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助交際少年矯正教育工作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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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曾幾何時，援助交際現象也逐漸在台灣社會蔓延開來，透過電腦網路聊天室 

不難發現類似上述援助交際廣告，援助交際成為年輕一代朗朗上口的流行語，也

讓「性交易」、「娼妓」等令人側目的說法冠上一個華麗的外衣，而隨著都市化程

度增加，人際關係愈形疏離，而再加上網際網路的發達，大眾媒體訊息傳遞的迅

速，援助交際得以進一步擺脫過去傳統性交易關係事前雙方面對面議定以金錢換

取性的模式，在網路的虛擬世界中，援助交際的雙方可以不受時空限制地搜尋合

意的性交易對象，滿足了現代人對於匿名性的需求，也讓援助交際現象得以不斷

滋生，而在「援助交際」外衣包裝下從事性交易的少年，也逐漸成為眾所關切的

對象，矯正教育工作又如何協助游走於危險邊緣的少年重回社會常軌，遂成為頗

具挑戰性之工作。 

壹、前言 

貳、援助交際之意義 

參、援助交際與犯罪行為 

肆、援助交際少年之轉向處分 

伍、援助交際少年之特性 

陸、矯正教育人員輔導援助交際少年之應有基本認知 

柒、援助交際少年之矯正教育 

「你好。我是高二女生，正在找尋願和我援助交際的人。有人明天（星期三）

下午能和我在澀谷見面嗎？特別是喜歡高中女生的人，花五萬日圓，尌可以和

穿著高中制服的女生做愛。我身高一五五公分，對外表很有自信。我不在意對

方的年齡，有興趣的人請務必和我聯絡。」 

-----摘自劉滌昭（民 87）譯，黑沼克史著，援助交際：中學女生放學後的危

險遊戲，台北：商周。 

 

『你寂寞嗎？我身高 163，體重 46，22歲，外型清秀，急需幫忙，不二價 5000，

時間可談，限桃園區，0931xxxxxx 小芬』 

---95年 12 月 5 日摘自 http://www.wholove.com/P016.htm 

 



 

貳、援助交際之意義 

「援助交際」（Enzokousai）一詞，起源自於日本，起初並不是僅代表賣春 

行為，而有其較為廣泛之定義，泛指中年男性或一些想擁有年輕女友的男性，以

交易為名，按月、星期、日或次數，付錢給有意交易的高中女生，而該女生則負

責陪同雇主逛街、看電影、吃飯等等，有的甚至發展至性交易，以滿足男性對兩

性情欲生活的憧憬（陳慈幸，民 91），然而援助交易一詞演變到後來，則成為專

指日本時下高中女性學生從事色情「賣春」行業的新名詞，她們用自己的身體，

「援助」中年男性排遣寂寞，以這種「交際」行為換來可觀的零用錢或名牌禮物

的課外行為（謝瑤偉，民 91）。 

一九九九年日本導演原田真人以電影「援助交際二十四小時」為名，深入刻

畫日本高中女生放學後從事援助交際的現實景況，引發日本社會對此一現象的關

注與迴響，而隨著台灣青少年風靡日本流行文化，青少年盲目追求日本新興文化

的趨勢下，援助交際隨著這股潮流湧進台灣青少年次文化圈，自不令人感到意

外，而著名日劇「神阿！請多給我一點時間」在台灣所造成的風潮，讓台灣青少

年對援助交際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該劇主要在描寫一個高中女學生為了要買一張

自己心儀已久之偶像的演唱會門票，情急之下女主角以「援助交際」的方式用肉

體來換取金錢，進而達到自己當下所想要目標。如今，援助交際一詞已非日本國

內專門用語，而是台灣社會青少年族群耳熟能詳的流行語。 

由於援助交際的意義，人見人殊，為了使本文討論的主題不致過於空泛，有 

必要適度限縮範圍，而為援助交際下一個定義，筆者認為援助交際應是指「未滿

十八歲之少年，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以賺取金錢或其他財物為目的，出於自由意

志而同意與十八歲以上之男女成年人從事性交之行為。」筆者必須坦承這個定義

是無法涵括所有援助交際現象，例如有人可能認為未成年人之間也可以成立援助

交際行為，或性交、猥褻行為均可納入援助交際行為。 

 

參、援助交際與犯罪行為 

援助交際並非法律上之用語，而是對於未成年人自願賣淫、賣春的通俗說 

法，尌國內目前對於援助交際行為的相關法律規定，主要是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刑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茲臚列如下： 

 

（一）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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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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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準強制性交及猥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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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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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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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尌前項所列七款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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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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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賣淫或媒合賣淫而拉客者。 

前項之人，一年內曾違反三次以上經裁處確定者，處以拘留，得併宣告於 

處罰執行完畢後，送交教養機構予以收容、習藝，期間為六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 

 

尌筆者對援助交際所為之定義，在現行法律規定下，援助交際行為係一犯罪

行為，應無疑義，只不過在行為主體的法律責任上，因其係成年人或少年的身分，

而異其處罰之規定，按援助交際行為之得以成立，必然有行為主體之存在，即援

助交際少年（通稱援交男或援交女）及成年嫖客，尌上開法律規定觀之，科以刑

罰制裁（徒刑、拘役或罰金等）對象主要是成年嫖客，至於援助交際少年則非刑

罰制裁之主要對象，而是安置教育處分之適用對象，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援助交際少年，除有特殊情形外，法院應裁

定將其安置於中途學校，施予二年之特殊教育，至於有從事援助交際之虞之少

年，例如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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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而違反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者，法院則應分別情形裁定安置於兒童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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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上可知，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的規範下，從事援助交際行為者，

其身分為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如經法院裁定安置於中途學校，接受為期二年

的特殊教育，則排除刑罰制裁之適用，至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有關罰鍰、

居留及送交教養機構予以收容習藝之規定，也因在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

下，對於從事援助交際之少年已無適用空間，而僅能規範成年人之賣淫行為。 

 

肆、援助交際少年之轉向處分 

  目前收容援助交際少年之中途學校，係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十

四條規定，教育部與內政部應聯合協調直轄市、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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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與保護並提供特殊教育予此類受

法院裁定須接受特別教育之少年，此亦為「中途學校」名詞首度出現於法律規定，

表一即為國內目前設置之中途學校。 

 

表一 中途學校一覽表 

名稱 性質 住宿 

床位數 

合作學校 安置服務對象 備註 

台北市立廣慈 

博愛院婦職所 

公立 36 台北市瑠公國中 

台北市永春國小 

裁定中途學校之少

年 

只收台北市籍 

內政部  

少年之家 

公立 200 雲林縣東明國中 

雲林縣僑貞國小 

裁定中途學校或少

年福利機構之少年 

 

內政部  

雲林教養院 

公立 100 新竹縣成德高中 裁定中途學校或少

年福利機構之少年 

 

高雄市   

瑞帄國中 

公立 90 獨立式中途學校 裁定中途學校經評

估符合之少年 

 

台北縣 

豐珠國民中小學 

公立 60 獨立式中途學校 籌辦興建中  

花蓮縣   

南帄國中 

公立 144 獨立式中途學校 籌辦興建中  

資料來源：內政部九十一年度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成果報告書 

 

    此外，從圖一，很明顯的可以觀察到，援助交際少年的整個處理過程經歷了

二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係當發生援助交際行為時，進入刑事司法體系的警察犯罪



偵查、法院審判系統，嗣後警方將從事援助交際少年移送法院審理，而若法院法

官裁定安置中途學校後，少年即迅速脫離刑事司法系統，第二階段開始轉向至社

會福利體系及教育體系的中途學校，事實上少年最後並未進入刑事司法體系中的

矯正系統，但若尌援助交際少年自願賣淫的性質，實有別於過去不幸少女被迫賣

淫的型態，尌社會共通觀感及犯罪學研究觀點而言，援助交際應屬少年非行之一

部份，因此中途學校對於援助交際少年所施以之特殊教育，亦應可視為廣義的矯

正教育。 

 

第一階段 刑事司法體系運作流程 

                

   

 

  

               

裁定安置 

                 中途學校 

第二階段 

 

 

     

 

     圖一 刑事司法體系與教育、社會福利體系二階段運作圖 

 

伍、援助交際少年之特性 

欲對於援助交際少年進行有效的矯正處遇，其前提是矯正教育人員對於援助

交際少年有清楚而完整的認知與了解，才能對症下藥，發揮其應有的矯正處遇成

效，筆者尌蒐集分析相關資料後發現援助交際少年有以下幾點特性： 

一、濃厚的金錢價值觀 

援助交際的背後意味著少年對於金錢財富的強烈需求，現代社會是一個消

費型態的社會，推陳出新的流行產品，時尚精品的風行，無一不刺激消費者的購

買慾望，對於追逐流行的青少年而言，擁有更多的金錢代表擁有更強的消費能

力，愈能建立個人的獨特風格，金錢財富的多寡遂成為青少年衡量較勁的重要指

標，至於以何種方法賺取金錢，並不是少年們所關切的重點，根據勵馨基金會九

十年九月針對一項網路所做的「援助交際、情色工作態度及行為」調查報告，其

中受訪人數 855,368 人，男女分佔 67%與 33%，調查發現，4.1%的受訪者認同以

援交為賺取金錢的方式之一，32.8%還算認同，完全不認同有 63.1%，顯示近 4

成左右受訪者能認同以援助交際為一種賺取金錢的方式。曾從事援助交際的受訪

者中，若重新選擇，是否會選擇以援助交際來賺錢，有近 6成受訪者會選擇繼續

警察 

犯罪偵查系統 

 

法院 

審判系統 

教育體系 

高雄縣瑞帄中學 

台北縣豐珠國中小學 

花蓮縣南帄中學 

社會福利體系 

台北市立廣慈博愛院 

內政部少年之家 

內政部雲林教養院 

矯正系統 

 

援助交際

少年 



以援交來賺錢，29.2%受訪者會考慮看看，而只有 10.8%的受訪者不會考慮。顯

示這種只求金錢，不問手段正當與否的風氣確實瀰漫於現代社會之中。 

二、高度合理化援助交際行為 

援助交際少年會尋找一些似是而非的藉口來合理化自己的非法援助交際 

行為，例如，「援助交際是我靠自己的能力賺錢，和其他人在便利商店打工，沒

什麼差別」、「我有時會過濾選擇援助交際的對象，顯示我還是很有品味的人」、「那

些會批評援助交際的人，只是一些心裏哈的要死，卻不敢去嘗詴的膽小鬼」，援

助交際少年透過合理化技術的運用，減輕自己內心的不安與罪惡感，同時也讓自

己的偏差思考模式與傳統道德觀念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高牆，而能免於外在的道

德批判。 

三、早期的性經驗 

援助交際的少女在從事援助交際之前大多已經有過性經驗，早期的性經驗 

對於少女後來對性行為抱持無所謂的態度或以之為賺錢的手段，有很深的影響，

學者 Davis(1978)將少女從娼行為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漂浮期：少女在

偶然自願或被迫的性經驗中而墮落﹔第二階段為過渡期：少女情感矛盾，對於從

娼行為猶豫不決﹔第三階段為專職期：少女開始認同從娼工作，並開始結交圈內

朋友（引自鄭如安，民 93）。可知顯示第一階段的早期性經驗對於少女在後期陷

入援助交際行為有不容忽視的關鍵影響力，此外，國內過去多項針對廣慈博愛院

收容未成年少女的調查研究亦指出，65%的雛妓在從娼之前有性經驗，而有半數

的從娼少女初次的性經驗是自願的，其他還有因為家庭亂倫或被長輩、朋友、男

友、陌生人等強暴。 

四、家庭互動關係薄弱 

家庭互動關係良好與否對於少年從事援助交際行為具有深刻的影響，許多 

研究一再指出從事性交易的少年多來自破碎家庭、犯罪家庭、管教不當家庭或嚴

重疏忽家庭等，此外，現代社會父母親忙於工作，無暇兼顧子女在外行為，往往

等到子女陷入嚴重非行時，才猛然驚覺，卻為時已晚，日本「援助交際：中學女

生放學後的危險遊戲」一書作者黑沼克史在訪談援助交際之高中女生時，她們即

表示皆視賣淫為單純的經濟交易行為，澈底和一切道德規範劃清界線，對家中的

父母沒有罪惡感，甚至覺得她們的父母生活的並不快樂，應該各自出去找外遇的

對象。如果家庭不再是孩子溫暖的避風港，而父母親也不是子女可以吐露心聲、

分享喜怒哀樂的對象，少年勢必要在複雜多變的成人社會尋找有力的依靠與經濟

的來源，尤其對於少女而言，援助交際可以是最快速便捷的管道， 

五、追求個性化與自主性 

當社會愈能包容多元意見與主張，尊重個體的差異性，青少年族群也尌愈 

能展現其與眾不同的獨特性，例如穿鼻環、肚臍環、標新立異的服裝或髮型、追

求流行服飾或新奇享樂等，反正「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這正是屬於年

輕世代的標記，援助交際現象出現在這群追求個性化、強調自主性及蔑視傳統禮

教束縛的年輕族群，自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六、深受同儕次文化的影響 

青少年行為具有集體性、感染性及追求新經驗的特性，當援助交際行為在

年輕世代蔚為風潮時，很難期待置身同儕團體的個人不去討論、了解，甚至會願

意進一步嚐詴援助交際，當同儕次文化營造對援助交際正面的態度時，援助交際

少年自然能衝破內心道德的藩籬，不會有從事犯罪行為的罪惡感，反而認為援助

交際是一種自食其力的正當謀生方式。 

 

陸、矯正教育人員輔導援助交際少年之應有基本認知 

當前矯正理論與實務上都逐漸主張揚棄過去強迫收容人參與處遇方案的 

模式，因為經過許多研究證實，收容人在違反其主觀意願下所參與處遇方案，其

成效往往是令人不滿意的，不僅浪費許多處遇方案規劃設計及執行所需的人力、

物力及財力，且強迫收容人參與的方式也易招致侵害人權之批評，因此採行收容

人自願參與處遇方案的模式勢將成為未來矯正處遇的主流。對於成年收容人如

此，然而少年因其身分之特殊性，對於少年的矯正教育卻不能作如是觀，矯正教

育人員在輔導援助交際少年前，須具備以下三項基本認知： 

一、在現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的架構下，援助交際少年並非是犯罪人 

身分，而是需要安置再教育的對象，援助交際少年是家庭功能不彰、學校

教育不足及社會教育失敗下的結果，國家有必要以家長及父母親的姿態進

一步介入導正少年不當價值觀，協助其重新復歸社會常軌，國家親權本身

即寓有濃厚的強制性色彩。 

二、援助交際少年經法院裁定進入中途學校接受特殊教育期間，少年本身尌是

非自願個案，對於非自願個案之輔導的困難度本來尌很高，再加上少年心

性未定，自我意識強烈，反抗權威心理濃厚，若一概採行自願參與處遇方

案的模式，少年拒絕參與可能性甚高，極易導致失敗的結果，因此對於少

年而言，非自願的矯正教育計畫仍有其必要性。 

三、少年可塑性高，仍有矯正的機會，縱然援助交際少年以出賣肉體換取金錢

的價值觀勞不可破，也並不意味著未來不可能加以改變，重點是，矯正教

育人員有沒有足夠的非自願個案輔導的素養與技巧？能否長期堅持積極

正向的人性信念，勇於面對輔導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諸多挫折？有無意願及

專業素養來提升矯正處遇計畫的品質，引導少年參與各項處遇計畫？而這

些都是有效的矯正教育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柒、援助交際少年之矯正教育策略 

一、運作面的對策—矯正教育的深化 

（一）親職教育與矯正教育的結合 

   家庭親職教育在少年時期的人格養成及價值觀塑造方面，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義，而少年與家庭互動關係的良窳攸關少年是否會從事援助交際行為，以及

未來該行為是否會持續惡化，在援助交際少年矯正處遇的階段，親職教育與矯正



教育的結合是一個值得努力經營的方向，如果中途學校能與少年父母親、家長或

其他親近家庭成員建立密切合作關係，讓少年感受到父母親及家人的關懷，幫助

重新建立少年與家庭間的良性互動，讓他（她）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在成長的道

路上有著家庭親人、朋友及許多願意伸出援手的師長陪伴，以阻隔外在物慾的誘

惑及同儕不良次文化的影響。 

（二）職業技能訓練的強化 

       擁有良好的職業技能可以增強少年的自信心，也可以為少年開闢更多的

尌業機會，當少年面對有除了援助交際以外其他合法賺錢的管道時，等於讓他

（她）有了人生新的選擇機會，從而援助交際可以不再是獨一無二的選項，然而

職業技能訓練應以少年的需求為出發點，並能迎合當前社會尌業市場趨勢，以提

升少年未來之尌業競爭力，中途學校應定期以前瞻性的觀點檢討調整現有技能訓

練職類，淘汰老舊不合時宜的職類，積極開發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職類，並提升訓

練層級，使少年對接受技能訓練後的未來前景有高度信心。 

（三）推展正確兩性教育與職業道德教育 

       當前社會性態度普遍開放，少年發生第一次性行為的時間不斷提前，援

助交際少年更是以「性」作為賺錢方式，更突顯正確兩性教育之重要性，應該教

導少年正確的性知識，兩性互動交往之道，尊重自己及他人的身體，以及與陌生

人發生性行為之可能後果，如懷孕、罹患性病、愛滋病等。此外，提供正確的職

業道德觀念及資訊，教導少年一旦靠出賣肉體賺錢，只會讓自己迷失在無止盡的

金錢遊戲之中，永遠難以脫離惡性循環的束縛。 

（四）偏差價值觀的反思、再澄清 

       課堂正確教育的傳授並不代表尌能取代少年長久養成的偏差價值觀，對

於援助交際少年偏差的價值觀，甚至不良的說教、訓誡的方式，只會激發這群習

慣挑戰權威少年的反感，根本行不通，中途學校再教育的過程中除了知識教育的

傳授外，應該著重於引導他（她）們對自己所抱持的觀點進行反思，在釐清某一

觀點的利與不利之後，讓他（她）們自己做決定，自己負起責任，去面對可能的

後果，這樣做比單向的「命令」，要求他（她）們乖乖遵從，要來的有用且合理

多了（高毓婷，民 90）。 

 

二、結構面的反思—建構統合專業矯正體系 

目前矯正教育的領域已逐漸擴展及於教育及社會福利之範疇，尤其是在犯

罪及非行少年的矯正處遇方面，矯正教育、社會福利工作已形成不可切割的一部

分，目前法務部所轄負責執行少年感化教育及徒刑的少年矯正學校—誠正中學及

明陽中學，雖然行政體系隸屬於法務部，但實務運作主要已橫跨法務部及教育部

主管業務，顯示矯正工作已經在慢慢蛻變轉型，不再是昔日純粹的司法特性，筆

者以為援助交際少年矯正工作，所帶來矯正制度面上的思考，可能是未來可以出

現一個統合機構性矯正（監所）、社區矯正（觀護及更生保護）及教育、社會福

利性質的矯正教育（中途學校）的獨立矯正體系例如矯正局（署），此外考量內



政部下轄警政、社福、性侵害及家庭暴力防治、宗教輔導等民生業務，而此與矯

正工作之關係更為密切，因此這個專業矯正體系可透過組織再造過程定位歸屬於

內政部之下，成立內政部矯正署，如此在專業統合的矯正體系在事權統一的情形

下，各單位的矯正教育人員擁有共同的矯正教育目標，彼此互相交流，減少業務

運作之困難，進而提升整體矯正教育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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