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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性侵害評估
文/李建璋

近來幾件兒童性虐待的司法判決爭議引發了社會
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然而兒童性虐待長久以來卻是
一個被忽略的世界性議題，它的發生通常無聲無息而
且持續反覆地進行。依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人口、
以及不同的定義，世界各地報告兒童性虐待的發生率
女生大約2-62%、男生大約3-16%。研究報告資料顯示
兒童性虐待逐年增加，保守估計美國每年約有百萬兒
童遭受性虐待，更有高達15-25%女性以及5-15%男性
自訴在兒時曾有性虐待的經驗。受害者年紀發生在17
歲以下，平均年齡是9歲 (1,2) 。台灣地區增加的趨勢尤
其驚人，2005至2009年內政部的通報資料顯示，未滿
18歲的兒童性侵害案件從2005年2786人到2009年4684
人，增加了68%，若以年齡層來分析，未滿6歲兒童性
侵案件成長44%，6-12歲兒童性侵案件成長高達80%，
12至18歲的兒童性侵害事件則成長68%。在2009年
整年所有不分年齡8008件通報性侵害事件中，高達
59% 屬於未滿18歲之兒童性侵害案件，顯見兒童性侵
害問題的嚴重性 (3) 。性虐待不同於身體虐待，具有恐
懼性與隱秘性，大部分受虐的兒童絕不會主動告訴任
何人，加上揭發時往往已經無明顯的身體理學檢查變
化，因此比起遭受身體虐待的兒童，性侵害受害兒更
難被發現，目前所見通報案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兒
童因為遭受到性虐待產生的疼痛以及諸多傷害可以隨
著時間慢慢癒合，但是，身體以及心理的傷害卻一直
會延續，如果性侵害同時造成性病，例如愛滋病，或
是因心理受到創傷而自殺，那麼性侵害甚至可以導致
死亡。

兒童性虐待定義
兒童性虐待的定義並不只限於生殖器官的接觸，
一般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是：「一位兒童（小於18
歲）被利用來滿足成人或另一位較年長兒童的性需
求」，侵害的行為模式包括接觸行為: 愛撫、性交/口
交/肛交、嘗試性交/口交/肛交未遂、以物體插、或是
強迫兒童觸摸他人/自己性器官；非接觸行為包括: 暴
露、偷窺、討論與性相關議 題、 強迫兒童看色情刊
物、拍兒童色情照片、以及允許兒童目睹性交，都包
含在兒童性侵害、性虐待的概念內 (4,5)。這個概念必須
和性遊戲作一區分。性遊戲的定義是：二個未達青少
年並且年紀差距在4歲以內的兒童，彼此觸摸他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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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器官、臀部、或是胸部，並沒有施加任何的暴力或
脅迫的行為 (5) 。依據台灣台內政部資料顯示，自2005
年至2009年各年度約有2-7名小於6歲學齡前兒童被通
報為性侵「加害人」(3)，這當中界定「性遊戲」和「性
虐待」就顯得相當重要，若把性遊戲誤解為性侵害可
能造成兒童一輩子難以抹滅的創傷。

兒童性虐待加害者
兒童性虐待加害者往往是兒童身邊的熟人。93%
兒童性虐待被害者認識加害人，父親或其他的親戚分
別占了21.5%以及19.4%，除了父親和其他親戚之外的
大人占24.9%，母親則占3.9%，父母親同時都對小朋
友性侵害占8.1%，保姆或是一些照顧機構的托嬰人員
則占2.7% (1, 2, 4,5)。在亂倫的事件中，兒童心中非常痛苦
難以面對的事實是他們熟識甚至喜歡敬愛的人竟反是
性虐待他們的魔鬼。在一些情況，兒童性侵事件若能
有幸被舉發進入司法程序，兒童往往會面對指證的困
境。一方面擔心指證家人會遭受處罰甚至遺棄，另一
方面對於學齡前兒童，加害者往往以物質誘哄被害人
讓被害兒童不以為受害反而還會獲得獎賞，若是加害
者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例如父親，可能因此坐牢影
響家庭經濟時，母親甚有可能加入加害者共同脅迫兒
童拒絕承認被害。目前我國司法社福體系並未對於兒
童「原告」提供保護與協助，如果被告是兒童原生家
庭一分子，尤其是父母，兒童顯然無法在安全無虞與
日後生活無憂的情境下舉證，也因此亂倫性侵成案有
其困難。唯有透過立法特別保護兒童司法人權才有可
能突破此舉證的困境。

同意的年紀（age of consent）
法律上對於兒童性虐待有一個重要的裁判點，也
就是受害者本身是否有同意的能力。醫學上並沒有對
於兒童多大年紀可以性自決有深入的研究和權威一致
的觀點。但是在兒童參與決定重大自身醫療行為與兒
童參與臨床試驗卻累積了許多共識，可作為性行為同
意年紀的判斷參考。目前一般醫學界對於兒童可參與
自主決定接受醫療行為的年紀為18歲，低於18歲的青
少年一般認同有許多已經具備成人判斷能力，世界衛
生組織（WHO）定義青少年（adolescent）為10-19
歲。實際判斷還要考量成長環境與經驗，在環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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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下可能使許多青少年心智提早成熟。醫師對於青少
年同意的能力評估核心在於判斷他是否了解對身體發
生醫療行為或性行為的過程，是否了解同意該行為發
生的後果，以及是否具備理智邏輯判斷 (6,7)。
隨司法管轄區不同，各國對具同意性行為能力年
紀定義不同，英國採取固定年紀定義16歲，一些南美
洲國家以青春期定義同意年紀，女性以初經（平均年
紀12歲）為標準，男性則以第二性徵發育（平均年紀
14歲）為標準，一些中東回教國家認定婚姻外的性行
為全違法，例如科威特以可結婚的法定年齡為法定同
意性行為年紀。由於青少年的早熟與性資訊發達，在
現行法律規範下有許多青少年情侶性行為卻被視為違
法，所以一些國家採行例外條款。在加拿大法定同意
性行為年齡16歲，但是14或15歲的青少年可以在同意
的情形下和年紀長5歲之內的人發生性行為；12或13歲
的青少年可以在同意的情形下和年紀長2歲之內的人發
生性行為。美國德州訂有「羅密歐與茱麗葉法律」，
規定在下列情形下可免於被指控兒少性侵害：行為者
不長於被害者3歲，被害者大於14歲，行為者無性侵
害前科，無亂倫，行為者無權威的地位。例如：老師
之於學生、教練之於球員，以及雙方沒有和任何第三
者有婚姻關係。台灣本地法律從保護幼年男女身心健
全發育出發，明定只要跟未滿16歲對之男女發生性行
為，縱然是兩情相悅，仍會有刑事上之責任，但是考
慮到青少年男女懵懂未知意亂情迷的情況下發生了關
係，直接受到刑法的處罰會影響一生，於1999年增加
了所謂的「兩小無猜條款」，也就是未滿18歲之人對
未滿16歲之男女性交者，除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仍
屬於告訴乃論罪，只要雙方父母不主動提告，是可以
免去刑責的。

受虐兒童的徵象
有許多原因導致發生率以及盛行率估計困難，例
如年紀太小沒有辦法表達自己意念、身心障礙兒童無
法清楚地陳述他的遭遇、或是小孩可能不認為這樣的
一個舉動是不恰當的，尤其當犯下性侵害的人是一個
女性的照顧者。大部分受虐的兒童絕不會主動告訴任
何人，兒童或成人會儘量壓抑自己忘掉這一段不愉快
的回憶，或是在脅迫之下達成保密協定。所以相關人
員應該熟悉受虐兒的徵象，才能揭發黑暗，拯救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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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行為的徵象尤其比身體徵象明顯，通常行為的
徵象在遇有壓力時才會表現。異常行為包括：惡夢、
睡眠障礙、怕黑、嚴重恐懼怪獸魔鬼、懼怕特定的人
或地方、年長兒童有時顯現退縮的行為：例如吸吮拇
指、尿床、和布偶扮演性活動；要求其他小孩作性動
作；怪異、複雜、不尋常的性知識；談論新的年長朋
友、新秘密、或一些性誘惑行為。不能安眠、學校成
績突然退步 (8-10)。心理行為的影響層面會一直持續到成
人，造成憂鬱、精神官能症、轉化症、行為異常、攻
擊、藥物或性成癮等問題 (11-12) 。然而，除非有明顯的
性侵害史、或是有足供懷疑的身體證據、或是實驗室
證據，通常不須先通報，而是把這個小朋友送去接受
行為治療，一段時間之後與小朋友建立互信的關係，
才容易從小朋友得知他們遭受到性侵害的過去史。

兒童性侵害採證
受性侵兒童通常在一些幸運的情況才會被帶來
醫療院所作有關性侵的診察，包括性侵兒童向同學吐
露，然後輾轉由同學的母親向有關機構通報；向父母
或親戚吐露受到性侵，由父母帶至醫療院所求診；在
一般健康檢查時，某些個案是因有病情、行為、症狀
（例如肛門或性器官菜花）或父母擔憂兒童有因而發
現兒童曾經受性侵；兒童也會向老師透露受性侵，老
師有義務通報給相關社工機構，並由他們轉介兒童作
身體檢查。如果性虐待發生在72小時內，受虐者必
須作一個完整的身體檢查看是否有肛陰部急性受傷、
肛門或陰部流血、陰部有分泌物或發炎、肛門或陰部
疼痛、癢、腫脹、或有瘀傷、性病、長期肚子痛、小
便失禁或大便失禁。同時也要收集異物（例如陰毛、
精液、唾液）或其它分泌物及檢查性病，以免證據流
失。法醫學的證據會隨著時間迅速流失，一項研究顯
示超過18小時就無法在被害人身上取得加害人的體
液、超過48小時甚至包括衣物都無法取得生物證據。
所以若侵害發生超過72小時，且沒有急性受傷症狀，
可至一般門診檢查，不須至急診處。急性期最有可能
收集到證物的地方是床單與衣褲，但是目前的台灣急
診統一使用的性侵採證盒並沒有強調收集這類物證，
這是未來值得加強改進的地方。必須了解，一個細心
而且有經驗的兒童性侵害加暴者是不會做一些行為導
致兒童在被醫師檢查時發現任何異狀，所以客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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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無所獲(7-9)。

兒童性器官正常與不正常的結構構造
另外，有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目前和性侵採證
相關的醫師大部份都欠缺對於兒童性器官，尤其是女
生，所謂正常跟不正常的解剖結構構造知識，英國一
項針對婦產科醫師的調查顯示幾乎超過半數以上的醫
師無法清楚描述何為正常的兒童處女膜。因此導致遭
性侵女童所遭受到的傷害有時無法被呈現 (4)。檢查時若
受虐兒堅決不同意某些檢查，除非關係其健康安危，
否則應尊重其意願不得強制，以免造成第二度傷害。
檢查一個小女生的生殖器官，技巧是非常的重要，一
般建議同時使用兩種以上姿勢來檢查處女膜的形狀，
包括使用青蛙腿的方式以及俯臥膝胸姿勢。另外使用
輔助設備，青春期過後的女生因為處女膜會發展出許
多皺摺，所以應利用foley尿管技巧輔助檢查。Foley尿
管技巧是指將foley尿管插入陰道，漲滿水球後順勢外
拉，利用水球的表面襯托出處女膜的完整邊緣以利完
整檢視是否有不正常或已經癒合之裂傷。使用陰道鏡
放 大檢查也是應被鼓勵使用的技巧。過去認為受性侵
的小女生處女膜直徑會比沒有遭受過性侵害小女生處
女膜直徑來得大，可以做為證據，可是，隨著每個女
生的體型不同，直徑丈量會有很多重疊的灰色地帶，
所以無法作為生殖器是否被插入的診斷標準 (13)。
理學檢查處女膜被插入的證據包括5到7點鐘方向
的處女膜裂痕、處女膜形下方凹口或是橫裂，最強的
證據是感染淋病、披衣菌或是在肛門的擴約肌有深裂
傷。必須記得是處女膜有可能是會完全癒合，也有可
能是以V字凹痕癒合，V字凹痕通常出現在處女膜的下
半部3點鐘至9點鐘的方向。其他局部理學變化包括肛
陰部流血、紅腫、擦傷、撕裂傷、瘀/挫傷、分泌物、
疼痛、癢、腫脹感。事後避孕防範是給予Tanner stage
第三期以上或是已經開始有月經的兒童，事後避孕藥
必須在受強暴後72小時內給予。

處女膜完整的爭議
處女膜的完整性經常被當成司法判決的重要依
據，但是醫學鑑定兌處女膜傷害卻有相當侷限性。一
項針對205名青春期前（平均5.4歲）確定遭受生殖器
插入性侵的兒童研究顯示，110（54%）名女孩生殖器

表1 各種性病和診斷性虐待的證據力
檢驗確定的性病

與性侵害有關

淋病

確定

梅毒

確定

愛滋病

確定

披衣菌感染

確定

尖性濕疣condyloma acuminata

可能 (50 % probability)

陰道滴蟲trichomonas vaginalis

可能

疱疹Herpes 1, Herpes 2(genital)

可能 (50 % probability)

陰道細菌孳生

非特異性

念珠菌感染

不大可能

官檢查正常，僅有95（46%）名兒童可以發現遭受性
侵的證據。以手指插入的性侵害尤其高比例處女膜正
常，以性器官插入者才較容易遺留處女膜傷害證據。
處女膜之所以完整的解釋有二，一為插入物體的直徑
小例如手指或是未完全插入，另一則是兒童的癒合能
力強，縱使遭受大人生殖器插入性傷害，還是可能完
全復原。另一項針對13至19歲承認曾有性行青少女
的研究顯示，有高達52%受試者處女膜完整。極端的
案例顯示青少女即使性生活懷孕了，處女膜還可能維
持完整。因此，司法判決一定要考慮醫學證據的侷限
性，尋求其他輔佐證據，才能將性侵事實還原。眾多
的兒童性侵學者疾呼，兒童口述的遭受性侵事實依舊
是判斷是否遭受性侵單一最重要的證據，醫學界、社
工界以及法學界不應太過依賴醫學證據。若單憑醫學
證據，恐大部分加害者無法定罪，兒童性侵犯罪者多
屬性人格違常，許多乃戀童癖（pedophile）病人，如
果無法定罪強制治療，累犯比率高達40%。勢必造成
社會更多無辜兒童受害。

實驗室檢查
一般在青春期之前的兒童是不需要做性病檢查，
除非有性病的症狀或是施虐者是傳染性病的高危險
群。急性的青少年個案應實施性病檢查，視危險因
素，立即給予預防性的抗生素治療及執行梅毒syphilis
及 HIV的檢查 (15)。不同的性病由於傳染途徑和感染力
的關係作為法依證據力有強弱之分，如表1。
一旦懷疑有性侵可能，醫事人員應通報以得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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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警政人員及兒虐專家的協助。遭受到性侵害的小
朋友暫時不去上學，先幫他跟其他照顧者隔離，直到
這些傷口都癒合為止。

預防兒童性侵害
從公共衛生預防醫學的角度視之，宣導社會有關
兒童性侵害的知識提升大眾的認知與通報率，給予兒
童教育保護自己的課程才是治本的方式，華人傳統教
育深受儒家五倫的影響，大人之於小孩的權威被不斷
灌輸與強調，使得華人兒童更無法拒絕大人的要求。
我們應適度教導兒童，大人不一定是對的，有一些壞
人會做壞事。另外適當年紀教導正確性知識也是重要
的預防措施。家長應負起責任，了解和小孩長接觸的
成人，慎選保母並了解其家中成員，了解學校職員行
為，不要單獨將小孩留置家中。在兒童人格教育上，
我們要重視兒童的選擇，不要強迫和其他大人甚至親
戚擁抱或親吻。同時學校系統應向兒童宣導告訴兒童
壞人常用的伎倆，教導兒童不要習慣對每個人說我愛
你。

納入專業繼續教育
兒童性侵的評估是一項專業跨領域的技能，法
醫科應該培育兒童性侵評估的專業人才，醫學界必須
將兒童性侵身心評估列為相關科系例如婦產科、急診
科、精神科、與小兒科醫療倫理必修必考課程，司法
界也經該在繼續教育中加強教育司法人員醫學證據的
功能與極限，同時幼教界與社工界是提早發現兒童性
侵的第一線人員，在專業的養成教育中必須給予兒童
性侵警訊與通報時機的充分教育。唯有如此透過環環
相扣的專業結合，才有辦法在實務中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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