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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全球化人口移動，奴隸制度不僅沒有消失， 

反成為全球性的威脅。依據聯合國資料，人口販 

運、販毒與軍火走私並列為國際最嚴重的跨國犯 

罪，同時也是組織犯罪的前三大非法獲利來源， 

這樣的犯罪組織也可能從事恐怖活動，對於各國 

的治安危害極大。 



• 美國自2001年起每年定期製作「人口販運
問題報告」。我國2001、2003、2004年被
評列為「第一級名單」，2005年降為「第
二級名單」，2006年更被降為「第二級觀
察名單」。 

• 行政院於95年11月8日頒行「防制人口販
運行動計畫」。 

• 96年11月30日通過《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七章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
人保護」修正案，並於97年8月1日施行。 

• 98年1月23日公布《人口販運防制法》，
並經行政院核定自98年6月1日施行。 



我國防制人口販運之體制面向 

•保護(Protection)  

   －加強保護人口販運被害人 

•起訴(Prosecution)  

   －積極查緝人口販運犯罪 

•預防(Prevention) 

   －預防人口販運案件發生 

•合作（Partnership）  

   －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我國人口販運概況 

• 目的國:被害人主要來自中國、印尼、越南、
柬埔寨等國。 

• 來源國:我國婦女被販運到日本、美國、加
拿大、澳洲等國。 

• 轉運國:被害人被安排在桃園機場轉機。 

• 方法:虛偽婚姻、偽造護照、工作簽證、偷
渡、依親、觀光、表演等。 

• 剝削目的:性剝削、勞動剝削。 



人口販運定義 
•法源依據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條第1款  
•第1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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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販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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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定義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條第1款  

•第2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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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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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販運＝ ＋

人口販運＝  



人口販運定義 

•何謂「不當債務約束」？  

    同條第3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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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利用他人弱勢處境」？  

    本法施行細則第6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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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販運定義 

剝削目的 性剝削、勞力剝削、器官摘取。 

不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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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人流處置行為 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 

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 

被害人被害 

時之年齡 

十八歲以上，未滿十齡八歲。 



人口販運態樣 
•性交易(含性剝削): 

• 1、強迫、媒介、容留、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 
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性交或猥褻或從事性交易。 

• 2、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剝削(不須強迫) 

•勞力剝削: 

• 1、強迫或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 

      之處境，為勞力剝削 

• 2、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為勞力剝削(不須強迫) 

•器官摘取: 

• 1、強迫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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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摘取其器官(不須強迫) 



人口販運被害人抵台後處境 

1、被害人因語言、文化隔閡及對台灣法令規定不瞭解， 

      容易被孤立，無法或不知如何求救 

2、護照、居留證被沒收，沒有身分證件，無法或不敢 

      求救。 

3、對於自身非法的身份，或從事非法工作之事實很憂 

      慮，人口販子更藉此強化其對執法者的恐懼。 

4、因文化因素或被告知，對執法者充滿了不信任受到 

      威脅或恐嚇，恐懼自己或家人朋友會被報復。 

5、可能很依賴加害人。 

6、害怕無法償還的債務約束。 

7、身心嚴重受創。 



人口販運案件中常見的不法手段 

• 心理脅迫 
– 不聽話就遣返 

– 簽署內容不清的文件 

– 告知家人在台從事性交易 

– 跟警察舉發 

– 殺雞儆猴 

– 不高興、情緒化、謾罵、沒有規則 

• 行動控制 
– 監視器、外出有人陪同、活動空間受限 

– 外出只能去特定地點、必須準時回來 

– 禁用手機、檢查手機、由他人撥打電話號碼、在旁監督 

– 房門沒鎖但大門反鎖 

– 證件被保管 

 



人口販運案件中常見的剝削手段 

• 剝削 
– 協助匯款 (實際只匯部分或沒有) 

– 不定時發薪、薪資與薪資條不符 

– 巧立名目扣款 (保證金、稅金、出國費用、損壞物品…) 

– 苛扣食宿費用、食宿狀況很差 

– 超時工作、上班時間與打卡單不符、沒有加班費或加班費
不符法令、沒有休假 

– 性侵、性騷擾 

– 工作內容不符 

 



人口販運案件被害人之保護 
•安置保護 
（一）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第13條、第14條、第20  
            條及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 
            護管理規則第2條，對於被害人及有合法有 
            效停（居）留許可之疑似被害人，應予安 
            置保護：  
            1.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地方主管 
               機關。 
            2.非持有工作簽證者        移民署（聯繫對象： 
               移民署所屬各專勤隊）。 
            3.持有工作簽證者         勞動部（聯繫對象：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  



人口販運案件被害人之保護 

•安置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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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對象：地方社政主管機關）。  

（二)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第14條，對於無合法 

           有效停（居）留許可之疑似被害人，應予 

           分別收容        移民署（聯繫對象：移民署 

           所屬各專勤隊）。  



人口販運案件被害人之保護 

•安置保護 

（三）依據被害人鑑別原則第9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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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經動態鑑別之結果 

             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處理如下： 

          1.當事人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時，依入出 

             國及移民法執行收容遣返工作。  

          2.當事人未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時，專勤 

             隊或查獲機關應請示承辦檢察官，並依承辦 

             檢察官指示辦理；檢察官未指示者，由專勤 

             隊依權責辦理。 



人口販運案件被害人之保護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類型 處置方式 

兒童或少年，且疑似從事性交
易 

交由直轄市、縣（市）社政主
管機關，於24小時內送緊急收
容中心 

非居住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之
國民者 

有合法有效之
停（居）留許
可 

安置保護 

無合法有效之
停（居）留許
可 

分別收容 

居住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之國
民 

個案如有安置保護之需要，應
協調社政機關處理 

專法施行後各類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處置方式 



人口販運案件被害人之保護 

人口販運被害人類型 安置權責機關 

非居住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之國民
者 

持工作簽證來臺 
勞動部（聯繫對象：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勞工主管
機關） 

非持工作簽證來臺 內政部移民署（聯繫對象：
移民署所屬各專勤隊） 

居住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之國民 

遭性剝削或摘取器
官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政單位 

遭勞力剝削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勞政單位 

專法施行後各類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權責機關 



人口販運案件被害人之保護 

•診療及傳染病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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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轄區衛生主管機關         協助護送其接受診療 

      及指定傳染病之篩檢         無傳染之虞者，協 

      助安置保護或收容。 

 



人口販運案件被害人之保護 

•停（居）留許可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16條、第28條第2項 

•    得視案件偵辦或審理情形，核發效期6個月以下之臨 

       時停留許可，必要時得延長之。持有合法有效之停（ 

       居）留許可者，得延長其停（居）留期間。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8條第3項 

•    被害人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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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專案許可其停留、居留， 

       其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270日者， 

       得申請永久居留。  



案例-漁工遭勞力剝削 

由臺人經營的巨洋漁業公司，
非法販運大量柬埔寨工人到
漁船上工作而遭起訴判刑。
這些漁工大部分是在遠洋漁
船上，如非洲、日本、斐濟、
卡達、馬來西亞等水域，一
旦上船就得待半年以上，甚
至兩年才會靠岸一次，在船
上像奴隷工作，卻無法得到
足夠的食物和醫療。根據被
販運的柬埔寨漁工說，原本
巨洋漁業答應工人每月月薪 

150 美金，但工人只拿到一
半的薪水，甚至有人在船上
工作兩年卻絲毫未得。 







檢舉通報專線 
• 中文：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請速撥110、1955或02-23883095

（我想爸爸-響鈴救我） 

• 英文：If you discover the human trafficking cases, please ca

ll the anti-human trafficking hotlines: 110,1955 and 02-23883

095. 

• 印尼文：Jika Anda menemukan kasus perdagangan 

manusia, hubungi hotline anti-perdagangan manusia dan 

110,1955 02-23883095. 

• 4.泰文： 

• หากคุณค้นพบกรณกีารค้ามนุษย์ โปรคเเจงรต่อต้านการค้ามนุษย์สายด่วน 110,1955 และ 02-

23883095 

• 5.越南文：Nếu bạn phát hiện ra các trường hợp buôn bán 

người, xin vui lòng gọi đường dây nóng chống buôn người 

110,1955 và 02-23.883.095. 

 



相關人口販運網絡資源 

本局全球資訊網站設置防制人口販運專區(http://www.ttcpb.gov.tw/chinese/index.jsp) 
本局臉書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ttcpb1?fref=ts)提供最新訊息 

http://www.ttcpb.gov.tw/chinese/index.jsp
https://www.facebook.com/ttcpb1?fref=ts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