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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人口販賣問題探討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因為 2014 年 12 月的一則國際新聞：「冷血摘除兒童器官，孟加拉黑市器官販賣猖
獗」（自由時報，2014）
，讓我開啟了對於人口販賣的關注。我驚覺到原來在遙遠的彼方，
有人過著跟我完全不同的生活。而當各個已開發國家的人們不斷高喊人權至上時，對於身
處於人口販賣中的傷害者而言有多諷刺。人口販賣不只出現在落後國家，世界上每一個角
落幾乎都存在著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從大航海時代開始，歐洲人便販賣大量非洲黑人到
美洲，一直到現在這個人權意識不斷攀升的時代，雖然許多國家不斷在制定相關法律，並
加強處罰強度，但人口販賣的問題仍不斷加劇，且兒童所占比例似乎不斷攀（UNODC，
2014）。為何我們還是無法完全杜絕這件事呢？基於上述，我對此感到好奇，並希望能對
當前世界的人口販賣問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二、研究目的
透過此篇小論文探討人口販賣問題的背景、當今世界人口販賣概況與目前對於人口
販賣的相關規範，希望能因此對於各國在面對此問題時該如何做有初步建議或想法。
三、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以蒐集各種文章、網路資料、新聞報導與報告書作為參考，將
其整理、歸納分析，並提出自己的想法。
四、研究流程

題目擬定

蒐集資料

資料統整

撰寫修改

完稿

貳、正文
一、人口販賣背景
(一)名詞解釋
依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
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中對人口販運的定義，人口販賣是指「(1)為剝削目的而
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欺詐、欺騙、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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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一人有控制權的某人的同意
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2)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
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即使此為被害人表示同意）。(3)只要為剝削目的而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
兒童，即使並不涉及(1)項所述任何手段，也應視為人口販運」（聯合國，2000）。
我國對於人口販賣的定義，則是依據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的界定：
「以買賣或質押人口、性剝削、勞力剝削或摘取器官等為目的，而以強暴、脅迫、恐
嚇、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不當債務約束或其他強制方法，組織、招募、運送
、轉運、藏匿、媒介、收容國內外人口或使之隱蔽之行為。」（行政院，2006）。
儘管兩者界定稍有不同，但是意義都是透過剝削被害人賺取利益、經常透過暴力
或脅迫方式使被害人上鉤，其本質亦皆是對個人生命安全、身體自由等人權的嚴重侵
害行為。於此，本文採用聯合國對於人口販賣較廣泛的定義。
(二)全球化下的人口販賣
在全球化影響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交往日趨頻繁，交通科技的迅速發展也讓各
國人民往來更為便利。然而卻也因此凸顯出各國的經濟差異，為跨國販賣人口犯罪者
提供良好機會，使得經濟較為落後地區的婦女或兒童被拐賣到其他地方的案例日漸增
多（張雲箏、劉永成，2006）。因人口販子常常會藉由允諾到國外就會給予較高工資
或生活條件，讓長期生活貧困、飽受飢餓或身處戰亂環境中的人們落入其圈套之中，
成為人口販賣中受害者（陳霞素，2010）。加上現在是個國際移民眾多的社會，隨著
跨境移民數增加，而非法移民又與人口販賣的緊密連結，便造就了當前人口販賣問題
加劇的現況。
二、人口販賣型態
對於人口販子來說，人口販賣的利潤非常高昂，一來因為許多地區對於低廉勞動、器
官移植以及性產業的需求都很高，而在需求旺盛之下，自然而然會吸引供給者加入販賣行
量；二來許多人口販賣本來就會與非法走私、毒品交易等組織掛鉤，因此對於這些集團來
說，人口取得的商業技術門檻與成本並不高，且那些曾在人口販賣生產鏈底下的的受害者
甚至還可以重複販賣。因此只要被抓的機率沒有太高，就容易引起大量的販賣誘因，也導
致即便現階段的各地的人口販賣問題依舊如此猖狂。
總歸而言，人口販賣的型態大約以下有三種：
(一)性交易或是性剝削
(二)強制勞動
(三)器官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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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的人口販賣概況
國際勞工組織（ILO）2014 年發布報告中，指出全球約有 2900 萬被害人，正處於被
強迫勞動、奴役、賣淫的處境（ILO, 2014）。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出版的《2014
全球人口販運問題報告》中也顯示，目前各國普遍都有人口販賣的問題，2010 年至 2012
年間，就至少確定了 510 條販賣路線，而且在全世界 124 個國家中，發現了來自 152 個國
家的人口販賣受害者，且有超過五分之三的受害者在被販賣的過程中，穿越了一條以上的
國家邊境線（UNODC, 2014）。又在《2016 全球人口販運問題報告》裡，揭露了更多人口
販賣流動路線的訊息（如圖一），更在同一時期，有 69 個國家中發現了來自撒哈拉以南非
洲國家的受害者（UNODC, 2016）。而且也不難發現，那些經濟比較落後、犯罪情形嚴重
或戰爭劇烈的地區，裡頭的人民被販賣、遭到各種方式剝削的機會更高（如圖二）。

圖一：2012-2014 全球人口販運路線與遣返路線圖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6).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2016. Retrieved March 13, 2017, from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tip/2016_Global_Report_on_Trafficking_in_Persons.pdf

圖二：2014 人口販賣牽涉的區域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4).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2014. Retrieved March 10, 2017, from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tip/GLOTIP_2014_full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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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目前在全球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中，「兒童占全世界所有人口販運受害者的近三
分之一；婦女和女童占受害者的 71％」（聯合國新聞網，2016a）。由此可以窺知，對於人
口販子而言，婦女與女童似乎是在這個生產鏈中較易下手的對象。然不可忽視的是，在
許多地區中，成年男子與男童也常常會有被抓去強迫勞動或當兵的情況發生。
以下簡單介紹近幾年不同區域的人口販賣情況，其中我國部份放在最後說明：
(一)歐洲地區
歐洲的人口販賣問題，不僅有從亞洲國家輸入偷渡客，更有比較落後的東歐國家
人口被販賣到經濟較富裕的西歐。近年來更是查獲了不少大型人口販賣之集團。每一
趟可能都運輸了上百位，從中國輸出女子到德國賣淫。這些偷渡客橫跨半個地球，從
中國出發後，一路經俄羅斯、烏克蘭、斯洛伐克、捷克到德國（UNODC, 2014）。而
隨著一波又一波的國際難民潮，也大大增加了人口販賣集團賺錢的機會，利用難民急
著想逃出家園的心理，誘騙他們到歐洲各個國家。
在經濟狀況日益惡化下，歐洲人口販賣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尤其是在歐盟國家境
內，隨著歐盟成員國不斷擴大加上單一市場機制，讓歐盟成為人口販運全球最主要的
市場之一（謝采臻，2011）。也因為各個國家在加入歐盟後，公民不需要簽證即可自
由通行，讓人口販子有了各種管道，將落後地區的人民販賣到不同地區裡。以下針對
幾個地區做簡單介紹：
1、東歐地區
東歐向來為人口販賣猖狂處。經歷了蘇聯解體的震盪和巴爾幹戰爭後，東歐
許多國家秩序崩潰，難以管理。也因此，在警方無力打擊人口販賣犯罪下，部分
前蘇聯加盟國和巴爾幹地區變成人口販子熱愛的地方，人口販賣事業不斷繁榮，
裡頭包括流氓幫派、偷渡客、人口販子等皆成為一連串的人口販賣管道，專門從
貧窮或戰亂地綁架、誘騙年輕女孩，然後把她們賣到西歐（破土網，2016）。
2、德國
在德國地區裡，警察常常抓到由中國偷渡而來的人，而且許多人更是自願被
販賣，希望能到更好的地方生活。其中可以發現，德國對於人口販子而言，只是
一個跳板、一個中繼站，因為大都受害者最終的目的的都是在遠一點的西歐地區
（大紀元，2005）。除此之外，隨著德國的性產業愈趨發達，也造就人口販賣集
團拐賣婦女前往德國賣淫的誘因。
3、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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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隔壁的法國，也是非法移民很多的國家。許多法國人以為人口販賣是
離法國很遙遠的事，但其實，法國近年賣淫活動日益猖獗，那些妓女「估計有 9
成來自尼日利亞、中國及羅馬尼亞等國的人口販賣網絡」（東網，2016）。而且在
中國人蛇集團增多的情形下，有地方官員甚至懷疑，華人開設餐館是為走私等非
法獲利進行洗錢（大紀元，2005）。近期更有法國主教發表牧函，「籲請政府制定
打擊人口販賣的全國計劃，使眾人意識到人口販賣已是全球現象，遠超乎個別國
家的責任」（梵諦岡電台，2016）。
4、英國
英國的賣淫與性奴隸事件幾乎都是由幫派所管理的，目前百分之七十均掌控
在阿爾巴尼亞的幫派手中。因為英國許多城市色情業利潤豐厚，讓這些人口販賣
集團會在英國境內設置妓女院、按摩院、伴遊和三溫暖等色情行業，將誘拐來的
婦女帶去賣淫。警方估計，每年至少有 1400 名外籍女子偷運至英國從事色情行
業，而且目前約有 12000 名東歐女子在英國淪為娼妓（大紀元，2005）。
由上可窺知，歐洲各國跨國性的人口販賣，牽涉的買賣雙方、人蛇集團、運送管
道等過程愈趨複雜，如果各國不能聯合行動，一起打擊犯罪，則人口販賣將永無結束
的一天。
(二)亞洲地區
不難想像，亞洲向來是人口販賣出口的最大宗。而研究也發現亞太區的確擁有全
球最數字最高的強迫勞動者約 1170 萬人，占了全球的 56%（ILO, 2014）。在地大人
稠的亞洲地區，各國境內的貧富差距都非常嚴重，也因此醞釀了成就人口販賣集團的
溫床。以下再就各個次區域簡單說明：
1、中國
一胎化政策實施以來，中國逐步面臨少子化的威脅，也讓拐騙男童或男嬰的
的事件層出不窮，因為一胎化政策使重男輕女的觀念更加嚴重，也讓想要兒子的
人願意花錢買男孩。同時，許多父母如如果生到女兒，會將她拿去賣掉，這仍然
在說明中國較內陸地區的種種陋習。也因此，讓人口集團能夠順利取得婦女及未
成年少女人口，可以帶去賣淫或成為性奴隸（大紀元，2003）。
除此之外，中國也是成年男女和兒童被販賣從事強制勞動和性奴隸的來
源地、目的地和中轉地，不少農村或外來勞工都成為人口販賣下的犧牲者，無論
是成年人或兒童都有被迫在磚窯、煤坑、工廠做工的可能（U.S. Departmant of
State, 2015）。而也因為中國人數眾多，對於器官移植的需求只增不減，讓非法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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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器官也成了中國人口販賣問題的重要原因。
2、東南亞地區
東南亞可以說是人口販賣的大本營，尤其是大湄公河區域和菲律賓，幾乎是
世界上最多人口販賣和妓女出口地。
(1)泰國
美國國務院 2014 年 6 月發布的《人口販賣問題報告》中，泰國被列入全
球人口販賣最猖獗的地區名單，同時，它也被降至最低評等的國家之一（第
三級）（U.S. Departmant of State, 2014）。除了將人口販賣去強迫勞動外，泰國
賣淫業者更會將大量婦女輸出至西方國家從事色情業，其中不僅輸出自己國
家的婦女，甚至是人口拐賣的集散地和人口販賣的中繼站，將這些婦女輸出
自世界各地。
其實這個現象不僅已發生好一段時間，近年來，情況更是失控。泰國一
個資深人口販子曾說過，「賣一個成人的均價大約是兩千美元，但每賣一單販
子才掙 320 美元，因為都被泰國皇家或是海警從中抽走了」（破土網，
2016）。由此可以發現，泰國為何始終在人口販賣問題上層出不窮，可能是因
為官方也常常會牽涉其中，並默許這種事情發生。
(2)菲律賓
同樣，在貧富差距極高、人口眾多、犯罪問題頻仍的菲律賓，人口販賣
問題絲毫沒有比泰國還輕微。如果說走私販毒常與人口販賣掛勾的話，那就
也不難推測菲律賓也是人蛇集團的愛處。「根據估計，菲律賓一共有 80 萬非
法性工作者，其中有高達 10 萬是未成年人，其中大量是被販賣過來的女人」
（破土網，2016）。又因菲律賓的色情行業十分蓬勃，在國際上也小有知名
度，不少西方人前往菲律賓旅遊時都會特地去妓院到此一遊，也讓那些家裡
貧困的父母往往會直接將女兒直接送去人口販賣集團，使得菲律賓得性販
賣、性奴隸現象越變越嚴重。
(三)非洲地區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經指出，「販賣兒童在全球是增長最快的組織犯罪，估計每
一年有 120 萬受害者，其中 32 ％是非洲兒童」（大紀元，2008）。又有報告指出，在
非洲與中東國家地區，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中，有高達 62%為兒童受害者（ILO,
2014），可見非洲地區兒童販賣問題的嚴重性。因為非洲許多國家，經濟發展顯著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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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飢荒、疾病、戰亂問題天天上演，讓兒童成了人口販賣的目標。許多兒童連飯都
吃不飽，對於自己的未來毫無方向，所以有心人士利用這點，將非洲小孩推上生命的
懸崖上。依據國際勞動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在 2003 年所進行的國家
調查，估計有六百萬的尼日利亞兒童存在被販賣的風險（大紀元, 2008）。從被販賣起
的那一天，那些孩童的人生就沒有一天是彩色的，他們一天可能被強迫工作 10~12 小
時，沒有假日、沒有基本薪資、沒有足夠食物，甚至連基本物資都沒有。他們不像其
他國家的小孩讀書寫字，健康狀況也根本沒有人關心，甚至有小孩一輩子都不知道自
己的親生父母是誰。在非洲孩童字典裡，根本不存在著人權二字。除了工作，有些小
女孩還成為了噁心大人俎上肉，或是成為色情行業中的一員，身上所有最基本的權利
都被這些人口販賣者給剝奪。雖然最近，非洲各國似乎有在盡力改善種種情況，像是
制定法律和查獲童工買賣的工作地，但都還來不及比得上人口販賣網絡擴大的速度，
更何況這些被看到的人口還犯也只是非洲兒童人口販賣的一小角，還有一大塊黑暗處
未被發現。
(四)我國
在台灣似乎比較少聽到關於人口販賣的消息，的確也非國際人口販賣的主要鎖定
國。但其實，今年 3 月，我國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機動隊與檢警才破獲一起兩岸合作
的人口販賣集團，讓大陸女子以來台灣觀光名義實行賣淫之實（中時電子報，
2017）。又今年聯合國婦女週之際，在「第 61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中指出，台灣
每年亦有不少家裡經濟壓力較大的少女被騙到美國，從事賣淫工作（聯合新聞網，
2017）。
不過，在台灣較被外界受矚目的，比較屬於來自外籍移工來台勞動被壓榨剝削的
議題。根據美國國務院 2016 年的《人口販運問題報告》，就指出「來自中國、印尼、
和越南等地在台灣漁船上工作的外籍勞工，無論是否登記在案，許多都有遭到販運的
跡象」（美國國務院，2016）。裡頭可能是受到不肖仲介掮客的招攬，加上雇主薪資給
過少或根本不給、對外籍勞工身體虐待等等。另外，也有許多東南亞或中國的人因假
結婚受騙來台，被迫從事性工作。
由此可見，即使台灣多數人對於我國仍有人口販賣的情形感到驚訝，但實際上它
仍是真實存在。
五、人口販賣相關規範
究竟為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人口販賣問題始終無法消退？因此在這裡想試著探
索有關於人口販賣的相關規範。其中礙於篇幅，此處僅以聯合國與我國為例。
(一)聯合國相關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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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 1949 年，聯合國大會即批准了《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
賣淫的公約》，以降低婦女被作為賣淫獲利工具的機會。在 2003 年，更進一步生效了
《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及其附錄二《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 販運人口特別是婦
女和兒童行為的議定書》，以作為世界各國打擊人口販賣的重要指標。公約與議定書
中明訂了應將人口販賣視為犯罪行為，各國應該要能確保人口販賣行為的起訴以及懲
罰，並向受害人提供保護與援助。
然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指出，雖然現在已經有 158 個國家根據《關
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行為的議定書》將販運人口定為刑事犯罪，也已經有
157 個國家簽署了相關議定書，但卻只有 18％的國家有制定成文法律，而且販運人口
案件的定罪率仍然很低，受害者也並非總能得到國家提供的協助，幾乎是在每一百名
受害者中，僅僅有一名受害者能有獲救的機會（聯合國新聞，2016a、2016b）。
(二)我國相關規範
我國在 2007 年之前，一直被美國公布的《人口販運問題報告》列入第二級的
「強迫勞動和性剝削的目的國」。直到 2009 年《人口販運防制法》公布施行，確認將
人口販賣列入犯罪行為，並陸續增訂了《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
保護管理規則》、《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等等，同時加強宣導、訓練、調查、起
訴和定罪，我國才逐漸脫離被視為人口販賣主要目的國與輸出國的污名。去年美國國
務院（2016）發布的《人口販運問題報告》中，台灣也有完全符合消除人口販運問題
的最低標準，只是報告中認為，雖然台灣有加強查緝人口販賣案件，也有加強訓練執
法人員，可對於可能涉及人口販賣的案件，仍常常會未將其視為人口販賣案件，直接
以其他法規起訴（如《刑法》），或是輕判。
參、結論
在當今這個世界經濟趨向一體化的時代裡，國際交流早就突破了過去地域的限制，也
因此反而提供給不肖分子更多販賣人口的條件與機會，交通便利與資訊科技的進步更是讓他
們能夠想盡辦法降低風險，並讓人口販賣組織能夠成為分工非常細緻的龐大跨國產業，以獲
取最高利潤，人口販賣問題的趨勢當然也就至今仍居高不下。雖然各國官方都盡力的在做改
善、且制定相關規範，但仍然無法將幫助的手伸向每一個需要幫忙的角落，讓悲劇不斷循環
上演。跨國際的情況更是讓各國政府難以嚴格掌控，因此隨著全球化、運輸發展、科技發
展、和金融流通，對於販賣者而言，正便於找到法律的空隙鑽漏洞。
是故，各國不僅應該制定國內法律，並嚴格查緝，更應該注意國與國相互合作的規範，
利用國際聯合的效應產生更好社會。因為如同生態浩劫一樣，人口販賣問題已不再是個別國
家的問題，更是關係到區域甚至是全球的嚴重問題。唯有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如訂定司法互
助或引渡條款，才能成為有效打擊人口販賣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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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在短時間內解決跨國人口販賣的問題是不太可能的，我認為，最根本的還是要
加強人們對於人權概念的理解，各國都應該要先想辦法提升人民對於人性尊嚴的重視，慢慢
將人人平等這個理念做到最好，久而久之，真正的人權至上才會徹底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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