簡單的問題

 評估重點：

1.一直以來對這些壓力狀況如何反應與因應？

	這些壓力情況如何影響行為？（飲食、睡眠、噩夢、生活起居、思

考模式的改變…等。）

	如何影響人際關係？

2.因應方式逐漸改善、持續不變，還是變糟了？

3.曾經有過其他創傷經驗嗎？（如兒虐或家暴歷史、墮胎、性侵、凌

虐、親友死亡、看到其他被害人受到凌虐、自殺或傷人…等。）

4.有時候經歷一個創傷事件，會想起其他不舒服的問題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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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經有過精神科診斷嗎？有憂鬱症狀嗎？

6. 曾經酗酒或使用藥物嗎？

7. 在以前有曾經成功克服壓力事件的經驗嗎？做了什麼？

8. 曾經想要傷害自己，或是結束自己生命嗎？

是？ 否? 

　上次有這種想法是什麼時候？

　現在有這種想法嗎？

　曾經嘗試？

　評估被害人的自殺計畫，以及是否有
工具協助其行動？

　請被害人一同協助尋找讓他們感到安
全的解答。

－評估支持系統
－當有這樣感覺時，可以跟誰討論？
根據被害人的自殺意圖程度建立處遇計畫
（可能包括帶被害人就醫、與被害人建立
不自殺契約─討論當她們有這樣感覺時可
以打電話給誰、做什麼的；轉介給心理衛
生專業人士）

　表明願意協助的意願。

　探索立即的危機。

　確認被害人瞭解他們任
何時候想到此議題，
都可以跟工作人員討
論。

※資料改寫自2005 Safe Horizon,反人口販運方案以及婦女救援基金會相關資

料。

9.藉由與被害人討論協助自己感到安全與平靜的方式，與他們一起建

立「行動計畫」（在規劃時要經過被害人同意）：

	聚焦於短期的計畫

	計畫要保持簡單與容易執行（如：在被害人感到生氣時打電話給朋

友/你；你明天會打電話追蹤狀況；你會嘗試解答他們的問題；被

害人有24小時熱線電話可以打）

	瞭解被害人期待為何？

	協助被害人指認自己的資源

	鼓勵與支持被害人使用已開發的資源（朋友、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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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女狀況評估

應了解被害人是否有懷孕、子女、出養等狀況；被害人如果有妊娠情

況時，生產與否需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工作人員不因個人信仰、價值而左

右影響被害人的決定，或在不做判斷時讓被害人以為同意其決定；工作人

員僅可提供充足的資訊、優劣考量之建議，並提供必要的醫療及生活。同

時也要避免其他同儕的錯誤意見，如：生產即可取得台灣籍身分、生產即

可以母子同留台灣…等，工作人員需提供法令及文化上的教育。

如果發現被害人已有子女，安置保護期間有可能母子分離，應注意

被害人的情緒，並向被害人說明相關權益並告知處遇作為；原則上應以母

子共同安置保護為優先考量，不宜強制分離。兒童人權的落實不因兒童國

籍、身分而有差異，工作人員應隨時保持維護孩子之最佳利益的立場，優

先保障孩子的「基本需求滿足」及「最少傷害」的權益作為。

七、婚姻買賣評估

若被害人是藉由婚姻買賣入境，於台灣具有婚姻身分，工作人員應多

加注意其情緒；而真結婚／假結婚兩類情況需分開處理。若為假結婚，需

協助辦理離婚或婚姻無效。

以越南配偶辦理離婚手續流程為例，雙方攜帶離婚協議書、戶口名

簿、身分証、護照等文件，一起至先生所在地的戶政事務所，辦理完畢後

申請戶籍謄本5份；再攜帶戶籍謄本5份、離婚協議書5份、印章、身分證、

護照等文件，至地方法院公證，並在離婚協議書上蓋章；之後再到外交部

用印；離婚協議書可以返國再翻譯即可，工作人員可提供被害人翻譯文件

之相關資訊。

八、整體評估與建議

蒐集了被害人主訴、基本資料及需求後，工作人員可針對被害人的核

心問題媒合必要的資源，提供個人權益資訊、建立人權意識，以避免再度

被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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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並將所看到的問題及可協助的方向回饋給被害人，再次檢核

彼此是否已建立共識，確認被害人覺察到的需求，建立工作契約，鼓勵被

害人成為歷程中的主人。評估的結果包括：（一）轉介其他機構、（二）

提供單次或短期服務、（三）開案提供持續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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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被害人之安全計畫

人口販運被害人所面對的是組織型犯罪或強大的販運犯罪集團，因此

其人身安全議題顯得特別關鍵。由於，人口販運被害人的恐懼不僅對販運

者/集團本身，販運者通常也有可能威脅被害人在原生國的家人，而這種威

脅會影響被害人的決定。因此，安全計畫對被害人來說存在更多複雜性的

考量。所謂「安全計畫」，係指在販運被害人經安置保護後，安置保護機

構工作人員，所採取的各種針對被害人人身安全議題的保護方法，以降低

再度被販運。

® 「安全計畫」所包括的層面：

 

是多樣性考量 

一種動態的過程 

計畫有其個別化精神 

安全計畫的本質 需與被害人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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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計畫」是持續性評估：

人口販運被害人工作的最高原則，就是確保其「人身安全」。因此在

與被害人接觸的各個階段都必須隨時進行評估，專家建議風險評估應以一

個月為評估間隔，亦要端視當事人的情況為前提，遇上高風險期間，可提

升為每週或每日進行風險評估。也就是說在一開始接觸，被害人可能就有

立即的安全風險，更重要是一旦進入安置保護場所以後，很可能被人口販

運者（集團）取得聯繫，那個時候就需要重新調整其安全計畫。

 

危險評估 

安全計畫的預演 
策略及隨時修正 

追蹤安全計畫的成效 

安全計畫策略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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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風險評估圖（SRA）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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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對被販運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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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被害主觀認知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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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法如下：

1. 請依四個象限度依照風險因子所勾選之數量註記（即標點於所屬象

限度中心為主向外計數），再依照四個位置連接起來分析風險。

（圖一）

2. 被害人主觀認知共10分，再依被害人主觀感受標示於圖上。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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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訂「安全計畫」前，必須先瞭解清楚及確認下列的事

宜：

4 詢問被害人與人口販運者（集團）的所在地，以便安排合適的安置保

護地點。

4 販運者曾有過的威脅行為。

4 被害人是否曾經有被販運者使用藥物控制。

4 被害人本身曾否有過疾病史。

4 確認被害人在從事非自願性工作過程，否有懷孕、感染疾病或其他傳

染疾病的可能性。

4 被害人是否因害怕執法機關而不願求助。

4 被害人可能不瞭解自己危險的風險程度，以及其對安全的主觀經驗缺

乏現實感。

4 被害人目前的所在地是屬於哪一類型的社區，城鄉之差可能會影響對

安全計畫的需求程度。

4 案件中的受害人數，被販買時間的長度、受虐與被威脅的經驗。

4 被害人對於安全的定義與主觀認知。

4 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的年齡、性別和特殊需要。

4 被害人的個人能力與運用資源的狀況，例如，被害人是否會使用手機

或公用電話。

4 被害人是否能夠取得與親友或者其他販買人口的連絡，藉此做為依

據，評估其被業者尋獲或威脅的機率。

l 改編自2005 Safe Horizon, 反人口販運方案。

在協助被害人過程，的確要對當事人的安全特別警惕，因為通訊的過

程很可能被販運者監聽，所以在各種交通接送的過程，務必提升至最高警

覺，必要時，建議請求警方支援有關被害人之交通接送等。通訊過程亦應

使用暗語或代碼，以確保被害人不會在接送過程遭人口販運者(集團)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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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計畫」，一般而言應提出下列妥適的基本保護措

施：

4 提供適當及安全無虞的住所。 

4 以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懂得的語文提供諮詢和資訊，特別是有關其法

律權利的諮詢和資訊。 

4 被害人於偵查及審判程序中，被害人姓名與其他可供辨識之資料，應

予以保密，不得公開披露。 

4 考量被害人擔心遭威脅、恐嚇或報復之心理，並防止其遭受二度傷

害，被害人於偵查及審判程序中之訊問、對質或詰問時，應由社政、

勞政主管機關指派社工員在場，並得陳述意見；其訊問、對質或詰

問，應利用聲音、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方式為之。 

l	改編自2005 Safe Horizon, 反人口販運方案。

在正式進入安全評估的過程，相關專業人員就可以開始與被害人蒐

集更多關於自身安全資訊與需求計畫。由於被害人面對的是組織型犯罪或

強大的販運犯罪集團，因此安全計畫對被害人來說存在更多不預期的突發

狀況，社工人員的隨機應變力與自我保護能力都必須要一再被提示及再教

育。

實務工作顯示，人口販運被害人的恐懼通常並非針對單一販運者。

販運者通常也會威脅被害人在原生國的家人，而這種威脅會影響被害人的

決定。工作員或許可以藉用一些「安全計畫」的制式表格作為安全計畫的

評估參考，或是類似家庭暴力的「勾選清單」等等工具來做為一個評定基

礎，但是，傾聽、尊重被害人對安全風險的評估更是不可疏於防範，以及

被害人本身希望如何降低當前風險。

以下是協助販運被害人與提供服務之相關專業人員建構安全計畫的

建議做法，也就是針對被害人所採取各項措施，應以確保被害人之人身安

全為首要考量，避免其遭受人口販運者或其同夥之威脅、恐嚇或報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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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位受害人的情況都存在著其個別差異性，例如：被禁錮或是獲自由

的差別，由於「人在情境」中的實際性、多樣性及複雜性，因此沒有哪一

條安全原則是可完全滿足或符合被害人與工作人員的安全需求：

　情境提示(一) 安置保護中外出活動的安全策略

由於到了機構被安置保護後，被害人有可能被販運業者跟蹤到，因此

要對自己的通勤習慣提高警覺，千萬不要告訴自己的熟識朋友目前的安置

保護地點，因為她們也可能遭到威脅而全盤托出。同時，隨時改變被害人

生活作息的時間。

l 不要固定一處地方購物。

l 不要固定活動的路徑或交通路線。

l 隨身攜帶緊急聯絡電話或平日就背熟。

l 盡量不要單獨行動，到人多的地方。

l 避免使用私人營運的計程車，特別是和人口販運者（集團）來自相同

區域或種族的人所營運的。

　情境提示(二) 安置保護中出庭的安全策略

l 一定要派車護送被害人到開庭的目的地。

l 請求法院的法警安排被害人從秘密通道進入。

l 避免被害人單獨一個人的機會，即便被害人需使用洗手間也要有人陪

同。

l 請求法院隔離聆訊，以降低被害人的心理恐懼及再度被威脅的可能

性。

l 社工人員務必協助安排與檢察官討論合適到庭時間。（詢問是否有專

屬被害人或證人的等待室）。

l 在法院儘可能坐離人口販運犯罪者越遠越好；提醒被害人不需要和人

口販運者（集團）交談。

l 要機警的注意到人口販運者（集團）的反應及隨時加上專業人員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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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判斷。

l 切記不要使用仲介所提供的通譯，以免串通的機率。

l 避免遭受人口販運者的跟蹤，必要時請求檢察官/法官同意安排讓被害

人提前離開，留置人口販運者（集團）一段時間。

l 如被害人與人口販運者（集團）在同一天出庭，除建議檢查官隔離訊

問外，也詢問在程序中隔離訊問、採視訊系統或指認牆的可能性。

l 保護被害人不受記者的騷擾，不讓記者拍攝被害人。

　情境提示(三) 安置保護中外出工作的安全策略

l 在工作場所保留一份法院文件的備份。

l 若被害人覺得工作地方的主管可以信任，被害人可以社工人員商量，

把情況告知主管。(但目前專法未通過，被害人尚未有工作權)

l 提醒被害人避免與人口販運者（集團）相同的區域或社區中找工作。

l 叮嚀被害人記住，千萬不要告訴工作場所的同事你目前的安置保護地

點。

l 叮嚀被害人盡量與其他工作夥伴一起活動；與別人一同休息、一同下

班走到車站。

　情境提示(四) 萬一再被禁錮的安全策略

提醒被害人身上留一張便條紙 (最好是防水)，在危急時可以撥的電話

號碼。

 110：提醒被害人要隨時把所在地的電話號碼與地址都記起來。

　情境提示(五) 準備逃跑的安全策略

*教育你的被害人*

l 先冷靜想好要走的路線。

l 帶走重要的證件或所需的物品，例如一些金錢與簡單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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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到最近的一個安全地方（例如：派出所、鄰居、醫院、店家、機構）

求助。

l 或當狀況是可以的時候，再與你的社工人員連絡。

l 叮嚀切記不能把安置保護場所的地點揭露，即便是她的至親或好姊

妹。

　情境提示(六) 安置保護場所(地點)的安全策略

l 警方及被害人有責任對安置保護場所的地點保密。

l 不在任何法院文件中提及安置保護場所的名稱、地址及電話。

l 警方將被害人送至安置保護場所時，建議在安全的第三地交付。以降

低安置保護地點曝光之機會。

l 如人口販運者/集團未被羈押，警方儘可能把有關訊息與社工人員保持

互動。

l 警方對轄區內的安置保護場所加強巡邏，維護安全。

l 如果安置保護場所已曝光，警方應即時調派人力，回應社工人員或安

置保護機構場所緊急安全需求。

　情境提示(七) 遣返原居地的安全策略

l 被害人可能會在原居地遭販運人口販運者（集團）的攔截或威迫與利

誘而再度被販運，因此在安置保護期間有需要提供被害人一些有關被

剝削的迷思與概念及有關的法令知識。

l 協助被害人能在抵達後立刻與當地的有關民間團體聯結上，以便協助

被害人的未來生活及再度被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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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及安全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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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人員人身安全：

在協助被害人過程中，服務提供的專業人員特別是社會工作者或通譯

可能會遭遇人口販運犯罪者/集團的威脅甚至傷害。社工人員基於維持社會

正義之使命，透過家訪、電訪、外展、據點服務等方式，分別於家暴、性

侵害、兒少保護、法院服務處、醫院等領域提供服務，但於以上服務過程

中卻也可能遭受相對人及其家屬辱罵、威脅、恐嚇、跟蹤、性騷擾、暴力

攻擊或交通意外等危險，顯示社會工作者的職場是需要被關注的議題。社

工人員與通譯必須對工作環境特別敏銳，並隨時評估自身的安全狀況。包

括下列的建議：

I	 提醒檢警人員

4	 安排派警車至安全的約定地點接被害人，連同社工員及通譯人員。

4	 若社福機構(工作人員)遭遇販運人/集團騷擾及監視，警方應調派人

力，回應社工人員或機構的安全需求。

4	 除被害人須保護外，陪同的社工員及通譯的安全亦須一併保護。

4	 檢警對於社工人員/通譯的身分及相關資料應予保密。

I	 提醒工作人員(含通譯)

4	 安排陪同被害人出庭的社工人員之自身安全亦要注意，避免曝露社工

人員的個人身分資料。如法院要求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請以工作證編

號代之。

4		 法庭上的通譯因具有證人身分，須提供戶籍資料做身分驗證，請社工

人員與法院協商，儘量留機構的地址，以免人口販運者（集團）的騷

擾與威脅行動。

4	 在人口販運領域，社會工作者專業助人之餘，遭案主恐嚇、傷害與騷

擾等壓力或跟蹤是時有聽聞，因此儘可能在職前訓練就先給工作人員

適當的心理準備就顯得非常重要	。

4	 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是很艱辛的服務，必須保持鎮定，隨時警覺，平

時多儲存和練習隨機應變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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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提醒安置保護機構

4 安排派警車至安全的約定地點接被害人，連同社工員及通譯人員。

4 若社福機構(工作人員)遭遇販運人/集團搔擾及監視，警方應調派人

力，回應社工人員或機構的安全需求。

4 除被害人須保護外，陪同的社工員及通譯的安全亦須一併保護。

4 檢警對於社工人員/通譯的身分及相關資料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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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與被害人工作之技巧與注意事項

台灣是個尊重人權的國家，因此不論人口販運被害人年齡、性別、種

族、國籍、疾病、宗教、教育程度等等差異，我們都應該尊重他們並積極

提供適當且個別化的協助，以維護他們應有的人權。參酌WHO與被害人會

談的專業規範及實務工作者經驗，提供以下原則供相關工作人員參考：

1.熟習人口販運的相關背景資料：

他們為什麼而來台灣？他們在過程中有沒有被虐待或侵害的背景（包

含：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或性侵害等）？他們應有的權利及

權益是什麼？臺灣政府及社福機構可能對他們提供哪些協助？

2.檢視自己對人口販運被害人的價值觀：

您同意他們是被害人嗎？如果您可以選擇，您願意協助他們嗎？您會

認為他們是為賺錢而來而不需要協助的想法嗎？

3.瞭解機構幫助被害人的立場及限制：

你能協助被害人的部分是什麼？您的責任為何？機構的極限在哪裡？

你可以同意被害人哪些事情？哪些被害人的需求是您沒有辦法幫忙

的？

4.為被害人預備一個安全及安心的會談環境：

理解被害人進入陌生機構的焦慮、不安及恐懼，因此為被害人安排一

個溫暖安全的環境是很重要的。一杯熱茶、一句溫暖的問候、一小段

時間的休息、一個聽得懂話的通譯人員，以及她看得懂的資料都很重

要。易地而處，如果你是他（她），你會需要一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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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尊重及理解被害人不同的文化、價值、族群、宗教信仰：

每個被害人源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縣市（區域）、不同文化、不同

價值、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等不同背景，因此尊重及理解個別性差

異是很重要的。不同背景的被害人有可能因為各種生活細節的差異而

產生衝突，因此工作員必須適時協助彼此的溝通及了解，例如：宗教

儀式、飲食習慣（葷、素、酸、辣…）等等。當然這也是拉近與被害

人關係的重要訣竅。

6.用正向觀點的問題取代有偏見提問，建立安全可信賴的關
係：

用「你願意想想現在對臺灣的認識跟您來之前有些不一樣嗎？」取

代感覺指責與偏見的「為什麼要來臺灣工作？你來之前不知道違法

嗎？」，漸漸瞭解被害人並建立好的工作關係。

7.對被害人的協助應同時注意其生態系統中的重要他人：

在協助被害人時，應該同時注意到他（她）在母國及台灣的重要親朋

好友對被害人的影響。特別是當被害人懷孕或在台灣有小孩或配偶

時，被害人的相關處遇都應該要以母（父）子（女）同時處理為第一

要務，包含同時安置保護及遣返。以尊重案主及小孩的最佳利益為最

重要的價值。另外，若被害人在台灣有婚姻關係，也應該協助其處理

相關議題，例如：取得離婚證件的辦理等。

8.確保被害人人身安全，提高警覺避免危機出現，隨時準備緊
急介入：

面對每位被害人在處理各種狀況時，都要先預設可能的極度危害，直

到確定預設的危害不會發生。不要進行造成被害人在短期或未來處境

會更不利的任何訪談。而當被害人提及自己有危險時，應隨時做好準

備介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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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傾聽與尊重每位被害人對自我風險的評估：

承認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關心重點、不同看待自己的方式，與不同的評

估角度。

10.準備並提供被害人母語及淺顯易懂的參考資料：

包括適當的法律、健康、安置保護、社會支持與安全服務，包括在台

灣以及他母國的各種法令規定、資源、網絡（建議參酌本手冊之法令

篇）。

11.準備及掌握被害人所需要的資源網絡：

包含國內及國外人口販運相關文獻及資源，例如：有哪些機構可以提

供協助？（建議參酌本手冊之資源篇）必要時，應該主動協助被害人

聯結資源，或適度提供電話或網際網路協助被害人查詢及聯繫相關資

料。

12.保證匿名與機密：

被害人的個人身分資料和訪談過程需要被保密。

13.訪談目的、內容、用途需讓被害人清楚瞭解及同意：

若被害人各種資料及訪談紀錄需要被紀錄或提供相關主管機構或人員

時，則需要事前讓被害人清楚瞭解，並確認每位被害人清楚地了解訪

談目的與內容，並且了解訪談的用途。

14.尊重被害人自我決定的權利：

被害人有權利不回答問題，也可以在任何時刻終止訪談，若非行政及

司法程序中之必要資料，被害人有權可以決定受訪談的資料如何被使

用。另外，被害人也有對於自己未來生活選擇的權力及空間，例如：

應該了解被害人對未來返鄉後生活的期望為何？可提早協助聯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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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或進行就業訓練、就學準備的資源聯結及安排等。又如，被害人

懷孕也應該尊重其生產、墮胎、出養等等決定的空間，並將母子同時

安置保護及遣返。

15.審慎選擇訪談態度及用語，避免二度傷害被害人：

不要詢問會引起激烈情緒的敏感問題，例如：性剝削的被害人對於兩

性間的接觸、語言、眼神敏感度特別高。另外，在會談過程中盡量減

少批評，給予情緒支持與同理。

16.不答應無法履行的諾言：

不要輕易答應被害人無法答應的承諾，例如：幫忙找到更好的雇主或

提早返回家鄉等。

17.將所蒐集資料妥善運用保存，提供未來相關政策、保護計
畫擬定使用，

為下一位被害者及工作者提供更優質的環境。

04-保護篇.indd   127 2011/5/11   下午6:27



MEMO

防制人口販運通報專線

警察局110/勞委會1955/(02)2388-3095響鈴救我

04-保護篇.indd   128 2011/5/11   下午6:27



129

保護篇

保護篇附件
本篇相關表格主要是提供第一線工作人員在執行業務時使用，以期

更有效率的提供被害人必要之協助。機構可視需求選擇相關表格，並視機

構、案主屬性及工作階段選擇使用或修正之。

主要表格包含下列二十七種：

附件4-1	 接案表：本表係提供社工員第一線接案時使用。主要目的在於

蒐集被害人基本資料，以初步評估機構是否開案。

附件4-2	 通譯人才資料庫管理運用作業規定

附件4-3	 通譯人才資料庫使用申請表

附件4-4	 人口販運事件通報表：提供各領域的專業人員在發現人口販運

被害人時，能將所蒐集到的資料記錄下來，逕行通報主管機關

或非政府組織以便相關單位能夠盡早提供協助。　　　　　　

附件4-5	 辦理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通報作業流程

附件4-6	 陪同外籍勞工偵訊處理機制標準作業要點

附件4-7	 陪偵人員之資格條件及工作注意事項

附件4-8	 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聯絡單及回報單

附件4-9	 陪同接受詢問後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附件4-10	 開案評估表：提供社工員開案使用，以期發展出符合被害人需

求之專業介入。

附件4-11		案主需求評估表：本表提供各領域的專業人員進行案主的需求評

估使用。

附件4-12	 受聘僱外國人安置通報表

附件4-13	 人口販運被害人申請臨時停留許可證作業流程

附件4-14	 人口販運被害人申請專案許可停留證作業流程

附件4-15	 人口販運被害人申請專案居留作業流程

附件4-16	 外國人居（停）留案件申請表

附件4-17	 求職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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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8	 人口販運被害人工作許可申請書

附件4-19	 外國人轉換雇主及雇主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流程

附件4-20	 安全評估表：本表提供各領域的專業人員在發現人口販運被害

人有安全之虞時評估使用。在使用時，請參酌本篇第四章使

用。

附件4-21	 資料提供的授權書：社工員向被害人說明相關資料運用情形，

並取得案主同意及授權使用。

附件4-22	 服務同意書：社工員向被害人說明相關流程，並取得案主接受

服務之同意。

附件4-23	 主要合作機構與轉介資訊一覽表：資源管理時使用。

附件4-24	 工作人員提供之處遇一覽表：針對已經服務一段時間的案主進

行專業介入的檢視。

附件4-25	 輔導記錄表：個案輔導記錄表提供工作人員參考使用。

附件4-26	 終止安置評估表：對被害人進行結案評估時使用。

附件4-27	 個案結（轉）案表：結案及轉介個案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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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

接案表

 說明：本表係提供社工員第一線接案時使

用。主要目的在於蒐集被害人基本資料，

以初步評估機構是否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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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2

通譯人才資料庫管理運用作業規定

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使通譯人才資料庫（以下

簡稱本資料庫）有效運作，提供各使用機關線上即時查詢或維護通譯

人才資料，確保系統資料交換更新及網路安全，發揮資訊共享效益，

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本作業規定所稱通譯人才，指曾參加公部門或民間團體自行辦理或委

託辦理通譯人才訓練取得結業證書，具翻譯（含口譯或筆譯）中文及

外語（如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柬埔寨語、英語、菲律賓語及日

本語等）能力，且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

（一）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

（二）持有中華民國有效之居留證件。

（三）持有中華民國有效之長期居留證，或依親居留證並經許可工作

者。

三、本資料庫通譯人才之個人基本資料及通譯服務相關資料，建置前應取

得當事人同意，並填具同意書（格式如附件），始得登錄。

四、除本署外，中央各相關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亦得

使用本資料庫。前項所稱民間團體，指經中央或地方政府立案一年以

上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其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事業或移民輔導

及其他相關業務，且會務運作正常者。

五、申請方式

各使用機關之使用者應先取得自然人憑證及備妥自然人憑證讀卡機，

並填具通譯人才資料庫使用申請表（格式如附件），勾選業務所需使

用項目，送本署審核，核定使用權限。

六、使用權限管理

（一）本署：

1.負責建置資料庫系統平台，並規劃通譯人才資料欄位，提供各使用

機關建檔維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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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派專人負責資料庫之維護及管理，審核各使用機關帳戶申請及異

動管理。

3.將使用者及其人員編號列冊管制，使用狀況應以電腦二十四小時自

動記錄，並保留三年。

（二）中央各相關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應指派專

責人員，將訓練合格之通譯人才資料登錄或匯入本資料庫及定

期維護更新通譯人才資料。

（三）民間團體得依其業務需求，申請使用本資料庫，其章程及會務

運作情形，需經所屬立案相關機關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審核通過。

七、注意事項

（一）使用者

1.使用者應妥善保管自然人憑證及定期更新自然人憑證密碼，使用者

之自然人憑證遺失時，應立即通知本署（電話：02-2388-9393轉

2423）終止該帳號之使用權限。

2.使用者違反相關規定，本署得停止其使用權限。

3.使用者超過六個月未使用本資料庫，系統將自動取消其使用權限。

4.本署於必要時，得要求使用機關進行使用人員身分查核。

（二）使用機關

1.使用機關與本資料庫連線，發生網外通訊異常時，應先向電信機

構查明原因。本資料庫之網路異常時，應即連繫修復；使用者傳

送資料查詢需求後，查詢結果顯示電腦系統異常時，應以電話告

知本署，俾儘速修復（諮詢電話：02-23889393轉2423、2469、

2402）。

2.使用者因勤（業）務調整、調職、停職及離（退）職致使用原因消

失，使用機關應於三天前填具註銷使用通譯人才資料庫申請書，並

通知本署終止其帳號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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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交換

1.使用機關應依本資料庫所定相關欄位，於系統進行資料上傳。經本

署審核資料欄位格式無誤，同意接收檔案；相關欄位資料有誤，使

用機關應修正及重新上傳資料。

2.使用機關之網路安全，應加強網路監控管理、傳送重要檔案應加密

處理、建立防火牆系統、認證管理及安全稽核機制。

八、為維護相關資料安全，所列印之資料，應妥善保管，並於公務運用完

畢後，併案歸檔或定期銷毀。

九、未依本作業規定及相關法令規定使用，致本資料庫毀損或相關人員權

益受損，各使用機關應提報機關首長或負責人依規定懲處，有不當使

用、資料外洩或違法者，應依法負民、刑事及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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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譯人才資料庫使用申請表
附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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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4

 說明：本表提供各領域的專業人員在發現人口販運被害人

時，能將所蒐集到的資料記錄下來，逕行通報主管機關或

非政府組織以便相關單位能夠盡早提供協助。 

人口販運事件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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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本表提供各領域的專業人員在發現人口販運被害人

時，能將所蒐集到的資料記錄下來，逕行通報主管機關或

非政府組織以便相關單位能夠盡早提供協助。 
附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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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外籍勞工偵訊處理機制標準作業要點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談

話）試辦作業要點

一、為協助外籍勞工於接受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

關）詢問（談話）時，能充分陳述意見及主張權益，爰建立非營利組

織指派所屬人員陪同外籍勞工製作詢問筆錄或談話紀錄之機制，特訂

定本要點。

二、適用本要點外籍勞工如下：

（一）地方主管機關於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第四十條第五款至第七款

及第九款；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或第五十七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及第七款至第八款)	規定之案件時，應尊重權益受侵害之外

籍勞工意願，倘其表達有接受陪同詢問（談話）之需求，並經

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時，依本要點辦理。

（二）遭受人身侵害（如性侵害、性騷擾及人身傷害）之外籍勞工。

（三）繫屬法務部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法檢字第○九六○八○一○

八五號函頒「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之外籍勞工。

（四）主動投案申訴並舉證遭謊報行蹤不明之外籍勞工、及遭雇主不

當對待而發生行蹤不明，經鑑定符合人口販運鑑別原則之被害

外籍勞工。

三、本要點非營利組織之任務如下：

（一）對於外籍勞工之主張，由公正客觀之第三者陪同接受詢問（談

話），並協助於詢問過程中，適時傳達外籍勞工之主張，避免

不當對待之情事。

（二）基於保護外籍勞工之權益，對於陪同接受詢問（談話）人員之

選任，將由地方主管機關自行洽請非營利組織指派。

四、本要點非營利組織如下：

附件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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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案之社會團體。

（二）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

（三）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四）財團法人宗教組織或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

者。

五、非營利組織指派陪同人員之方式：

（一）原則上由地方主管機關自行商洽非營利組織，再由非營利組織

指派陪同接受詢問（談話）人員。

（二）如外籍勞工已直接向非營利組織申訴者，由原受理單位通報地

方主管機關，並由原受理單位優先指派陪同人員。

六、建立陪同人員名冊備檔

（一）非營利組織辦理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談話）作業，應建立

接受詢問（談話）人員資格條件及名冊之相關資料檔案，並將

陪同人員資料檔案分別彙送該管地方主管機關備案及本會職訓

局備查。

（二）陪同人員資料有變動時，亦需分別彙送相關資料予該管地方主

管機關備案及本會職訓局備查。

七、本要點陪同流程如下：

（一）受理單位應於接獲外籍勞工申訴後一小時內，以電話聯繫或傳

真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談話）聯繫單暨回報單（如附件

4-8）至地方主管機關，由地方主管機關判斷是否為陪同案件之

適用對象。

（二）如經判斷為陪同案件之適用對象：

1.地方主管機關須於三十分鐘內聯繫就近之非營利組織指派陪同人員

（陪同人員資格條件及工作注意事項如附件4-7）。

2.陪同人員須於二小時內到場，與被害外籍勞工晤談及瞭解案情，並

協助進行筆（紀）錄製作。

3.如經指派之陪同人員不具雙語能力，可由地方主管機關視情況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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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譯人員（通譯人員資格條件及工作注意事項如附件4-7）於陪同

詢問（談話）過程中協助翻譯。

4.於確認筆（紀）錄製作完成後，陪同詢問（談話）人員及通譯人員

須於筆（紀）錄上簽名，並由陪同人員填寫陪同外籍勞工詢問（談

話）聯繫單暨回報單，於當日回報所屬非營利組織，並傳送地方主

管機關。

5.倘發生非營利組織指派之陪同人員及通譯人員與外籍勞工實際談話

不一致時，採以下原則辦理：

（1）倘行政機關認為本要點所訂定之「陪同人員」及「通譯人員」

於協助陪同或通譯時有不適當情形，得禁止其陳述。

（2）倘「陪同人員」及「通譯人員」所為之陳述，外籍勞工或代理

人未立即提出異議者，視為其所自為。

（三）如非陪同案件之適用對象，由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處理後續安置

及勞資爭議協調事宜。

八、本要點陪同費用補助標準如下：

（一）陪同人員如具雙語能力，每案次補助新臺幣二千元，未具雙語

能力之陪同人員每案次補助新臺幣一千元（不另行補助差旅

費）。	

（二）如同一案件於同日分次所作之詢問筆（紀）錄，其陪同費用

之補助標準，以一案計。惟同一案件於不同日所作之詢問筆

（紀）錄，其陪同費用之計算應分別計之。

九、陪同案件之通譯費用補助標準如下：

（一）通譯服務人員來源：

1.由地方主管機關指派內部外勞諮詢服務人員。

2.由地方主管機關洽請非營利組職指派之通譯人員協助。

（二）陪同案件之通譯費用補助方式：

1.地方主管機關如自行指派內部諮詢人員協助翻譯：

（1）於平日上班期間出勤不補助翻譯費用，另交通費用比照外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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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諮詢人員標準覈實補助。

（2）非上班時間出勤者，採專案加班方式，惟以二十小時為上限，

所需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所編列外籍勞工管理計畫-補助地方

主管機關辦理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實施計畫項下支應。

2.由地方主管機關洽請非營利組織指派之通譯人員協助，每案次補助

新臺幣五百元整（不另行補助差旅費）。

十、陪同及通譯費用請領方式：

（一）為簡化經費核撥及結報流程等行政作業，經費核撥核銷分三期

撥付，以每四個月為一期，每期如有剩餘款，需全數繳回。

（二）地方主管機關依據每期補助陪同及通譯費用之金額，掣據向本

會職訓局辦理經費撥款事宜。每期如有剩餘款，地方主管機關

於當期結束後十日內檢送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談話）及通

譯費用印領清冊正本二份及收據一份，向本會職訓局辦理經費

核銷結報作業。

（三）與地方主管機關洽請辦理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談話）及協

助通譯之非營利組織應於每月十日前，將上月陪同外籍勞工接

受詢問（談話）及通譯費用印領清冊正本三份及請款收據一

份，函報商洽之地方主管機關審核。

（四）地方主管機關於收到非營利組織所報陪同外籍勞工詢問（談

話）及通譯費用請領領據後，經審核符合請領規定，應於每月

二十五日前覈實辦理經費核撥核銷作業。如非營利組織未依期

限辦理者，應以書面說明事由及研擬改善措施函報地方主管機

關，如無正當理由，不予補助相關經費。

（五）如為地方主管機關指派內部外勞諮詢服務人員協助陪同案件進

行通譯之費用請領方式：

於地方主管機關每四個月為一期之諮詢人員經費請領作業中，

一併向本會職訓練局申報請領，並覈實辦理核銷作業。

（六）地方主管機關洽請非營利組織指派陪同人員或通譯人員協助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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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件所需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所編列外籍勞工管理業務之

統籌分配款額度支應。

十一、本要點流程圖（如附件4-9）。

十二、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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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人員之資格條件及工作注意事項

資格條件 工作事項 注意事項

一、具有律師、社工

師、心理師執照及

取得就業服務專業

人員證照者。

二、具勞工、社會、法

律、心理等大學以

上相關系所畢業，

1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者。

一、注意詢問環境，應

以隔離或間接之方

式詢問，必要時，

得代當事人請求改

善詢問環境。

二、於詢問過程中，注

意詢問內容是否妥

適，並適時代當事

人補充意見。

三、於筆錄製作完成

後，協助確認筆錄

內容是否與詢問內

容相符，若有不符

情形者，應代當事

人請求更正。並於

確認筆錄完成後，

以在場人身分於筆

錄上簽名。

四、詢問完畢，案件如

需再移送上級機關

或逕送司法機關確

認者，應繼續陪同

當事人至全案訊詢

問確認完成止。

陪同詢問（談話）是整

個保護流程之一，陪

同人員於執行公務時，

主要係協助當事人主張

陳述，提醒並保障當事

人之權益，惟應保持中

立、公正之態度，不得

干擾行政機關公權力之

執行。

附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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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譯人員之資格條件及工作注意事項

資格條件 工作事項 注意事項

一、經教育部承認之國

內、外高中以上學

歷且具有外籍勞工

母國語文專長者。

二、從事通譯工作１年

以上經驗者。

一、對於陪同人員或其

他（詢）問人員之

問題，同步翻譯成

外籍勞工母國語言

傳達受害外籍勞工

知悉。

二、仔細聆聽外籍勞工

之意思表示，並詳

實翻譯傳達陪同人

員及訊（詢）問人

員知悉。

三、於筆錄製作完成後

，協助確認筆錄內

容是否與訊（詢）

問內容相符，並於

確認筆錄完成後，

以在場人身分於筆

錄上簽名。

陪同詢問（談話）是整

個保護流程之一，通譯

人員於執行公務時，主

要係協助將當事人之主

張陳述詳實傳達，並作

為陪同人員與訊（詢）

問人員間之溝通，惟

應保持中立、公正之態

度，不得干擾行政機關

公權力之執行。

附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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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8

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談話）聯絡單

請求協助機關名稱：																									日期：			年			月				日

非營利組織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外勞基本

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國籍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請 非 營 利 組

織

協助事項

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談話）															

協助翻譯

陪 同 地 點 及

聯絡電話

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人 傳真號碼

請 求 協 助 機

關資料

傳真號碼 地址

電話 聯絡人

備註 上述辦理事項，請於		月		日前填報處理結果，並以傳真回復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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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8

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談話）回報單

（回報）請求協助機關	：																								回報日期：			年			月			日

請求協助機關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外籍勞工基本

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國籍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陪同事由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0條第5款、第6款、第7款、第9款、第44條、第45

條或第57條第1、2、3、4、7、8款)之外籍勞工

□遭受人身侵害（如：性侵害、性騷擾及人身傷害）之外籍勞工

□係屬法務部96年3月27日法檢字第0960801085號函頒「人口販運被害

人鑑別原則」之外籍勞工

□主動投案並申訴遭謊報行蹤不明之外籍勞工

陪同及通譯

時間

陪同日期：						年						月						日

陪同起迄時間：				時				分	至					時				分，	共			小時	

通譯日期：						年						月							日

通譯起迄時間：				時					分	至					時				分，共				小時

備註
陪同人員及通譯人員須於陪同結束後24小時內，將陪同外籍勞工詢問

（談話）回報單回報非營利組織，並傳送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陪同人員簽名：																																					通譯人員簽名：

外籍勞工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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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9

陪同接受詢問(談話)後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無需協助 

通知勞委會職訓局備案（7 日內核備） 

徵詢外勞意願並協助外勞轉換雇主、安置收容或勞資爭議之協調處理（14 日內） 

勞資爭議 
（如：薪資、稅款） 

收容安置 

請各縣市政府勞

工主管機關依法

查處 

安排轉換雇主 

送勞委會職業

訓局備查 
（7 日內核備） 

 

收容單位通報

縣市政府 
（1 日內傳送） 

縣市政府備案 

（1 日內傳送） 

勞委會職業訓局

收容註記 
（7 日內核備） 

 

各縣市政府勞工主管
機關依外勞終止勞動
契約書面通知並完成
認證（14 日內傳送）  

勞委會職業訓局作廢

止聘僱許可及轉換雇

主註記（7 日內核備） 

就業服務中心辦理轉

換雇主 （7 日內核備） 

需協助   
 

受理單位 

各縣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 

7 日內指派相關人員協助被害外勞，提供保護措施 

發生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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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案評估表

附件4-10
 說明：本表係提供社工員開案使用，

在使用時建議參酌本篇第二及三章相

關資料思考。以期發展出符合被害人

需求之專業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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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需求評估表

案　　號：_______________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案主姓名：_______________ 社 工 員：_____________

第一部分 安全需求評估

1.目前的安全需求狀況（細部評估請參酌附件3-6安全評估表）

2.安全需求與計畫

（1）																																														　　　　　　　　　□已完成

（2）																																														　　　　　　　　　□已完成

（3）																																														　　　　　　　　　□已完成

第二部分 生活基本需求評估（居住、飲食、衣服、生活技能等）

1.目前的生活基本需求狀況

2.生活基本需求與計畫

（1）																																														　　　　　　　　　□已完成

（2）																																														　　　　　　　　　□已完成

（3）																																														　　　　　　　　　□已完成

第三部分 健康問題

1.過去醫療檢查	□有	□沒有	日期:______	醫師/診所:____________

2.最近的健康問題

3.受傷/創傷

4.婦產科問題

5.結核病檢查：

□明顯的體重下降？　　　　　　□睡眠時有流汗及寒冷的情形?？　

□一整天咳嗽已有三星期以上？		□有咳血的情形

6.使用藥物

（1）藥物名稱				　劑量				多久時間			治療目的						　	開藥醫師															

（2）藥物名稱				　劑量				多久時間			治療目的						　	開藥醫師								

（3）藥物名稱				　劑量				多久時間			治療目的						　	開藥醫師								

7.目前的健康需要與計畫

（1）																																														　　　　　　　　　□已完成

（2）																																														　　　　　　　　　□已完成

（3）																																														　　　　　　　　　□已完成

附件4-11
 說明：本表提供各領域的專業人員

進行案主的需求評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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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精神健康問題

1.過去的精神鑑定：	□沒有	□有	鑑定日期：				醫師/診所：　　　2.目

前的精神健康問題

3.精神科創傷/虐待/自殺傾向

4.用藥與治療

（1）藥物名稱				　劑量				多久時間			治療目的						　	開藥醫師														

（2）藥物名稱				　劑量				多久時間			治療目的						　	開藥醫師										

5.目前的精神健康需要與計畫

（1）																																														　　　　　　　　　□已完成

（2）																																														　　　　　　　　　□已完成

（3）																																														　　　　　　　　　□已完成

第五部分 教育、就業

1.目前教育、就業情形

2.教育及就業目標

3.目前就業及職業訓練的情況

4.就業的目標

5.教育/就業的需要與計畫

（1）																																														　　　　　　　　　□已完成

（2）																																														　　　　　　　　　□已完成

（3）																																														　　　　　　　　　□已完成

第六部分 移民/司法需求

1.	最急迫的移民/司法需求

2.	犯罪調查之協助需求

3.	申請居留案件之協助需求

4.	刑事司法需求與計畫

（1）																																														　　　　　　　　　□已完成

（2）																																														　　　　　　　　　□已完成

（3）																																														　　　　　　　　　□已完成

我同意盡我最大的能力，與我的社工人員一起完成我的服務計畫

案主簽名：                          日期： 

社工員簽名：                        日期： 

© 改編自Coalition	to	Abolish	Slavery	&Trafficking（CAST）以及婦女救援基金會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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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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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篇

附件4-13

人口販運被害人申請臨時停留許可證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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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篇

附件4-14

人口販運被害人申請專案許可停留證作業流程

98 6 4 09800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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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5

98 6 1 0980078433

人口販運被害人申請專案居留證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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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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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篇

附件4-17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就業服務中心

（正）        求職登記表 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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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8
 98/6/1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職許字第 0980508127

號令訂定發布；並自九十八年六月十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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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9

外國人轉換雇主及雇主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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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評估表

附件4-20

說明：本表提供各領域的專業人員載發現人口販運被害人有

安全之虞時評估使用。在使用時，請參酌本篇第四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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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的授權書

我                  ，在此授權給                工作人員，揭露/接受我個人的資

料給                      ，作為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途。

案主簽名（代理人--如果案主無法簽名）          日期___________

社工員簽名              日期___________

翻譯人員簽名（如果需要）            日期___________
© 改編自Coalition	to	Abolish	Slavery	&Trafficking（CAST）以及婦女救援基金會相關資料。

附件4-21 說明：為確保案主應有的權益，各領域的專業人

員在協助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主動向被害人被

害人說明相關資料運用情形（包含：口語）

05-保護篇附件.indd   171 2011/5/11   下午6:28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172 173

服務同意書

為協助被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並杜絕這類人權虐待，身為你的社

工員，我在這裡協助你，確認                                               所需的服

務.（視機構服務內容而定，諸如居住、醫療、精神醫療、工作、移

民、合法程序、大眾協助、交通運輸及其他）。

1. 你有權利對你所得到的服務作任何的決定，並且在任何時間拒

絕這些服務。

2. 你有權利在我們保密原則之下提供你的資料，工作人員將不會

透露你提供給我們的任何個人資料給他人，除非你簽屬文件授

權給我們去揭露你的資訊。

3. 當你同意接受服務的計畫時，我會根據這個共同的計畫來進

行，並持續與你工作，直到你的情況穩定。只有在所有的計畫

實行、以及你的情況穩定之後，我才會停止與你一起工作。

4. 為了確保你接受到良好的社會服務與資源的連結，你需要給我

盡可能準確的情形描述，你有責任對工作人員誠實，而且立即

告知你的任何決定、以及你週遭環境的改變，以免延遲福利的

輸送。.
5. 你可以要求這這份同意書翻譯成你可以閱讀的文字，也可要求

翻譯給你聽。

 翻譯：                        

主簽名（代理人--如果案主無法簽名）          日期___________

社工員簽名              日期___________

翻譯人員簽名（如果需要）            日期___________
© 改編自Coalition	to	Abolish	Slavery	&Trafficking（CAST）以及婦女救援基金會相關資料。

附件4-22
說明：本表為簡單之資源管理資

料，以確實掌握案主所接受的多

元服務及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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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_______________ 被害人姓名：____________

社 工 員：_______________ 接 案 日 期 ：　  年　   月　  日

聯繫資源 姓 名 聯絡電話及地址 曾聯繫日期及摘要紀錄

檢察官

移民署

海巡署

警察局

案件律師

醫療機構

社福機構

心衛機構

雇主

通譯人員

主要合作機構與轉介資訊ㄧ覽表

附件4-23

說明：本表為簡單之資源管理資

料，以確實掌握案主所接受的多

元服務及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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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提供之處遇一覽表

案  號：__________  被害人姓名：____________

社工員：__________  接案日期：  年　月  日 開案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項目 處遇內容狀況說明

□安置 □緊急安置 緊急安置時間自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

□聲請繼續安置 繼續安置時間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安置保護 安置保護時間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委託安置
委託安置期限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委託人：　　　）

□協助醫療

□協助司法、相關法律權益

□提供食物、衣服

□協助就業

□福利諮詢與經濟救助

□其他

後續處遇計畫建議

處遇目標 後續處遇建議

督
導
意
見

社
工
員

附件4-24 說明：本表為協助社工員針對已經服務一段時間

的案主進行專業介入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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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25 輔導紀錄表

說明：本表為簡單之個案輔導紀錄表，

提供有需要之工作人員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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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安置評估表
附件4-26

說明：本表係提供社工員針對即將結束安置的被

害人進行結案評估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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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結（轉）案表
附件4-27

說明：本表係提供社工員在轉介

個案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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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篇

第五篇　 資源篇
本篇共分七章，第一章中央部會資源；第二章司法相關資源；第三章

社政相關資源；第四章勞政相關資源；第五章語言協助資源；第六章返家

協助資源；第七章國外從事人口販運防制相關團體與單位。各章臚列我國

防制人口販運各個領域一系列執行流程中可能需要的資源，提供第一線從

事防制人口販運工作的司法、警政、社政與勞政相關人員，有一充分且實

用的資源訊息。

為讓使用者方便起見，除中央部會資源外，本篇依執行單位領域之不

同分司法、社政、勞政資源分別介紹，並以服務人口販運被害者可能面對

之特殊需求面向，包括語言協助與返家協助，另立章節，期使利用此手冊

的第一線工作者更迅速連結所需資源。

第一章  中央部會資源　　　　　　　　　　　　　

一、中央政府防制人口販運相關單位與業務 

人口販運防制業務涉及之層面廣泛，需統合國境管理、警政、司法、

社政、勞政，甚至外交等系統，還必須透過社會教育體系教育國人相

關人口販運之觀念。我國目前處理跨國人口販運業務之最高單位為行

政院所屬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而最主要負責的業務單位即

九十六年成立的入出國及移民署。

入出國及移民署資源

n 入出國及移民署聯絡方式與服務時間　

l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　

l	 聯絡電話：02-2388-9393

l	 電子郵件：boi@immigration.gov.tw

l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l	 各服務站櫃檯收件時間規定為	8：00~17：00，中午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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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組織架構圖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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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說明：

國境事務大隊設16隊，42分隊；專勤事務隊為兩大隊，第一大隊設13

隊，36分隊、第二大隊設12隊，39分隊；服務事務大隊設25個服務

站；收容事務大隊包含臺北收容所、宜蘭收容所、新竹收容所及南投

收容所、金門收容所、馬祖收容所；其他分組內部工作內容可參考入

出國及移民署網站之詳細內容。

n 其他中央機關資源

中央機
關

業務單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地址

內政部
警政署

外事組 02-2394-5900 02-2397-2419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
東路一段7號內政部

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
偵查科

02-2766-6633 02-2746-0994

內政部
社會司

婦女福利科
02-2356-5515
02-2356-5171 02-2356-6226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

路5號

內政部
兒童局

保護重建組 04-2250-2869 04-2250-2898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
路二段503號7樓福利服務組 04-2250-2880 04-2250-2897

臺灣高
等法院
檢察署

承辦業務
檢察官

02-2371-3261
#6012 02-2370-6526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

南路一段1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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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委會
職訓局

外國人聘
僱管理組

02-8590-2301 02-8590-2522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
北路二段83號5樓

行政院
海岸巡
防署

報案專線 118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
路三段296號

行政院
大陸委
員會

港澳處 02-2397-5589 02-2397-5281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
路一段2之2號15樓

外交部
領事事
務局

北部辦公室 02-2343-2806 02-2343-2968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
路一段2之2號中央
聯合辦公大樓3至5
樓

中部辦公室 04-2251-0799 04-2251-0700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
路二段503號1樓
（「行政院中部聯
合服務中心」廉明
樓）

南部辦公室 07-211-0605 07-211-0704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
一路436號2樓

東部辦公室 03-833-1041 03- 833-0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
路371號6樓

n 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相關服務單位及連絡方式

l 移民事務組業務內容             

1.移民政策與法令之擬訂及

執行。

2.	移入人口指紋建檔之規劃

及移民相關資料之蒐集、

統計、分析。

3.	移民輔導之規劃、協調及執行。	

單    位 聯絡電話

移民事務組
02-2388-9393
02-2382-2897

移民事務組 
非法移民管理科

02-2388-9393#2570
02-2388-9393#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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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移民人權保障之規劃、協調及執行。	

5.	大陸地區婚姻媒合廣告之管制。	

6.	移民業務機構之許可、管理及移民專業人員之訓練。	

7.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與外國人入國

（境）居留、永久居留或定居之管理、協調及聯繫。	

8.	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法規者收容、遣送之規劃及督導。	

9.	其他有關移民事項。

10.收容事務大隊掌理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法規之收容、強制出境

事項	。

n 入出國及移民署專勤事務大隊及國境事務大隊

l 專勤事務大隊業務內容：

1.	面談業務之規劃及國境內面談之執行。

2.	外來人口訪查與查察之協調、聯繫及執行。	

3.	國境內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法規之調查、逮捕、臨時收容、移

送、強制出境及驅逐出國。

4.	其他有關專勤事項

專勤事務大隊
各駐地單位

電話 地址

專勤事務第一
大隊大隊部

02-2961-1356#108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7號5樓

專勤事務第二
大隊大隊部

04-2260-8377#213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439號3樓

基隆市專勤隊 02-2428-7172 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9巷2號

臺北市專勤隊 02-2388-9393#5035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

新北市專勤隊 02-2961-4853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7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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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勤事務大隊
各駐地單位

電話 地址

桃園縣專勤隊 03-217-4577 桃園縣蘆竹鄉龍安街二段968號3樓

新竹市專勤隊 035-254336 新竹市北區崧嶺路122號

新竹縣專勤隊 035-514917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133號2樓

苗栗縣專勤隊 037-379045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297巷5號

臺中市第1專勤隊 04-2260-8377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439號3樓

臺中市第2專勤隊 04-2526-0405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278號1、2樓

彰化縣專勤隊 04-834-9614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8號2、3樓

南投縣專勤隊 049-2246810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87號2、3樓

雲林縣專勤隊 05-534-6119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38號3樓

嘉義市專勤隊 05-231-3609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353號10樓

嘉義縣專勤隊 05-362-5162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2路西段6號2樓

臺南市第一專勤隊 06-221-9459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701號6樓

臺南市第二專勤隊 06-581-3019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53號2樓

高雄市第一專勤隊 07-236-7524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13號

高雄市第二專勤隊 07-623-6347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15號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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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勤事務大隊
各駐地單位

電話 地址

屏東縣專勤隊 08-766-2250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60號

宜蘭縣專勤隊 03-957-7661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三段160巷16
號4樓

花蓮縣專勤隊 038-223363 花蓮縣花蓮市港口路35號

臺東縣專勤隊 089-342095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59號

澎湖縣專勤隊 06-926-4571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177號

金門縣專勤隊 082-333531 金門縣金湖鎮西村46-3號

連江縣專勤隊 0836-22945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1-5號

l 國境事務大隊業務內容：

1.	入出國證照之查驗、鑑識及許可。

2.	國境線入出國安全管制及面談之執行。

3.	國境線證照核發、指紋建檔及入出國服務。

4.	國境線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法規之調查、過境監護、逮捕、臨時

收容、移送及遣送戒護。	

5.	證照鑑識及查驗之教育訓練。

6.	其他有關國境事項。		

國境事務大隊
各駐地單位

電話 地址

桃園國際機場國境
事務隊

（第一航廈）
03-398-2208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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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事務大隊
各駐地單位

電話 地址

桃園國際機場國境
事務隊

（第二航廈）
03-398-1826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9號

桃園國際機場國境
事務大隊
（大隊部）

03-398-5010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9號

基隆港國境事務隊
（基隆港隊部）

02-2427-3005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6號

基隆港國境事務隊
（臺北港）

02-8630-4169 臺北市八里區商港路123號（行政
大樓2樓）

基隆港國境事務隊
（蘇澳港）

03-996-7021 宜蘭縣蘇澳鎮港區1號（行政大樓
5樓）

基隆港國境事務隊
（花蓮港）

03-822-3951 花蓮縣花蓮市港口路1-3號

基隆港國境事務隊
（和平工業港）

03-868-1421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工五路6號

臺中港國境事務隊
（臺中港隊部）

04-2656-4550 臺中市梧棲區八德路82-1號4樓之
6、6樓之6

臺中港國境事務隊
（清泉崗機場）

04-2615-5028 臺中市沙鹿區中清路42號（5樓航
站內）

臺中港國境事務隊
（麥寮港分隊）

05-681-2182 雲林縣麥寮鄉六輕工業區1號（港
區大樓6樓）

高雄國際機場國境
事務隊

07-801-7311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4路2號

高雄港國境事務隊
（高雄港隊部）

07-269-2807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33號

高雄港國境事務隊
（安平港）

06-261-2231 臺南市南區新港路23巷30號

高雄港國境事務隊
（中興分隊）

07-823-1538 高雄市前鎮區亞太路4號聯合辦公
大樓A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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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事務大隊
各駐地單位

電話 地址

高雄港國境事務隊
（東港）

08-832-3376 屏東縣東港鎮朝隆路35號2樓

臺中港國境事務隊
（馬公港）

06-927-2942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177號

高雄港國境事務隊
（金門分隊）

082-312131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一段5號

基隆港國境事務隊
（福澳港）

083-623736 連江縣馬祖南竿福澳村135號2樓

n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服務站服務內容與連絡方式

l 服務站服務內容：

1.	有戶籍國民之入出國服務。	

2.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之入出國、停留、居留或定居之審理、許可。	

3.	大陸地區人民之入出境、停留或居留之審理、許可，及其定居之審

理。	

4.	香港澳門居民之入出境、停留、居留或定居之審理、許可。	

5.	外國人之停留延期、居留、永久居留或重入國之審理、許可。	

6.	移民輔導之執行。	

7.	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法規行為之舉發。

8.	逾期居留、停留之裁罰。

9.	移民業務機構之管理。

10.移民管理及大陸地區婚姻媒合廣告管制之執行。

11.其他有關入出國及移民服務事項。

服務事務大隊
各駐地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基隆市服務站 02-2428-1775 02-2428-1775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8號
11樓（A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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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事務大隊
各駐地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臺北市服務站 02-2388-5185 02-2331-0594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

新北市服務站 02-8964-7960 02-8964-7208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168號
之1

桃園縣服務站 03-331-0409 03-331-4811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06號
1樓

新竹市服務站 03-524-3517 03-524-5109 新竹市北區中華路三段12
號1樓

新竹縣服務站 03-551-4590 03-551-9452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133號
1樓

苗栗縣服務站 037-322350 037-321093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291
巷8號

臺中市第一  
服務站

04-2254-9981 04-2254-5662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91號1
樓

臺中市第二  
服務站

04-2526-9777 04-2526-8551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280號

彰化縣服務站 04-834-3307 04-834-9106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8號

南投縣服務站 049-2200065 049-2247874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87號1
樓

雲林縣服務站 05-534-5971 05-534-6142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38號1
樓

嘉義市服務站 05-231-3274 05-231-1297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353號11
樓

嘉義縣服務站 05-362-3763 05-362-1731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2路西段
6號1樓

臺南市第一  
服務站

06-293-7641 06-293-5775 臺南市安平區府前路二段
370號

臺南市第二  
服務站

06-581-7404 06-581-8924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53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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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事務大隊
各駐地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高雄市服第一
務站

07-282-1400
07-221-3478 07-215-3890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6

號1樓
高雄市第二服
務站

07-621-2143 07-623-6334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15號

屏東縣服務站 08-721-6665 08-766-1885 屏東市中山路60號1樓

宜蘭縣服務站 03-957-5448 03-957-4949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三段
160巷16號4樓

花蓮縣服務站 03-832-9700 03-833-9100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371號
5樓

臺東縣服務站 089-361631 089-347103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59號

澎湖縣服務站 06-926-7150 06-926-9469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177號
1樓

金門縣服務站 082-323701 082-323641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一段5
號2樓

連江縣服務站 0836-23738 0836-23740 連江縣馬祖南竿鄉福澳村
135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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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法相關資源                          

本章臚列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地方法院檢察署以及依法律

扶助法成立，以律師為主之法律扶助基金會資源。

n 縣市政府警察局處理人口販運案件工作聯繫窗口

各縣市警察局 業務單位 電話號碼 地址

基隆市警察局 外事課 02-2425-278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05號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

外事科 02-2381-7494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6號

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

外事科
02-8072-5454

#4092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32號

桃園縣政府
警察局

外事課 03-333-1047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3號

新竹市警察局 外事課 03-524-2103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1號

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

外事課 03-555-7953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2號

苗栗縣警察局 外事課 037-356950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府前路
2號 

臺中市警察局 外事課 04-2327-3875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88號.

彰化縣警察局 外事課 04-761-5463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778號　

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

外事課
049-2234302
049-222-3623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二路133
號

雲林縣警察局 外事課 05-532-9033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00號

嘉義市政府
警察局

外事課 05-222-0772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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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警察局 業務單位 電話號碼 地址

嘉義縣警察局 外事課 05-362-0220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
3 號

臺南市警察局 外事課 06-635-4531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3 號

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外事科 07-215-4342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60
號

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外事課 08-733-6283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119號

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

外事課 03-935-3921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2段167
號

花蓮縣警察局 外事課 03-822-4023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21號

臺東縣警察局 外事課 089-334756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268號

澎湖縣政府
警察局

外事課 06-297-0870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6號

金門縣警察局 行政課 082-325653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15號

連江縣警察局 行政課 0836-25859#2046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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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人口販運案件聯繫窗口

各地方法院檢
察署

聯絡電話 地址

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2-2465-1171#1023
傳真：02-2465-1182文書科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178號

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檢察署

電話：02-2314-6871#8313
傳真：02-2381-3585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2-2833-1911#318
傳真：02-2838-1715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

臺灣板橋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2-2261-6192#605
傳真：02-2273-0381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138號

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3-337-0737#214
傳真：03-331-0674 桃園縣桃園市法治路1號

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3-525-4102#105
傳真：03-525-5067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36號

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37-353410#424
傳真：037-333109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149
號

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4-2223-2311#5337
傳真：04-2229-6145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91
號

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4-835-7274#380
傳真：04-834-1765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
240號　

臺灣南投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49-2201462
傳真：049-2236253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757號

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5-633-4991
傳真：05-633-6549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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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法院檢
察署

聯絡電話 地址

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5-278-2601#513
傳真：05-278-5662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86號

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6-295-9731#3203
傳真：06-295-9642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
310號

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7-216-1468#3400
傳真：07-216-3464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8-735-3211#5231
傳真：08-753-9464

屏東縣屏東市棒球路11號
　

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3-933-4561#204
傳真：03-932-2174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西路3號

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3-823-5372
傳真：03-822-4837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5號

臺灣臺東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89-362813
傳真：089-362865 臺東縣臺東市浙江路310號

臺灣澎湖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6-926-1171#417
傳真：06-921-7728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
澳309號

福建金門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82-329958#132
傳真：082-321124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8號

福建連江地方
法院地檢署

電話：083622823#202
傳真：0836-26514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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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司法協助團體

提供人口販運被害者服務之民間團體或機構，通常可依被害者需求連

結合適之司法資源協助，尤其是律師。以下僅提供依法律扶助法於2004年

成立之法律扶助基金會資料。

l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l	 聯絡電話：02-2322-5255

l	 傳真：02-2322-4088

l	 全國法扶專線：6632-8282

l	 Email：legalaid@laf.org.tw

l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89號5樓

l	 服務項目：

1.	法律諮詢。	

2.	調解、和解。

3.	法律文件撰擬。	

4.	訴訟或仲裁之代理或辯護。	

5.	其它法律事務上必要之服務及費用之扶助。	

6.	其它經基金會決議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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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政相關資源

本章包括縣市政府社政安置單位之聯繫窗口，以及提供人口販運被害

者服務之相關民間團體。

n 縣市政府社政安置機構聯繫窗口

縣市 單位 聯絡電話 傳真 地址

基隆市
社會處婦女
兒少福利科

02-2420-1122#2205 02-2427-2620 基隆市中正
區義一路1號

臺北市
社會局婦女
福利及兒童
托育科

02-2725-6969#71 02-2720-6503 臺北市信義
區市府路1號

新北市
社會局社區
發展與婦女
福利科

02-2960-3456#3629 02-8965-0420
新北市板橋
區中山路一
段161號 

桃園縣
社會處兒童
及少年福利科

03-339-2335 03-339-0014 桃園縣桃園
市縣府路1號

新竹市 社會局婦幼課 03-522-7423 03-524-5188 新竹市北區
中正路120號

新竹縣
社會處婦
幼福利科

03-551-8101#3155
03-551-8101#3162 03-555-7479

新竹縣竹北
市光明六路
10號

苗栗縣 社會局社工課 037-360995#16 037-325963
苗栗縣苗栗
市縣府路100
號

臺中市 社會局社工科
04-2228-9111#37700
04-2227-2139#820 04-2225-8662

臺中市中區
自由路2段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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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單位 聯絡電話 傳真 地址

臺中市

社會局社工科
18歲以下安置 04-2228-9111#37500 04-2526-5864

臺中市豐原
區陽明街 3 6
號

家暴中心
成人安置

04-2228-9111#38800 04-2525-1751
臺中市豐原
區圓環北路
一段355號

彰化縣
婦幼科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04-725-2566 # 18 04-726-3137
彰化縣彰化
市中興路100
號

南投縣
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049-2209290
049-2209293 049-2204188

南投縣南投
市中興路660
號

雲林縣
社會局婦幼及
少年福利課

05-533-6506 # 211 05-534-8530
雲林縣斗六
市雲林路二
段515號

嘉義市 社會處 05-225-3850 05-225-4591 嘉義市東區
中山路199號 

嘉義縣 社會處婦幼課
05-362-0900
#226、#212 05-362-0372

嘉義縣太保
市祥和一路
東段1號

臺南市

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06-298-8995
06-299-1111#8344

06-293-3416
06-293-4527

臺南市安平
區永華路二
段6號

社會局 06-637-0074 06-632-2005
臺南市新營
區民治路 3 6
號

高雄市 社會局第五科
07-331-5910
07-336-8333 07-335-6215

高雄市苓雅
區四維三路2
號2樓

屏東縣
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08-737-8821#303
08-735-1560 08-737-2809*

屏東縣屏東
市自由路527
號

宜蘭縣 社會處福利課 03-932-8822#240 03-936-1053
宜蘭縣宜蘭
市同慶街 9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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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單位 聯絡電話 傳真 地址

花蓮縣 社會局婦幼課
03-822-8995

#385~387 03-823-2215*
花蓮縣花蓮
市府前路 1 7
號　

臺東縣 社會局婦幼課 089-347752 089-348419
臺東縣臺東
市桂林北路
201號

澎湖縣 社會局 06-926-4068 06-926-4067
澎湖縣馬公
市治平路 3 2
號

金門縣
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082-322897
082-324648 082-320105

金門縣金城
鎮民生路 6 0
號

連江縣 民政局社會課 0836-22381#24 0836-22209
連江縣南竿
鄉介壽村 7 6
號

	各縣市政府社政單位多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提供安置服務。安置於社

政安置單位之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下簡稱被害人）均享有專責之社工員服

務，通常社工員以個案管理之服務模式提供被害人服務，於服務過程中持

續評估被害人之需求與能力，社工員會主動連結所需之資源，包括身心照

顧、語言、醫療、經濟、司法、居留、返家等相關資源，提供可達成最完

善之協助。

目前各縣市可提供之資源並不相同，例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可接受安

置單位以「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其他類之資格，協助被害人申請

機票補助，以利其順利返家。民間團體社工員亦會自行結合相關民間補助

單位，提供被害人適當之醫療與經濟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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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從事反人口販運相關工作之民間團體

國內關心人口販運問題之民間團體因應初期相關制度尚未建立之環

境，組成策略性聯盟共同倡議，以下即列出反人口販運聯盟之各團體。

團體名稱 連絡方式 地址

臺灣展翅協會
(原終止童妓協會)

電話：02-2599-6199
傳真：02-2599-6197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
67號4樓-A

財團法人臺北市
婦女救援基金會

電話：02-2555-8595
傳真：02-2555-5995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40
號10樓

財團法人勵馨
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電話：02-2367-9595
傳真：02-2367-3002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
75號7樓

財團法人天主教
善牧基金會

電話：02- 2381-5402
           #208、#242
傳真：02-2361-1371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1100室

財團法人臺灣省天
主教會新教區外籍
牧靈中心越南外籍
配偶辦公室

電話：03-217-0468
傳真：03-379-8171 桃園縣八德市中華路116號

財團法人大武山
文教基金會

電話：08-738-7677 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97號
（社會福利綜合館313室）

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
會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電話：02-2397-1933
            #151

傳真：02-2341-0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巷24號

天主教新竹教區移民
及外勞服務中心

電話：03-573-5387
          、03-573-5375
傳真：03-524-6743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5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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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 連絡方式 地址

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
電話：03-425-5416
傳真：03-427-1092

桃園縣中壢市長江路65號3
樓

新移民
勞動權益促進會

電話：02-2599-5943
傳真：02-2517-5464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64號3
樓

外籍新娘
成長關懷協會

電話：02-2706-2668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57
號11樓

廢除亞洲
現代奴隸聯盟

(CAMSA)

電話：02-2682-0679
傳真：02-2682-0565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
186號4樓 (樹林車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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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勞政相關資源                                                                

n 勞政保護系統介紹

為協助外勞適應在臺工作及生活，並保護持合法工作簽證來臺工作之

人口販運被害人，勞委會結合25個直轄市及縣（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4支0800外勞雙語免費申訴專線（英語：0800-885-885、泰語：0800-885-

995、印尼語：0800-885-958、越南語：0800-017-858）、桃園及高雄2處

國際機場外勞服務站，構成完整諮詢網絡，提供申訴管道、安置保護（安

置保護）、爭議協調、法律扶助、陪同被害人接受鑑別或行政調查詢問通

譯等服務，並設有14處外勞臨時安置處所，協助外勞辦理居留、健保、轉

換雇主、諮商輔導等事宜。

l 各縣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及安置保護（安置保護）聯繫窗口

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基隆市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2-2425-8624 02-2422-6215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

路1號

臺北市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2-2550-2151 02-2550-7024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

街一段21號8樓

新北市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2-8965-9091
02-8965-1044 02-8965-105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
路一段161號
7樓

桃園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3-334-4087
03-334-1728
03-332-2101

#6812

03-334-1689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
路1號8樓

新竹市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3-532-0674 03-531-9975 新竹市北區國華街

69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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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新竹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3-552-0648 03-552-0771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

六路10號3樓

苗栗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37-363260
037-370448 037-363261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

路1121號

臺中市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4-2228-9111
            #5560
 0800-600-088

04-2252-0634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
二段53號2樓

彰化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4-729-7228
04-729-7229 04-729-7230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

路100號8樓

南投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49-2238670 049-2238353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

路660號1樓

雲林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5-533-8087
05-533-8086 05-533-108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

路二段515號　

嘉義市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5-223-1920 05-222-8507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號

嘉義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5-362-1289 05-362-1097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
新村祥和二路東段
1號

臺南市外勞諮詢服務
中心及安置保護聯繫
窗口(永華行政中心)

06-295-1052
06-299-1111 06-295-1053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

路二段6號8樓

臺南市外勞諮詢服務
中心及安置保護聯繫
窗口(民治行政中心)

06-632-6546 06-637-3465 臺南縣市新營區民
治路36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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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高雄市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7-811-7543 07-811-7548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

路6號4樓

屏東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8-751-0894 08-751-539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

路17號

宜蘭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3-925-4040
0800-339-357 03-925-1092 宜蘭縣宜蘭市政北

路1號

花蓮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3-823-9007
03-822-0931 03-823-7712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

路17號 

臺東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89-328254 089-359740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

路276號

澎湖縣外勞諮詢服
務中心及安置保護

聯繫窗口
06-921-2680 06-921-7390 澎湖縣馬公市大賢

街160號

金門縣外勞查察暨
諮詢服務中心及安
置保護聯繫窗口

082-373291 082-371514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
路60號

連江縣外勞查察暨
諮詢服務中心及安
置保護聯繫窗口

0836-25022
#15 0836-22209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

村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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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行政院勞委會及各縣市單位防制人口販運案件聯繫窗口

單位 連絡電話 傳真專線 地址

勞委會職訓局 02-8590-2298 02-8590-2522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
北路二段83號

基隆市政府 02-2427-8683 02-2422-6215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
路1號

臺北市政府 02-2550-2151#201 02-2550-7024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
街一段21號8樓

新北市政府 02-2960-3456#6400 02-8965-8697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
路一段161號7樓

桃園縣政府 03-332-2101#6812 03-334-1689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
路1號8樓

新竹市政府 03-532-4900#24 03-531-8204 新竹市北區國華街
69號5樓

新竹縣政府 03-551-8101#3025 03-552-0771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
六路10號3樓

苗栗縣政府 037-357040#506 037-364548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
路1121號

臺中市政府 04-2229-1781 04-2229-6048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
二段53號2樓

彰化縣政府 04-726-4150#1032 04-729-7230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
路100號8樓

南投縣政府 049-2243667 049-223-304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
路660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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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連絡電話 傳真專線 地址

雲林縣政府 05-537-1542 05-533-108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
路二段515號　

嘉義市政府 05-216-2633 05-222-8507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號

嘉義縣政府 05-362-1289 05-362-1097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
新村祥和二路東段1
號

臺南市政府 06-295-1052 06-295-1053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
路二段6號8樓

高雄市政府 07-831-4485 07-811-7548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
路6號4樓

屏東縣政府 08-751-0894 08-750-539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
路17號

宜蘭縣政府 039-9251000#1493 039-9251092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
北路1號

花蓮縣政府 03-822-5377 03-823-7712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
路17號

臺東縣政府 089-328254 089-359740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
路276號

澎湖縣政府 06-921-4140 06-926-7390 澎湖縣馬公市大賢
街160號

金門縣政府 082-373291 082-371514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
路60號

連江縣政府 0836-25022#26 0836-22209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
村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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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語言協助資源                                                               

n 勞政資源部分：

遭人口販運之被害外勞接受鑑別詢問，可逕洽各地外勞諮詢服務中

心；另勞委會訂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籍勞工

接受詢問（談話）試辦作業要點」及標準作業流程，結合民間團體通譯人

員陪同人口販運被害外勞接受行政調查，通譯人員資源可洽詢各地外勞諮

詢服務中心。

n 社政資源部分：

l 培訓通譯之民間團體

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服務內容 地址

臺北市
賽珍珠基金會

電話：02-2369-8880
0800-088-885

傳真：02-236-9879

主 要 為 大
陸、越南、
泰 國 、 印
尼 、 柬 埔
寨、菲律賓
等國籍配偶
有關生活適
應基本法律
諮詢及家庭
關 係 等 項
目；並提供
印尼語、泰
語、英語、
柬埔寨語翻
譯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
路一段56號4樓之5

臺北市
日日春協會

電話：02-2553-5138
傳真：02-2553-5236

法律扶助、
越南語、英
語翻譯、國
際聯繫、相
關人才培訓

臺北市大同區歸綏街
128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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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服務內容 地址

臺北市婦女
救援基金會

電話：02-2555-8595
傳真：02-2555-5995

陪同被害人
偵訊、國際
聯繫、相關
人才培訓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
路240號10樓

臺北市
永樂婦女
服務中心

電話：02-2558-0133

越南語、印
尼語、柬埔
寨語、英語
翻譯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
一段21號8樓

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

新移民家庭成長中心
電話：02-2577-7663
傳真：02-2578-4609

越南語通譯
服務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
路60巷19-6號B1

嘉南服務區
電話：06-282-8105

06-252-3414 
傳真：06-282-5856

越南語通譯
服務

臺南市北區北門路二
段362號

花東服務區
電話：089-347300
傳真：089-349036

越南語、印
尼語、英語
翻譯

臺東縣臺東市浙江街
311號1樓

新北市
跨國婚姻
服務中心

電話：02-8964-6003
（新北市政府委託
善牧基金會承辦）

以越南語、
菲律賓語、
泰語、印尼
語為主
1.電話申請
2.需預約
3 .需付車馬
費(500元/時)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
30號4樓c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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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服務內容 地址

新北市
新住民
服務中心

電話：02-8985-8509

越南語、印
尼語翻譯，
上班時間提
供 電 話 諮
詢，視個別
狀況提供陪
同服務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
73號6樓

臺灣省
天主教會
新竹教區
外籍牧靈
中心越南
外勞配偶
辦公室

電話：03-217-0716
03-217-0468

傳真：03-379-8171

越 南 語 翻
譯、外勞保
護收容

桃園縣八德市中華路
116號

現代婦女
教育基金會
新竹工作站

電話：03-558-3158

菲律賓語、
越南語、印
尼語、柬埔
寨語、英語
翻譯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
路101號2樓

新竹市生命
線協會

電話：03-524-9596
英語翻譯 (可
運用人力 5
名）

新竹市北區集賢街3
號

雲林縣
兒童福利
發展協會

電話：05-522-3040

越南語、泰
語、馬來西
亞語、英語
翻譯

雲林縣斗六市永興路
213號

心路基金會
電話：07-321-9911

07-241-3319 特教(手語)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
路372號5樓

天主教
善牧社會
福利基金會
高雄外展中心

電話：07-719-1450
越南語、印
尼語、泰語
翻譯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
路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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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服務內容 地址

中華民國
南洋臺灣
姐妹會

電話：07-681-7292

越南語、印
尼語、柬埔
寨語、泰語
翻譯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
一段25號

花蓮基督教
女青年會

電話：03-834-5628

越南語、印
尼語、柬埔
寨語、緬甸
語、泰語翻
譯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
411號3樓

臺東縣外籍
配偶協會

電話：089-224848
傳真：089-235951
外語諮詢：
089-231855

越南語、泰 , 
印尼語、法
語、韓語、
英語翻譯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
660號

澎湖縣家庭
教育中心

電話：06-926-2085

越南語、印
尼語、馬來
西亞語、柬
埔寨語、英
語翻譯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230號

l	 各縣市政府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縣市 聯絡電話 地址

基隆市 02-2432-0495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482號
（基隆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

臺北市 02-2759-7732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8樓

新北市 02-8985-8509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73號6樓
（新北市三重社會福利大樓）

桃園縣 03-332-2101#6317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

新竹市 03-522-2870 新竹市北區府後街43號（新竹市婦幼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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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聯絡電話 地址

新竹縣 03-551-8101#3169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苗栗縣 037-277017 苗栗縣苗栗市經國路四段851號
（苗栗縣身心障礙發展中心）

臺中市 04-2436-5740 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3段260號

彰化縣 04-723-7885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60號4樓
（彰化縣彰化區婦幼福利服務中心）

南投縣 049-2244755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2路85號
（南投縣立婦幼館）

雲林縣 05-533-9646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2號
（雲林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嘉義市 05-231-0445 嘉義市西區德安路6號後棟4-5樓
（嘉義市婦女暨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嘉義縣 05-380-6995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14鄰188-5號
（嘉義縣六腳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臺南市 06-298-5885 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2段315號7樓
（臺南市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高雄市 07-215-5335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09號

屏東縣

08-738-5188#313 屏東區：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97號313室

08-780-6286 潮州區：屏東縣潮州鎮中洲路165-5號

08-889-3001 恆春區：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巷15號

08-832-0044 東港區：屏東縣東港鎮興東路201號2樓

宜蘭縣 03-935-6616 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號4樓
（宜蘭縣社會福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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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聯絡電話 地址

花蓮縣 038-345628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22-2號

臺東縣 089-224818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660號

澎湖縣 06-927-4400#247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

金門縣 082-332756 金門縣金湖鎮瓊徑路35號
（金門縣社會福利館）

連江縣 0836-23884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31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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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返家協助資源                                                             

人口販運被害人送返原籍國（地）相關流程可參考執法篇第五章附件

3-5-2（頁91）。本章提供被害人原籍國駐臺機構及當地提供服務之非政府

組織，供使用者於需要時利用。

l 返國身分查證及證件補發聯絡單位

國名 館名(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馬
來
西
亞

馬來西亞友誼及
貿易中心
MALAYSIAN
FRIENDSHIP AND 
TRADE CENTRE, 
TAIPEI

電話：02-2713-2626
傳真：02-2514-9864

E-MAIL：
mwtaipei@ms34.hinet.
net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
敦化北路102號8F

南
韓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
KOREAN MISSION 
IN TAIPEI

電話：02-2758-8320
傳真：02-2757-7006

網址：www.mofat.co.kr/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基
隆路一段333號1506室

越
南

駐臺北越南經濟
文化辦事處
VIETNAM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電話：02-2516-6626
傳真：02-2504-1761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65號3樓

印
度
尼
西
亞

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
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

電話：02- 8752-6170
傳真：02- 8752-3706

E-MAIL：ieto@ms8.
hinet.net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
瑞光路550號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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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館名(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菲
律
賓

馬尼拉經濟
文化辦事處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96年7月3日起）

電話：02-2508-1719
傳真：02-2508-4045

網址：www.dfa.gov.ph/
E-MAIL：meco-
tpe@transend.com.tw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
長春路176號11樓

菲
律
賓

馬尼拉經濟文化
辦事處臺中分處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CHUNG

電話：04-2229-5901
傳真：04-2229-5900

地址：臺中市中區
中正路271號11樓

菲
律
賓

馬尼拉經濟文化
辦事處高雄
分處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KAOHSIUNG

電話：07-398-5935
07-398-5936

傳真：07-398-5929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
民族一路80號9樓之2

泰
國

泰國貿易經濟辦
事處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

電話：02-2581-1979
傳真：02-2581-8707

網址：www.mfa.go.th/
E-MAIL：tteo@ms22.
hinet.net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168號1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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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館名(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俄
羅
斯

莫斯科臺北經濟

文化合作協調

委員會駐臺北

代表處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PEI FOR THE 
MOSCOW-TAIPEI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電話：02-8780-3011
傳真：02-8780-2511

網址：www.mid.ru
E-MAIL：
mosrepof@ms19.hinet.net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信
義路五段2號15樓

蒙
古

駐臺北烏蘭巴托
貿易經濟代表處
ULAANBAATAR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 IN TAIPEI

電話：02-2722-9740
傳真：02-2722-9745

網址：www.extmin.mn/
aboutMFA.htm
E-MAIL：ubtrade.
office@msa.hinet.net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基
隆路一段333號11樓1112
室

臺
灣
、
中
國
大
陸

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電話：02-2718-7373
傳真：02-2514-9962

#4
法律服務專線：
臺北：02-2713-4726
臺中：04-22548108
高雄：07-2135245
緊急服務專線：
02-2712-9292

網址：http://www.sef.
org.tw
E-MAIL：service@sef.
org.tw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民
生東路三段156號17樓
文書驗證：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三段156號16樓
辦公時間：上午九點至
下午四點半
文書驗證馬上辦收件時
間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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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館名(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臺
灣
、
中
國
大
陸

中華民國紅十字
總會
The Red Cros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電話：02-2362-8232

網址：
http://www.redcross.org.
tw/RedCross/index.jsp
E-MAIL：
redcross@redcross.org.tw
地址：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號

l 被害人原籍國（地）非政府組織

CAMBODIA

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Cambodian 
League for the 
Promotion and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LICADHO)

Tel：855-2336-0965
Fax：855-2321-7626

Website：http://www.licadho.org/
Email：contact@licadho.org
Address：P.O. Box 499 #16, St. 
99, Sangkat Boeung Trabek Khan 
Chamkar 
Morn Phnom Penh, Cambodia

ECPAT 
Cambodia

Tel：855- 2321-3021
Fax：855- 2321-3021

Website：http://www.ecpatcambodia.
org
Email：director@ecpatcambodia.org
Address：#36B, Street 99, Sangkat 
Boeung Trabek Khan Chamcarmon 
Phnom Penh,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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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Cambodian 
Women's Crisis 
Center (CWCC)

Tel：(855-23) 987158
Fax：(855-23) 
987158

Website：http://www.cwcc.org.kh/
Email：director@cwcc.org.kh
 nsreyroth@cwcc.org.kh
Address：House #42F, Str.488, Phsar 
Doem Thkauv Chamkarmom district 
Phnom Penh, Cambodia

PHILIPPINES

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Visayan Forum 
Foundation 
Inc.

 Tel：632-709-0573
 Fax：632-421-9423

Website：http://www.visayanforum.org/
Email：visayanforum@pldtdsl.net
Address：18 12th Avenue Brgy. Socorro, 
Cuabao, Quezon City Metro Manila 1109 
Philippines

Asia ACTs 
Against Child 
Trafficking

Tel：(63-2) 9290822
Fax：(63-2) 9290820

Website：www.stopchildtrafficking.info
Email：asiaacts@pldtdsl.net
Address：Rm. 312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Center Building, Commonwealth Avenue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THAILAND

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ECPAT 
International

Tel：+66 (0) 22153388
Fax：+66 (0) 22158272

Website：http://www.ecpat.net
Email：info@ecpat.net
Address：328/1 Phaya Thai Road 
Bangkok 10400,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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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ECPAT 
Foundation

Tel：(+66) 53750167
Fax：(+66) 53750164

Website：http://www.ecpat.net/
preventionproject
Email：ecpattk@loxinfo.co.th
Address：426/22 Mooban Kokgalae, 
Tambon Rimkok Muang Chiang Rai 
57100
Thailand

Foundation 
for Women

Tel：(+66) 02-433-
5149
Fax：(+66)02-4346774

Website：http://www.womenthai.org
Email：info@womenthai.org
Address：295 Charansanitwong Soi 62 
Bang 
Plat, Bangkok 10700 Thailand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Foundation 
(CPCR)

Tel：66.2.4120738、
4121196、8641421
Fax：66.2.4129833

Website：http://www.thaichildrights.
org
Email：cpcrheadoffice@yahoo.com
Address：979 Charansanitwong 12 
Road, 
Wat Tha Phra, Bangkokyai, Bangkok 
10600 
Thailand

The Mirror 
Foundation

Tel：+66 53737412
Fax：+66 53737413

Website：http://www.mirror.or.th/
Email：mirrorartgroup@yahoo.com
Address：No.41, 9th Floor, Room 907 
Lertpanya Building Soi Lertpanya Sri 
Ayuthaya Road, Rajathewee, Bangkok
 10400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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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Women's Aid 
Organization 
(Pertubuhan 
Pertolongan 
Wanita) (WAO)

Tel：603 79575635
Fax：603 79563237

Website：http://www.wao.org.my/
Email：wao@po.jaring.my
Address：P.O. Box 493 Jalan Sultan 
4676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alaysia.

Tenaganita
(Women's Force)

Tel：+603 
26913691、26973671
Fax：+603 26913681

Website：http://www.tenaganita.net/
Email：tenaganita@yahoo.co.uk
 justice4ts@gmail.com
Address：Penthouse, Wisma MLS No. 
31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50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BURMA (MYANMAR)

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Kachin Women's 
Association 
- Thailand 
(KWAT)

Tel：+866 926876041
      +86 159 692239 092

Email：kwat@loxinfo.co.th
Address：P.O Box 415 Chiang Mai 
50000 Thailand

SINGAPORE

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es 
(HOME)

Tel：65-62975950
Fax：65-62975949

Website：http://www.home.org.sg/
Email：vip@home.org.sg
Address：320 Serangoon Road 
# 04-54 Serangoon Plaza Singapore 
21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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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團體名稱 聯絡方式 網址、E-MAIL、地址

Star Children/
Arek Lintang 
(ALIT)

Tel：+6231 5322768
Fax：+6231 5322768

Website：www.areklintang.org
Email：areklintang@sby.centrin.net.id
Address：Jl. Achmad Jai 68 Surabaya, 
60274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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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國外從事人口販運防制相關團體與單位

n 從事人口販運防制團體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CATW)

http://www.catwinternational.org

ECPAT International
http://www.ecpat.net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http://www.ilo.org
The ILO Mekong Sub-regional Project to Combat Trafficking in 
Children and Women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region/asro/bangkok/child/
trafficking/index.ht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Counter 
Trafficking

http://www.iom.int/jahia/page748.html

Stop Violence Against Women
http://www.stopvaw.org/
The Asia Foundation

http://www.asiafoundation.org 

n	 人口販運防制資源網站

Asia Regional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roject (AR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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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ipproject.org
Child Rights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www.crin.org/index.asp
Council of Europe Ac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http://www.coe.int/t/dghl/monitoring/trafficking/default_en.asp
EU ac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http://ec.europa.eu/justice_home/fsj/crime/trafficking/fsj_crime_human_
trafficking_en.htm

Human Trafficking

http://www.humantrafficking.org/
Human Trafficking Search
http://www.humantraffickingsearch.net/ 
Interpol –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http://www.interpol.int/Public/THB/default.asp
Prevent Human Trafficking Institute
http://preventhumantrafficking.org/
Trafficking In Persons
http://www.traffickinginpersons.com/ 
UN Global Initiative to Fight Human Trafficking (UN.GIFT)
http://www.ungift.org/

l The Vienna Forum to Fight Human Trafficking
http://www.ungift.org/ungift/en/vf/index.html

l Publications on Human Trafficking
http://www.ungift.org/ungift/knowledge/publ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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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ore Publications
http://www.ungift.org/ungift/knowledge/publications2.html

UN Inter-Agency Project on Human Trafficking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UNIAP)
http://www.no-trafficking.org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http://www.unicef.org/index.php
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http://www.ohchr.org/EN/Pages/WelcomePage.aspx

l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protocoltraffic.htm

l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crc.htm

l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crc-sale.htm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e to Monitor and Combat Trafficking in 
Persons
http://www.state.gov/g/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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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口販運參考文獻

有關人口販運之成因、問題之本質、構成要件及對策之分析，國內外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及學術界已有相當多的文獻可供
參考。見〈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專法之立法思考〉，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

中心「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民國96.12.26；〈我國人口販運
防制對策〉，《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十)》，民國96.12；〈國際人
口販運〉，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人口販運防治座談會論文集，民國96.5.22；
〈台日兩國人口販運防治對策之比較〉(與柯雨瑞合著)，中央警察大學國
境警察學系「國土安全與移民、海巡執法」學術研討會，民國96.6.7；高
玉泉、謝立功、王寬弘，我國人口販運與保護受害者法令國內法制化問題

之研究，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委託研究報告，民國93.11；高玉泉，
人口販運之國際規範初探，法律哲理與制度：馬漢寶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

文集，頁347-363，民國94。英文文獻，請參考Robin M. Rumpf, “The New 
Slavery: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regional Crime & Justice Research Institute's 
Global Program Against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19 N.Y. L. Sch.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pp.879-892 (2003); Sandhya Drew, “Human Trafficking: A 
Modern Form of Slavery”,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pp.481-498 
(2002) Aiko Joshi, “Symposium on Sexual Slavery: The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Girl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Sexual Exploitation”, 13 Hastings Women's 
Law Journal, pp.31-69 (2002); Kelly E. Hyland,” Protecting Human Victims of 
trafficking: An American Framework”, 16 Berkeley Women's Law Journal, pp.19-
104 (2001); Janie Chuang,” Redirecting the Debate Over Trafficking in Women: 
Definitions, Paradigms, and Contexts”, 11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pp.65-
122 (1998); Maya Raghu,” Sex Trafficking of Thai Wom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ylum Law Response”, 12 Georgia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pp.145-204 
(1997); Stephanie Farrior,”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for Prostitution: Making It Live Up to Its Potential”, 10 Harvard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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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Journal, pp.213-278 (1997); Catharine A. Mackinnon, “Symposium Issue 
Prostitution: From Academia to Activism', 1 Michigan Journal of Gender & Law, 
pp.13-41 (1993); and Dorchen Leidholdt, “Prostitution: A Violation of Women's 
Human Rights”, 1 Cardozo Women's Law Journal,  pp.133-156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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