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二

援交相關研究書目





　附錄二　援交相關研究書目　423

期刊與專書論文

王道春、葉劍波 (2006)。〈論網路兒童色情犯罪的特徵及防治〉。寧波
廣播電視大學學報，4(3)，1-8。

何明晃 (2005)。〈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安置、保護制度評析〉。
高雄律師會訊，10(6)，2-4。

何春蕤 (2005)。〈從反對人口販賣到全面社會規訓：台灣兒少 NGO的牧
世大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9期（2005年 9月）：1-42。

何春蕤 (2009)。〈捍衛保守性價值：釋字第六一七號與第六二三號〉，《大
法官給個說法 2：人權關懷與釋憲申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269-290。

何春蕤 (2011)。〈台灣法律中的兒少主體〉，《中華性／別：年齡政治
機器》，香港：圓桌文化，頁 189-204。

何春蕤 (2012)。〈台灣性別政治的年齡轉向〉，《轉眼歷史：兩岸三地
性別政治回顧》，223-266。

何進財，王淑娟 (2004)。〈教育部推動中途學校政策概述〉。學生輔導，
90，6-12。

吳安 (1996)。〈淺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立法的迷思：從兒童及
少年的角色定位初探〉。社會建設，94，95-100。

吳從周 (1988a)。〈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解釋適用上
之疑義 (上 )：兼評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上字第三五一○號判
決〉。司法周刊，874，版 2。

吳從周 (1988b)。〈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解釋適用上
之疑義 (中 )：兼評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上字第三五一○號判
決〉。司法周刊，875，版 2。

吳從周 (1988c)。〈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解釋適用上
之疑義 (下 )：兼評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上字第三五一○號判
決〉。司法周刊，876，版 2。

李子春 (2002)。〈「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漫談與分享〉。兩
性平等教育季刊，20，48-53。

李宗憲 (2003)。〈青少年援助交際問題面面觀〉。透視犯罪問題，2，45-
50。

李清泉 (1995)。〈「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內容與特色初探〉。 
社區發展季刊，72，189-195。

李碩 (2015)。〈日本「援交文化」內幕〉。世界博覽，23，31-33。
李曉磊 (2013)。〈「援交」現象背後的法律拷問：基於日、韓及我國臺

灣地區的比較研究〉。鐵道員警學院學報，6，89-93。
林沛君 (2015)。〈由兒童權利公約檢視國內性剝削兒少安置處遇之法律

規範：從保護客體蛻變為權利主體之典範移轉〉。憲政時代，
40(4)， 559-602。

林瑜珍 (2004)。〈少年安置輔導社工處遇模式初探〉。學生輔導，90，
14-24。

邵家臻 (2011)。〈香港少女援交現象的另類詰問〉。青年探索，5，22-
28。



424　援助交際在台灣

施慧玲 (1998)。〈少年非行防治對策之新福利法制觀：以責任取向的少
年發展權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1，199-231。

施慧玲 (1988)。〈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立法意義與執法極限：
一個應用法律社會學的觀點〉。律師雜誌，222，38-50。

施慧玲 (1999)。〈論我國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立法：以兒童少年福利保
護為中心理念之法律社會學觀點〉。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2，
45-75。

洪雪雅 (2005)。〈「援助交際」：談青少年身體商品化之價值觀〉。諮
商與輔導，230，48-52。

胡敏琪 (2003)。〈從網路援交現象省思主體消失與主體建構提論〉。資
訊社會研究，5，359-384。 

袁翠清 (2017)。〈我國未成年女性「援交」現象的法律思考：與日本相
關立法的比較研究〉。中國青年研究， 4，64-112。

高玉泉 (1998)。〈論網際網路上兒童色情資訊之法律管制：兼評我國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相關規定〉。政大法學評論，60，
179-199。

高玉泉 (2003)。〈網際網路上兒童色情資訊規範之回顧與檢討（1999-
2002）：一個由兒童人權出發的觀點〉。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
11，3-62。

高玉泉 (2004)。〈網際網路上兒童色情資訊之問題與對策〉。刑事政策
與犯罪研究論文集，7，231-253。

高強 (2012)。〈金錢、情感交流與性愛：日本八位「援交」少男的性商
品化考察〉。中國青年研究，12，100-106。

高毓婷（2001）。〈從「援助交際：中學女生放學後的危險遊戲」一書
看台灣青少年價值觀〉。中等教育，51（4），137-142。

張堂歆 (1988a)。〈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研究 -上 -〉。新竹律師
會刊，3(1)，7-20。

張堂歆 (1988b)。〈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研究 -下 -〉。新竹律師
會刊，3(2)，17-27。

張淑中 (2006)。〈網路援交行為與預防對策之探討〉。犯罪與刑事司法
研究，6，65-98。

張慶紅 (2002)。〈韓國女青少年新型性偏差行為的文化分析〉。中國青
年政治學院學報，21(3)，51-55。

許玉秀 (2002)。〈是保護？是禁錮：評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
戶字第一○三號民事裁定並檢討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月旦法學，81，184-189。

許雅惠 (2002)。〈漸趨模糊的界線：不幸少女身分建構與新型態性交易
防制工作的挑戰〉。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6(2)，175-222。

許雅斐 (2013)。〈兒少保護與再生產：性少數的「最後解決方案」〉。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0，261-278。

陳志東 (2002)。〈少女從娼途徑〉。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0，54-59。
陳良哲 (2000)。〈「援助交際在台灣」：以封閉性網路社群色情現象為例〉。

新使者，61，23-26。
陳金定 (2004)。〈大專男女學生援助交際態度差異之比較〉。國立體育



　附錄二　援交相關研究書目　425

學院論叢，15(1)，247-262。
陳志東、陳家玲 (2001)。〈少女涉入色情市場管道研究報告：以青少年

網路援交為例〉。「台灣少女、色情市場、男性買色客之研究：
運動、法律、社工、心理、文化觀點」研究報告論文集。台北：
婦女救援基金會出版。

陳惠馨 (2002)。〈給臺灣法學教授的一封信：就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的規定及執行提出幾個問題〉。月旦法學，81，178-183。

陳惠馨等 (2002)。〈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理論與實務學者座談
會〉。月旦法學，82，164-179。

陳慈幸 (2003)。〈無色的薔薇：青少年援助交際與賣春行為〉。透視犯
罪問題，1，11-16。 

童小軍 、方奕、漆光鴻 (2010)。〈日本、臺灣兩地青少年援助交際的文
獻綜述〉。中國青年研究，8，84-88、103。

童小軍、趙靜、朱曉宇 (2010)。〈青少年援助交際行為訪談報告〉。當
代青年研究 ，9，21-29。

黃和協 (1996a)。〈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立法特質 -2- 〉。法
務通訊，1774，版 3。

黃和協 (1996b)。〈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立法特質 -1-〉。法務
通訊，1773，版 3。

黃朝貴 (2009)。〈試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條之適用 -2- 〉。
法務通訊，2430，3-4。

楊士隆 (2003)。〈高中職專科學校學生接觸網際網路援助交際訊息、認知、
經驗與影響之實證研究〉。犯罪學期刊，6(2)，83-126。 

楊士隆、李宗憲 (2004)。〈從事網路援助交際少女之認知、行為與影響
之研究〉。「當前國內青少年援助交際問題與防治對策研討會」
論文集。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楊惠中 (2007)。〈檢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條之規定：究屬
權利？還是文字獄？〉。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12，203-215。

劉文仕與郭豫珍 (1997a)。〈與少女性交易之法律競合問題及其解決 (1)：
並論刑事法領域內之司法造法權〉。司法周刊，829，版 3。

劉文仕與郭豫珍 (1997b)。〈與少女性交易之法律競合問題及其解決 (2)：
並論刑事法領域內之司法造法權〉。司法周刊，830，版 3。

劉文仕與郭豫珍 (1997c)。〈與少女性交易之法律競合問題及其解決 (3)：
並論刑事法領域內之司法造法權〉。司法周刊，831，版 3。

劉文仕與郭豫珍 (1997d)。〈與少女性交易之法律競合問題及其解決 (4)：
並論刑事法領域內之司法造法權〉。司法周刊，832，版 3。

蔡坤湖 (2005)。〈從 3年 2637人因散佈性交易訊息被判有罪談起：「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條之檢討〉。司法改革雜誌，
57，60-63。

蕭琮琦、呂又慧、蘇淑慧 (1997)。〈社工師法對相關社福法規之衝擊與
因應〉。社會工作實務季刊，1，17-29。

賴宏銓 (2015)。〈滑世代常見的法律誤區〉。教師天地，194，3-5。
勵馨基金會 (1997)。〈淺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訂定緣由

及立法過程：兼談施行困境及我們的期待〉。律師雜誌，212，



426　援助交際在台灣

32-36。
勵馨基金會 (2001)。〈網路使用者之「援助交際」、「情色工作」態度

及行為調查報告〉。http://www.goh.org.tw/DB/web-service/child_2.
pdf。上網日期：2018年 03月 25日。

謝秉錡 (2009)。〈散布性交易訊息刑罰化合憲否〉。真理財經法學，3，
129-173。

謝靜雯 (1996a)。〈略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上 -〉。司法周刊，
772，版 2。

謝靜雯 (1996b)。〈略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下 -〉。司法周
刊，773，版 3。

簡慧娟，張弘樺 (2008)。〈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執行 13年回顧與
展望〉。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14，1-9。

Ho, Josephine (2003), "From Spice Girls to enjo kosai: formation of teenage 
girls' sexualities in Taiwa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4.2 (Aug. 
2003): 325-336. 

Ho, Josephine (2005), "From Anti-Trafficking to Social Discipline: Or, The 
Changing Role of  'Women's' NGOs in Taiwan," Trafficking and Pros-
titution Reconsidered: New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Sex Work, and 
Human Rights.  Edited by Kamala Kempadoo, Jyoti Sanghera, and 
Bandana Pattanaik. Boulder, CO: Paradigm, 83-105.

碩博士論文

王唯� (2003)。〈網路援助交際與刑法之比較法研究：以美國法制為借
鏡〉。東海法研所學位論文。 

王筱寍 (2005)。〈安置機構工作人員對性交易少女處遇形式之看法探究〉。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白倩如 (2012)。〈少女從事與離退性交易歷程之研究：巢穴中的愛與生
存〉。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文。

江芳琦 (2005)。〈偵查網路媒介性交之研究〉。世新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牟芮君 (2017)。〈論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解釋適用：從性自主
決定權出發〉。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宋培元 (2007)。〈網路性交易犯罪之研究〉。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學位
論文。

李宗憲 (2003)。〈援交少女與性交易、色情業少女、一般少女之自我概
念比較研究〉。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甄容 (2003)。〈從事性交易之未成年少女於緊急短期收容中心之經驗
探討〉。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學位論文。

唐秀麗（2003）。〈少女網路援助交際行為與生活經驗相關性之研究〉。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宜琬 (2007)。〈解構兒少條例的保護處境：女性主義與規訓論述的對
話〉。中正大學社福所學位論文。 



　附錄二　援交相關研究書目　427

張彩鈴 (1999)。〈青少年從事特種行業歷程與適應之質化研究〉。中央
警察大學碩士論文。

陳俐靜 (2011)。〈結束安置後性交易少女之社會韌性〉。台北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陳湘玲、莊依聆等人 (2004)。〈影響青少年接受援助交際行為因素之探討：
以台北市高中職女學生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黃巧婷（2003）。〈從事性交易（之虞）少女離開機構後之生活經驗〉。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楊期泰 (2002)。〈高中職學生網路使用動機、需求滿足與疏離感之相關
研究：以台中縣市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碩士班
學位論文。

溫易珊 (2012)。〈兒童及少年從事性交易歷程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學位論文。

劉昭君 (2003)。〈少女性交易行為之轉變歷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碩士論文。

薛昌宜 (2006)。〈論未成年人性交易法制之理論與實踐：以我國青少年
援助交際問題為探討中心〉。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巧茹 (2008)。〈國中生之自尊、網路交友狀態與網路援助交際態度之
相關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謝怡暄 (2011)。〈性交易少女性態度發展歷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
所學位論文。

顏淑惠 (2008)。〈網路援交與當代青少年次文化：以臺中地區高中女學
生為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書籍

Shita (2001)。《網路援交實錄》。台北：法蘭克福。
都會叢林探險隊 (2001)。《她們的故事：台灣援助交際實錄》，台灣：東佑。
紫藤、午夜藍（編）。《就是援交：援交男女的故事及社會分析》，香港：

Z Publishing Co., 2010。
黑沼克史 (1998)，劉滌昭譯。《援助交際：中學女生放學後的危險遊戲》。

台北：城邦文化。
萬世忠 (2001)。《援助交際》。台北：禾馬文化。

（黃意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