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現
行
規
定說
明
一、為發覺潛在之人口販運 一、為明確鑑別人口販運被 本原則訂定之目的原係鑒於
被害人，並予以明確鑑
害人，以有效追查人口 人口販運案件為隱匿性之犯
別，以有效追查人口販
販運集團案件，並提供 罪，相關執法人員可能不易
運案件，並提供被害人
被害人合適之保護措 察覺，乃訂定本原則，期能
合適之保護措施，爰訂
施，爰制定本原則。 提升對人口販運案件之敏感
定本原則。
度，發覺潛在之人口販運被
害人，爰修正之。
二、本原則所稱之人口販 二、本原則所稱之人口販運 參照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運，係指：
被害人，係指：
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九八
（一）意圖使人從事性交
（一）遭他人以買賣或質 ○○○一九二八一號令公布
易、勞動與報酬顯
押人口、性剝削、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
不相當之工作或
勞力剝削或摘取 條第一款之規定，修正「人
摘取他人器官，而
器官等為目的，而 口販運」之定義。
以強暴、脅迫、恐
被強暴、脅迫、恐
嚇、拘禁、監控、
嚇、監控，或被施
藥劑、催眠術、詐
以藥劑、催眠術、
術、故意隱暪重要
詐術、不當債務約
資訊、不當債務約
束或其他強制方
束、扣留重要文
法，並被組織、招
件、利用他人不
募、運送、轉運、
能、不知或難以求
藏匿、媒介、收容
助之處境或其他
於國內外或使之
違反本人意願之
隱蔽之人。
方法，從事招募、 （二）未滿 18 歲從事性
買賣、質押、運
交易者，無論其是
送、交付、收受、
否出於自願，均視
藏匿、隱避、媒
為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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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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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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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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司法警察人員於調查案 三、司法警察機關於查獲疑 一、現行規定旨在提示司法
件時，應注意相關人員
似人口販運案件時，對
警察機關於查獲疑似人
是否有下列疑似人口販
於涉案之人員，應注意
口販運案件時，應視案
運被害人之情形：
下列情形，綜合判斷是
件相關情形，綜合判斷
（一）為未滿十八歲之
否為人口販運之被害
是否為人口販運被害
人。
人：
人，惟於實務運作上，
（二）身體有遭受暴力或
（一）未滿 18 歲之兒童
司法警察人員常誤認僅
被虐待之跡象者。
及少年。
須具備本點所列情事之
（三）身分證明或旅行文
（二）非出於自願被運送
一，即為人口販運被害
件被扣留者。
或轉運。
人，造成人口販運被害
（四）被限制自由，無法
（三）運送或轉運之過
人之認定標準不一，爰
任意離開或出入
程，其行動自由受
修正之，並訂定較為明
均有他人陪同者。
限制，或受強暴、
顯易見之疑似人口販運
（五）無法任意與他人通
脅迫、恐嚇、傷
被害人徵象，期使司法
訊者。
害、性侵害等之虐
警察人員於調查案件
（六）接受司法警察人員
待，或無法任意與
時，注意有無本點所列
詢問之證詞顯係
他人通訊。
各項疑似人口販運被害
被人教導者。
（四）運送或轉運至目的
人之可能徵兆，以提升
（七）薪資或性交易所得
地後，其行動自由
發覺人口販運被害人之
遭到不當剋扣者。
受限制、或受強
敏感度。
（八）其他有可能遭受人
暴、脅迫、恐嚇、二 、 對疑 似人 口販 運被 害
口販運之跡象。
傷害、性侵害等之
人，司法警察人員應進
對疑似人口販運被害
虐待，或無法任意
一步深入追查，鑑別是
人應參照人口販運被害
與他人通訊。
否確為人口販運被害
人鑑別參考指標（如附
（五）其證明身分之文
人，爰增列第二項規
件）
，綜合判斷是否為人
件遭扣留。
定，並另行增設人口販
口販運被害人。
（六）運送或轉運至目
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
的地後，從事工
標，期能提供司法警察
作所得遭剋扣，
人員具體易行之鑑別標
或其所得顯不相
準。
當。
（七）運送或轉運至目
的地後，從事工作
項目與之前所知
悉之工作項目明
顯不符，或未經其
同意任意更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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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項目。
（八）其他情事足認其
為人口販運之被
害人。
四、司法警察人員於詢問疑 四 、 司法 警察 人員 於詢 問 一、本點係在規範司法警察
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及人
時，態度應懇切，必要
人員於詢問疑似人口販
口販運被害人時，態度
時應有通譯人員、社工
運被害人及人口販運被
應懇切，並應告知後續
人員與勞政人員在場
害人時應注意之事項，
處理流程及相關保護措
協助。
爰增列「疑似人口販運
施。
被害人及人口販運被害
前項情形必要時得請 八、經司法警察人員判斷為
人」等文字，以資明確。
求社工人員、通譯人員
人口販運被害人者，司 二、本點規定與現行規定第
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法警察人員應告知其得
八點均屬司法警察人員
受保護之措施及應配合
於詢問疑似人口販運被
司法調查，以利人口販
害人及人口販運被害人
運案件之追查。
時應注意之事項，爰與
第八點整併之，並配合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十一
條第四項之規定予以修
正。
三、關於社工人員、通譯人
員與相關專業人員在場
協助詢問之機制，配合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十一
條第三項之規定予以修
正。
五、司法警察人員為人口販 五、司法警察人員為第三點 配合本原則第三點之修正，
運被害人之鑑別時，如
之判斷，如有疑義者， 修正本點文字。
有疑義，應與檢察官研
應與檢察官研商。
商。
六、經司法警察人員判斷為 六、經司法警察人員判斷為 一、為利於人口販運案件之
人口販運案件者，於該
人口販運被害人者，如
相關統計，並提示相關
案件移送(報告)檢察機
因被販運另涉刑事案
人員注意採取對人口販
關時，應於移送(報告)
件，應於移送時明確記
運被害人之保護措施
書上載明「人口販運案
載其為人口販運被害
（如身分資訊之保密
件」，並檢附人口販運
人，如為現行犯而須隨
等）
，經司法警察人員判
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
案移送時，應注意於移
斷為人口販運案件者，
人口販運被害人如因
送過程與其他共犯區
應於移送書上予以載
被販運另涉刑事案件，
隔，確保其人身安全。
明，爰增列第一項規
亦應於移送書上記載其
定。
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二、有關人口販運被害人應
司法警察人員於案件
與其他共犯區隔之部
調查期間，應注意人口
分，參照人口販運防制
販運被害人之人身安
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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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必要時應將被害人
以修正。
與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隔離。
七、經司法警察人員鑑別為 七、經司法警察人員判斷為 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條及
人口販運被害人者，司
人口販運被害人後，司 第五條之規定，有關非持工
法警察機關應立即連繫
法警察機關應立即連 作簽證之人口販運被害人係
移民、社政、勞政或衛
繫社政、勞政或衛政機 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負
政機關，安排合適之安
關，以便安排合適之安 責安置，爰增列之。
置處所。
置處所，必要時應請社
工人員到場協助。
八、司法警察人員於調查案
一、本點新增。
件過程中，應隨時視案
二、人口販運案件為隱密性
情之進展，依第二點、
之犯罪，而被害人亦可
第三點之規定鑑別是否
能因對司法警察人員不
為人口販運被害人。經
信任或不具被害意識，
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而使司法警察人員未能
者，應即依第七點之規
於第一時間內發覺，故
定辦理。
增列本點規定，提示司
法警察人員於調查案件
過程中，亦應隨時視案
情之進展（如：接獲民
間團體或收容所之通報
等）
，鑑別是否為人口販
運被害人，並依第七點
之規定對被害人採取適
當之安置保護措施。
九、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為 九、經司法警察機關判斷為 原 經 安置 之人 口販 運被 害
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依
人口販運被害人者，檢 人，如經檢察官偵查認其非
第七點之規定安置者，
察官於偵查過程中，認 屬人口販運被害人者，檢察
檢察官於偵查過程中，
其非屬被害人者，檢察 官應通知原移送機關將其自
認其非屬人口販運被害
官 應 即 通 知 原 移 送 機 安置處所移出，並得依法為
人時，應即通知原移送
關，將其由原安置處所 羈押、具保、責付、限制住
機關，將其由安置處所
轉換至收容處所。
居 、 飭回 等各 項必 要之 處
移出，並依法為必要之
經司法警察機關判斷 分，非僅收容一途，爰修正
處分。
非屬於人口販運之被害 之。
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
人而經收容於收容處所
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而
者，經檢察官偵查認其
收容於收容處所者，檢
應為被害人時，應即通
察官於偵查過程中，認
知移送機關將其於收容
其屬人口販運被害人
處所移至合適之安置處
時，應即通知原移送機
所，並提供必要之協
關，依第七點之規定辦
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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