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少年事件停、聽、看－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特色
一、 停下來想一想
(一)什麼是少年事件？
(二)為什麼我（我的孩子）會變成少年事件中的「少年」？
(三)什麼是少年事件處理法？
二、 聽聽看怎回事
(一)什麼是少年事件？（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 條、第 3 條）
少年事件中的「少年」
，是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的人；少
年事件中的「事件」，是指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行為或有犯
法機率較高的偏差行為時(虞犯行為)，法院依照法律規定來
處理的事件，其中又可區分為「少年刑事案件」
、
「少年保護
事件」(詳見你想瞭解更多的少年事件處理法)。
(二)為什麼我（我的孩子）會變成少年事件中的「少年」？
1、因為有下面(1)或(2)的行為：（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
(1)觸犯刑罰法律的行為：即非行行為，比如施用一、二級毒品、
販賣盜版產品、偷東西、搶劫、打架、殺人、妨害性自主、
騎車撞傷人等。
(2)有觸犯刑罰法律可能性極高的偏差行為：即虞犯行為，例如
經常和有犯罪習性的人來往、經常出入少年不應該去的地方
（如酒店、賭場等）
、經常逃學逃家、參加不良幫派、沒有正
常理由經常帶刀械、拉ｋ等。
2、法院怎麼知道有這些行為？（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7 條、第
18 條）
(1)警察、檢察官或法院執行職務時，發現少年有前點(1)或(2)
的行為，依法移送。
(2)少年的父母、監護人、學校、安置機構等，發現少年有觸犯

刑罰法律可能性極高的偏差行為，請求法院處理。
(3)有人發現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的行為，向法院報告。
(三)什麼是少年事件處理法？
法院審理案件都要依照法律規定辦理，「少年事件處理法」
就是法院處理少年事件時，最重要的法律依據，共有五章（第
1 章總則、第 2 章少年法院之組織、第 3 章少年保護事件、
第 4 章少年刑事案件、第 5 章附則）
、3 節（第 3 章少年保
護事件有分 3 節，第 1 節調查及審理、第 2 節保護處分之執
行、第 3 節抗告及重新審理）
，99 條（條文條號只到第 87 條，
但實際上全部條文共有 99 條）
。
由於少年的身心發展還沒完全，心性不夠成熟，容易衝動，
加上人生經驗不足，很容易受外界或物質慾望的引誘、影響
而犯法，如果用處理一般成人刑事的法律來辦理，對少年並
不適合，也不容易協助少年改過向上，因此我國特別訂定「少
年事件處理法」，讓法院可以用比較符合少年特質及成長需
求的程序和處遇，來處理少年事件，而達到保障少年健全成
長、調整少年成長環境，以及矯治少年性格的目的（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 1 條）
。另外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的兒童，如果有
觸犯刑罰法律的行為，也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少年保護事
件）處理。
三、看一看少年事件的特別規定
(一)應告知少年的事項及權利：警察調查、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
理時，要告訴少年犯了什麼罪或有什麼虞犯事由，以及有請
輔佐人來幫忙的權利。（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之 1）
(二)專業處理：少年事件由「少年法庭」處理；辦理少年事件的
法官要接受專業訓練。（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5 條、

第 7 條、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 2 條、第 20 條、各級法
院法官辦理民刑事與行政訴訟及特殊專業類型案件年度司
法事務分配辦法第 2 條附表、第 12 條）
(三)少年事件類型：分為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案件及兒童觸
犯刑罰法律事件。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章、第 4 章、第 85
條之 1）
(四)少年調查官調查：法院受理少年事件後，法官會請少年調查
官調查少年和事件有關的行為、少年的品格、經歷、身心狀
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教育程度及其他必要事項（一般
稱為「審前調查」），並 且提出報告及建議。少年調查官會
在審理期日出庭說明調查及建議如何處理的意見。（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 19 條、第 39 條）
(五)少年保護事件特殊規定：
1、法官開庭時用保護法庭。（法庭席位布置規則第 2 條、附圖
四）

2、調查、審理、保護處分執行程序：
(1)調查：法院處理少年保護事件時，會先進行調查（分為少年
調查官調查及法官調查），再依調查結果，來決定是否要繼
續進行審理，如果認為沒有審理的必要，可以裁定不付審理；
如果認為少年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或已
經滿 20 歲，或者犯罪情節重大，認為要用刑事處罰比較適
當時，可以裁定把案件移給檢察官偵辦(此即所謂少年刑事
案件)。（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9 條至第 29 條、第 65 條）
(2)審理：法院依調查的結果，認為有繼續處理的必要時，要裁
定開始審理，進行證據調查，請少年調查官出庭說明調查及
處理的意見，和少年調查官、少年、少年的法定代理人或現
在保護少年的人、輔佐人等一起討論（一般稱為「協商式審
理」
）
，少年非行或虞行情形、原因，以及未來應如何協力輔
導少年等事項。法官再依調查證據及審理結果，裁定不付保
護處分或者裁定下列（3）的保護處分。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0 條、第 32 條至第 49 條、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第 19 條）
(3) 保護處分種類：①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假日到法
院接受輔導）。②保護管束(定期到法院接受輔導)，並得命
勞動服務。③安置輔導（把少年安置到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生活，由安置機構照顧輔導）。④感化教育（把少年送到少
年矯正機關接受感化教育）。另外也有命少年接受禁戒、治
療的附屬處分。（少年事件處理法第４2 條）
(4)保護處分執行：①訓誡，由法官執行，假日生活輔導由少年
保護官執行。②保護管束及勞動服務，由少年保護官執行。
③安置輔導，由少年保護官交給安置機構執行。④感化教育，
由法院交給法院誠正中學、少年輔育院等少年矯正機關執行。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50 條至第 60 條）
3、父母到場：法院於開庭或執行訓誡時，可以要少年的父母或

現在保護少年的人（例如祖父母、兄姐或其他實際照顧少年
的人）陪同少年到場；如果經過合法通知而沒有正當理由不
到，法院可以發同行書，強制他們到場。（少年事件處理法
第 21 條至第 23 條、第 32 條、第 36 條、第 38 條）
4、同行、協尋（不是拘提、通緝）
：少年經過合法通知而沒有正
當理由不到場時，法院可以發同行書（不是拘票），強制少
年到場；如果少年行蹤不明，法院可以請各地區法院、檢察
官及司法警察機關協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2 條至第 23
條之１）
5、收容（不是羈押）
：如果法院認為少年沒法責付（交給父母、
家長、最近親屬、現在保護少年的人或其他適當的機關、團
體或個人管教保護），或認為責付顯然不適當時，可以用收
容書（不是押票）
，將少年收容在少年觀護所（不是看守所）
。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6 條至第 26 條之 2）
6、輔佐人（不是刑事案件的辯護人）
：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1 條
至第 31 條之 2）
(1)少年或少年的父母、現在保護少年的人可以隨時請輔佐人來
幫忙（通常是請律師，如果不是律師，要經過法院同意）。
(2)少年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或其他案件法院認
為有必要，而少年沒有請輔佐人時，法院會幫少年選任輔佐
人。
(3)輔佐人要保障少年的司法權利，還要協助法院促成少年健全
成長。
7、開庭不公開：開庭時法庭的門不會打開也不會讓人旁聽；但
法官可以允許少年的親屬、學校老師、從事少年保護事業的
人或其他認為適當的人旁聽。法官也可以不在法庭內進行審
理。（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4 條、第 35 條）

8、不用穿法袍：開庭時，法官、書記官及擔任輔佐人的律師，
都可以不穿法袍。
（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第 11 條、法官、
檢察官、公設辯護人、律師及書記官服制規則第３條、第４
條）
9、父母可以陳述意見：法官在審理期日訊問少年時，少年的父
母或現在保護少年的人及輔佐人，可以陳述意見。（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 36 條）
10、對少年不可以公示送達。：要送給少年、少年法定代理人或
現在保護少年之人的法院文書及裁判書，不可以用張貼公告
的方式送達。（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49 條、民事訴訟法第 149
條至第 153 條）
11、執行保護處分所需的教養費用，可以命少年或對少年有扶養
義務的人（如父母）負擔。（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60 條）
12、少年保護事件調查及審理程序的規定，在少年刑事案件可以
準用。（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70 條）
(六) 少年刑事案件特殊規定：
1、羈押於少年觀護所，滿 20 歲時移押於看守所。
（少年事件處
理法第 71 條）
2、審判可以不公開；但少年、少年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
之人可以要求公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73 條）
3、特別免刑規定：少年犯最重本刑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如
果有顯然值得憐憫或宽恕的情形，依照刑法第 59 條減輕其
刑仍然過重時，法院可以免除其刑，而為諭知下列保護處分：
1)保護管束，並得命勞動服務。2)安置輔導。4）感化教育。
也可以同時為接受禁戒、治療的附屬處分。（少年事件處理
法第 42 條、第 74 條、刑法第 59 條）
4、對少年不可以宣告死刑、無期徒刑、褫奪公權及強制工作。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
刑法第 63 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78 條）
5、對受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宣告的少年，法院可以
依刑法第 74 條規定給予緩刑。（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79 條、
刑法第 74 條）
6、少年受徒刑執行而可證明其已真心悔改時，可以在有期徒刑
逾執行期三分之一後，予以假釋。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1 條）
(七)少年事件的裁判書不公開也不上網。（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
(八)任何人都不可以在網路、報章雜誌等媒體公開少年事件的資
料。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 69 條）
(九)視為未受宣告及紀錄塗銷：少年事件的紀錄，在一定情況下，
可以視為未曾受各該裁判的宣告，以及要把紀錄塗銷。（少
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之 1、第 83 條之 2）
(十)法院可以命少年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接受親職教育輔導、
對他們處罰鍰及公告姓名。（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4 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