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華總（一）義字第五九五七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華總（一）義字第八八○○○八五○三○號
令刪除第三十七條條文；並修正第二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日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一二四三五○號令修正
第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事件，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性交易指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省（市）為社會處（局）；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各該主管機關應獨立編列預算並置專職人員辦理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業務。 
法務、教育、衛生、國防、新聞、經濟、交通等相關單位涉及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業務時，應全力配合之，各單位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訂定
教育宣導等防制辦法。 
  主管機關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會同前項相關單位成立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之督導會報，定期公布並檢討教育宣導、救援、加害者處罰、安
置保護之成果。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之課程或教育宣導內容如下： 
  一、正確性心理之建立。 
  二、對他人性自由之尊重。 
  三、錯誤性觀念之矯正。 
  四、性不得作為交易對象之宣導。 
  五、兒童或少年從事性交易之遭遇。 
  六、其他有關兒童或少年性交易防制事項。 
第五條 
  本條例為有關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事項之特別法，優先他法適用。本條
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二章  救援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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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與內政部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指定所屬機關成立檢警之專
責任務編組，負責全國性有關本條例犯罪之偵查工作。 
第七條 
  前條單位成立後，應即設立或委由民間機構設立全國性救援專線。 
第八條 
  法務部與內政部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訂定獎懲辦法，以激勵救援及
偵辦工作。 
第九條 
 醫師、藥師、護理人員、社會工作人員、臨床心理工作人員、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觀光業從業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
利業務人員，知悉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或知有本條
例第四章之犯罪嫌疑者，應即向當地主管機關或第六條所定之單位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第十條 
  本條例第四章之案件偵查、審判中，於訊問兒童或少年時，主管機關應指
派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兒童或少年於前項案件偵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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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安置、保護 
第十一條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達三天以
上者，或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者，應立即通知主管機關及教育主管機
關。主管機關應立即指派社工人員調查及採取必要措施。 
  教育部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頒布前項中途輟學學生通報辦法。 
第十二條 
  為免脫離家庭之未滿十八歲兒童或少年淪入色情場所，主管機關應於本條
例施行後六個月內設立或委託民間機構設立關懷中心，提供緊急庇護、諮
詢、連繫或其他必要措施。 
第十三條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設置專門安置從事性
交易或有從事之虞之兒童或少年之緊急收容中心及短期收容中心。 
  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緊急收容中心及短期收容中心應聘請專業人員辦
理觀察、輔導及醫療等事項。 
第十四條 
  教育部與內政部應於本條例施行後一年內，聯合協調省市主管機關共同設
置專門安置從事性交易之兒童或少年之中途學校。 
  中途學校應聘請社工、心理、特殊教育等專業人員提供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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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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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法官、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聯合稽查小組或本條例第六條之
任務編組查獲及救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之兒童或少年時，應立即通知
主管機關指派專業人員陪同兒童或少年進行加害者之指認及必要之訊問，並
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該兒童或少年移送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之緊急收容
中心。 
第九條之人員或他人向主管機關報告或主管機關發現兒童或少年從事性交
易或有從事之虞者，主管機關應將該兒童或少年暫時安置於其所設之緊急收
容中心。 
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之兒童或少年自行求助者，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之
保護、安置或其他協助。 
第十六條 
  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之緊急收容中心應於安置起七十二小時內，提
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 
  法院受理前項報告時，除有下列情形外，應裁定將兒童或少年交付主管機
關安置於短期收容中心： 
  一、該兒童或少年顯無從事性交易或從事之虞者，法院應裁定不予安置並
交付該兒童或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家長、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之人。 
  二、該兒童或少年有特殊事由致不宜安置於短期收容中心者，法院得裁定
交由主管機關安置於其他適當場所。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安置後，應於二週至一個月內，向法院提出觀察輔導報告
及建議處遇方式，並聲請法院裁定。 
  法院受理前項聲請時，應於二週內為第十八條之裁定。 
  如前項報告不足，法院得命主管機關於一週內補正，法院應於主管機關補
正後二週內裁定。 
第十八條 
  法院依審理之結果，認為該兒童或少年無從事性交易或從事之虞者，應裁
定不予安置並交付該兒童或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家長、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
之人。 
  法院依審理之結果，認為該兒童或少年有從事性交易者，除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外，法院應裁定將其安置於中途學校，施予二年之特殊教育： 
  一、罹患愛滋病者。 
  二、懷孕者。 
  三、外國籍者。 
  四、來自大陸地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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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智障者。 
  六、有事實足證較適當宜由父母監護者。 
  七、其他事實足證不適合中途學校之特殊教育，且有其他適當之處遇者。 
  法院就前項所列七款情形，及兒童或少年有從事性交易之虞者，應分別情
形裁定將兒童或少年安置於主管機關委託之兒童福利機構、少年福利機構、
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醫療或教育機構，或裁定遣送、或交由父母監護，或為
其他適當處遇，並通知主管機關續予輔導及協助。 
  安置於中途學校之兒童或少年如於接受特殊教育期間，年滿十八歲者，中
途學校得繼續安置至兩年期滿。 
  特殊教育實施逾一年，主管機關認為無繼續特殊教育之必要者，或因事實
上之原因以不繼續特殊教育為宜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免除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實施逾二年，主管機關認為有繼續特殊教育之必要者，得聲請法
院裁定，延長至滿二十歲為止。 
第十九條 
  未滿十八歲之兒童或少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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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未滿十八歲之兒童或少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如另犯其他之罪，
應依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之規定裁定後，再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移送少年法庭
處理。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及教育部依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之規定，於安置、輔導、保護收
容兒童及少年期間，對該兒童或少年有監護權，代行原親權人或監護人之親
權或監護權。 
  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對未滿十八歲之子女、養子女或被監護人犯第二十
三條至第二十八條之罪者，檢察官、兒童或少年最近尊親屬、主管機關、兒
童或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聲請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
權，另行選定監護人。 
  對於養父母，並得聲請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 
  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監護人時，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九十四條之限制，得指
定主管機關、兒童或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或少年之
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及命其父母或養父母支付選定監護人相當之扶
養費用及報酬。 
第二十一條 
  十八歲以上之人，如遭他人以強暴、脅迫、略誘、買賣、或其他違反本人
意願之方法而與他人為性交易者，得請求依本條例安置保護。 
第四章  罰則  
第二十二條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性交易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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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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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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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犯前項之罪為常業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收受、藏匿前三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為前項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十四條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
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
罰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金。 
  以犯前項之罪為常業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收受、藏匿前三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為前項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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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犯前項之
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為前二項行為之媒介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以犯前三項之罪為常業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
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收受、藏匿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依各該項規定處罰。 
  為前項行為之媒介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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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及第六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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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而致被害人於死者，處死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 
第二十七條 
  拍攝、製造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幣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
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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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
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
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金。 
  以犯第二項至第四項之罪為常業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二十八條 
  散布或販賣前條拍攝、製造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
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二十九條 
 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
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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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條 
  意圖犯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七條之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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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 

Zeo
n P

DF D
riv

er
 T

ria
l

www.ze
on

.co
m.tw



  父母對其子女犯本條例之罪因自白、自首或供訴，而查獲第二十三條至二
十八條之犯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二十二條之罪自白或自首，因而查獲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八條之犯罪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三十三條 
  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
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處以新台幣五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所處罰鍰，經通知逾期不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新聞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一項規定之媒體，應發布新聞並公告之。 
第三十四條 
 犯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九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主管機關應公告其姓
名、照片及判決要旨。 
  前項之行為人未滿十八歲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犯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九條之罪，經判決確定者，主管機關應對其實施輔
導教育；其輔導教育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不接受前項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足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但醫
護人員為避免兒童、少年生命身體緊急危難而違反者，不罰。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刪除） 
第三十八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本條例公布後六個月內訂定之。 
第三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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