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中市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 

第 5屆第 5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8月 21日(星期五)15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 9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召集人子敬                              紀錄：賀維亭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一、 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1.  

請於下次會議中

針對兒少性剝削

被害人第 3 類型

（拍攝、製造兒

童或少年為性交

或猥褻行為之圖

畫、照片、影片、

影帶、光碟、電子

訊號或其他物

品），進一步分析

報告兒少使用社

群軟體之受害狀

況。 

家防中心 

近年來隨著網路平台不斷推陳
出新，社群軟體的使用儼然成為兒少
們的新興休閒，由於兒少心思單純，
對於網友的戒心較低落，多認為「在
網路上與陌生人聊得愉快，就認定對
方是朋友關係」，因而漸漸落入兒少
性剝削危機中，統計自 107 年至 109
年 6 月止兒少性剝削被害人共 156
案，其中第 3類型計 60案，分析使用
社群軟體受害狀況歸納如下： 
一、 網路工具(同時會使用一種以

上)，計 110人次、以下依人次分
析： 

1. 社群網站（Facebook或 IG）佔最多：

48人次（43.6％）。 
2. 通訊軟體（Line、Message 或微信）

次之：43人次（39.1％）。 
3. 其他社交軟體（抖音、WooTalk、

Goodnight、Soul、SayHi、Cheers、
MonChats等）：13人次（11.8％）。 

4. 手機或網路遊戲（第五人格、芈
月、傳說對決）：6人次（5.5％）。 

二、 行為人誘騙方式： 
1. 提供遊戲道具或點數佔最多：35

案（58.3％）。 
2. 網友要求拍攝不雅照者次之：19

案（31.7％）。 
3. 當代言人、外拍來賺錢或性好奇：

6案（10％）。 

本案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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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三、 受害型態： 
1. 交換裸照、被害人傳裸照或自慰

影片、裸體視訊(脫衣、自慰)：48
案（80％）。 

2. 以裸露照片、影片威脅發生性行
為：9案（15％）。 

3. 校園復仇式色情：交往時拍攝性
愛照片或影片，交往期間或分手
後於網路(臉書社團、XVideos及
85tube)散佈：3案（5％）。 

2.  

請於工作報告中

呈現裁處兒少性

剝削行為人輔導

教育時數與各違

反條例對應之關

聯，並針對行為

人違反法條規劃

適性之輔導課

程，讓輔導教育

更能對焦及落

實。 

家防中心 詳見工作報告(p.13-15) 
本案解除

列管。 

3.  

有鑑於兒少於網

路受害情形日趨

嚴重，請各局處

能發揮巧思，加

強預防宣導之創

新性以發揮預防

宣導之效果，避

免兒少落入性剝

削危機。 

家防中心 

教育局 

警察局 

衛生局 

新聞局 

勞工局 

經發局 

家防中心 
本中心 109年度礙於經費有限，

仍以既有宣傳單張、講座及擺攤宣導
方式為主，110 年將規劃以下創新方
式，吸引兒少及民眾，以發揮預防宣
導之效果： 
一、 針對兒少族群：結合較受兒少歡

迎之網紅拍攝性剝削宣導影片
或一起直播討論性剝削議題。 

二、 針對一般民眾：透過有線電視或
廣播投放宣導廣告，加強民眾防
制兒少性剝削觀念、通報管道，
也可防止潛在加害人不可以身
試法。 

教育局 
本局辦理109年度性別平等教育

融入教學教案/影片設計甄選活動，

本案解除

列管，請

各局處持

續加強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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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規劃分設教案及影片組進行甄選，主

題包含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性剝削防制、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含多元家庭、突破父權文化、無性

別歧視的文化禮俗儀典、女性培力及

賦權）等重大議題，期透過性別平等

議題融入教學教案/影片設計徵選活

動，創造多元教學及宣導方法，深化

學生學習成效，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警察局 

本局婦幼警察隊暑期推出「觀看

線上劇場好禮三重送」-「疫」起守護

婦幼人身安全：「小紅帽琪琪森林歷

險記」線上劇場，於臉書粉絲專頁上

映，活動期間完成觀看指定任務，就

有機會獲得戲劇限定好禮!（「小紅帽

琪琪森林歷險記」線上劇場，係教導

小朋友遇到性剝削、性騷擾及性犯罪

等情境時，如何保護自身安全及應變

處理能力，並教導家長如何避免危害

發生及傷害）。 

 

 

 

 

 

 

 

 

 
 
 
本活動獲自由即時電子報、中廣新聞

電子報及今日新聞電子報等新聞媒

體共 8則報導。 

衛生局 

1. 至本市國(高)中辦理網路成癮防

治校園宣導，109 年 1-6 月辦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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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場次，宣導人數 1,925 人。 

2. 發布「防止網路成癮 中市府 6 步

驟教家長與孩子討論」之新聞稿，

教導民眾透過「網路使用習慣自我

篩檢量表」自我檢測，以瞭解孩子

是否有網路使用沈迷傾向。 

新聞局 
持續運用相關傳媒進行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宣導。 

勞工局 
本局針對本市高中職學校、大學

校院學生，辦理「求職防騙暨就業隱

私宣導講座」時，宣導「性剝削」觀

念，並邀請法律相關領域或實務經驗

豐富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及經

驗分享，另於辦理各類徵才活動及臨

櫃諮詢服務時，提供民眾防制兒少性

剝削 DM 等資訊，擴大預防宣導相關

效益。 

經發局 

本局預計於10月召開反毒會議，

會內安排性剝削防制課程，邀請本市

休閒娛樂服務業者參與，屆時將請家

防中心派講。 

二、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洽悉（詳如會議資料第 5頁~第 30頁）。 

三、 委員建議事項： 

(一) 當被害人影像遭到散佈時，都希望影像能趕快被移除下架，台灣展翅協

會目前除有 PhotoDNA技術，並與美國「國家失蹤及被剝削兒童中心」合

作，可運用於 Fackbook、Twitter、Google 及微軟等，倘社政、警政及

教育等單位於服務個案時有此需求，可與台灣展翅協會聯繫。 

(二) 針對教育局辦理教案及影片設計甄選案，以多元教學及宣導方式，帶動

及深化學生學習效果，可見對推動本項業務之用心，可否於下次會議提

供融入相關課程教學情形，以瞭解後續實際運用及落實狀況；另針對未

成年行為人年齡層有日益下降趨勢，請教育局持續關注並作為預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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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三) 請警察局加強主動查緝兒少性剝削案件，並於青春專案結束後亦能持續

努力；另針對行為人處遇分析部分，於下次工作報告能增加對未成年行

為人之年齡及違反法條，做交叉統計之數據整理，有助於未來持續關注 

並發展預防策略。 

(四) 有鑑於兒少被害及行為人年齡層下降問題，請衛生局思考利用家長帶學

齡前兒童至衛生所施打預防針時，將網路安全議題融入衛教工作之可能

性。 

(五) 建議新聞局跑馬燈宣導部分，能更切合兒少性剝削主題；另廣播宣導除

插播廣告外，能規劃專訪的方式，並盡量利用上下班顛峰時段，運用分

享實際案例，讓收聽的民眾能瞭解兒少遭受性剝削之實際受害情況，以

提升宣導效益。 

(六) 建議勞工局能加強與社政單位之橫向連結，並於下次會議呈現本年度辦

理宣導場次之效益與宣導亮點。 

(七) 上半年度因疫情影響，導致許多宣導場次無法進行，各單位應多思考並

開發未來運用不同網路平台及其他方式宣導之可能性，                                                                                                                                                                                                                                                                                                                                                                                                                                                                                                                                                                                                                                                                                                                                                                                                                                                                                                                                                                                                                                                                                                                                                                                                                                                                                                                                                                                                                                                                                                                                                                                                                                                                                                                                                                                                                                                                                                                                                                                                                                                                                                                                                                                                                                                                                                                                                                                                                                                                                                                                                                      

四、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依委員建議辦理。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17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