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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複合犯罪 

探討及防制政策建議 

張淑中 

台北城市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副祕書長 

摘 要 

台灣現今社會中，網路應召站及色情網站充斥，且朝集團化的模

式經營，除誘騙女性賣淫外，甚至更以毒品逼迫在學的女學生賣淫。

長期以來，此嚴重戕害青少年的犯罪行為，已造成台灣各地、各級校

園，從事網路援交與吸毒人口的大量增加。除此之外，再從全國警方

｢ ｣近年來所破獲的許多吸毒與網路賣淫事件，明顯可看見， 毒品 不

僅已成為犯罪集團脅迫青少年的重要工具，更是已結合「網路援交」

方式，而成為台灣當前非常嚴重的「複合犯罪」問題。由於利用網路

高科技作案的此類複合犯罪問題，其對國內社會治安及國人身體健康

都有重大的負面影響，甚至會將國家經濟發展所累積的成果消耗殆

盡。因此本論文主張，未來我中央政府應跳脫傳統思維，即重新研究

｢ ｣並將此類對台灣整體國力有重大傷害的複合犯罪，改以 國安議題

｢ ｣或 非傳統安全議題 視之，才是正確方向；同時，本論文亦提出四

項政策建議，冀望作為政府及民間社會未來在解決或防制此類問題的

處理參考。 

關鍵字：吸食毒品、網路援交、複合犯罪、非傳統安全 

 「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複合犯罪探討及防制政策建議 

一、緒論 

近年來，「吸食毒品」已成為台灣社會與各級校園嚴重的問題，



「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複合犯罪探討及防制政策建議 

71 

而「網路援交」更成為國內社會揮之不去的毒瘤。不只一些成年人及

高中學生有施用毒品、網路賣淫習慣，連許多國中、國小的學生也深

陷此危害。目前「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兩種行為已有合流趨勢，

而未來此類複合犯罪1問題，不僅會對社會秩序與人民生活帶來不

安，也會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所累積的成果侵蝕殆盡。本論文主要是

｢ ｣透過 案例分析 2之綜合研究，並同時從「吸食毒品」與「網路援

交」兩個面向，深入探討當前台灣為何會有許多女性（尤其是女學

生），願意透過「網路援交」方式賺錢並購買毒品吸食？這些透過高

科技工具賣淫的女性朋友，究竟是其個人的自願行為？或是被犯罪集

團用毒品控制而從事賣淫？以上問題，實值得探討與研究。 後再參

酌先進國家經驗，提出政策性防制建議，供我政府相關部門參考。主

要目的，就是協助政府能夠阻斷或減少國內女性朋友沈淪於「網路援

交」與「吸食毒品」的犯罪行為；並同時希望喚起社會各界發揮教育

功能，以臻台灣是一個「乾淨校園」與「乾淨社會」的良善境界。 

二、台灣「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問題的嚴重性 

國內警方常查獲有許多青少女，為了籌措金錢以購買毒品而自願

地透過「網路援交」3方式賣淫；甚至更有一些在學女學生，是被犯

罪集團以毒品控制而賣淫，而此類非法現象，在台灣現今社會中，有

                                                      
1 所謂｢ ｣複合犯罪 ，其意是指兩種不同類型的犯罪行為於先後時間發生，而且彼此

｢ ｣間是具有 手段與目的 之密切相聯關係。例如：為了籌措施用毒品費用而擄人

勒贖或強盜殺人都可歸屬於是此種｢ ｣複合犯罪 的類型。 
2 「案例分析」是學術界常使用的一個重要研究方法。 谓所 「案例」是指富有深刻

道理且可以引發深思的實際事件，而這個事件的發生過程有其一定的原因、背景、

問題或衝突，以及這個事件的結果也有一定的意義和影響，並且具有高度性討論

和研究的价值。 
3 「網路援交」是一種賣淫行為。此名詞是由「網際網路」和「援助交際」兩名詞

結合而來。而「援助交際」此一名詞早先是由日本發展出來，再流行至臺灣。而

論述日本援助交際的狀況，則以記者黑沼克史經過一系列訪談後寫成的報導文學

為詳盡，在《援助交際-中學女生放學後的危險遊戲》一書中，詳細地描寫了日

本女學生參與援助交際的各種不同型態。而「援助交際」情形隨著科技進步，許

多通訊方式也都成了援助交際的利器，如電話、呼叫器、手機、傳言熱線等，以

後再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和普遍， 後「網路」終成為援助交際的主要管道和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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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氾濫的嚴重趨勢。上述透過「網路援交」方式賺錢，並購買毒品

吸食的作為，已然是一種犯罪行為。然而，犯罪行為其實並不盡然可

恥，可恥的是政府無改革決心及無具體有效的防制策略。法國著名的

社會學家涂爾幹（Durkheim, Emile）就曾表示，犯罪是一種「正常而

非病態的社會現象」（normal not pathological social phenomenon）；他

認為犯罪之所以無法避免，乃是因為人類個別差異性的存在，犯罪有

時對社會是有用的，因為犯罪會促使人們注意並瞭解社會疾病的嚴重

性，因而積極設計一些改革規範以消除犯罪之因。 

（一）「吸食毒品」已成為台灣各級學校的嚴重犯罪問題 

根據衛生福利部 近一次「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結果

發現，國內 12 至 64 歲的民眾，非法濫用藥物比率超過一個百分點；

基此，衛生福利部推測台灣吸毒人口可能超過 20 餘萬人，而其中又

以 18 至 34 歲的年輕族群占了 大宗。4以上數據，印證法務部的資

料，顯示以吸毒人口與入罪比例而言，台灣地區保守估計吸毒與販毒

者已逾 20 萬人；換言之，每 100 人中至少有 1 人｢ 吸食毒品｣
5，而

如果以終身盛行率來推算，台灣總吸毒人口應該超過 40 萬人，數量

相當驚人。6另依據法務部一項「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分析」及「毒

品案件統計」之資料顯示，2010 年台灣之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為 9316

人，如與 2009 年的毒品犯罪類型相較，發現 2010 年觸犯毒品犯罪的

少年兒童增加幅度高達 50%， 為明顯，說明台灣在學的青少年吸食

                                                      
4 資料來源請參見 http://www.nownews.com/n/2013/12/05/1042592，於 2014 年 10 月 8

日檢索。 
5 所謂「吸食毒品」在台灣法律上的正式用語稱為「施用毒品」。施用毒品的處罰會

因為毒品本身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而有不同程度的處罰規定，並涵

類蓋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等犯罪 型。另所謂「毒品犯罪」則含括違反毒品危害

易防制條例及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由於毒品犯罪在犯罪態樣中顯示出容 導致其他

犯罪之發生，且無論是成年犯或少年犯，其再犯率更是居所有犯罪類型之首位，

因此台灣政府及社會各界對於防治毒品犯罪問題均十分重視。 
6 資料來源請參

見://www.ksnews.com.tw/newsdetail.php?n_id=0000513368&level2_id=102，於 2014
年 10 月 8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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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及藥物濫用的問題，十分嚴重。 
除此之外，再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公開資料，2011 年由警方查

獲的校園吸毒與販毒事件，較 2010 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十三，數量倍

增。而教育部的統計數據亦顯示，2011 年有吸毒紀錄而須強制驗尿

的各級學生7（包括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專院校），多達有 12000 人

之多。若再以警政署的資料繼續推估，目前台灣社會各級學校中，需

要強制驗尿的吸毒學生可能至少在 20000 人以上，這還不包括未被查

獲或有些學校刻意隱匿的數目在內。以上種種數據均顯示，學生吸食

毒品現象，確實已成為當前台灣各級校園的一項重大危機。 

（二）「網路援交」亦已成為犯罪集團獲取暴利的不法工具 

台灣社會一些長期關懷婦女人權的民間團體如「婦女救援基金

會」、「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等單位，都觀

察到並初步估計，國內目前至少有 100 多個「網路援交集團」存在於

台灣各地方。8而這些非法的「網路援交集團」為控制在學的青少女

賣淫，不惜提供 K 他命、搖頭丸、安非他命等不法物質，誘騙她們

「吸食毒品」並使其嚴重成癮。上述這些被俗稱為「糖果妹」的吸毒

少女，染上毒癮後，只能不斷以性服務（即透過網際網路或手機簡訊

方式與客人從事性交易）向集團換取毒品滿足藥癮，如此也就難以脫

離這些犯罪集團的掌控。由於賣淫集團以毒品控制的少女們，多會呈

現出情緒易怒、記憶力衰退的情形，甚至會因長期吸毒過量而產生瘋

癲、幻想、幻聽等嚴重症狀，因而形成台灣頗值關注的社會治安問題。 

另再從監察院的一份資料亦可證明，在台灣各級學校中，尤其是

                                                      
7 近年來，台灣校園學生吸食毒品人數有大幅增加的趨勢。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報

告顯示，台灣校園地區青少年藥物濫用或吸食毒品的情形日益普遍。在學青少年

用藥盛行率介於 1.0%至 1.5%多之間；但若透過街頭訪問方式針對新北市青少年所

做的調查，藥物濫用的盛行率介於 5.1%至 10.8%之間。以上詳細資料與相關數據，

請參見 http://deptcrc.ccu.edu.tw/index.php/news/。 
8 有關國內社會之「網路援交集團」在台灣各地十分活躍，而其利用毒品控制少女

賣淫的相關資料，請參見

http://www.nodrugs.tychb.gov.tw/03_about/abo_01_info.asp?bull_id=947&cate_id=6&
cate=%ACr%AB~%AC%DB%C3%F6%B7s%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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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與高中階段，在學的學生被犯罪集團誘迫吸毒的現象，確實十分

嚴重。此份監察院的公開調查報告，內容提到台中市警察局曾於 2012 

年 5 月破獲一家「OL 經紀傳播公司」；此傳播公司實際上是由從事

色情行業的集團所經營。9該集團侵入校園吸收學生及未成年中輟

｢ ｣生，同時亦利用 網咖 場所，吸收一些蹺家的少女，提供毒品供其

吸食，待這些少女上癮後再脅迫脫衣陪酒及賣淫，若不從便暴力相

向。10台中市警察局在當時上述的破獲行動，同時掃蕩共八個入侵校

園的販毒集團，一併查出至少有十所的國中與高中，近六十名的少

年、少女被誘染上毒癮，並遭脅迫販毒或賣淫。 
上述不論是「吸毒」、「販毒」或「網路援交」而由警方破獲的犯

罪模式，其與傳統犯罪方式 大的不同，就是高科技傳播工具（如網

際網路與行動電話）的運用。也因為此種先進技術的普遍使用，提供

了買賣毒品及性交易行為的便利性與隱匿性；換言之，此類犯罪行為

不用拋頭露臉在實際公共場域中，就可使一些仍為在學學生的青少女

們避免了可能需要面對的社會負面價值和道德批判眼光，以及當場被

警察逮捕的高風險。同時，因為網際網路是一種媒體中介，延伸了語

言溝通的想像空間，因此犯罪集團在達成販賣毒品或洽談性交易前的

謀合過程中，也大大地提高了雙方感官的冒險刺激或各取所需的交換

價值，而這也是現今網路工具所以會被犯罪集團廣泛使用，而成為獲

取暴利的一個關鍵因素。 

三、「吸食毒品」結合「網路援交」的複合犯罪案例 

國內青少年吸食毒品的人數有逐漸增加的情形，以及女性自願或

                                                      
9 有 關 此 份 監 察 院 的 調 查 報 告 之 詳 細 內 容 ， 請 參 見

http://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E8%AA%BF%E6%9F%A5%E
5%A0%B1%E5%91%8A/102/102000198%E8%89%B2%E6%83%85%E7%B6%B2%
E7%AB%99%E8%AA%BF%E6%9F%A5%E6%84%8F%E8%A6%8B%EF%BC%88
%E5%A4%96%E7%B6%B2%EF%BC%89.pdf，2014 年 10 月 13 日檢索。 

10 這個犯罪集團因擔心少女脫逃，特別在台中市的北屯路租下一間十多坪的套房當

「宿舍」，裡面並無任何床鋪。而 11 名少女平日就睡在地上，年齡 小的被害少

女僅有 14 歲，由 6 名擔任馬夫的成員嚴密監控。若遇未成年少女不肯聽從指示，

就動輒毆打並拿槍、電擊棒加以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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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以「性交易」換取毒品的案件也是常有所聞的現象。換言之，透

過「網路」性交易並達到「毒品」吸食目的之不法行為，已是台灣社

會逐漸興起的犯罪模式。尤其近年來，此種「雙重行為」（吸毒與賣

淫）皆違法的現象（特別是發生在台灣各級校園的青少女們身上）有

愈演愈烈的趨勢。甚至更有一些惡勢力組織專門進入各級校園（如國

中與高級中學等）引誘並控制少女集體賣淫，且同時販售毒品供其吸

食，此皆嚴重污染了台灣社會與校園治安。以下數個複合犯罪案例，

是本論文特別提出供國內各界參考，冀望我政府相關部門、學術單位

及社福團體等機構，都能共同深入研究並提供有效對策。 

（一）少女透過「網路援交」謀生並購買毒品的案例 

2007 年 8 月 20 日，國內媒體報導，有一名在學少女名叫「小如」

（化名），由於其父母很早就離異，13 歲那年父親又交了新女友，由

於她得不到任何家人關心，轉而上網結交朋友，認識了吸毒男友；後

來，她也深受男友影響而染上了毒癮，並主動透過「網路援交」方式

賺錢， 後還成為家暴的受害者。11 

除此之外，2011 年 7 月 12 日，國內媒體亦有一則新聞引人矚目，

即一位長相清秀與身材姣好的 22 歲高姓女子，為彰化縣人，染上毒

癮已有 5 年，進出警局近 20 次。為了籌措買毒品經費，她選擇上網

援交，不料性交易的錢尚未賺到，就被警察捉到派出所，大好青春毀

在毒品上，讓承辦員警均覺得十分惋惜。據報載，此位有多次毒品前

科的高姓成年女子，係以「彰化市有緣人」的暱稱，在中部地區「網

路聊天室」刊載援交訊息，被霧峰警分局的員警上網巡邏發現，約在

彰化市交易時逮捕到她。高姓女子自稱，她是於 18 歲在學時，因誤

交壞同學而染上吸毒習慣，卻一直戒不了毒癮，為了籌措經費購買毒

品，在入不敷出情形下，才會多次上網援交，並刊載可以「口交」、

要戴套子，每次交易 90 分鐘、費用 3 千元等內容的援交訊息。 

                                                      
11

 資料來源｢參見聯合新聞網，於 2007 年 8 月 20 日所報導（13 歲網路找愛援交養

毒男友）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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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子利用「網路聊天室」以性換取毒品的案例 

上述不論是在學少女或是成年女性，本論文研究發現，只要是染

上吸取毒品的惡習，便會揮金如土，時時刻刻想購買毒品。部分女性

更可能會在山窮水盡之際，自願地走上援交之路，即變相以肉體換取

毒品。12而此種購買毒品的金錢是源自援交之不法行為，未來我政府

相關部門或社會工作單位，應正視此一趨勢的發展，並投注心力有所

｢ ｣防範。因為任何年齡的女性，只要是同時踏入 吸毒兼援交 之途，

終其一生都會身心重創，更會形成國家嚴重的社會問題。 

2014 年 10 月 25 日，國內媒體有一則新聞報導，有一位 30 歲陳

姓女子，她的丈夫因毒品案入獄，她也有吸毒的習性，且常常在網咖

的遊樂場所逗留。陳姓女 ｢子在 網路聊天室｣ 認識一位使用「林先生」

為暱稱的男子，雙方結識才 2 天就「約砲」；亦即由陳姓女子提供性

服務，而林先生則供應毒品給陳姓女子。2014 年 10 月 21 日中午，

陳姓女子從台中趕往嘉義市的一家旅館，進房間後，林先生將｢ K 他

命｣ 、｢ 海洛因｣ ｢、 安非他命｣ ，以及摻有毒品的「咖啡包」共 4

種毒品擺在桌面上，任陳姓女子任意挑選。陳姓女子選擇了安非他命

及 K 他命兩種毒品，而當陳姓女子在拉 K 吸毒的時候，也同時與林

先生完成了性交易。 後兩人「交易」結束，各自離開旅館。而陳姓

女子因吸毒後，精神恍惚在街上遊蕩，被嘉義市的王姓警員發現陳姓

女子兩眼無神進而盤問。警方從陳女手機 ｢內 臉書｣ 聊天的對談內容

中，發現有「給我爽一下，就讓妳吸毒吸到飽」等露骨對話，才意外

                                                      
12 其實吸食毒品或是利用網路工具從事非法的性交易行為，不是只有台灣女性才會

涉及的犯罪行為，男性也常是會犯下同樣的罪行。例如，2014 年 5 月 13 日台中

市就驚傳有一名吸毒的歲律師，而且這名律師還被其新婚妻子發現，他不僅有吸

食毒品的惡習和暴力傾向，而且常常上網找尋援交妹，因而讓其妻子罹患憂鬱、

焦慮、恐慌等病症。根據媒體消息指出，這名年齡為 30 歲的劉姓律師，不僅吸毒

有暴力傾向，又喜愛嫖妓；更可惡的是，竟然還常在網路謾罵妻子是「跟 11 個男

生上床的家樂福打工小妹」。後來本案經台中地方法院審理後，依恐嚇、散布文字

誹謗等罪，判處該名劉姓律師有期徒刑 10 個月，得易科罰金 30 萬元。以上資料

來源，請參見 http://www.nownews.com/n/2014/05/13/1231041，於 2014 年 10 月 16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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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 ｣ ｢ ｣及查獲此以 性 交換 毒品 的不法案件。13 

｣（三）「網路援交集團 用毒品控制少女賣淫的案例 

近年來，網路援交已然演變為集團化的經營模式，而經本論文的

進一步分析後發現，不法集團利用毒品控制少女賣淫的犯罪行為，從

台灣北部至南部都非常猖獗，甚至有普遍化現象。例如 2011 年 3 月，

新竹市警方曾破獲一起賣淫集團，逮捕十九名嫌犯以及多名未成年少

女。這個犯罪集團是在網路刊登打工廣告，吸引一些少女上門，之後

再用毒品控制，並逼迫簽下本票賣淫。此犯罪集團還要少女騙他們的

家長，說是到加油站打工。而這群受害少女平均年齡 16 歲，14且警方

還進一步發現，上門尋芳的客人，大部分是竹科工程師。15從警方公

布照片中的少女，留著一頭烏黑長髮，露出淺淺微笑，手擺出撩人姿

勢，身穿性感上衣，小露酥胸；一張張的照片，看似天真稚嫩，但他

們其實都是遭到毒品控制的少女。被逮捕的十九名嫌犯，通通是四海

幫成員，頭低下到不行；經警方調查，主嫌是 29 歲的徐姓男子，他

利用網路交友認識少女，再用毒品誘惑，進而控制逼迫對方賣淫。少

女平均年齡只有 16 歲，以新台幣 3000 元的代價，每天被迫接客多達

7、8 次之多，只要想逃離，就會被嫌犯毆打，並威脅簽下本票。此

犯罪案件，嫌犯 後是依組織犯罪，還有毒品罪嫌被移送法辦。 

再如 2011 年 8 月 2 日，台北市刑警大隊也偵破一件網路援交集

團以毒品控制少女賣淫的案件。此集團是先以優渥的金錢報酬吸收未

成年的在學少女從事賣淫，再藉由各類毒品控制受害少女的行動，以

及引誘這些少女們沾染毒癮而無法重新自立。據媒體報導，這些由不

                                                      
13 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824504，於 2014 年 10 月 25
日檢索。 

14 據警方資料顯示，這 3 名未成年的少女，大都是因為愛玩，在網路上結交朋友，

進而被網路犯罪控制，而強迫她們簽下本票，強迫賣淫。以上請參見

http://muzikonline.tkec.com.tw/brainy/detail/%E5%8A%A0%E6%B2%B9%E7%AB%
99%E6%89%93%E5%B7%A5%E5%B9%B4%E9%BD%A1/365435，於 2014 年 10
月 28 日檢索。 

15 此犯罪事件，嫌犯是將少女的照片 PO 上網，招攬有意尋芳的客戶，並派車等少

女放學；警方調查發現，上門的竟然有四成是竹科人，另有四成是已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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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歹徒所經營的援交集團，為規避警方的查緝工作，大多係以「油

壓」、「茶莊」、「摸摸茶」、「釣魚訊息」、「鐘點情人」與「按摩工作坊」

等種種名目，在網路上大肆招徠嫖客，只要客人一通電話，網路援交

集團便能依不同嫖客的預算、喜好，以及指定地點，仲介受害少女提

供「性交易」與「到家服務」。 

另 2012 年 5 月 20 日，新北市的少年警察隊亦破獲並逮捕以施忠

信男子為首的賣淫、販賣集團等八人，並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等罪移送

法院。根據新北市警方查出的帳簿發現，施忠信網路犯罪集團是在電

腦網路上，搭訕一些國中畢業後未再升學的少女們，先免費提供毒品

給她們吸食，等這些少女吸毒上癮後，就脅迫她們以「一樓一鳳」方

式下海賣淫，所得用來換取毒品和付房租。16這些獲救的九名少女（年

齡 15 至 17 歲），近一年多來，接客上千次，由於長期吸毒影響，個

個精神恍惚、眼眶泛黑，且都呈現一臉病懨懨的模樣。 

又 2012 年 8 月 30 日，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隊亦宣布查獲一個「少

女援交集團」，據高雄警方指控，許姓男子是在網路聊天室吸收一些

無知的少女，再以錯誤的性觀念教她們援交賺錢，被查獲共八名少女

後來是交由高雄市社會局安置。這些受害少女因為被賣淫集團以毒品

控制，只能下海援交賺錢，再買毒品吸食。根據當時高雄警方的蒐證

畫面顯示，這些未成年少女公然到汽車旅館進行性交易，全程都被員

警跟監，一進到汽車旅館就立刻被抓。警方當場查獲各式毒品吸食

器，並發現該賣淫集團常利用暑假期間，在交友網站上拐騙未成年少

女，讓她們離家出走，再以毒品控制要求下海援交。17警方 後是逮

捕主嫌許姓、張姓男子及少女「布布」，以及共八名的援交少女。根

據當時的深入調查發現，這八名未成年少女不只被迫要求進行性交

                                                      
16

 參見（毒誘少女陷淫窟，網路攬客摧花），《中國時報》，2012 年 5 月 22 日，A9
版。 

17
 資料來源參見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830/95764.htm#ixzz3HvCvZkap，於

2014 年 11 月 3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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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還只能抽成部分金錢來購買毒品吸食；而為了爭搶客人，少女也

必須時時傳簡訊招攬客人上門。 

再依據「婦女救援基金會」與「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所公布的

一項調查資料顯示，18台灣目前至少已有上百多的援交集團在「網路」

流竄，服務範圍涵蓋整個臺灣，且多集中於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

等三大直轄市地區；此類不法集團，基本上喜歡以同儕關係勸誘一些

未成年少女（許多仍是在學的學生）從事賣淫行為，其代價除了每小

時提供之性服務向嫖客收費新台幣 3000 元至上萬元不等之報酬外

（集團則可賺取 3 千元暴利），集團幹部更可為受害少女們提供各類

「糖果」（例如 K 他命、搖頭丸、安非他命等管制毒品）做為性交易

的額外酬勞或特別報償。 

四、當前「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合流的發展趨勢 

根據 ｢國內 慈懷園｣
19自 2009 年起安置輔導的 82 ｢位涉及 網路

｣援交 的個案中，就有多達 48 位的青少女曾吸食過各類毒品，比例

非常的高。20顯見「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兩者犯罪關係密切，

｣早已有合流的趨勢。尤其從前述多個「網路援交集團 的犯罪實際案

例發現，台灣不論是在學的青少女或是成年女性吸食毒品的情形，已

不只是健康損害或生命危害的個人問題，而係已成為大規模藥品濫用

                                                      
18

 有關國內社會之不法「援交集團」利用毒品控制女性及誘騙一些少女們賣淫的新

聞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www.nownews.com/2011/08/02/91-2732278.htm#ixzz1qhgUwpg5，於 2014 年

11 月 3 日檢索。 
19

 在 1991 年（民國 80 年）4 月 9 日，由當時致力從事兒童保護工作的一群熱心人

士發起，並組織｢慈懷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共同為保護兒童及青少年，推展社

會福利而努力。至 1991 年 6 月 6 日，成立慈懷園中途之家，收容社會行為適應不

良的兒童少年，提供行為、心理、情緒、就學、就業等收容安置與輔導。並於 2000
年（民國 89 年）與教育單位合作設置「慈懷學園」合作式中途班，提供國中之中

輟學生多元智慧發展的教育課程，培養其多方面的興趣，建立學生們的自信心，

並且協助其發揮潛能、適性發展，重返校園或完成國中階段學業。 
20 資料來源參見

http://www.nodrugs.tychb.gov.tw/03_about/abo_01_info.asp?bull_id=947&cate_id=6&
cate=%ACr%AB~%AC%DB%C3%F6%B7s%BBD，於 2014 年 11 月 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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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集團犯罪趨勢的嚴重社會治安議題。因而本論文提出下列研究心

得供國內社會各界或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一）「網路援交」已成為台灣一些女性「吸食毒品」的主要金錢來

源並有蔓延與惡化趨勢 

由上述本論文所列舉之「少女透過網路援交謀生並購買毒品」，

以及「女子利用網路聊天室以性換取毒品」等犯罪案例中，我們可以

明確得知，不論是「小如」、「高姓女子」或「陳姓女子」，她們為了

籌措購買吸食毒品的經費，自願上網登載援交訊息並從事賣淫行為，

絕不會只是台灣幾個特別的案例，而是已在台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

個長期事實，只是一直未被政府及各界重視。 

因為事實上，根據國內警方所查獲的資料顯示，網路犯罪一直是

以「色情案件」21（例如少女上網張貼援交或包養的訊息）與「販毒

案件」（例如不法集團上網販賣搖頭丸之類的違禁品）為 大宗。如

果此種因「網際網路」發達和有其快速傳播訊息的電腦科技，持續被

一些偏差行為的少女們或網路援交集團，用來作為「援交」與「販毒」

的直接或間接工具，本論文研判將會形成國內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22。 

                                                      
21

 台灣目前的網路犯罪類型仍以「色情案件」為 大宗，偵辦追訴之案件亦以此居

首位，其可能的原因是，高技術層次之「網路犯罪」案件恐因被害者不願聲張或

未被知悉察覺而形成「犯罪黑數」，而僅著重於技術層次與偵查難度均較低且較易

於發現知悉之「網路色情」案件；另一方面，台灣政府部門對於「網路犯罪」始

終仍處於被動之角色，而未能對「網路犯罪」問題，作深入之有計畫研究與瞭解。

以上，相關資料與數據，請參見

http://www.cib.gov.tw/crime/Crime_Book_Content.aspx?chapter_id=0000007&rule_id
=0000003。 

22
 因為以吸食毒品為例，台灣青少年過去的吸毒型態（包括濫用藥物），歷年來都是

以安非他命高居首位。但有研究資料顯示， 近三年來，全台灣青少年非法使用

藥物，第一順位是「搖頭丸」，其次為「K 他命」，第三則是「大麻、強力膠」，此

表示當前青少年用藥種類有多元化的嚴重趨勢。而青少年在藥物刺激之下，容易

導致幻想，甚至激起犯罪勇氣或造成神智不清的狀態，進而引發攻擊性的犯罪行

為；除此之外，也會衍生自殺、自殘問題而損害其生命及身體健康等情形。同時，

吸毒或濫用藥物者，為維持其吸毒或用藥的需求，也很可能會受幫派及不良份子

支配（例如少女被不法集團控制賣淫），或者出現搶奪、竊盜、強盜等重大犯罪行

為，以因應其龐大之購藥費用。另外，為了確保非法藥物的來源，藥物濫用的青

少年極可能與藥物次文化團體為伍，久而久之，也就很可能由「吸毒」提升至「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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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毒行為從個人與家庭主要影響因素所致，有再惡化為是由犯

罪集團逼迫及提供毒品給青少女吸食所造成 

過去國內青少女之所以會有「吸食毒品」或「濫用藥物」的不良

行為，大多數國內學者研究的結果，認為主要原因，還是來自於管教

不當、破碎家庭、功能不彰的學校，以及男朋友或同儕影響等因素所

致。23但從上述「網路援交集團用毒品控制少女賣淫的犯罪案例」中，

本論文發現，台灣青少女「吸毒」行為，已有從個人自制力不足與家

庭主要影響因素所致，逐漸惡化為是由網路援交集團刻意誘迫，並提

供各類型毒品給被害少女施用成癮所造成。 

換言之，本論文認為，近年來援交犯罪有組織化、集團化現象，

甚至有跨國組織犯罪化之虞。因此，面對這種日益擴大的犯罪態勢，

我政府有關單位若不再採取強力措施制止或有效預防，不但國人的身

體健康與生命會受到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治安更會受到嚴重威脅。

除了前述幾個案例外，新竹市警方及刑事局偵四隊，也曾於 2011 年

3 月 25 日破獲一起自稱四海幫份子經營的少女應召站，並逮到 29 歲

的徐姓主嫌及其 19 歲許姓女友等 18 人，並救出 3 名被脅迫賣淫的國

中、高中在學女生。24據當時新竹市警方表示，徐嫌和女友經營網路

應召站已有半年時間之久，兩人與同夥集團以「毒品」為誘惑並控制

3 名少女賣淫。警方進一步瞭解，這些少女們平日愛玩，喜歡上網交

到壞朋友，因而被應召集團盯上，每天接客七、八次。這個網路應召

集團用暴力控制少女行動，還逼迫她們簽下十多萬的本票， 後是由

其中一名少女母親報案，才將此不法集團以毒品控制少女賣淫的事件

曝光。 

                                                                                                                        
毒」的層次，轉售大批藥物圖利，衍生為重大的社會與國家治安問題。 

23
 例如過去國內許多資料顯示，台灣少女第一次接觸毒品，大多在國中階段時期，

這些少女主要是因好奇心、同儕團體因素下首次接觸毒品；用藥種類以搖頭丸、K
他命、安非他命為主，且少女在用藥種類上會受其朋友或男友的影響而改變。這

些涉世未深的少女們所以會持續用藥與其無法處理自己情緒問題外， 主要還是

來自於破碎的家庭與功能不彰的學校，以及男朋友與同輩朋友等因素的影響。 
24 請參見（新竹破獲少女應召站逮 18 嫌），《自由時報》，  2011 年 3 月 25 日，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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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品入侵校園現象及其影響層面之廣並不輸於恐怖攻擊行為，

而未來政府恐須以「國安議題」的層次重視之 

毒品入侵各地方甚至是各級校園的危害影響，絕不會亞於恐怖犯

罪對一個國家安全的破壞影響，政府千萬不能等閒視之，必須要有周

詳與綿密的反毒計畫。否則反毒工作不力，「校園毒品問題」恐會如

同「食安問題」25一般，而演變成台灣非常嚴重的「國安問題」。換言

之，近年來，毒品入侵台灣各級校園情形十分嚴重，尤其是青少年吸

食 K 他命、搖頭丸等毒品的人數，更有大幅增加趨勢。根據教育部

的資料統計，2008 年校園全年吸毒人數為 815 人，但至 2012 年底時

已激增至 2366 人；亦即短短五年之內，台灣吸毒學生人數，就快速

增加有三倍左右。以上數字，仍只是官方數據，未被發覺的「黑數」

恐難以想像。另再根據教育部的一項資料顯示，台灣毒品危害青少年

的情形日益嚴重，光是目前被列管的青少年學生就將近有 2000 人；26

其中，更以吸食三級毒品的 K 他命、安毒 為嚴重，佔有百分之八

十五以上。 

另外，2013 年 6 月，台中市警方曾動員千餘名的警力，展開一

項大規模的掃毒行動。在當時查獲共 185 名販毒與吸毒的青少年中，

絕大多數為在學的學生，年齡 小的只有 14 歲。由此現象，除可以

看出毒品氾濫與毒品危害「台灣下一代」情形非常嚴重外；也顯示出

政府當局與各級學校在打擊毒品與防毒工作上，都仍有檢討與精進空

間。由於「毒品吸食」如同「恐怖攻擊」一般，都可歸屬於是「非傳

統安全」的威脅性質，也都是屬於隱形殺手、無時不在、很難防範。

                                                      
25

 近年來，台灣社會發生多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如塑化劑、毒澱粉、混充米、

低級油，至 2014 年 9 月的首宗噁心地溝油（餿水油）事件，除讓全體國人食不安

心，及傷害台灣美食王國的國際聲譽外之，也連帶使「台灣製」各類食品的口碑

嚴重受損。然而，此已連年發生且影響台灣食品產業的重大危機，早已不是｢衛生

福利部｣可以單獨處理的問題，而係該以「國安層級」的角度與規模來解決之，以

上參見張淑中（2014），（應以國安層級處理重大黑心食品事件），《自由時報》，2014
年 9 月 9 日 A15 版。 

26
 資料來源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821/2685266.htm，於 2014 年

11 月 6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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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犯罪發生的後果影響，對於一般大眾或國家本身，都會造成嚴重

的生命傷害與國力損失。因此，未來如何保護台灣「主人翁」被毒品

殘害的嚴肅問題，本論文鄭重提出建議，即我政府必須將其視為是重

｢ ｣大的 國家安全 或「非傳統安全」27議題，作深入研究與全盤處理，
28才是務實與正確態度。但不論如何，全心致力於事前防範之「反毒」、

「拒毒」等教育警覺工作，仍絕對是優於毒品犯罪之「緝毒」與「戒

毒」事後補救工作。 

五「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複合犯罪的防制政策建議 

我政府要能防制女性（尤其是在學少女）利用「網路援交」作為

「買毒」金錢來源的社會亂象，以及阻斷與嚴懲全國各地方的「網路

援交集團」用毒品控制在學少女賣淫的犯罪惡行趨勢（由本論文所提

出台灣從北到南不法集團犯罪的氾濫事實可見），就應規劃更有效的

防制措施因應。雖然有關如何防制青少女單純從事「網路援交」行為

的措施建議，過去國內學術界已有相關的研究方案可供參考；29但對

於「網路援交」結合「毒品犯罪」的複合犯罪案例分析或學術研究，

在台灣尚屬貧瘠階段。因此本論文提出下列政策建議，供國內社會各

                                                      
27

 過去長久以來，「國家安全」的概念，基本上是以軍事安全為核心。但自從上一個

世紀 70 年代、80 年代以來，「綜合安全」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尤其「911 事件」

之後，這趨勢更加明顯。除了軍事威脅之類傳統安全的議題之外，由於全球化效

應帶來經濟、社會與人文的巨大變遷，「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舉凡經

濟、金融、能源、疾病、人口、資訊、國土保育，乃至於族群、認同、氣候變遷、

海洋開發爭議等種種議題，莫不逐漸成為國家安全的全新挑戰。以上相關資料，

請參閱國家安全會議（2008），《國家安全報告》，2008 修訂版，頁 3 至 5，以及國

防部（2013），《中華民國 102 年國防報告書》，頁 33 至 38。 
28

 參見張淑中（2013），（毒品入侵校園不輸恐怖攻擊），《中國時報》，2013 年 6 月

16 日 A18 版。 
29

 例如，對於網路援交的預防政策，在「家庭方面責任」，應加強親職教育與改善親

子關係、對行為不檢的父母親給予處罰；在「學校方面責任」，應導正青少女對援

助交際的認識、加強和改善青少女的社交技巧、增設兩性課程教導正確性觀念、

對高危險群的青少女給予特別輔導；在「社會方面責任」，應加強網咖業者自律自

清運動、導正笑貧不笑娼的不健全觀念；在「政府方面責任」，徹底落實網路資訊

的分級管理政策、安置並輔導以｢網路援交｣為業的少女等等。以上資料，參見張

淑中（2006），（網路援交行為與預防對策之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6：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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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及國際社會參考，希望未來台灣與全球的有關學術單位，都能針對

此類「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之複合犯罪型態，共同研議出更積極與

更有效的防制策略。 

（一）中央應設立跨部會單位專責處理「毒品與援交」複合犯罪問題

並建立重大毒品犯罪的檔案資料庫 

英國與日本等先進民主國家，自從 2008 年開始，就已著手規劃

將少年網路安全與網路色情等重要議題，列為是國家與政府的重大安

全工作，並定期由首相主持跨部會的全國報告會議。不只如此，日本

政府更成立跨部會層級的「委員會」30，來專責處理全國少年的網路

安全與犯罪問題。反觀台灣，目前雖有類似上述的報告會議（如行政

院毒品防制會報），但尚無一個專門的主管機關，來整合及負責全國

有關「少年上網安全」、「青少女網路援交」、「校園學生吸食毒品」，

以及「犯罪集團用毒品控制少女賣淫」等議題之防制工作。因此，本

論文建議未來我中央政府除應徹底落實現行「毒品防制會報」機制（係

由行政院長不定期主持的會議）所作的重要決議與規範外；未來更需

要積極籌劃正式成立一個具有指揮實權的全國專責機構（例如在行政

院成立「防制毒品辦公室」），來全力負責與處理「網路援交」與「吸

食毒品」此類重大的複合犯罪問題。除此之外，更應強化中央與地方

政府之合作協調，才能有效督導全國警方，確實加強掃除色情、毒品、

查緝雛妓及人口販子不法行為；並對已查獲有多次援交紀錄並涉及重

大毒品犯罪的青少年累犯及其背後的犯罪集團，建立其個人或犯罪組

織的特別檔案資料庫，且給予長期追蹤輔導或持續監視管控，力求根

除此類嚴重影響台灣社會治安與校園安全的犯罪氾濫現象。 

（二）學術界未來可針對網路「關鍵字」的使用作深度探討並將研究

                                                      
30

 日本政府是於 2008 年起，在內務省成立一個跨部會委員會，主席是由總理大臣（即

日本首相）擔任。此跨部會的委員會組織，是透過政策的有效推動與落實，提供

並 保 障 少 年 更 完 善 的 網 路 安 全 與 手 機 上 網 的 安 全 環 境 ， 請 參 閱

http://www.wretch.cc/blog/TICRF/2068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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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及數據提供給政府作為制定政策之參考 

現代科技已全然改變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尤其是通訊與資訊科

技領域，除帶來生活便利外，亦讓不肖份子利用為工具進行各項犯

罪，並造成傳統犯罪手法的不斷更新。目前台灣網路人口已超過一千

萬人，手機普及數目也超過二千三百萬的國家總人口，高居世界第一

位，而此亦產出態樣多元、數量極多的網路犯罪。由於網路犯罪方面

的研究，常需耗費大量的物力、專業人力與政府經費。因此多年前，

澳洲政府為打擊網路犯罪問題，即開始與民間組織及學術團體合作，

例如檢舉熱線機制的設立與運作，31對網路色情、毒品等數據資料的

研究與分析等，讓政府在防治少女網路援交或買毒、吸毒等犯罪問題

時，可以更即時地有效處理。本論文建議未來台灣政府機關除可參考

上述澳洲之作法外；更可由政府撥出一些經費與國內學術單位合作並

進行長期研究，即針對網路「關鍵字」的使用進行深度探討，以瞭解

台灣當前眾多的「網路援交集團」或在學的「青少女」們，是透過那

些熱門的「網站」（例如無名小站）或是利用何種功能的數位產品，

來發送「關鍵字」傳達「援交」、「買毒」、「販毒」等交易訊息；以及

深入分析在青少女「吸毒」或「援交」的大量案例中，又會連帶觸發

或結合那些「犯罪問題」（例如「金錢詐騙」、「擄人勒贖」、「強姦殺

人」、「毒品製作」等32）。相信透過上述資料、數據的蒐集、整理和分

析後，未來可提供政府相關部門、警政單位及社會福利團體等，作為

｢ ｣將來制定 毒品與援交 防制政策、查緝「色情訊息」傳播、輔導與

安置「受害少女」等工作之重要參考。 

                                                      
31 有關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www.wretch.cc/blog/TICRF/20686152。 
32

 不論是「吸毒」或「藥物濫用」都是非常危險的行為。主要原因係基於上述行為

常與其他類型犯罪間存有強烈的關係。事實上，已有研究資料指出，吸毒者或藥

物濫用者在使用毒品期間，常會同時從事竊盜、販毒、詐欺、賭博與賣淫等犯罪

行為。例如，英西亞迪（Inciandi, James）曾對美國邁阿密地區的 356 名毒品犯進

行研究後，發現他們居然在 12 個月期間即犯了 118,134 的罪行（平均每人 332 次

之多）；其中 27,464 件是屬於重罪者（平均每人 77 之多次）。參見

http://www.cib.gov.tw/crime/Crime_Book_Content.aspx?chapter_id0000006&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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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應研究及運用優質的警察替代役充實國內網路警察人力以

發揮打擊犯罪實效 

當前網路犯罪技術更新的速度十分驚人，沒有充分與優質的警力

是無法因應現代社會的各類型高科技犯罪。目前台灣警察平均年齡為

38 歲左右，而網路犯罪的平均年齡僅 18 歲。由於雙方成長背景、生

活環境的不同，以及網際網路中的犯罪累犯（如習慣上網張貼援交的

青少女或網路援交集團），通常對科技工具的使用以及網路談話內容

的技巧，都非常的專業與深入。尤其對各式 新現代網路技術的專注

度，都不是平日工作繁重的一般警察所可比擬的，這也是造成網路犯

罪破案率無法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根據十二年前，刑事警察局曾公

佈的一項資料顯示，2002 年台灣青少年 ｢的 網路犯罪｣
33人數為 154

人，到了 2003 年急遽增加為 1125 人，幾乎成長了 800%；相對於如

此可觀的犯罪成長狀況，但當時國內負責網路犯罪的警力，卻只有區

區的 20 人左右。即使時至今日（2014 年），網路警察正式編制人數

也不過 30 多人，34換言之，我國的網路警察人數並未隨犯罪的高成長

而大幅增加員額。除此之外，近年來，由於台灣社會急速變遷，各種

年 ｢不良資訊氾濫，對少 產生負面影響，亦造成本論文所探討的 吸食

                                                      
33

 有關｢網路犯罪｣的定義，國內學術界仍是以學者林山田之分類為主。即可分為｢

廣義說｣、｢狹義說｣與｢折衷說｣等三種。採廣義說，認為所謂「網路犯罪」係泛指

所有與電腦科技或電腦系統有關的犯罪，意即「與電腦有關的犯罪」，此說顯然過

於廣泛，並無任何實質意義；採狹義說，係認為「網路犯罪」乃指與電子資料處

理有關的故意而違法破壞財產法益的「財產罪」，而此說則又顯過於狹隘，僅將網

路犯罪界定為財產罪，勢將無法涵蓋全部的網路犯罪。至於折衷說，則認為「網

路犯罪」乃指行為人濫用或破壞電腦而違犯具有電腦特質（Computer Property）的

犯罪行為，所謂「電腦特質」則以行為的違犯、追訴或審判是否需要電腦的專業

知識為斷。目前我國學界通說係採折衷說，惟仍有爭論，國外亦然。以上相關資

料，請參見 https://www.cib.gov.tw/Crime/Detail/981，於 2014 年 11 月 8 日檢索。 
34

 資料來源，請參見

http://gabriel941990.pixnet.net/blog/post/6597670-%E7%B6%B2%E8%B7%AF%E7
%A7%91%E6%8A%80%E7%8A%AF%E7%BD%AA%E5%B0%88%E8%B2%AC%
E9%9A%8A-%E5%88%91%E4%BA%8B%E5%B1%80%E5%81%B5%E4%B9%9D
%E9%9A%8A%EF%BC%8D%E6%9D%8E%E7%9B%B8%E8%87%A3，於 2014 年

11 月 8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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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與網路援交 的複合犯罪問題，更有猖狂氾濫及愈演愈烈趨勢，

且背後操控少女賣淫的網路援交集團更是組織龐大與實力雄厚。因

此，為徹底解決台灣網路警察人力（例如刑事警察局偵九隊35）長期

不足及警員年齡普遍的老化現象，本論文建議，未來我警政署相關單

位應規劃並運用大量年輕的「警察替代役」（國防役期可研究設計為

三或四年，並甄選有資訊科技或電腦專長的碩士、博士來擔任），以

充實台灣各地區的網路警察人力。如此具有戰略與務實作法，相信未

來政府不只能有效打擊網路不法集團的重大犯罪問題，亦能同時解決

國內許多博、碩士生「畢業即失業」的嚴重社會問題。 

（四）傳統所運用的「公共衛生三級犯罪預防模式」仍有持續續精進

與發揮重大功效的空間 

有關打擊「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的複合犯罪問題，如前所述，

除了相關政府機構及學術單位可扮演相當的重要角色外，其實國內的

各級學校也可協助政府發揮重要的防制功能。換言之，未來我政府可

規劃研究並撥補一些經費給國內各級的公、私立學校使用，以設置專

業的諮商輔導人員，並訓練其能專責及運用「公共衛生三級犯罪預防

模式」36，協助篩選出校園中可能有施用毒品與網路援交的「高危險

群」。諸如，凡是家庭有嚴重問題，學業表現低落、對學校生活沒有

                                                      
35

 刑事警察局偵九隊（偵查第九隊）的前身，乃於 1996 年 9 月份在刑事警察局資訊

室下規劃成立電腦犯罪組，後於 1998 年 8 月份在全國各市、縣（市）警察局成立

電腦犯罪小組，負責有關電腦（網路）犯罪的偵查與預防工作。 
刑事警察局再於 1999 年 7 月份將原隸屬於資訊室之電腦犯罪組，擴編為專責高科

技犯罪偵查之偵查第九隊（第一組和第二組），隨後於 2001 年 11 月份成立偵查第

九隊第三組，進而於 2003 年 1 月成立電腦技術組，分四組偵辦高科技的犯罪案件。 
36

 所謂「公共衛生三級犯罪預防模式」是一項以目標為導向的犯罪預防模式，是由

學者 Brantingham 及 Faust 藉「公共衛生疾病預防模式」（Public Health Model of 
Disease Prevention），說明犯罪預防活動之分類所提出。根據「公共衛生三級犯罪

預防模式」，第一層次犯罪預防著重於鑑定提供犯罪機會以及促使犯罪之物理與社

會環境因素，並予規劃、設計與改善，以減少犯罪之發生。而第二層次之犯罪預

防活動，則係指對「潛在犯罪人」予以早日辨識，並在其從事非法活動前予以干

預。至於第三層次之犯罪預防，係指對真正之罪犯予以干預，進行矯治與輔導，

以避免其再犯。以上相關資料，請參閱蔡德輝、楊士隆（2004），《犯罪學》，頁

310 至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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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或其言語舉止常出現偏差的少女們，就應對其進行專業性的特別

輔導及培養自我管理能力。37學校人員千萬不能放棄此類少女，不聞

不問，任其自生自滅或甚至將其「標籤化」，否則只會導致這些少女

身陷淵藪、更加沉淪。尤其對於「高危險群」少女偏差的價值觀點，

學校過去傳統的教條式、訓誡式，或命令式的教導方法，都只會激發

這些新新人類的更加反彈；簡言之，當前學校應以較人性化的生活引

導方式，讓此類少女對社會價值觀進行學習思考和反省，亦即在分析

和解釋某一觀點的利弊關係後，讓她們自己做決定也為自己行為負

責。除了上述對高危險群的少女們輔導外，學校也應持續加強同儕之

｢ ｣間的輔導，因為許多少女之所以會 吸食毒品 或從事「網路援交」

的一項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不良同學或朋友的慫恿和鼓動影響。因

此，如何發揮同儕之間的正面影響力，以有效抑制「吸食毒品與網路

援交」的複合犯罪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當然，未來全國各級學校

（從小學到大專院校）應適當地強化基本法律課程、休閒教育課程，

且更應積極推廣兩性平權觀念及正確性教育，以使學生瞭解男女應相

互尊重與觸犯法律的嚴重性，以及引導學生閒暇多從事正當休閒活

動，藉能改正偏差行為和不良想法。 

六、結論 

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發展快速的結果，也帶來社會結構極大的

變遷，亦即逐漸成為高科技現代國家的同時，台灣社會與各級學校也

受到一些負面文化發展的影響。例如先進國家各級校園中，經常發生

在青少女「吸食毒品」與「網路援交」的複合犯罪問題，也早已在國

內社會中出現並有日趨嚴重的現象。雖然要完全根除或防制並非容易

之事，必須從其衍生的根源因素積極介入、阻斷，才能有效減少此類

犯罪問題；尤其對於網路援交集團藉由毒品控制少女，並逼迫其從事

賣淫的惡劣行為，其對國內經濟發展、社會治安，甚至是對人民生命

                                                      
37參見張淑中（2006），（網路援交行為與預防對策之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6：6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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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巨大，已不亞於「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因此更需要台灣不同

領域的專家學者集思廣益、共同合作，才能設計出真正有效的防制方

案。本論文特別提出「中央應設立跨部會單位專責處理毒品與援交複

合犯罪問題」等四項具體的政策建議，供政府有關單位及社會各界參

考，就是希望能拋磚引玉，喚起國內更多學者專家繼續投入；也期望

激發全球學術界，對此類涉及毒品危害且可歸屬於「國安層次」議題

之防制工作，大家共盡心力與提供專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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