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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邀高中女生外拍 攝影師伸狼爪》 

 小喬讀高中 1年級，長得很漂亮很像藝人。常常有男同學跟她表白，所以覺

得自己真的很有魅力。小喬在手機交友軟體認識一位自稱是模特兒的女生，兩人

在聊天室聊得很投機。女模誇她外貌出眾，邀請參加他們的外拍活動，時薪 2,500

元。小喬心想這是多好的機會啊！又可以拍漂亮的照片，又可以賺錢，於是就答

應了。女模介紹一位溫姓攝影師給小喬，他說自己是建築師，攝影是興趣，假日

喜歡外拍，也秀了很多照片給小喬看。小喬不疑有他，同時跟女模及溫姓攝影師

敲好時間，準備好去汽車旅館外拍。 

 當天，只有攝影師來，卻不見女模出現。小喬很緊張，但想到可以拍美美的

照片又可以賺錢就很開心。溫男一進入房間，就要求小喬脫衣拍一些性感照，這

時溫男趁機伸出狼爪，對小喬性侵，並將性侵過程拍下。小喬痛苦萬分，回家告

訴了母親。小喬母親向警方報案，將惡狼逮捕。原來溫男一人分飾兩角，模特兒

和攝影師都是他！ 

 

Q&A 

一、如有網友邀約，我們該注意哪些事？如何保護自己？ 

二、為了當模特兒，拍些清涼照是沒關係的嗎？ 

三、哪些場所並不安全，無論任何理由都不該去？ 

 

法律動動腦時間 

以下分成兩種情況來做討論： 

【雙方皆滿 16歲】 

一、若雙方皆滿 16歲，無刑法第 227條準強制性交罪之適用，若有違背被害人

意願之情況，則回歸到刑法強制性交罪之適用。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保護的對象是未滿 12歲之兒童和 12歲以上未

滿 18歲之少年，若今天是 18歲以上之人和 16歲以上未滿 18歲之少年為

性交或猥褻行為，若雙方有對價關係存在且無違反意願之情形，則涉及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條第 2項。 

【未滿 16歲】 

一、若雙方都是未滿 16歲之兒童或少年，一方違反他方意願發生性交，仍有刑

法強制性交罪之適用，惟須注意刑法第 18條規定未滿 14歲人之行為，不

罰。14歲以上未滿 18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並由少年法庭處理。 

二、若被害人未滿 16歲，又無違反意願的情況下發生性交行為，因為已侵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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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之身心靈健全發展，縱使雙方係你情我願，仍涉及刑法第 227條準強制

性交罪，惟須注意本條犯罪有告訴乃論之適用。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條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

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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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

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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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

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

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三、中華民國刑法第 221條(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 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

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中華民國刑法第 227條(準強制性交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六、中華民國刑法第 229-1條(告訴乃論)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或未滿十八歲之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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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七、中華民國刑法第 10條第 5項(性交定義)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

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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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遊戲》 

小奇是國小 5年級的男學生，對某一網路電玩非常沉迷，為提升等級，經常

在網路上詢問其他網友過關招數，因自己零用錢不多，所以無法購買更多點數，

讓他深感挫敗。有一天他如同以往主動在網站詢問網友破解招數，這時一名自稱

阿龍的人跟他聊了起來，兩人越聊越投機，小奇也將他欠缺點數無法晉級的困難

跟阿龍說，並問阿龍有什麼密技可分享，阿龍說要過這一關，除非點數夠否則別

無他法，小奇聽完後，心想算了等自己存夠錢再說，這時阿龍居然主動表示要送

點數給小奇，這讓小奇感到非常驚喜，欣喜之餘阿龍卻要求小奇拍下體照片傳給

他。小奇心想，反正都是男生，應該不會怎樣，於是便拿起手機，脫下褲子，拍

了照片傳給阿龍，阿龍也說話算話，馬上送了小奇許多點數。 

小奇因阿龍給的點數，等級提升好幾級，他到處向同學炫耀，同學一直央求

小奇教他們幾招，小奇突然脫口表示：「找阿龍就能升級啊！」同學不解地問：

「阿龍是何方神聖？」小奇才透露是網友阿龍給他點數升級，不過前提是要拍照

給他，眾人滿臉狐疑地詢問他，才知道是要拍下體的照片。其中一名同學聽完後，

覺得不對勁便跑去跟老師說，小奇跟阿龍的交易行為才被揭發。 

經學校說明，小奇才表示，一開始他也覺得奇怪但又說不上來，在點數誘惑

下，不加以思考就拍了照片給阿龍，更不知道這是違法行為。 

 

Q&A 

一、如果有人以金錢、遊戲點數或其他物品引誘你，要求你拍攝裸露胸部、臀

部或下體照片，你會答應嗎？ 

二、如果只是拍攝照片，而不涉及實際的觸摸或猥褻行為，有關係嗎？ 

三、假如我的臉沒有出現在裸露的照片或影片中，別人辨識不出我來，應該沒

有關係吧？ 

 

法律動動腦時間 

    小奇自拍的下體照片，雖然不一定有拍攝到臉，但因為仍屬於猥褻照片，加

上阿龍是以贈送點數為由，引誘未成年的小奇所拍攝的，故屬於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中「製造」少年猥褻圖片範疇，應討論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第 2項。 

 

參考法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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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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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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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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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路援交》 

 小雯與曉婷為未滿 16 歲之少女，某日兩人於西門町逛街，遇到長相斯文的

一位年輕男子上前搭訕。男子叫做小陳，表明自己是經紀人，詢問小雯與曉婷想

不想賺錢，小陳表示自己有管道幫少女們介紹工作，工作輕鬆薪水高，機會難得

呢! 

 小雯聽了很是心動，立刻收下了小陳的名片，曉婷則是覺得非常可疑，天底

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怎麼會有如此輕鬆而時薪這麼高的工作，小陳離開後，曉婷

要小雯再仔細想清楚，事情可能不是這麼簡單。 

 小雯沒聽進去曉婷的勸告，兩日後即前往約定地點面試，原來小陳是仲介援

交經紀人，利用手機交友軟體尋找欲進行性交之男客，然後載小雯及其他少女至

汽車旅館與男客從事性交，小陳則從中抽取介紹費。 

 曉婷發現小雯最近經常翹課，上週還買了個新的名牌包，察覺有異狀，於是

請求導師協助。導師與小雯個別談話後，致電給小雯父母告知小雯的近況。小雯

的父親非常生氣，即刻報警處理。警方持搜索票，趁小陳開車到汽車旅館接送少

女時攔查逮人。 

 

Q&A 

一、遇到陌生人向前搭訕介紹工作，小雯該跟誰討論比較好呢？ 

二、小陳利用未成年少女仲介從事性交，涉及什麼刑責呢？ 

三、嫖客付錢與未成年少女性交，可以嗎？ 

四、小雯用身體賺錢，違法嗎？ 

五、只是張貼色情廣告有違法嗎？ 

 

法律動動腦時間 

    本案中，小陳與嫖客皆違法，小陳主要涉及仲介、利用使未成年少女與他人

為性行為之刑責，嫖客與小雯雖然是合意發生性行為，但因為小雯未滿 16 歲，

嫖客可能涉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之罪，依刑法第 227 條

第 3項準強制性交罪處罰。 

    利用手機交友軟體尋找欲進行性交之男客，可能涉及到的相關法條為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40 條，惟法條構成要件為該散布之訊息必須是使兒童或

少年有遭受第 2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之虞之訊息，分別為：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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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故需視個案情況綜合判斷。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條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

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2條 

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

猥褻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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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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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40條 

以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電信、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散布、傳 

送、刊登或張貼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虞之訊息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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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 227條(準強制性交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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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利用毒品控制女友 網路男蟲遭逮》 

呆呆是名國中女生，有一次在網路交友社團中認識阿勇，兩人很快就交往了！

原本以為阿勇是個很獨立的男生，一個人在外地從事油漆工很辛苦，但是呆呆覺

得阿勇很愛她，相信只要互相扶持，一定可以度過難關，便與阿勇同居。 

    後來阿勇因油漆工作收入不穩定，又沉迷網路線上遊戲及吸食毒品，開銷甚

大，便以提供毒品之方式控制呆呆從事性交行為並抽取媒介費用，若有不從就暴

力相向或出言恐嚇。 

 有一次，呆呆又被強迫帶到汽車旅館從事性交行為，她終於忍不住向朋友求

救，朋友趕緊報警，員警逮捕阿勇並救出呆呆。呆呆也趁機向警方舉發男友為毒

品通緝犯，及指控遭受男友控制脅迫從事性交行為。 

 

Q&A 

一、在網路上交友，有什麼樣的風險呢？ 

二、朋友提供毒品吸食，第一時間呆呆該如何做？ 

三、朋友吸食或販賣毒品，呆呆該怎麼做？ 

四、被脅迫從事性交行為，應該如何尋求協助？ 

 

法律動動腦時間 

    阿勇以脅迫甚至恐嚇之手段，要求呆呆從事性交行為，並從中獲取所得供自

己吸食毒品花用，應討論刑法第 231-1 條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和刑法第

233條使未滿 16歲男女性交猥褻罪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3條，阿勇

同時亦涉及以毒品控制呆呆，應討論有無藥事法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適用。 

【認識新興毒品】 

◎ 神仙水 

做法是將提神飲料混和大陸進口的「神仙水」，拿到微波爐加熱 10秒，喝了和

吃搖頭丸有相同效果，且相較拉 K、搖頭丸的臭味和殘渣，提神飲料空瓶通常

不會引起注意。 

◎ 毒咖啡包 

以粉末的方式摻雜在咖啡包或奶茶內，以咖啡包或奶茶包的形式販售，裡面成

分多為 MDMA(搖頭丸)、FM2、神仙水的粉末結晶、K他命、安非他命。 

◎ K他命 

外觀成白色粉末，現多以摻入香菸，以捲菸的方式吸食。 

◎ 毒巧克力 

將搖頭丸摻入糖果或巧克力中，具有巧克力、糖果之外觀，讓青少年在無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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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下誤觸毒品。 

參考法條 

一、藥事法第 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

販賣而陳列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千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6條 

以強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使人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第三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第四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8條 

轉讓第一級毒品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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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讓第二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

以下罰金。 

轉讓第三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轉讓第四級毒品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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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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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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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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六、中華民國刑法第 231-1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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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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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華民國刑法 233條(使未滿 16歲男女為性交猥褻罪) 

意圖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

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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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少女的悲歌》 

    小璦 4歲就沒了父母，由阿嬤辛苦扶養長大。因為家中環境不好，阿嬤要四

處打零工貼補家用，無暇照顧小璦。小璦從小學 6年級起就經常流連網咖不回家。

網咖中有一群青少年是小璦的乾哥哥、乾姐姐，他們經常提供金錢給小璦，還會

帶著她到處吃喝玩樂。小璦對他們真是言聽計從，就算阿嬤流乾了眼淚，老師苦

口婆心的勸，依舊是改變不了小璦的翹家行為。 

    小璦升國中 1年級的那一年，乾哥哥、乾姐姐們宣稱要帶小璦去拍電影，可

以賺很多錢。到了拍攝現場，小璦才知道是要拍 A片，起先有些抗拒不太想拍，

但乾哥哥、乾姐姐們說有很多大明星都是因為拍 A片而走紅的，只要配合導演的

要求演出，也有機會成為大明星。乾哥哥、乾姐姐們也都曾經拍過 A片，不會有

事，並且明白表示小璦欠了他們很多錢，一定要賺錢償還。 

    沒想到小璦點頭同意拍攝後，竟成了真人實境秀中的演出人物。原來導演透

過網路直播方式，將小璦與男演員的性交行為真實呈現給網站收費會員觀賞，趁

機謀取利益，小璦成了最可憐的受害者。 

 

Q&A 

一、小璦同意拍攝 A片，所以導演並沒有法律上的刑責嗎？ 

二、加入色情網站觀賞小璦 A片的會員，並不是拍片者，要不要負法律責任？ 

三、朋友免費提供吃喝玩樂，是真心對我好嗎？ 

四、小璦知道要拍攝 A片時可以怎樣拒絕、逃離？ 

五、付費觀賞未成年男女的猥褻表演，有觸犯法律嗎？ 

 

法律動動腦時間 

一、導演之法律責任 

導演拍攝小璦與男演員的性行為畫面並且提供有付費的不特定多數人觀

賞，應討論刑法第 233和第 235條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5條和

第 36條，這部分是針對拍攝行為及供人觀覽等行為所訂之法條規範，且導

演有營利意圖，加重刑責之部分亦應注意。 

而導演與版主共同架設網站直播實境秀，兩人可能成立共犯關係。 

二、付費會員之法律責任 

付費觀賞之人恐涉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44條，得處以罰鍰。 

三、男演員之法律責任 

小璦未滿 16歲，男演員可能構成刑法第 227條準強制性交猥褻罪。 

四、乾哥哥乾姊姊之法律責任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2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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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哥哥乾姊姊們涉及媒介性交並拍攝猥褻、性交影片等犯罪，係少年共犯

之關係，應交由少年法庭調查。但他們仍然是青少年，同樣是存在有受到

性剝削的狀態，所以亦是兒童及青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欲保護之對象。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5條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利用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性交、

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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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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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四、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44條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2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2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2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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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覽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而支付對價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 

五、中華民國刑法第 227條(準強制性交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六、中華民國刑法第 233條 

意圖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

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萬元以下

罰金。 

七、中華民國刑法第 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

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

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

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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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布照片當心觸法》 

 小希與小蘿莉是男女朋友，小希於交往期間，得到女友之同意，用手機拍攝

兩人性愛照片作為收藏，欲留作紀念之用。 

 交往三年多以後兩人發生爭吵，小蘿莉遂提出分手之要求，小希因而心生不

滿，利用電腦設備，透過網際網路連結至臉書，未經小蘿莉同意，輸入先前小蘿

莉所告知之帳號、密碼，擅自登入其所申設之臉書相簿，將小蘿莉未滿 18 歲時

由小希所拍攝裸露小蘿莉胸部、私處或與之性交等手機照片數張上傳至相簿，供

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自由點閱、觀覽。 

    後來小蘿莉的同學上網瀏覽小蘿莉之臉書相簿時，赫見許多不堪入目的照片，

立即電話通知，小蘿莉趕緊加以刪除並報警處理。 

 

Q&A 

一、談戀愛時，男友要求拍攝裸照及性愛照片，不想失去他，就該答應嗎?有什

麼風險呢? 

二、小希將未成年時雙方交往所拍攝的裸露及性愛照片放上網路，是否涉及刑

責？下載這些照片的人是否涉及刑責？ 

三、男友要求給他帳號密碼，該答應嗎？ 

 

法律動動腦時間 

    侵入他人電腦帳號，涉及到刑法電腦犯罪罪章，另外散布猥褻照片之部分，

本案小希所上傳的照片是小蘿莉未滿 18 歲時由小希所拍攝之裸照及性愛照片，

應討論刑法散布猥褻物品罪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第 38條。 

    個人的帳號密碼，往往涉及身分證號碼、住址…等與個人極度密切之資料，

具有特定個人識別性，應小心保管，勿隨意將資料告知他人。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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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

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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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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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9條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一次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其物

品不問屬於持有人與否，沒入之。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二次以上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 358條（入侵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罪）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

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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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情侶恐嚇》 

    小惠於暑假期間沉迷網路，在社群軟體上認識郭男，進而開始交往成為男女

朋友。郭男知道小惠只有 15 歲，常常獨自在家，非常渴望有人陪伴，所以多次

邀請小惠一起出遊，或是載她到自己住處打電動。兩人於交往期間曾多次在郭男

住處發生猥褻或性行為，並拍攝性交過程及多張裸體照。 

    郭男有酗酒習慣，經常於酒後口出惡言並暴力相向。小惠忍無可忍，終於以

LINE傳訊息給郭男表示欲分手。不甘心的郭男向小惠表示：「若敢分手離開我，

我會把我們的親熱性愛照及影像放上網路公開，還會將裸照散布到學校，等著瞧

吧！」甚至還威脅小惠要與她同歸於盡。 

    非常恐懼的小惠掙扎許久，雖然羞愧但最後還是決定向父母求助，爸媽隨即

報警處理，在警察叔叔的循線追查下，終於將郭男繩之以法。 

 

Q&A 

一、郭男明知道小惠未成年，仍對小惠性交及猥褻，並認為雙方是你情我願，

所以不構成犯罪，真是如此嗎？ 

二、郭男以散布性愛照片及影像對小惠進行威脅，是情人間的吵架，還是已觸

犯法律？ 

三、郭男將性愛照片及影像上傳到網路供人觀賞，是他自己的拍攝權，還是違

反法律規定？ 

四、情侶交往過程難免親密，是否完全不必保留任何隱私？ 

五、像小惠這樣遇到了羞愧難以啟齒的問題，你該如何求助？ 

 

法律動動腦時間 

一、法律為了保護青少年之身心健全，規定只要未滿 16歲，即有刑法第 227條

之適用，只要符合刑法第 227條所定之年齡，即便雙方合意為性交或猥褻

行為，仍認定有造成青少年身心健康之侵害，本案例中小惠為 14歲以上未

滿 16歲之青少年，郭男可能成立刑法準強制性交猥褻罪。 

二、郭男拍攝及製作裸照、影片並意圖散布、威脅之行為，可能涉及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第 1項。再者，案例中郭男以性愛照片作為威

脅，要求小惠不得與其分手否則將散布小惠的裸照，此種針對名譽的恐嚇

已造成小惠的畏懼，亦可能成立刑法 305條恐嚇危安罪。 

三、情侶間不論男女，如果受到他方暴力、恐嚇之對待，應勇敢求助切勿隱

忍，以避免造成長期創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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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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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

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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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

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

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3-1條 

被害人年滿十六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侣施以身體或精神

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準用第九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第四款、第九款至第十三款、第三項、第四項、第十五條至第二十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五款、第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二十

八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之一、第五十二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

及第六十一條之規定。 

前項所稱親密關係伴侶，指雙方以情感或性行為為基礎，發展親密之社會互

動關係。 

三、中華民國刑法第 227條(準強制性交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對

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 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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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11歲的漢克，看到新聞報導富二代偷拍女高中生裸照、A片的事件，在好奇

心驅使下，他利用 P2P軟體 eMule下載相關照片和影片來看，並轉貼、分享給同

學觀賞。 

    小炳收到檔案後也轉傳給其他同學，有女同學收到相關影片後覺得不妥，便

告訴老師，於是漢克和小炳便被叫到學務處，原本兩人還不知錯在哪裡，經老師

告知相關法律，兩人才知道這是錯誤的行為。 

 

Q&A 

一、漢克如果只是上網觀看色情影片，有無違法？ 

二、P2P軟體只是下載別人分享的檔案嗎？利用 P2P軟體下載或分享色情影

片，並不是張貼在網路社群，沒有違法？ 

三、小炳只是轉傳同學分享的色情影片，又不是在網路上公開散播，有錯嗎？ 

四、無正當理由持有他人轉傳之兒少色情影片，可以嗎？ 

 

法律動動腦時間 

【什麼是 P2P軟體？】 

    P2P、Peer to Peer，通稱為點對點通訊傳輸工具。傳統 HTTP/FTP傳送檔案

方式，採取用戶與主機的通訊模式(Client-Server Mode)，而 P2P檔案傳送，採

取用戶與用戶的通訊模式。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自由的檔案交流機制，執行 P2P軟體的電腦可以抓取其

他執行 P2P軟體的電腦中的檔案，同時也提供自己的檔案給別人抓取。也就是說

當你開啟了 P2P程式，不用經過同意你就可以抓取别人電腦中的分享檔案，同樣

的別人也不用你同意就可自由抓取你的電腦的分享檔案。很多青少年使用 P2P軟

體下載盜版的音樂檔案、色情圖片、A片…等，可能在自己不自覺的情況下，就

把檔案再次分享與其他人，因而觸法。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

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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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9條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一次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其物品不

問屬於持有人與否，沒入之。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二次以上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三、中華民國刑法第 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

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

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

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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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Home Party 的誘惑》 

    國中 2年級少女芳芳，網路交友複雜，常翹課。一日在街頭行為失控，語無

倫次，神情恍惚，被警方帶回，驗尿明顯有嗑藥跡象。原來她透過網路認識楊姓

女子，遭楊女哥哥誘喝摻毒咖啡並性侵。 

    楊女哥哥（21歲）曾以毒品誘姦未成年少女。看到妹妹剛認識的網友芳芳年

輕貌美，愛追求刺激，色心又起。以到豪華別墅參加免費 Home Party 為誘餌，

詢問芳芳願不願意跟他去。芳芳對刺激的舞會很好奇，便答應前往。 

    沒想到芳芳的咖啡中被加入藥物，致使芳芳產生幻覺，竟糊裡糊塗的和楊女

哥哥發生性關係。從此，芳芳淪落毒品的控制，無法自拔。原來那是「毒咖啡」

啊！ 

    芳芳毒癮越來越嚴重，完全被楊女哥哥控制，想使用毒品必須用身體交換。

芳芳常常陷入迷幻，導致健康惡化。警方根據密報前往楊女哥哥的住處搜索，在

他的轎車裡查獲多種毒品，他坦承持有並提供少女吸食，但辯稱是免費提供，又

不是收錢販賣，和少女發生性關係也是兩情相悅。警察仍依法將楊女哥哥移送法

辦。 

 

Q&A 

一、楊女哥哥是免費提供毒品嗎？免費提供毒品供人吸食不觸犯刑罰嗎？ 

二、芳芳是自願與楊女哥哥去別墅，所以楊女哥哥與她發生性行為並沒有觸犯

法律嗎? 

三、追求刺激是青少年的樂趣，有人免費提供機會為甚麼要拒絕?  

四、如果被誘，誤食（吸）毒品，該怎麼求助? 

 

法律動動腦時間 

楊女哥哥之刑責 

一、若法院認定楊女哥哥以欺瞞方法使人施用毒品之犯意，利用毒品控制芳芳

使芳芳為違背意願之性交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 222條加重強制性交罪或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3條。 

二、再者，楊女哥哥以欺瞞的方式誘使芳芳施用毒品進而受到自己的控制，亦

可能構成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6條，應注意第 9條有加重之規定。 

 

參考法條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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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使人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第三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第四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8條 

轉讓第一級毒品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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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讓第二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

以下罰金。 

轉讓第三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轉讓第四級毒品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9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犯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 

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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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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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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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六、中華民國刑法 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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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七、中華民國刑法 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八、中華民國刑法 227條(準強制性交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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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打工陷阱多》 

    莉莉是剛畢業的國中生，喜歡唱歌跳舞，希望自己將來可以成為藝人！某日

她在臉書裡看到經紀公司的徵人廣告，工作內容就是唱歌跳舞，而且還可以當日

領現金。莉莉心想這正符合自己的興趣，又可以賺零用錢，而且說不定有朝一日

真的可以成為藝人呢！ 

 到了經紀公司，一位打扮火辣的主管-小美，向她說明工作內容並要求簽下

契約及本票，以便購買服裝。後來莉莉被帶到酒店要求穿著清涼陪唱、陪酒坐檯。

這時她才發現工作並非自己所想，但公司說要退出得先賠三萬元的制服費及五十

萬違約金。莉莉還沒賺錢已先欠不少錢了。因無力償還又加上小美告訴她這樣的

工作輕鬆又簡單，薪水很高。於是莉莉禁不起金錢的誘惑，繼續從事坐檯陪酒的

工作。 

 莉莉見另一位法拉利姐收入很高，經詢問得知，她接受客人帶出場從事性交

行為，為了更快還清債務，於是莉莉也開始從事相同行為。 

 一天，警方接獲檢舉，破獲以小美為首的傳播妹集團。警方搜索小美住處，

搜出電腦、帳冊及少女的名冊。這些少女及莉莉被傳喚到警局時還不時嬉鬧，不

認為自己所為有錯。當警方告知已觸犯法律，這些少女才知道「代誌」大條了。 

 

Q&A 

一、莉莉與小美簽的工作合約是有法律效力的嗎？ 

二、雖然穿著清涼暴露，但只有單純陪客人喝酒唱歌、跳舞，會違法嗎？ 

三、薪水很高，賺錢又輕鬆，為何不能從事酒店陪酒坐檯工作？ 

四、尋找工作時，可以請哪些人給予意見及幫助呢？ 

 

法律動動腦時間: 

一、契約效力之部分 

莉莉未滿 20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莉莉簽下工作契約如未得莉莉父母之同

意，契約是效力未定的狀態。然其內容因涉及坐檯陪酒等相關工作規範，

恐已違反公序良俗，契約應屬無效。 

二、小美的部分 

小美有引誘、招募、容留、媒介的行為，使莉莉及其他多位未成年少女至

酒店從事唱歌跳舞等陪酒工作，涉及到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條。 

【實務見解對於「猥褻」的定義】有三要件： 

一、主觀上滿足性慾 

二、客觀上造成性自主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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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身體接觸 

 

參考法條 

一、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2條 

意圖營利，以強暴、威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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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15條 

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援被害人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

被害人交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前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人

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能，經列為保護個案者，為下列處置： 

(一)通知父母、監護人或親屬帶回，並為適當之保護及教養。 

(二)送交適當場所緊急安置、保護及提供服務。 

(三)其他必要之保護及協助。 

前項被害人未列為保護個案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其需求，轉

介相關服務資源協助。 

前二項規定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報告、自行發現或被害人自行

求助者，亦同。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2條 

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

猥褻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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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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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四、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45條 

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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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移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業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利用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

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

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處三年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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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好心的房東》 

我叫小瑜，今年 17 歲，獨自一人到基隆求學，搭車時認識了 63 歲的林叔

叔。林叔叔提議我跟他分租房間，每個月只要 2,500元還包水電，因租金便宜，

也可省去找屋的麻煩，我便答應了。 

林叔叔對我很好，常送東西給我。但是半年後，有次我們一起看電視時，林

叔叔問我：「可不可以讓叔叔照顧妳，好好愛妳，每次給妳 2,000 元當酬勞，而

且房租、三餐和水電錢全免？」。 

我嚇了一跳，但是因為叔叔平日對我很好，也沒有不軌行為，為了賺取房租

跟零用錢，我跟他簽定契約：只要讓他撫摸並舔舐脖子以下所有部位，包含胸部

與下體，但不親嘴、不發生性行為，每次最多不能超過 30 分鐘，合約為期 3 個

月。 

後來 3個月內兩人總共「親熱」了 6次。有天林叔叔趁我熟睡時，拿備用鑰

匙開門，摀住我的嘴巴意圖不軌，我一直反抗，他大聲罵：「要報警就報警，我

今天就是要上！」我猛力將林叔叔推開，衝了出去，直奔附近的便利商店，請求

協助報警。呼！我差點就失身了！或許還會沒命呢！ 

 

Q&A 

一、雖然認識不深，只要他對我好我就可以相信他嗎？ 

二、想要賺點零用錢，只是給人家撫摸，就沒關係嗎？  

三、身體是我自己的，所以我可以跟別人簽訂撫摸身體的契約，可以

嗎? 

四、雖然文中小瑜和林叔叔已經簽訂了契約，但林叔叔仍觸犯什麼法

呢? 

 

法律動動腦時間 

一、契約的效力 

因為小瑜未滿 20歲，在民法上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契約效力依照民法 79條

是效力未定的狀態。再者，依照契約自由原則，原則上當事人擁有極大的締

約決定權，但是若是涉及到違背公序良俗的內容，依照民法 72 條，契約直

接無效，本案中的性愛契約內容即違背善良風俗，契約無效。 

二、刑事責任部分 

(一)房東對小瑜做出猥褻行為，未違反小瑜的意願，所以應討論刑法 227

條第 4項，此條文的立法目的在於保護青少年身心靈之發展健全，但本

案例中小瑜已滿 17歲，刑法 227條無適用空間，本案一開始之猥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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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亦非違背小瑜的意願，不構成強制猥褻罪，但仍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第 31條第 2項之適用可能。 

(二)後來，房東侵入小瑜租屋處，意圖為強制性交，但最後沒有得手，應

討論強制性交未遂犯，而且，房東拿備用鑰匙進入房客房間，可能構成

刑法 306條侵入住居罪，最終房東可能須面臨加重強制性交未遂及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3條之追訴。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條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

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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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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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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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三、民法 72 條 

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 

四、民法 79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

之承認，始生效力。 

五、中華民國刑法第 221條(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六、中華民國刑法第 222條(加重強制性交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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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七、中華民國刑法第 306條(侵入住居罪)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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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枯萎的花》 

阿美讀國中 2年級的時候，父親經商失敗，欠地下錢莊千萬債務，憂慮勞累，

爆肝死亡。母親身兼數職，做清潔幫傭，也只夠勉強餬口，但債主仍三天兩頭恐

嚇催討。阿美很害怕，不知如何減輕母親的負擔才好。 

債主王霸看到阿美臉蛋漂亮，身材姣好，便強押阿美到摸摸茶室上班還債。

阿美縱使百般不願，但一想到王霸兇惡的嘴臉，以及母親的辛勞，只好答應王霸。 

上班的第一天，阿美就被迫穿著性感薄紗，陪一群四五十歲的男人喝酒聊天，

有人對阿美毛手毛腳、摸胸摸臀，甚至要求她脫衣陪舞時，其他人就在一旁觀賞

拍手叫好。阿美若稍作反抗，便會被打罵，真是身心俱疲，不堪負荷。 

半年多後，終於警察接獲通報，查獲此色情營業場。將負責人及王霸等人繩

之以法，阿美和其他十多位少女終於脫離苦海。 

 

Q&A 

一、王霸強押阿美進行色情工作，是否犯法？ 

二、朋友找我去坐檯陪酒的酒店並付錢找小姐給我，還硬要我帶出場發生性行

為，我該如何拒絕？ 

三、為了高價收入脫衣陪酒，值得嗎？ 

 

法律動動腦時間 

本案例中到色情場所陪侍有無違反阿美的意願，有討論空間，可能涉及到強

暴、脅迫，甚至是監控等行為態樣，本案色情場所負責人不論以何種形式對兒童

或少年進行性迫害行為，如：脫衣陪舞，把兒少當作商品買賣、質押人口…等，

均屬對兒少的性剝削行為，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3、34條之適用。 

王霸的部分，行為態樣主要涉及到媒介、招募使未滿 16 歲的小美為有對價

關係的性交猥褻，應依相關法條論處。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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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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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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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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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4條 

意圖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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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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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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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45條 

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移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業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利用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

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處三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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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魔手》 

阿豪與阿力從小住同社區，就讀同一所國小，畢業後一起進入學區內國中就

讀，兩人從小對課業即不感興趣，因家庭無約束而經常在社區到處遊蕩，升上國

中後，很快與幾個一樣無心課業的學長混在一起玩樂，在 2年級學長阿嘉的帶領

下，兩人認識了剛搬到同社區公寓大樓一名聲稱是攝影師的大哥大衛，下課後或

假日時，他們經常窩在大衛住處打電玩、看電視或聊天等，大衛提供他們各式需

求，時間一久，阿豪、阿力和阿嘉 3人甚至開始留宿，與大衛也越來越熟悉，因

此經常在玩鬧中有些身體碰觸，大衛甚至以拍照之名義，要求 3人脫衣褲拍照，

有時大衛自己也會入鏡，在鏡頭前撫摸 3人身體，一開始阿豪覺得怪怪的想要拒

絕，但在阿力及阿嘉極力遊說下，加上大偉更進一步以金錢誘惑，也就繼續這樣

玩，他們心想：「只有被摸，又不會怎樣？」 

3人經常在下課時間跟同學分享，在大衛那裡有吃有喝又有錢拿等等，阿力

的導師也發現阿力最近經常會去碰觸同學身體，造成班上同學一一躲避他，導師

詢問後發現事態嚴重，經過學校全盤了解，發現 3人長期遭受大衛猥褻且獲得金

錢，疑似違反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因此依規進行通報，在警政、社政

合作下，大衛遭移送法辦，社區終於回到過去的安寧。 

 

Q&A 

一、如果朋友的邀約讓我感覺不舒服，我應該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答應，還是應

該勇敢的拒絕呢？ 

二、因為是熟人，而且只是被摸和被拍照，只要對方不把照片散布出去，應該

沒關係吧？ 

三、因為朋友免費提供我吃住和金錢，所以我犧牲一下自己的身體和肖像權，

應該還好吧？ 

 

法律動動腦時間 

阿豪、阿力和阿嘉 3人皆為未滿 16歲的國中生，大衛以金錢和食物等誘因，

誘惑他們拍攝裸照，甚至猥褻他們，足見彼此存有對價關係，因此依據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條，大衛需以刑法第 227條之規定處罰之。 

至於導師的通報，則是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7條中所規範的教育

人員通報職責，一旦發現兒童及少年疑似遭受性剝削，便應進行法定通報及校安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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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7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移民管理人員、移民業務

機構從業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警察、司法人員、觀光業從業人員、

電子遊戲場業從業人員、資訊休閒業從業人員、就業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

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有本條例應保護之兒童或少年，或知有第四

章之犯罪嫌疑人，應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第五條所定機關

或人員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條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

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2條 

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

或猥褻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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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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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四、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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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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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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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五、中華民國刑法第 227 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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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鄰居的誘惑》 

小玲是小學 4年級的小女生，父母離婚後跟著爸爸生活，由於爸爸總是忙於

工作，很晚才能回到家。小玲放學回家，經常一放下書包就到社區裡閒晃，鄰居

的叔叔、伯伯很多人都認識她，偶爾還會留在某個鄰居家吃飯。 

有一天，隔壁巷子的王伯伯招呼小玲到家裡玩，給了許多零食和飲料，還陪

小玲寫功課、聊天，小玲心裡覺得王伯伯真是個大好人。只要一有空，小玲就往

王伯伯家裡跑。因為王伯伯的家人都不在身邊，只有自己獨居，小玲更覺得自由

自在，和王伯伯越來越熟。 

後來王伯伯也給小玲錢，但是每次給 100元就要抱一抱，王伯伯還會將手伸

進衣服中撫摸她的身體。小玲剛開始覺得很奇怪，有點怕怕的，但是想想，王伯

伯對她很好，摸一下也沒關係，而且王伯伯說不要告訴別人，不然就不能來玩了，

所以小玲從未對別人提起，包括爸爸。直到同學美心發現小玲經常帶不少的零用

錢到校，書包裡也多了好多昂貴的文具用品，向導師報告。經導師詢問小玲爸爸，

才追查出事實真相，並且由父親報警偵辦。 

 

Q&A 

一、對我好，又是認識熟悉的親戚朋友，所以不必太過緊張保護自己嗎？ 

二、王伯伯給小玲錢，只有擁抱與撫摸身體，又沒做其他傷害小玲的事，所以

沒關係嗎？ 

三、小玲是自願給王伯伯擁抱撫摸身體，所以王伯伯沒有犯法嗎？ 

四、同學有奇怪的狀況，到底要不要雞婆的向老師打小報告呢？ 

 

法律動動腦時間 

小玲是小學 4 年級的學生，未滿 14 歲，鄰居王伯伯每次摸她的身體都會給

小玲零用錢，雙方似乎有對價關係存在，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 條

第 1 項對未滿 16 歲之人為有對價之猥褻行為，依刑法之規定處罰，本案應回到

刑法 227條 2項準強制猥褻罪之討論。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7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移民管理人員、移民業

務機構從業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警察、司法人員、觀光業從業人

員、電子遊戲場業從業人員、資訊休閒業從業人員、就業服務人員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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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有本條例應保護之兒童或少年，或

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人，應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第五條

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1條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

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 

三、中華民國刑法 227條(準強制性交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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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我要紅》 

小敏是一位熱愛唱歌、跳舞的高中女學生，個性活潑大方，又愛搞笑，因此

很受同儕歡迎，自己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從事表演工作。於是，在朋友牽線下，她

加入網路直播行列，於網路上大秀舞技及唱歌，其活潑的表演方式很快吸引許多

網友的關注，甚至獲得打賞，她在直播工作的高人氣，讓原只有表演舞台的小敏

激起更多的企圖心，她從網友的打賞中嚐到快速獲取金錢的滿足感，因此為了維

持高人氣及高收入，小敏在直播中盡可能滿足網友的要求，表演極盡誇張，偏離

原本單純唱歌跳舞的本質漸遠，這也是她深陷危機的開始。 

小敏的直播表演維持一段高人氣時光，後來網友漸感了無新意，她人氣逐漸

下滑，也讓她深感失落。朋友們建議小敏，表演要「辣」一些，這樣收視才會高，

於是她的穿著越來越暴露，也跳起具有性暗示的艷舞，沒想到這一招竟然奏效，

直播的收視再度起死回生，打賞的網友也快速累積，小敏欣喜不已，為了維持不

墜的人氣及收入，小敏的表演似乎越放越開了。 

直播中有一位死忠網友阿雄，給小敏的打賞一向大方，因此小敏對於他深具

好感，兩人日漸熟悉後，經常互相私訊，某次阿雄私訊小敏，表示自己如此死忠

且掏心掏肺地給予賞金，要求小敏放送特別的辣照給他，才願意繼續支持，小敏

拗不過阿雄溫柔又多金的攻勢，於是上傳了好幾張私密照給他，原本以為照片只

是兩人之間擁有，哪知阿雄竟將照片散布給其他網友，透過朋友的告知，小敏才

知自己的私密照已流傳在各大色情網站了。 

最後小敏在家人的陪同下至警察局報案，在社工人員的介入處理後，才了解

自己的行為已觸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深感錯愕及愧疚，原本只是

單純希望有人欣賞自己的才華，卻因為貪圖金錢而觸犯法律。 

 

Q&A 

一、為了提高直播的收視率，在鏡頭前穿著清涼，表演火辣，反正沒有被人實

際猥褻或傷害，應該沒有關係吧？ 

二、如果死忠網友或熟客以金錢要求我提供特別服務，否則就不再繼續「斗

內」我，我應該怎麼做呢？ 

三、作為直播平台的負責人，旗下直播主若涉及散布不雅或猥褻照片，我會有

法律刑責嗎？ 

 

法律動動腦時間 

阿雄先以慷慨打賞的方式，吸引小敏的注意，接著又以撤銷金錢支持的說詞

引誘未成年的小敏拍攝私密照片；雖然照片是小敏自行拍攝的，但小敏的行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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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害怕阿雄不再給予金錢和情感支持，故阿雄此舉已觸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 36 條，意圖引誘兒少製造猥褻行為之照片。此外，不論阿雄將小敏的

私密照私下存檔或散布給他人，都犯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8條及 39

條，持有或散布兒少猥褻照片，皆須罰款、判刑或接受輔導教育。而身為直播平

台的負責人，如果發現平台中有未成年兒少的猥褻或性交圖畫、照片或影片等，

必須及時撤銷，否則也有觸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8條之虞。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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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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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9條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一次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其物

品不問屬於持有人與否，沒入之。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二次以上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38 
 

《拾陸、代價》 

小莉是一名國小 5年級女學生，由於從小與媽媽相依為命，較少機會與外界

接觸，再加上本身個性內向退縮，因此在人際互動方面顯得被動，在班上並無要

好朋友，下課時經常一個人呆坐教室，看著同學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她卻始終

無法融入同儕的互動。 

某天下課，她聽到班上許多同學聚在一起熱烈談論某個網路遊戲有趣好玩，

而且可以在遊戲中認識很多人，這段談話引起小莉的興趣及好奇，當天放學回到

家後，即迫不及待拿起手機上網搜尋這款遊戲，果不其然線上正熱烈對戰中，小

莉觀望後加入其中一隊，加入後同隊網友給予熱情的招呼，其中一名網友更親切

地指導遊戲如何玩及提供一些遊戲策略，小莉對於這樣的友誼感到欣喜，因此對

於這名主動示好的網友深有好感，現實生活欠缺的人際互動需求即時獲得滿足。 

這名網友叫阿龍，自稱 22 歲，職業為電玩高手，阿龍經常私訊小莉給予關

心，兩人時常在臉書上聊天，這更加深小莉對這份情感的珍惜，漸漸地兩人在臉

書的談話內容除了阿龍對小莉遊戲指導及問候關心外，也開始有些不同要求，例

如問小莉胸部發育了沒、有沒有看過 A片…等性話題，小莉雖然覺得阿龍問這些

話令人害羞，但是擔心不回答的話，阿龍會生氣，可能以後就不理她了，於是有

問必答。而阿龍的性探詢則越來越深入，某次阿龍問小莉會不會自慰，小莉如同

往常雖感不妥，但也無法拒絕，因此回答不會，阿龍立即傳一段影片要求小莉照

做，並錄下來傳送給他，要不然以後就不理她了，小莉害怕失去阿龍的關愛，因

此依其要求錄製影片傳給阿龍。 

影片傳給阿龍後，隔天到學校上課，班上及隔壁班許多同學看到她都一直竊

竊私語及偷笑，小莉雖感到奇怪也沒多問，某節下課有位男同學跑過來跟她說：

「妳好敢喔！拍這樣的影片，我已經跟老師說了。」小莉原本不清楚這位男同學

的意思，直至導師把她叫過來詢問，小莉才恍然明白自己傳給阿龍的影片，已遭

他傳給網路遊戲群組的人，所以許多同學收到小莉的自拍影片，這失控的場面小

莉已無法想像，原本單純地以為阿龍是真心關愛她的朋友，哪知遭他利用，並將

這不雅影片到處散布。 

 

Q&A 

一、當網友提出的要求讓你覺得怪怪的，甚至不太舒服時，你可以跟誰討論或

求救呢？ 

二、如果想要融入和同學的互動或是認識新朋友，除了加入網路遊戲之外，還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呢？ 

三、雖然是小莉自己先將自慰影片傳給阿龍，阿龍才轉傳給別人的，這樣阿龍

有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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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動動腦時間 

阿龍利用小莉對自己的好感，要求小莉拍攝自慰行為之影片，又將影片散布

到遊戲群組，已經觸犯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38及 39條，引誘、

持有和散布兒少猥褻行為之影片。如果遊戲群組中的其他人，又將小莉的自慰影

片轉傳給他人，同樣也會觸犯第 38 條。因此，見到疑似兒少性交或猥褻的色情

影片，最好的做法是趕快報警，並將影片和散布人資料提供給警方查證，才能降

低兒少性剝削的犯罪發生率。  

 

參考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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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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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9條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一次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其物

品不問屬於持有人與否，沒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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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二次以上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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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7年 01月 03日 

生效狀態：※本條例 107年 01月 03日修正公布第 2、7、8、15、19、21、

23、30、44、45、49、51條條文；107年 7月 1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1條 

  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 

  條例。 

 

第 2條 

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 

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 

 

第 3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應獨立編列預算，並置專職人員辦理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業務。 

 內政、法務、教育、國防、文化、經濟、勞動、交通及通訊傳播等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涉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業務時，應全力配合並辦理防制教 

 育宣導。 

 主管機關應會同前項相關機關定期公布並檢討教育宣導、救援及保護、加害 

 者處罰、安置及服務等工作成效。 

 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代表，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政策。 

 前項學者、專家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任一性別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 4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辦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教育課程或教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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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前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教育課程或教育宣導內容如下： 

 一、性不得作為交易對象之宣導。 

 二、性剝削犯罪之認識。 

 三、遭受性剝削之處境。 

 四、網路安全及正確使用網路之知識。 

 五、其他有關性剝削防制事項。 

 

第二章 救援及保護 

第 5條 

 中央法務主管機關及內政主管機關應指定所屬機關專責指揮督導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警察機關辦理有關本條例犯罪偵查工作；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及 

 警察機關應指定經專業訓練之專責人員辦理本條例事件。 

 

第 6條 

 為預防兒童及少年遭受性剝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脫離家庭 

 之兒童及少年應提供緊急庇護、諮詢、關懷、連繫或其他必要服務。 

 

第 7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移民管理人員、移民業 

 務機構從業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警察、司法人員、觀光業從業人 

 員、電子遊戲場業從業人員、資訊休閒業從業人員、就業服務人員及其他 

 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有本條例應保護之兒童或少年，或 

 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人，應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第五 

 條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第 8條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過網 

 路內容防護機構、其他機關、主管機關而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情事，應 

 先行移除該資訊，並通知警察機關且保留相關資料至少九十天，提供司法 

 及警察機關調查。 

 前項相關資料至少應包括本條例第四章犯罪網頁資料、嫌疑人之個人資料 

 及網路使用紀錄。 

 

第 9條 

 警察及司法人員於調查、偵查或審判時，詢（訊）問被害人，應通知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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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社會工作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被害人於前項案件偵查、審判中，已經合法訊問，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 

 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 

 

第 10條 

 被害人於偵查或審理中受詢（訊）問或詰問時，其法定代理人、直系或三 

 親等內旁系血親、配偶、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會工 

 作人員得陪同在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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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所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不適用 

 之。 

 

第 11條 

 性剝削案件之證人、被害人、檢舉人、告發人或告訴人，除依本條例規定 

 保護外，經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者，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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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條 

 偵查及審理中訊問兒童或少年時，應注意其人身安全，並提供確保其安全 

 之環境與措施，必要時，應採取適當隔離方式為之，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於法庭外為之。 

 於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 

 

第 13條 

 兒童或少年於審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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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一、因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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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 

 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行政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被害人身 

 分之資訊。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一項被害人之姓 

 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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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安置及服務 

 

第 15條 

 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援被害人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 

 將被害人交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前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 

 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能，經列為保護個案者，為下列處置： 

 一、通知父母、監護人或親屬帶回，並為適當之保護及教養。 

 二、送交適當場所緊急安置、保護及提供服務。 

 三、其他必要之保護及協助。 

 前項被害人未列為保護個案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其需求， 

 轉介相關服務資源協助。 

 前二項規定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報告、自行發現或被害人自 

 行求助者，亦同。 

 

第 16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置被害人，應於安置起七十二小 

 時內，評估有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經評估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 

 ，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 

 應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 

 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認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害 

 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其他適 

 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安置期間，法院得依職權或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被害人、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安置，並交由被害人之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及教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收到第二項裁定前，得繼續安置。 

 

第 17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七十二小時，自依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緊急安置被 

 害人之時起，即時起算。但下列時間不予計入： 

 一、在途護送時間。 

 二、交通障礙時間。 

 三、依其他法律規定致無法就是否有安置必要進行評估之時間。 

 四、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生之遲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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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被害人安置後四十五日內，向法院提出審 

 前報告，並聲請法院裁定。審前報告如有不完備者，法院得命於七日內補 

 正。 

 前項審前報告應包括安置評估及處遇方式之建議，其報告內容、項目及格 

 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條 

 法院依前條之聲請，於相關事證調查完竣後七日內對被害人為下列裁定： 

 一、認無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並交付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 

     其為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澳門居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亦同。 

 二、認有安置之必要者，應裁定安置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設 

     立或委託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中途學校或其他適當之 

     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二年。 

 三、其他適當之處遇方式。 

   前項第一款後段不付安置之被害人，於遣返前，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續予輔導，移民主管機關應儘速安排遣 

   返事宜，並安全遣返。 

 

第 20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察官、父母、監護人、被害人或其他適當 

 之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起抗告。 

 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 

 抗告期間，不停止原裁定之執行。 

 

第 21條 

 被害人經依第十九條安置後，主管機關應每三個月進行評估。經評估無繼 

 續安置、有變更安置處所或為其他更適當處遇方式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 

 為停止安置、變更處所或其他適當處遇之裁定。 

 經法院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裁定安置期滿前，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應於安置期滿四十五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 

 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其每次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一年。但以延長 

 至被害人年滿二十歲為止。 

 被害人於安置期間年滿十八歲，經評估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得繼續安置 

 至期滿或年滿二十歲。 

 因免除、不付或停止安置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該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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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家庭預為必要之返家準備。 

 

第 22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應聯合協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設置安置被害人之中途學校。 

 中途學校之設立，準用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規定辦理；中途 

 學校之員額編制準則，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途學校應聘請社會工作、心理、輔導及教育等專業人員，並結合民間資 

 源，提供選替教育及輔導。 

 中途學校學生之學籍應分散設於普通學校，畢業證書應由該普通學校發給。 

 前二項之課程、教材及教法之實施、學籍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安置對象逾國民教育階段者，中途學校得提供其繼續教育。 

 中途學校所需經費來源如下： 

 一、各級政府按年編列之預算。 

 二、社會福利基金。 

 三、私人或團體捐款。 

 四、其他收入。 

 中途學校之設置及辦理，涉及其他機關業務權責者，各該機關應予配合及 

 協助。 

 

第 23條 

 經法院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第三款裁定之被害人，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進行輔導處遇，期間至少一年或至其 

 年滿十八歲止。 

 前項輔導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 

 人認為難收輔導成效者或認仍有安置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及敘明理由，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接受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之請  

 求，聲請法院為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裁定。 

 

第 24條 

 經法院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十九條第一項裁定之受交付者，應協助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之社會工作人員對被害人為輔導。 

 

第 25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免除、停止或結束安置，無法返家之被害 

 人，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為適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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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條 

 兒童或少年遭受性剝削或有遭受性剝削之虞者，如無另犯其他之罪，不適 

 用少年事件處理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 

 前項之兒童或少年如另犯其他之罪，應先依第十五條規定移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理後，再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移送少年法院（庭）處理。 

 

第 27條 

 安置或保護教養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或經法院裁 

 定交付之機構、學校、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之人，在安置或保護教養被害 

 人之範圍內，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第 28條 

 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對未滿十八歲之子女、養子女或受監護人犯第三十 

 二條至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之罪者，被害人、檢察官、被害人 

 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聲請停止其行使、負擔父母對於被害人之權利義務， 

 另行選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 

 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為被害人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 

 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 

 前項裁定，得為執行名義。 

 

第 29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令被害人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 

 人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並得實施家庭處遇計畫。 

 

第 30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對有下列情形之一之被害人進行輔導處遇及 

 追蹤，並提供就學、就業、自立生活或其他必要之協助，其期間至少一年 

 或至其年滿二十歲止： 

 一、經依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處遇者。 

 二、經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不付安置之處遇者。 

 三、經依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其 

     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屆期返家者。 

 四、經依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裁定停止安置，並交由被害人之父母、監護 

     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及教養者。 

 五、經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安置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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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經依第二十一條規定裁定安置期滿或停止安置。 

 前項輔導處遇及追蹤，教育、勞動、衛生、警察等單位，應全力配合。 

 

第四章 罰則 

 

第 31條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 

 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 

 

第 32條 

 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 

 或猥褻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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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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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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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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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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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4條 

 意圖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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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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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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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收受、運送、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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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付、收受、運送、藏匿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前四項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35條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利用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性交、 

 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6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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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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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 37條 

 犯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或 

 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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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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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或 

 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罪，因而致被害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 39條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一次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其物 

 品不問屬於持有人與否，沒入之。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第二次以上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 40條 

 以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電信、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散布、傳 

 送、刊登或張貼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虞之訊息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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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第 41條 

 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犯本條例之罪，或包庇他人犯本條例之罪 

 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42條 

 意圖犯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六條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後段之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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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3條 

 父母對其子女犯本條例之罪，因自白或自首，而查獲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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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條、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之犯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三十一條之罪自白或自首，因而查獲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八條、第三 

 十九條第二項之犯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44條 

 觀覽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而支付對價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 

 

第 45條 

 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移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業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利用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 

 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處三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46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 47條 

 違反第八條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 48條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違反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沒入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物品、命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 

 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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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監督關係者，第二項所定之罰鍰，處罰行為人。 

 

第 49條 

 不接受第二十九條規定之親職教育輔導或拒不完成其時數者，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因未善盡督促配合之責，致兒童或少 

 年不接受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三十條規定之輔導處遇及追蹤者，處新臺 

 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第 50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為他人散布、傳送 

 、刊登或張貼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虞之訊息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違反前項規定之媒體，應發布新聞並公開之。 

 第一項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若已善盡防止任何人散布、傳送、刊登或張貼 

 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虞之訊息者，經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與專家學者代表審議同意後，得 

 減輕或免除其罰鍰。 

 

第 51條 

 犯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第 

 四十條或第四十五條之罪，經判決或緩起訴處分確定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對其實施四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 

 前項輔導教育之執行，主管機關得協調矯正機關於犯罪行為人服刑期間辦 

 理，矯正機關應提供場地及必要之協助。 

 無正當理由不接受第一項或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輔導教育，或拒不完成其 

 時數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 52條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軍事審判機關於偵查、審理現役軍人犯罪時，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第五章 附則 

 

第 53條 

 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之輔導教育對象、方式、內容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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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主管機關定之。 

 

第 54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5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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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7年 06月 22日 

生效狀態：※106年 1月 1日施行。本條例 107年 06月 22日修正發布第 3、

12、21條條文。 

 

第 1條 

  本細則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第 2條 

  受理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報告之機關或人員，對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 

 料應另行封存，不得附入移送法院審理之文書內。 

 

第 3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九條 

 第二項及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檢察官、 

 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救援被害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 

 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第一項所稱 

 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被害人戶籍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本條例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二 

 項所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下列機關： 

 一、廣播、電視、電信事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網際網路平台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出版品、宣傳品或 

     其他媒體：行為人或所屬公司、商業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主管 

 機關，指犯罪行為人戶籍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4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一項所稱社會工作人員，指下列人員：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編制內或聘僱之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人員。 

 二、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與民間團體 

     之社會工作人員。 

 

第 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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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三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十二條所稱臺灣地 

 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第 6條 

  警察及司法人員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進行詢（訊）問前，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指派之社會工作人員得要求與被害人單獨晤談。 

  前項社會工作人員未能到場，警察及司法人員應記明事實，並得在不妨礙 

  該被害人身心情況下，逕送請檢察官進行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之訊問。 

 

第 7條 

 法院為本條例第三章事件之審理、裁定，或司法機關為第四章案件之偵查 

 、審判，傳喚安置之被害人時，該被害人之主管機關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 

 護送被害人到場。 

 

第 8條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將被害人交由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理時，應檢具報告（通報）單等相關資料。 

 

第 9條 

 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二十四小時，自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通 

 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時起算。 

 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七十二小時期間之終止，逾法定上班時間者， 

 以次日上午代之。其次日為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上午代之。 

 

第 10條 

 下列時間不計入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期間之計算： 

 一、在途護送時間。 

 二、交通障礙時間。 

 三、因不可抗力事由所致之遲滯時間。 

 

第 11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安置被害人後， 

 應向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尊親屬敘明安置之依據，並告知其應配合事項。 

 但無法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尊親屬者，不在此限。 

 

第 12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安置被害人期 

 間，發現另有本條例第三十一條至第四十條、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至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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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犯罪情事者，應通知該管檢察署或警察機關。 

 

第 13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十六條 

 及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安置被害人時，應建立個案資料；必要時，得請 

 被害人戶籍地、住所地或居所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配合提供資 

 料。 

 前項個案資料，應於個案結案後保存七年。 

 

第 14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不得隨案 

 移送被害人。但法院請求隨案移送者，不在此限。 

 

第 15條 

 法院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為有安置必要之裁定時，該繼續安置期間， 

 由同條第一項安置七十二小時後起算。 

 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四十五日內，由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繼續安 

 置時起算。 

 

第 16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法院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裁定不付安置之被害人，應通知法院裁定交付對象戶籍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17條 

 被害人逾假未歸，或未假離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中途學校 

 或其他醫療與教育機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立即以書面通知 

 當地警察機關協尋；尋獲被害人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即評估 

 及適當處理。 

 協尋原因消滅或被害人年滿二十歲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 

 面通知前項警察機關撤銷協尋。 

 

第 18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十五歲以上未就學之被害人，認有提供職業 

 訓練或就業服務必要時，應移請當地公共職業訓練機構或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依其意願施予職業訓練或推介就業。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前項接受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之被害人，應 

 定期或不定期派社會工作人員訪視，協助其適應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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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被害人因就學、接受職業訓練或就業等因素 

 ，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遷離住居所，主管機關認有續予輔導及協助之必要 

 者，得協調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處理。 

 

第 20條 

 本條例第三十八條所定電子訊號，包括全部或部分電子訊號。 

 

第 21條 

 本條例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處罰之裁罰機關，為查獲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22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警察機關、檢察署或法院對行為人為移送 

 、不起訴、緩起訴、起訴或判決之書面通知，應建立資料檔案，並通知被 

 害人所在地或戶籍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23條 

 本細則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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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刑法之妨害性自主罪相關條文 

第 10條 

 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 

     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 

 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 

 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 

 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 

 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 

     合之行為。 

     稱電磁紀錄者，謂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  

     電腦處理之紀錄。 

 

第 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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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 

  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24-1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 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 

 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 

 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6條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 

 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因而致被害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226-1條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 

 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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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7-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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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228條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 

 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29條 

 以詐術使男女誤信為自己配偶，而聽從其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9-1條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或未滿十八歲之人犯 

 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第 332條 

 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犯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放火者。 

 二、強制性交者。 

 三、擄人勒贖者。 

 四、使人受重傷者。 

 

第 334條 

 犯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犯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放火者。 

 二、強制性交者。 

 三、擄人勒贖者。 

 四、使人受重傷者。 

 

第 348條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 

 有期徒刑： 

 一、強制性交者。 

 二、使人受重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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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性別平等事件調查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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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安置處理流程圖 

資料提供:衛生福利部 保護服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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