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少年司法的基礎理論及發展 

少年司法由刑事司法發展而來，初期具有濃厚的刑事

法性格。但隨著國際人權思潮的發展，確立兒童主體權、

最佳利益、國家特別照顧義務等核心價值理念，少年司法

與刑事司法無論在立法目的、基本理念、體系設計上，皆

已產生根本性的差異。 

其次，少年問題種因於家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

會。少年司法既有意處理少年偏差行為背後不同系統層面

的複雜問題，就必須以個案少年為中心，結合政府職能與

民間福利能量，從兒少最佳利益原則出發，採取多元及整

合性的處遇方案。在縱向面須連貫福利、治安及刑事政

策，在橫向面應整合家庭、學校及社會資源。此為探究少

年司法內涵時首應注意的原則。 

本章首先介紹少年司法的定義、適用對象及基本原

則，其次討論少年司法基於同心圓理論，耦合不同系統的

基本設計。並探討美國、日本少年法制的發展與啟示，最

後介紹我國少事法沿革及 2019年立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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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少年司法的定義及適用對象 

一、少年司法的定義 

少年司法的歷史發展是由刑事法律而後保護法律，再進化

為社會福利法律。涵蓋國家對兒童及少年實施教育、進行保

護、提供福利等所有事項，其範圍極廣，因而其範圍如何界

定，有不同的看法。 

國際公約中的「少年司法」有廣狹兩義。廣義的少年司法

是立基於國家整體政策的一環，「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

準規則」（北京規則）開宗明義表示：「少年司法屬於整體社會

政策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是實現社會正義的組成部

分。各國為兼顧保護青少年及維護社會安寧秩序的目的下，應

依各自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狀況落實執行。」將少年司法定位

為兒少整體政策的一環。提醒各國少年司法須從整體社會政策

的角度加以理解（第 1.4 點），揭示「少年保護的整體性」，其

目的在「少年在其一生中最易沾染不良行為的時期，創造條件

使其成長和受教育的過程儘可能不受犯罪和不法行為的影

響」。此為少年司法宏旨所在，誠為吾人宜首加注意者。 

就狹義而言，一般已制定少年法之國家，多將少年司法限

於處理少年觸法行為的程序法及實體法的狹義少年法。依林紀

東教授的見解，少年司法應折衷於廣義及狹義之間，指有關少

年犯罪的各項法制而言。在形式面規定少年不良行為與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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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及所加之保護處分或刑事處分，與審訊應遵循手續，矯治

時應使用方法之法規總稱；由實質面而言，以防止少年犯罪為

目的，維護社會秩序之法規1。國際人權公約亦採取類似概

念，「北京規則」將少年司法定義為依各國法律制度，對於少

年違法行為加以懲處的法律、規定、制度及負責實施的機構

（參見該規則第 2.2、2.3 點）。本書依上開定義，將研究的範

圍界定在少事法、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少年及兒童保護事

件執行辦法及少年司法收容期間之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

則。至於各矯正學校（及改制前桃園、彰化少年輔育院）依少

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等法令執行之矯治教育及相關

觀護措施，雖為監察院長期以來關注的重點，然因涵蓋層面較

廣，本書暫不列探討。 

二、少年司法的適用對象 

少年司法既根源於刑事法，故沿用刑事責任之年齡三分法

（無責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及完全責任能力）；嗣又加入福

利色彩，依兒童、少年及青少年階段發展的需求，而為不同的

設計。《兩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就少年司法的適用對象

分別使用「少年」及「兒童」一詞，均指未滿 18 歲之人，並

無年齡下限，但要求各國制定無觸犯刑事能力的最低年齡規

定。而我國刑法第 18 條規定：「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不罰。

14歲以上未滿 18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有無刑事責任能力與得否適用少年司法的保護程序係屬兩

                                                      
1 林紀東，《少年事件處理法論》，臺北：黎明，1978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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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定義少年司法的適

用對象指：「按照各國法律制度，對其違法行為可以不同於成

年人的方式處理的兒童或少年。」而各國就少年司法適用的年

齡亦有不盡相同的設計。舉例而言，德國將少年劃分為「少

年」（行為時已滿 14歲但不滿 18歲）及「未成年青年」（行為

時已滿 18歲但未滿 21歲）；日本將未滿 14歲之人稱為兒童，

少年則指行為時已滿 14歲至未滿 20歲之人，均納入少年法的

適用範圍。 

「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 3點要求各國應

將少年司法最低限度規則，擴大應用在所受到保護福利和教養

程序對待的少年及年輕的成年罪犯。國際刑法學協會「未成年

人刑事責任決議」第 2 點規定：「完全刑事責任年齡應設定在

18 歲，立法體系應確定行為人達到何種年齡才可以適用特殊

的刑事司法制度。這種刑事司法制度不應適用於犯罪時不滿

14 周歲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該項決議雖將 18 歲設定完

全刑事責任能力，但同時建議各國應擴大將教育為主的處遇延

長至 25歲。決議第 4-6點指出：對未滿 14周歲的未成年人，

只能適用教育措施；針對個人的需要，可將教育措施或對個人

有矯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所適用主體的年齡延長至 25 周歲；

對未成年人適用的特殊條款，可以擴大適用於 25 周歲以下的

人。 

我國少事法第 2 條規定：「本法稱少年者，謂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2019 年修正前第 8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者，由少

年法院適用少年保護事件之規定處理之。」、「兒童及少年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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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權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兒童

及少年，指未滿 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 12歲之人；所

稱少年，指 12歲以上未滿 18歲之人。」適用上可分為 3種情

形： 

（一）觸法少年：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觸犯刑罰法律之

人。 

（二）曝險少年：2019 年少事法修法，將司法介入之事由

由 7 類減為 3 類，僅餘「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

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而尚未觸犯刑罰，及有預

備犯罪或犯罪未遂為法所不罰的行為」，作為辨識

「曝險少年」的行為徵兆，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改

採行政輔導先行機制，曝險少年應由行政部門的少年

輔導委員會先行處理，少年輔導委員會評估確有必

要。始請求少年法院（庭）處理，少年法院採「不告

不理」。2023 年 7 月 1 日前，司法警察官、檢察官、

法院、對少年有監督權人、少年之肄業學校、從事少

年保護事業之機關或機構，若發現曝險少年，仍得移

送或請求少年法院處理。 

（三）觸法兒童：2019 年少事法刪除第 85 條之 1 後（自

2020 年施行），限縮少年司法的適用範圍，並將未滿

12歲兒童之觸法行為交由福利行政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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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法院（庭）處理之少年事件範圍

7歲以上未滿
12歲兒童觸法
行為

12歲以上未滿
18歲少年之曝
險行為

12歲以上未滿
18歲少年之觸
法行為

兒童保護事件 少年保護事件 少年刑事案件

自 1 0 9 . 6 . 1 9
起，回歸教育
及社福體系處
理。

少年有下列情形
之一，而認有保
障其健全自我成
長之必要者：
1. 無正當理由經
常攜帶危險器
械。

2. 有施用毒品或
迷幻物品之行
為而尚未觸犯
刑罰法律。

3. 有預備犯罪或
犯罪未遂而為
法所不罰之行
為。

相對刑事案件
（得裁定移送檢
察官）：法院依
調查之結果，認
犯罪情節重大，
參酌其品行、性
格、經歷等情
狀，以受刑事處
分為適當者。

絕對刑事案件
（應裁定移送檢
察官）
1. 犯最輕本刑為
    5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者。

2. 事件繫屬後已
滿20歲者。

 

圖 1 我國少年司法的處理範圍2 

2020 年 6 月 19 日之後，少年司法將不再介入兒童觸法事

件之處理，回歸教育及社福體系處理。按日本對於 14 歲以下

之觸法兒童（日本之兒童係指 14歲以下者），係優先適用《兒

童福祉法》，由兒童相談所採福利保護措施，引介司法、社

                                                      
2 參考陳慈幸、蔡孟凌，《少年事件處理法學理與實務》，臺北：元照，3 版，

2018 年 4 月，頁 82 附圖，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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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警政、教育資源，提供包括受虐兒童及觸法兒童整合式的

服務，後續得視個案保護需求，交由厚生勞動省管理之兒童自

立支援設施或兒童養護設施進行保護，但未完全排除司法介入

的途徑。兒童相談所如認為兒童觸法事件之情節重大，應受司

法審判時，得移送家庭裁判所依《少年法》審判。且該國《少

年法》原規定年滿 14 歲者，法官始得裁定交付法務省下轄之

少年院，然日本社會自 2000 年來發生多起重大兒童惡性犯罪

事件，經診斷行兇兒童罹患嚴重的精神疾病，舊法只能收容在

兒童福利教養機構，而不能交付醫療少年院為保護處分（現稱

第三種少年院），故《少年法》修法將少年院收容的年齡降至

「大約 12歲」（即包括 11歲的少年）。鑑於我國少事法之體例

係仿自日本《少年法》，故上開法制設計，值得我國參考。 

目前教育部已積極盤點各項資源並研商觸法兒童通報、處

遇、輔導及協助之配套措施。未來兒童觸法事件將依學生輔導

法三級輔導架構下，進行第一級或第二級輔導，如有需要亦可

向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申請第三級處遇性輔導，由專業輔導人員

進行諮商輔導，並在社會安全網絡架構下尋求社政、衛政、警

政協助兒童及對其家庭進行關懷，另進行觸法兒童之通報、處

遇、輔導及協助等事項。惟依教育部目前規劃之架構，欠缺兒

童涉嫌重大惡性犯罪時少年司法得介入之空間。鑑於我國過去

亦曾發生兒童殺人事件（例如 1994 年台北市內湖某國小吳姓

女老師遭姦殺命案，共犯王嫌行兇時僅 11 歲。警方偵破該案

時，王嫌已 19歲。如依 2019年修正後之少事法，王嫌所犯滔

天罪行，國家將無法可處理）。筆者認為，司法強制力對觸法

兒童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之處遇執行，乃屬不可或缺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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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宜思考如遇特殊重大狀況時，司法仍可介入的可行性。 

第二節 國際社會對少年司法確立的原則 

人一生的發展是隨著年齡的增加及與環境的互動所產生身

心變化的過程，不但生理方面發生變化，還包括認知、心理及

社會等方面的適應及改變。法律制度必須回應人在發展歷程

中，各階段之差異性質與不同階段的需求3。聯合國「預防少

年犯罪準則」指出：「青少年不符合一般社會規範及價值的表

現或行為，往往是成長過程的階段，在他們大部分人中，這種

現象將隨著成年而消失。……將青少年列為行為不端，往往會

使其發展出不良的行為模式。……對少年未造成嚴重損害其發

展或危害他人之行為，應避免加以定罪及處罰。……縱然對觸

法少年，機構式處遇只應作為最後的手段」（第 5、6 點）。故

吾人需理解美國著名法學者龐德（Ross Pound）所謂：少年司

法制度是「自 1215 年英國大憲章以來，英美司法制度上最重

大之進展」（The Juvenile Cour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advance in 

Anglo Saxon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since the Magna Carta 

1215）4，其涵義在於少年司法具有獨特性，不應視為刑事司

法的附隨法規。理由在於5： 

                                                      
3 張媚，《人類發展之概念與實務》，頁 5。轉引自謝靜慧，〈論兒童及少年人身

自由之保障─以國家介入保護及司法審查現況為中心〉，《中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4 張迺良，《美國少年法制之研究》，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 年 9 月，頁

3。 
5 Juvenile justice, David Haugen and Susan Musser, Greenhaven Press, 2013 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