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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個案整理（2000.6-2004.7，摘錄自 130件個案） 
資料來源：各媒體報導 

 
日期 個案案主 訊息現場 訊息張貼 警方處理方式 罪名與結果 

2000.6 蕭姓男子 奇摩 「我是鋒，今年廿六歲，一六六公分，四十

八公斤，家住台北市，因為缺錢，所以想被

援助，可以配合您想要做任何事，北市女請

來電」 

 兒少 29條，無罪。士林地院。「處
罰對象應是老鴇或嫖客，提供性

服務者依此條例應是被害人，相

關法條也不宜擴張解釋」 
2001.4.20 三重黃姓男子 奇摩「小夜」

留言板 
「我長得不差，因為某些因素才會想要援

交，但目前打工來不及，你願意幫我渡過難

關嗎？我也會打掃、洗衣煮飯」 

板橋法院 兒少 29條，判 7個月，緩刑三年。
「黃某所留訊息語意曖昧，目的

在引誘、暗示招徠性交易的對

象，而且在網路上散佈的訊息會

對社會風氣造成戕害。」 
2001.7.16 陸戰隊林姓男

子 
Friday club網
站，「屬於你/
屬於妳」 

「我欠信用卡公司錢，現在缺錢，誰能幫

我，限女性，只要妳給我錢，我願幫妳好好

服務」「上班族交友聯誼，妳在無聊之時想

找人陪妳度過無聊的時光嗎？」 

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 兒少 29條 

2001.11.7 曠男（台北交大
員警） 

網路 自稱是國外返台的 ABC，身材魁梧，且氣
質出眾又多金，只要與他共度春宵，「表現

良好」就會給零用錢。 
釣魚的警員「辦案」時，同事也在電腦旁，

揣摩女性心理獻策和對方聊天。後來請女友

幫忙打電話釣魚 

板橋分局後埔派出所。曠男表示他在取締色

情，爭取掃黃績效。但板橋警方認為，辦網

路援交都是由員警監看各聊天室網頁，將登

廣告者「釣」出，但該員警自己貼廣告「釣」

出援交女，且提不出足夠辦案證明 

兒少 29條，2002.7.16判徒刑 3
個月，緩刑 3年 
（原以為警方互釣，審訊時坦承

出於好奇，於下班時間上網找援

交） 

2002.6.4 重度腦性麻痺
碩士男子 

網路 留下 e-mail提供援交服務，條件是住中壢地
區的漂亮美眉，年紀 18歲至 23歲間，服務
價錢公道。 

桃園.。警方假冒美眉，循線發 email給黃
某，黃某回信說明他擁有高學歷但也不諱言

他是重度腦性麻痺患者。  

兒少 29條 

2002.7.4 僑生米兒 奇摩「援助交

際聊天室」 
與化名「淡藍」的員警用悄悄話談援交  兒少 29條，台北地院判決無罪。

因為悄悄話非公開訊息，且該女

是被警方釣魚設局 
2002.7.10 105公斤少年 網路 郝姓少年供稱，這是他第一次援交，由於是

生手以致沒有談到價碼 
烏日警分局。該分局網路犯罪偵查小組過去

以「釣魚」方式查獲數十起援交案，其中有

公務員、教師與學生。 
 

兒少 29條 

2002.7.29 體育保送生美
少女 

美腿自拍色情

網站 
散佈援交訊息 士林分局，「由於少女長相清純，又考上公

立高中，警方對他的行為，深表惋惜」 
兒少法 29條，「警方表示，少女
雖觸法，但仍能如期到學校就

學，例假日到相關機構接受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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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8.7 宜蘭員警「壞叔
叔」 

色情網站 要援交經濟困難的少女 豐原警局。員警請女友幫忙打電話釣魚。「化

名壞叔叔的警員表示他有向上級報備要查

援交，但不符合警方辦案方式，即看人留言

要賣才連絡對方。這種主動要買的有引誘犯

罪之嫌，不但不道德，本身亦違法」 

兒少 29條。與宜蘭地檢署認罪協
商並請辭警察工作及登報道歉，

被判有期徒刑十月，緩刑三年 

2003.1.2 岡山警分局葉
姓警員 

網路 以「爛鳥」為名發出「要嫖妓，願者來」的

簡訊 
台中縣警清水分局。清水警分局截獲這項訊

息，由女警喬裝成援交女引誘對方上鉤，雙

方約妥見面 

通報高階警官，交給上級處理，

但高階警官認為葉是單純交友，

不構成援交，因此交給對方單位

處理。 
2003.1.8 陳姓演藝人員 「一夜情人」

交友網站 
刊登援交廣告，並留下他的手機號碼供作連

絡。 
土城警察分局。土城警察分局刑事組小隊長

鄒慶樟根據手機號碼，前天晚上率員在台北

市復興北路、南京東路口逮捕陳姓演員。

兒少 29條 

2003.1.10 省政府員工兩
名 

網路 起訴書指出，陳姓男子在網路中化名尋求援

交，並留下行動電話，經 
台中縣警方化身援交女，在他赴約準備援交

時查獲；楊姓男子同月間在埔里鎮一家網路

咖啡店上網，尋求援交對象，同樣被台中縣

警方「釣出」查獲。 

兒少 29條。兩案各判徒刑三個
月、可易科罰金，同時宣告緩刑

兩年。 

2003.1.22 北市某憲兵指
揮部上尉軍官 

「ＵＴ成人

網」聊天室代

言「壯漢」 

指願意以五千元代價找漂亮妹妹援交，希望

大台北地區的女子能與他聯絡 
板橋分局，警方透過聊天室與這名男子聯

絡，以五千元成交。這是北縣警方所查獲軍

人援交案官階最高的嫌犯。 

兒少29條，移交軍方偵辦 

2003.2.12 基隆林姓少女 網路，化名「台
中─缺缺」 

陳姓警員化名「台北─555」和她聊天，兩
人網路交談後，約定性交易，每次援交代價

為五千元 

陳姓警員在雙方約定見面的台北市承德路

逮獲林姓少女 
兒少 29條，無罪。法官審理時認
為警方並未查出林姓少女在網路

上沒有任何主動誘引、挑逗之行

為，且她是在網路聊天對談時約

定性交易，並未在電腦網路上散

佈於眾。 
2003.2.14 經濟部某科員 網路聊天室暱

稱「台北色男」 
詢問女性網友「有缺錢要 援交嗎？」、「援
你 5000」，以暗示「性行為爽翻天」的字眼，
引誘不特定人從事性交易。 

板橋警分局行政組。警方指出李嫌犯意明

確，且辦案人員由始至終未曾提到性交易價

碼，或提到性行為等字眼，全由李嫌一人「自

言自語」。李嫌之前已經有三次網路援交經

驗，肯定不符合警政署所謂「釣魚」辦案的

要件，而是係循線破獲，而非引蛇出洞「誘

捕」破案。 

兒少 29條 

2003.8.15 陳姓家具業務
員 

網路聊天室 以「大哥哥」的暱稱表示要找「幼齒援妹」。

員警上網以「美少女」的暱稱與陳聊天；陳

說從未「嘗」過幼齒的滋味，因此要找十二

歲到十五歲的少女到賓館援交，他願付兩千

五百元的援交費。 

板橋警分局。陳被帶回派出所後緊張得全身

發抖，說不出話來。員警安撫他的情緒，倒

水給他喝，並翻六法全書讓他知道觸犯哪一

條法令，陳一看到法條，全身抖得更嚴重，

連水杯都被抖落地上。 

兒少 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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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8.19 台北市交通警
員 

化名「台北寂

寞男」 
上網散佈「一萬元尋求援交」的買春訊息 中和分局和板橋分局，兩度被女警釣上。「自

己人逮到自己人」，但礙於本身也是利用「釣

魚 」不當手法抓人，在雙方都有不是之處
情況下，板警最後認定吳員與女警是透過

「密談室」對談，吳員曾向女警表示找援交

只是玩笑之語，均未涉及「公開」散佈援交

訊息，未查辦吳員上網援交的不法之舉，僅

通知大同分局將吳員帶回，並以調侃的語

氣，要台北市警方管好自己的員警。 

兒少 29條。台北市警局將他記一
大過並調職處分 

2003.11.4 電腦公司李姓
工程師 

網路 上網找援交紓解工作壓力，被員警約出逮

捕。李說從沒援交過，也不好意思向同事打

聽，一個人到捷運站赴約，沒想到等到的「對

象」是警察。 

台北。警方表示，李在網上發布援交訊息

時，竟連援交價錢都不清楚，任由別人開

價。 

兒少 29條 

2003.11.1
8 

台北縣就讀大

三的黃姓男子 
網路 在住處上網時發現有許多援交的廣告，他一

時好奇也學其他網友張貼援交廣告，文中除

表示自己是學生，不缺錢，還希望援交妹能

寄郵件和他聯絡 

台南市警方循線查出他涉案。黃姓學生雖供

稱，所張貼的援交廣告內容完全是編造，警

方仍把他函送法辦。 

兒少 29條 

2004.7.23 十九歲少婦 網路成人聊天

室，化名「台

北胖妹想元」 

 台北縣警板橋分局員警網路巡邏發現，釣出

來後查獲，供稱要籌措奶粉錢 
兒少 29條，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考
量事後坦承犯案又態度良好，且

犯罪情節尚屬輕微，判決捐款五

千元給南投縣博幼慈善基金會，

造福災民。緩起訴一年 
2004.9.6 高雄長庚醫院

一名醫師 
 李姓醫生說因為好奇，才會在網路上找援

交，也還沒有成交過 
被女警約出逮捕 兒少 29條 

2004.9.7 新竹縣竹東鎮
工研院服國防

役的高姓碩士 

網路留言「用

過的都說好！

誠徵北部ＧＩ

ＲＬ，條件不

拘，援交，開

玩笑勿擾」 

於網路情色討論區刊登「徵求一夜情」標題警方人員認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頓號、

冒號小學生可能都不會用錯，不能因被告擁

有高學歷及不錯的工作，就可以硬拗。 
 

兒少 29條，法官採信高姓碩士解
釋，指他的原意是「援交、開玩

笑勿擾」，也就是搞援交與開玩笑

的，都不要打擾，只因他所用的

輸入法打不出頓號，才改打逗

號，因此判決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