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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曹宜蓁 

 
勵馨基金會 ●研究發展處●總督導  

 兒少婦家專科社工師  

性侵害、性騷擾、 

性剝削及人口販運防治 

議題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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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介紹--曹宜蓁 

• 台師大社會教育系博士生(2015~ ) 

• 台師大社會工作所碩士  

• 2015專科社工師(兒少婦家領域)考試及格 

• 社工師專技高考及格 

 

學歷&證照 

• 現職:研發處總督導 

• 勵馨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主任 

• 勵馨基金會研發處專員、資深專員 

• 勵馨基金會北區辦事處督導/佳音學舍督導/台北春
菊學舍督導 

• 勵馨基金會少年服務部社工師 

• 基督教門諾會花蓮善牧中心社工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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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題  

性騷擾 性侵害 性剝削 
人口販
運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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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性行為光譜 

性騷擾 性猥褻 性侵害 

行政法規: 
性別工作平等法(91) 
性別平等教育法(93) 
性騷擾防治法(94) 

刑法224強制猥褻 
刑法227幼童猥褻 
 
 

刑法221強制性交 
刑法227幼童性交 
刑法228權勢性交 
刑法229詐術性交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被害人保護與加害人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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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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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行為類型與樣態 

言語方面:性方面的笑話、嘲諷、容貌評
論、性關係的引誘 

媒材方面:色情圖畫、照片或影片的寄送 

文書方面:文字書信的描述 

姿態方面:不當眼神、姿勢、跟蹤 

動作方面:不當接觸 

敵意環境:不安全的廁所或更衣間、忽略
性別需求的空間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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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定性騷擾 

如何認定性騷擾：   
• （一）主觀要件   
• （二）客觀要件     
•  １、行為具有性本質：   
•  ２、行為具有不合理性 
•     ３、行為具有嚴重或普遍性 
•     ４、行為不受歡迎性  
 
性騷擾行為不因”非意識行為"影響判定，例如酒醉或弱智
情況。 

 

性騷擾之認定，應 

就個案審酌事件發 

生之背景、(工作) 

環境、當事人之關 

係、行為人之言詞 

、行為及相對人之 

認知等具體事實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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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三法 

• 依據對象關係而有不同的適用 

• 性別平等教育法—-學校的教師、職員、學生，被同樣具有
上述校園身份者性騷擾時，其中一方是學生便適用。 

• 性別工作平等法--受雇人因執行工作而被主管、同事、有業
務往來者性騷擾時適用 

• 性騷擾防治法---不屬於上述二者（工作場合，校園環境）
的情境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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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騷擾法令---性別工作平等法 
 

 職場性騷擾定義  
–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

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 干擾
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
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 酬、
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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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承擔與罰則—雇主 
性別工作平等法:  
• 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僱用30人以

上，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
開揭示 

•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 頒布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之書面聲明 
• 規定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 
• 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

之待遇。 
• 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處理方式。 
如果雇主未能適當處理，將處10萬以上50萬以下罰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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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法令---性別平等教育法 
  

– 校園性騷擾定義 

–  （一方為學生，一方為教職員工生） 

–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
機會或表現者。 

–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
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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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承擔與罰則—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法:  

• 學校須訂定防治規定，依相關法規予以通報，並應交由
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如果學校未能適當處理 

• 學校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緩。 

•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未通報或偽造、變造、
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將
會處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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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法令---性騷擾防治法 
 

– 公共場所性騷擾定義 
–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 、教育、

訓練、服務、計畫、活 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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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觸摸罪：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 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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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承擔與罰則—行為人 
 性別工作平等法:雇主之懲戒及被害人求償處理。 
 性別平等教育法:學校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 
      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性騷擾防治法 
• 行政責任:由直轄市主管機關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緩。 
• 刑事責任:性騷法25條特別規範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 
     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之罰 

     金，此項屬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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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性騷擾的迷思 

• 每個人都有身體的自主權 

• 關係友好，不見得我歡迎所有的言行 

• 性別和性取向與會不會被性騷擾無關 

• 鼓勵及肯定申訴人的勇氣 

• 別責怪被害人 

• 被侵犯時，每個人受的傷程度不一 



2018/8/17 16 

鹹豬手看招，遇到騷擾四大招： 

• 相信自己的直覺，勇敢說不 

• 申訴 

• 訴訟 

•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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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不是性慾，是權力 

 
 

 

「摸哪裡」並非重點， 

「憑什麼摸」才是探討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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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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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的定義 

•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
意願之方法而為下列行為者： 

1.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行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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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刑法第10條第5項，刑法第221條，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第2條第1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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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統計的被害人特徵 

• 性別:被害人仍多數為女性，然男性被害人也慢慢浮現。 

• 年齡:12-17歲少女約佔被害人數一半，與1999年以18-29歲居多情
形相比，被害人年齡層降低。 

• 加害人與被害人關係: 

  僅9.8%為陌生人 

  加害人為家人親戚、鄰居、家人朋友佔21.5%; 

  上司、同事、同學則佔18.4%。 

  現任及過去親密伴侶佔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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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的相關法律 

強制性交罪或猥褻罪（刑法第221、224條） 

加重強制性交罪或猥褻罪（刑法第221、224條之1） 

乘機性交、猥褻罪（刑法第225條） 

強制性交猥褻等罪之加重結果犯與殺人重傷害之結合
犯（刑法第226、226條之1） 

對未滿16歲之未成年人性交罪或猥褻罪（刑法第227、
227條之1） 

利用權勢獲機會性交及猥褻罪（刑法第228條） 

詐術性交罪（刑法第229條之1） 

夫妻間強制性交或猥褻、兩小無猜為告訴乃論（刑法第
229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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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性侵害的迷思破解 

加害人並不都是陌生人 

性侵害的發生多數都不是臨時起意的 

不是只有女性才會遭到性侵害 

並非被害人奮力抵抗，就能避免性侵害的發生 

男性不是因為無法控制性慾，才會以性來侵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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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暴文化 

• 誰叫她喝醉了 

• 她自己要穿得這麼暴露 

• 她自己太晚回家 

• 誰叫她要跟男生續攤 

 

將性侵害的責任歸咎在女性身上，要求女性應該
要自我檢討、自我束縛，卻漠視加害者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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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暴不應該被合理化 

 

「我們要告訴全世界， 

你是性暴力下的受害者並不丟臉， 

可恥的是那個傷害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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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性侵害防治工作 
 

建立責任通報制度：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
育人員、警察人員、移民業務人員等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
似家庭暴力情事，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
24小時。 

建立單一通報窗口：設置113保護專線，服務時間為24小時， 

設置家庭暴力防治中心：遍及每一縣市 

強力刑事司法介入：非告訴乃論(公訴) 

公私協力，建立綿密之保護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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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專業合作 

醫療---被害人採證驗傷、醫療及疾病懷孕預防  

警察---調查犯罪、現場蒐證保全、刑事鑑識、救援 

社政/社福---危機處遇、情緒支持、陪同偵訊、陪同
出庭、家庭輔導與支持、人際輔導 

司法---律師諮詢、辯護，檢察官起訴、法院判決 

諮商---信任重建、創傷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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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少性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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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剝削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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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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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行為的被害人皆為受到保護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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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剝削型態演變 

民77--81 

•性交易的場所：私娼寮（館）

為主 

•非自願人口販賣/  
逼良為娼 

•拯救雛菊－雛妓保護的議題 

•行動的監視與禁止 
 

民88--91 

•坐檯陪酒、伴遊、伴唱、伴
舞等性交易(剝削)之虞型態
出現 

•性交易(剝削)四部曲：一跪
二坐三趴四躺 

•女性少女為多，中期出現男
性少年（零星） 

•查緝方式：酒店、舞廳加強
臨檢，故一次查獲人數多在
三人以上，最多一次達8人
（線報） 

•加強業者罰責（斷水斷電） 

•應召站、謢膚坊掩飾、媒介
至飯店、賓館直接性服務 

•業者隱藏幕後、取締困難，
一次之查獲人數轉而零星  

民91~~ 

•網路援交開始（名詞源自日
本：援助交際） 

•虛擬社會到實體社會的性交
易（好奇、隱匿性高、隨性、
可接觸到不同群體階層人士、
憧憬、加速親密感…..【未
成年人於網際網路使用之弱
勢】） 

•傳統形式的性交易(剝削)仍
然存在，亦利用網路之高隱
私性與便利性轉化行銷策略 

•外籍、大陸籍女子的進入與
本國少年從事性交易之型態
變遷亦有所關聯（競合、劣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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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性剝削樣態興起 

• 色情視訊 

• 色情外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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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修法回應實務的困境 

一、性交易更名為性剝削 

二、擴大性剝削樣態(§2) 

三、兒少需求成為安置要件(返家為原則、安置是例外) 

四、增訂司法程序中對兒少的保護 

五、加入網路業者需配合檢警調查及證據保全責任 

六、增加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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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對價性行為的青少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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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隨性產業的變遷，「兒少性交易」犯罪型態也隨之
改變；大眾對孩子從事性交易行為的印象已從被賣待救援，
轉變成自願性從事；且現今媒體報導亦多強調他們拜金、奢
華行為，更加深民眾對他們的負面形象。 

• 但勵馨基金會在長期服務中發現，從事性交易的孩子多數不
是自願，而是被賣或是匱乏之下的選擇！  

• 因此，勵馨基金會進行兩種問卷調查，包括不幸孩子的生活
工作經驗調查與民眾看法之調查。 

 
性交易孩子之生活、工作經驗調查報告 

(勵馨基金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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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各界對受害孩童的誤解與汙名 

 
 勵馨基金會委託波仕特線上市調針對20-65歲的成人共6,467
人進行調查，其中3,491人(53.98％)認為性交易個案多為自願，
當中有2,602人(74.53％)則認為虛榮拜金是自願主因。民眾認
為少女/年從事性交易主因都是自願的，佔54％，當中認為從
事性交易的少女/年都是拜金虛榮，佔74.53％。 

但事實上，勵馨的另一份針對性交易孩子的調查發現，約有
60％的當事人遭到仲介或誘騙，而進入集團操控的色情行業，
絕大多數從事性交易的孩子是『匱乏』之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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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行業集團化，少女成人口販賣受害者 

 •  勵馨基金會在2009年10月到12月間，經由全國北中南6所
兒少性交易安置單位與後續追蹤單位的同意與協助下，共
有180位當事人填答，其中有174份有效問卷，包括2位青少
男，172位青少女。 

• 此次調查發現性交易類型有巨大的改變，近六成受訪者表
示，所從事為集團經營之色情行業，當中以坐檯最高;這些
青少女表示自己是經由仲介、誘騙或被迫的狀態下從事性
交易，此一現象，與一般人認為性交易多為個體戶、無雇
主的形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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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第一次從事性交易的年齡下降 

 
• 調查發現，初次從事性交易年齡大多數為14-16歲，佔總數

60.3％，最小的個案為8歲，若與勵馨基金會於1993年做過
類似調查比較，當時從事性交易最小年齡為11歲，凸顯兒
少從事性交易的年齡有降低趨勢，值得關注。 

• 民國84-98年間共查獲近7千件的兒少性交易案件，發現年
齡以14-18歲共佔88％，年齡有年輕化的趨勢，這些孩子的
家庭多數功能不彰，孩子從事性交易多半出自於外力壓迫
造成，種種結構性因素為造成兒少從事性交易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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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青少女(年)曾有性創傷 誘騙從事性交
易成受害者 

 • 在從事性交易前，近一半受訪者表示曾有不愉快性經驗，包括遭到
藥物控制、脅迫甚至性侵害。  

•  研究結果也發現，不少青少女(年)遭受家人誘騙從事性交易或遭到
性侵害，近80％曾經離家出走、30％曾有自殺經驗等，勵馨基金會
認為，這些經驗皆可能造成這些孩子為順應現實的生存環境，在匱
乏之下『選擇』從事色情行業。 

•  這些孩子因學業低成就、使自我價值感低落，加上遭受性創傷經驗，
外在資源的缺乏，使孩子容易呈現自我放棄的心態，而遭色情行業
再次被剝削，期待媒體及社會各界不再標籤化這些孩子，不再以責
備批評的眼光看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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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性交易主因 

• 性創傷、被誘騙→性剝削「受害者」 

（非少女一開始的選擇） 

 

• 利誘： 

   食宿、經濟協助、高報酬、名牌、毒品 

 

• 操控： 

   監視、毒品、藥物、毒打、男女朋友（溫情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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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少女遇到的困難 

• 自我價值感低落 

• 因無法彌補的傷害（如性創傷）而自我放棄 

• 外在資源、支持匱乏 

• 欠缺就業機會 

• 為順應現實的生存環境（再剝削，例：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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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提供的服務 

• 心理支持（陪伴、傾聽、瞭解） 

• 生活重建 

• 少女就業方案 

• 心理諮商 

• 協助個案有能力重建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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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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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之定義演進 

使人為奴 性剝削 

性剝削 
勞力剝削 
器官摘取 

國際勞工組織： 
1930強迫勞動公約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關
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
兒童色情製品問題之兒童
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
（2000/5/25） 
美：2000年販運被害人保
護法案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
織犯罪公約--關於預
防、禁止和懲治販運
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
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
（20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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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 人口販運罪： 

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基準法、兒童 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 

• 不當債務約束： 

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 人，使
其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或摘取其器官，以履行或擔保債務
之 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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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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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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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8/17 45 

被害人之個案管理(含安置) 

• 司法協助：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申請法律扶助 

• 陪同服務：就醫、出庭、報案、驗傷等 

• 面談服務：情緒支持、法規說明 

• 居停留協助：臨停證、工作證 

• 轉介服務與資源連結：各國在台辦事處、諮商輔導、就業服務 

• 申請相關補助：人口販運被害人補助、犯罪被害人保護、本會急難
救助 

• 離園後，仍持續提供上述個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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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被害人—人口分析 

年 勞力剝削 
（外籍；女性） 

性剝削 
（外籍女性） 

性剝削 
（成年國人） 

性剝削 
（兒少國人） 

總人數 

性別 男 女 男 女 

2011 90 173 0 56 68 80 467 

2012 66 244 0 152 29 97 588 

2013 47 198 0 121 36 88 490 

2014 52 154 0 86 17 81 390 

2015 66 60 0 66 25 90 307 

總計 321 829 0 481 175 436 2242 

% 14.3 37 21.45 7.8 19.45 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衛福部 

註1：就移民署針對2012年人口販運被害的內部研究顯示，其中超過九成是持合法工作證來台。在整體的人口販運被害人
中，女性移工佔了八成。 

註2：這些持工作簽證入台的人口販運被害人，有的已經成為逃逸外勞，有的仍在現任雇主或仲介方工作，以致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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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服務現況(2017) 

• 1.國籍別:印尼51%，菲律賓27.3%，越南14.5%，泰國7.3% 

• 2.工作類別:家庭類81.8%，製造業7.3%，觀光5.5%，機構看
護1.8% 

• 3.入住原因:疑似遭不當對待(性侵、性騷、人身傷害、不當對待)29%、
勞資爭議36%、人口販運被害人9% 

 

       工作人員:雙語(東南亞語)，飲食、文化、語言之多元性 

       會議至少要有二個語言之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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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工作要點 

• 外國籍被害人： 
1.通譯的必要性，但須留心通譯來源，必要時需請醫院社
工協助 
2.若無合適通譯可立即協助，可撥打1955專線請工作人員
線上通譯。 
2.被害人多不願主動說明身體狀況，甚至顧左右而言他，
需更有耐心，並以簡單用語問診 

• 性剝削被害人多合併毒品議題，需提高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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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性別暴力 

實踐性別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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