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言論自由  



單元簡介  

• 資訊科技在現今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對於日常生活的言論自由也有重大的影響
。本單元將介紹：網路世界有多大的言論
自由？言論自由的限制與規範為何？  



單元目標  

• 能說出言論自由的定義 

• 能舉出我國法律對言論自由的保障 

• 能瞭解言論自由價值的重要學說 

• 能指出管制言論自由的不同學說 

• 能指出網路不當言論的類型 

• 能瞭解言論自由的相關法律 

• 能討論網路言論自由的案例  



單元大綱  

• 網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的定義與保障 

–言論自由的目的與價值 

–言論自由的管制理論 

–網路不當資訊的類型 

–言論自由之法律規範與案例  



情境劇 --「我就是有話要說」  



想一想  

• 你覺得誰有道理？芳芳還是小傑？ 

• 如果你是小傑，你可以怎麼做？ 

• 如果一定要到網路上分享，你會怎麼做？  



想一想  

• 台灣是不是一個言論很自由的地方？你平
常說話、與人聊天、撰寫報告，會不會很
擔心因為政治理念、宗教信仰、興趣愛好
、個人習慣，被移送法辦？ 

• 若以大眾媒體節目為例（尤其是電視政論
性節目），你覺得台灣是不是一個享有高
度言論自由的地方？ 

 



想一想 

• 從網路上的活動，例如BBS、部落格、MSN

來看，你覺得網路是不是一個保障言論自由
的場域？ 

• 言論自由是不是「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言論自由的定義  



言論自由的保障  

• 言論自由是我們生來就有的權利嗎？這是
全世界人類都享有的權利嗎？  



世界人權宣言的言論自由  

• 不論是那個國家的人民，都有發表意見的
自由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 
「人人有權享受主張、發表意見的自由；此
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
通過任何媒介和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
和思想的自由」  



國家政策與法律的管控  

• 並非每個國家的人民都享有言論自由的權
利，有些國家的言論自由常受到國家政策
與法律的管控。  



奧罕‧帕慕克案  



奧罕‧帕慕克案  



奧罕‧帕慕克案  



奧罕‧帕慕克案  



國家政策與法律的管控  

• 並非每個國家的人民都享有言論自由的權
利，常受到國家政策與法律的管控。 

• 有些國家的人民如果出現「不適當」的言
論，即可能受到處罰。  



案例討論：師濤案  



案例討論：師濤案  



案例討論：師濤案  



案例討論：師濤案  



案例討論：師濤案 

• 雖然雅虎宣稱他們有不得以的苦衷：依法
配合當地政府才能在當地營運，但雅虎卻
幫忙中國政府迫害人民的言論自由。 

• 此事件在美國出現撻伐聲浪，雅虎被評為
「科技上的巨擘，道德上的侏儒」。  



言論自由非各時各地相同  

• 以往傳播媒體科技不發達，也沒網路的時
代，一般人民的新聞消息來源只有報紙，
報業多受制於政府或黨政。  

 

 

 

 

• 言論自由因時代、國家、地區而不同。  



我國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  

• 憲法是抽象的存在，言論自由的保障落實到
法律上。 

–刑法第310條第3項及第311條等不處罰的規定。 

• 大法官之解釋，較清楚闡釋言論自由與一般
性刑事處罰界線。 

憲法第11條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我國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  

• 言論自由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各個
國家機關應盡力維護。 

• 個人的隱私、人格權，以及各項公共利益
，同為憲法所保障。 

• 基本權利相互牴觸時，就必須加以權衡或
各自退讓；故國家法律在保障言論自由時
，也要防止言論傷人或危及公共利益。 

• 超越言論尺度為法律所不容許時，行為人
將負起刑事責任及民事責任。  



言論自由不保障虛構的事實  

• 事實要與公益有關，亂揭非公眾人物的隱
私即使是事實，也要處罰。 

–單純個人主觀陳述、評價，不牽涉事 

實對錯，無處罰問題。 

–牽涉侮辱性字眼，為公然侮辱，非合 

理評價。 

 



言論自由不保障虛構的事實 

• 如果主觀評價是以事實為基礎，則有 

事實對錯的問題。 



言論自由的目的與價值  



自我實現理論 

（Self-fulfillment or Self-realization theory）  

• 言論自由是個人存在的基本權利及獨立之
尊嚴  

• 言論自由可讓人民有取得充足資訊的機會
，可發展自我、實現自我。  



追求真理理論 
（Truth-seeking theory）  



• 若政府對某些言論禁止或事先限制，是對
真理藐視，也是對人類知識或智能侵害。  

追求真理理論 

（Truth-seeking theory）  



健全民主程序理論 
（Democratic process theory）  

• 言論自由可保障社會大眾參與政治決策所
需資訊的流通，有機會來交換意見，健全
民主的程序、促進民主的充分發展。 

 



• 資訊越豐富，大眾所做的政治決定應該就
比較正確。 

健全民主程序理論 

（Democratic process theory）  



想一想  

• 言論自由的價值三理論有：自我實現理論
、追求真理理論、健全民主程序理論，
以下三個描述，是屬於哪一理論之主張？  



言論自由價值三理論之異同  



想一想  

• 言論自由要不要受到規範與管制？ 

• 如果要管制，政府應該採取何種角度？  



言論自由的管制理論  

• 管制三學派  

• 管制理念：雙軌理論  

• 管制規範：雙階理論  



言論自由管制三大學派  



市場學派  

• 市場主導一切，市場經濟的供需兩端主導言論存歿 

• 政府應保持「中立」的角色，干預應愈少愈好。 

– 經濟學「市場自由競爭」：言論市場的人民有獲得與提
供資訊的自由，基於「供需狀況」決定言論存在與否。 

– 人民自然會決定資訊內容市場，政府應尊重市場決定。  

• 台灣政府（例如國家通訊委員會，NCC）對政治
言論傾向市場學派，沒有管制，政府對於新聞台的
政治立場不干涉。   



麥迪遜學派  

• 不應完全放任由民眾自己決定某項言論的
存歿。 

• 為了要達到某些公共利益的目的，對於危
害公共利益的言論給予管制。 

• 政府要扮演一個監督者的角色 

–例如，應該監督網路上的言論。  



透納學派  



想一想  

• 現實生活中的言論自由，你選擇哪一個學
派（市場理論、麥迪遜學派的的管制主張
、還是綜合的透納學派）？為什麼？ 



想一想 

• 網路世界中的言論自由，應該如市場學派
以經濟學的角度，由網路市場機制來決定
言論的存廢呢？還是如麥迪遜學派主張、
由政府來扮演監督的角色呢？你贊成哪一
種？ 

• 在這二個具有相反主張的學派中，可不可
能有其他的選擇？  

 



言論自由管制之理念：雙軌理論  

• 美國在解決言論自由問題時，採用的一種
基本想法。  



想一想  

• 言論自由管制學說的相同點都主張人民有
言論自由的權利，差異只在要不要管制，
對誰管制，管制多少。 

• 我們為什麼要對言論進行管制，是不是對
「言論絕對自由」有些疑慮？哪些言論應
該被限制或管制？  



言論自由管制之規範：雙階理論  

• 美國法律實務上，因累積許多言論自由的案
例，發展出的一套規則作為基本規範。 

 

 

 

 

 

 言論自由規範下，通常不保障低價值言論。  



言論自由灰色地帶  



不雅（indecent） 

• 代表不禮貌、下流、粗鄙或帶有猥褻的言
論。  



不適當（improper）  

• 與社會規範有出入的言論  

–例如，像是教導人如何自殺、散佈謠言 

–雖無明白的條文可指其為犯法，但足以影響他
人思想行為的言論。 

–註：散佈惡意謠言，也可能構成誹謗罪。  



危害公共安全的言論  

• 在網路上散播王水配方，可讓有心人調配
王水來做違法的事，這樣的言論即為「具
危害公共安全」的言論。 

• 在網路上教導製作手榴彈、改造手槍，調
製毒品，都是具危害公共安全言論。  



不當言論判定原則  



不當言論判定原則 

• 訊息接收者若為沒有完全判斷能力的未成
年人，通常會給予較大的保護及限制。 

• 台灣學術網路TANet對於中小學連線單位或
使用者的連線，通常有合理的限制。 

• 若為一般民眾（包括大學生），基於尊重
人民的主體性與言論自由權利，可自我篩
選接收資訊，言行可以自行負責，所以通
常限制較小。 

 出處：許育典（2004）  



想一想 

• 在網路散佈哪些資訊，有可能構成犯罪行為？ 

□ 學校餐廳阿姨推薦的餐點 

□ 盜版軟體的下載連結 

□ 某電信業者的會員電話資料 

□ 販賣醫生處方藥 

□ 幫哥哥徵求網友陪伴過一夜 

□ 昨天晚上疑似鬼壓床的恐怖情節 

□ 王水的成分與製作方法 

 

■  

■  

■  

■  

■  



網路不當資訊類型 

引自：許育典（2004）  



網路不當資訊類型  

• 妨礙名譽 

–在網路上供人侮辱他人、假冒他人名義徵求一夜
情、性伴侶等 

• 侵犯他人隱私 

–如販賣他人個人資料 

• 侵犯著作權 

–如販賣或散佈盜版程式、電影、圖片或mp3等 

• 網路色情 

–如張貼色情圖片、提供空間供不特定使用者張貼
、散佈或討論性交易訊息等 

引自：許育典（2004）  



網路不當資訊類型 

• 煽惑他人犯罪 

–如軍火教父案、無政府文件集案等 

• 販賣違禁品 

–以網路為媒介、販買管制毒品或醫生處方藥 

• 散佈足以使人反感、噁心或驚懼的資訊 

–如屍體、合成靈異照片、血腥圖片等 

 

–以上1至6類，都構成犯罪行為，「不當也不法」 

 
引自：許育典（2004）  



言論自由之法律規範與案例  



想一想  

• 在網路上辱罵別人，算不算公然侮辱？ 

• 在網路聊天室內辱罵他人，聊天室的人都
沒有實體見面，算是「公然」侮辱？ 

• 對學校老師或某家餐廳有所不滿，可在部
落格或BBS上任意發表言論、發洩情緒？  



公然侮辱言論  

• 絕大部分生活中常用來罵人的言詞，不論
用哪一種語言，都屬於侮辱的範疇。  

刑法 

第27章 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公然侮辱言論  

• 罵人會這麼嚴重嗎？許多人都和別人吵過
架、對罵過，也沒有被告呀？  



公然侮辱言論 

 



公然侮辱言論 

• 二人吵架，互相用不雅言詞對罵，除紛爭
的兩造外，是否真有一個第三人看到或聽
到，與公然侮辱無關，但與舉證有關。  



公然侮辱言論 



公然侮辱罪 

• 屬「告訴乃論」－受辱的一方氣不過，成
為「告訴人」，對罵人的一方提出告訴；
被告需負擔刑事責任。  

刑法 

第27章 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想一想  

• 在網路上辱罵別人，算不算公然侮辱？  



參考答案   

• 自由的網路，也不能免於法律規範。  



參考答案 

• 網路是個人人得以進出場域，法律用語為
「公然」。  



參考答案 

• 網路上罵人可能構成公然侮辱罪，且網路
常以文字書寫溝通，文字記錄都是證據。 



參考答案 

• 也不一定不全然都會構成犯罪。 

–例如，私下對對話視窗，其他網友看不到。 

 



案例：聊天室罵人事件  



案例：聊天室罵人事件  



案例：聊天室罵人事件  

• 大雄有無言論自由，可在聊天室這樣批評
小趙？ 

• 聊天室內的人沒有實體見面，大雄在聊天
室內的文字，算是「公然」侮辱嗎？ 

• 小趙並不在場，而在聊天室的14個人，也
不一定知道小趙的真實模樣，會傷害到小
趙嗎？  



參考答案 

• 大雄有言論自由，但是並不表示可以隨便
侮辱別人。 

• 在網路上罵人，與在現實世界中是一樣的
，而且網路多半有文字紀錄，可以做為證
據。法官認為，只要侮辱行為能使不特定
人或多數人共見共聞，即可成立公然侮辱
罪，就算被害人不在場、沒有直接聽聞，
仍符合構成要件。  



參考答案 

• 雖然聊天室的眾人不見得認識小趙，小趙
也沒有出現，但法律是依據該言論在客觀
認定上是否會貶低他人的名譽與社會地位
，只要客觀上認定會，即使小趙主觀上認
為不至於構成貶低自己的名譽，就可以構
成公然侮辱的事實，但是如果小趙覺得無
所謂，就無須提出告訴。 



參考答案 

• 反過來說，即使小趙主觀上看到某種言論
很生氣，但客觀上一般人都覺得沒什麼，
不會認為那是傷人、貶低人格的話語，小
趙即使提出告訴也沒有用。  

 



案例：校長是隻哈巴狗？（1998）  

• 北部某大學生在BBS上發表文章，表示他
在校長版反應事務，都沒人回應，但高官
出現學校時，校長恭敬、快速地接待委員
，該學生心生不滿，認為校長只巴結高官
，於是發表「校長充其量也不過是一隻哈
巴狗」的言論。 



案例：校長是隻哈巴狗？（1998）  

• 學校學務處根據學生手冊獎懲其中一條「
惡意攻訐、凌辱教職員工生者」，記該學
生大過一次。該學生在系主任陪同下向校
長道歉，並在BBS交代一切原委。校長也
接受學生的道歉，並無提出法律告訴。  

 



案例：校長是隻哈巴狗？（1998） 

• 學生有沒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 學校的處分有沒有道理？公不公平？ 

• 學生有所不滿，有沒有其他的表達方式，
既可以達到表達意見的目的，也不必受到
學校懲罰？  



參考答案 

• 在這個案例中，若校長真是如同學生所說
，不關心校務，只會巴結長官，此類行為
已經影響學生權益，與公共利益有關；學
生可以發表這樣的言論，但必須要能舉證
，例如校長荒廢校務的事證。  



參考答案 

• 學生有所不滿，或許可用疑問的語氣，比
較可以避免陷入困境，例如：「我於3月23

日向您反應的事，何以校長都不回應，但
我看到立委來，校長跟前跟後，很積極，
難道校長只會巴結高官，而不管民生疾苦
？」盡可能只陳述不滿，不要用通俗的貶
低字眼，像是「哈巴狗」這種字眼。  



案例：玩家罵玩家？（2008）  

• 某大學之廖姓學生在網路遊戲批評另一玩
家「那來這麼沒品的人」等一些不雅的字
眼，結果被罵玩家憤而提告，警方將廖同
學依妨害名譽罪嫌函辦。  



案例：玩家罵玩家？（2008） 

• 廖同學表示，他看不慣對方不守遊戲規則
，不參加戰鬥，只會在別人打贏怪物時，
衝上去搶寶物，他實在看不慣這種行為才
會罵人。  



案例：玩家罵玩家？（2008） 

• 廖同學生氣有沒有道理？想要教訓一下這
位似乎不愛守規則的玩家，除了在遊戲中
罵他，有其他什麼方法？ 

• 在一個（網路）群體中，時常碰到一些「
白目」的人，我們要怎麼處理？  



參考答案 

• 若能證明另一玩家確實不遵守遊戲規則，
有惡劣的行為影響他人權益，可根據刑法
第311條第3款的規定免責，以善意發表言
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
者。若另一玩家真的不愛守規則，那評論
他「不愛守規則」沒什麼不對。不過避免
舉證困難，還是請版主處理為妙。  



案例：我在我的部落格中罵人（2006）  

• 中部一位顏姓女子，在家中上網，在自己
的部落格中，張貼另一位女子的照片，上
面標明「姦夫淫婦」，顏女被提出告訴。
經偵辦後，被告顏女坦承不諱，與告訴人
控訴的情節相符，且有部落格資料可查，
結果被控公然侮辱罪。  



案例：我在我的部落格中罵人（2006） 

• 部落格日記與傳統紙本日記本有何不同？
部落格是否為「公開」的場合，辱罵人也
可能被訴妨害名譽，觸犯公然侮辱罪？  



參考答案 

• 若該部落格是一般人都可以上去瀏覽的空
間，沒有任何限制，或雖有加密鎖碼，但
一般人可以很輕易地拿到密碼，或格主已
經給很多人密碼，法律上認定是不特定人
或特定多數人（10幾個人以上即可算是特
定多數人）共見共聞，罵人「淫婦」足以
貶低他人人格，可構成公然侮辱罪的。  



案例：罵別人暱稱也不行？（2008）  

• 南部一位歐姓女子在一個網站的討論區，
辱罵署名「13℃」的網友不雅言詞。 

• 該地檢署認為構成對以「13℃」登錄該站
的女子之名譽傷害，依公然侮辱罪起訴歐
女。 



案例：罵別人暱稱也不行？（2008） 

• 「13℃」只是一個網友在網路上的暱稱，
沒有真實姓名，如果被罵，這樣會不會構
成傷害，妨害她的名譽？  



參考答案 

• 已有相關案例被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 但有些法律專家認為，在網路上以使用者
的匿稱為辱罵對象，是否構成公然侮辱，
得看該匿稱所對應的網路使用者，是否讓
其他人認為具有統整的個人形象而定。 



參考答案 

•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知道某人的綽號，
即使沒有指名道姓地罵，而是罵那個綽號
（例如「小羊」真是一個垃圾人），即可
構成公然侮辱罪。 

 

 



參考答案 

• 在網路世界中，即使從來沒有見過該網友
，也不知道其真實姓名，但暱稱通常可以
指向特定網友（例如常上該網站、部落格、或
bbs站的人都可以知道該暱稱的所有人），可在
網路上確認該暱稱所屬的網友，同樣也可
能構成公然侮辱罪。 



參考答案 

• 所以在網路上辱罵他人，即使被辱罵的對
象僅有暱稱，司法實務上認為是可構成公
然侮辱罪的。 

• 如果該名女子在某個特定網站上，一直使
用同一個13℃的暱稱，且一再發表文章，
或許有些人對13℃稍有認識，但對13℃辱
罵，是否足以達到損害黃姓女子名譽的程
度，仍有爭議。 

 



參考答案 

• 這案子雖然具有爭議性，但是帶給我們的
啟示是： 

–網路暱稱代表我們在網路世界的分身，也可能
受到相當的法律保護，別人是不可以侮辱的。 

–相對的，我們也不能侮辱網友的暱稱，妨害他
們的名譽。 



誹謗言論  

• 日常生活中，我們遇過可惡的商家，例如
東西難吃、店員態度很壞、商品偷斤減兩
、收費過高等，你會在網路上稱他們為「
黑店」、「黑心」嗎？ 

• 如果po文被店家發現，他們可不可以因為
「黑店」二字告你「誹謗」？你覺得他們
會贏嗎？  



誹謗言論 

• 你很想要在網路上舉發一些惡劣的店家，
但是他們可能告你，你會不會就不舉發？
你該怎麼做？  



誹謗言論  

• 誹謗罪屬「刑法第二七章妨害名譽及信用
罪」，告訴乃論。  



誹謗言論  

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
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
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
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誹謗罪的「真正惡意原則」  

• 被控告誹謗的人，不需真的證明自己所言
為真的，只要能夠證明其所提相關證據資
料，有相信的理由確信而傳述了，就不構
成誹謗罪。 

• 換言之，只要誹謗他人的人，能證明自己
不是出於「惡意」，就可能不會構成誹謗
罪，這也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保障。  



大法官釋字第509號（89.7.7） 

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
障，國家應給予 

最大限度之維護…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
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
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
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
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
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
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
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
，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想一想  

• 公然侮辱罪與誹謗罪有什麼差別？ 

• 什麼情況有可能構成公然侮辱罪？什麼情
況又是誹謗罪？ 



公然侮辱罪與誹謗罪之差異  



案例：教授抄襲學生作業？（1998）  

• 邱同學不滿授課教授的上課和考試方法，
在BBS上指責教授抄襲學生的作業想法作
為自己的學術發表，以「另一種形勢之強
暴」為標題指控教授，連續發表了二篇文
章。 



案例：教授抄襲學生作業？（1998） 

• 因為邱同學非常清楚地、強烈地指出教授
「犯罪」的行徑，教授認為嚴重影響他的
名譽，於是決定提出告訴。法院判刑這是
不實的指控，邱同學被判拘役55天，罰金4

萬9千多元。  

 



案例：教授抄襲學生作業？（1998） 

• 如果教授真的抄襲學生作業，而邱同學就
是被抄的人，邱同學應該提出什麼告訴？ 

• 如果被教授抄襲作業的學生，是邱同學的
同學，邱同學有沒有言論自由寫「另一種
形勢之強暴」為標題的文章指控教授？  



參考答案 

• 如果教授真有抄襲學生作業而發表文章，
就要看抄襲的幅度，來判斷只是引註不當
或違反著作權法上的重製罪，如果抄襲的
僅是不重要的部分，也且非全文抄襲，是
引用觀念，並以自己的筆法敘述，可能只
是漏了引註，未必有侵害重製權； 



參考答案 

• 但若照抄學生作業，即使僅是部分抄襲，
都有可能構成重製，此時被抄襲者才有告
訴權。 

• 如果教授真有抄襲情事，且抄襲的不是邱
同學的作業，邱同學不能提出告訴，但邱
同學還是可以表達他的看法，發表教授抄
襲學生作業的言論。 



案例：不給錢就不急救的醫院？（2007）  

• 某周姓學生，在BBS痛陳某醫院「不給錢
不急救」，讓他友人因為得不到急救只好
轉院，一週後不治。 

• 醫院覺得這不是實情，告周同學誹謗，警
方查出網路發文位址，約他到案，被依妨
害名譽罪法辦。 



案例：不給錢就不急救的醫院？（2007） 

• 後來雙方和解，並在一報紙刊登道歉啟事
，提及「不給錢不急救之內容非在場親見
親聞，而係聽他人轉述，並未經合理查證
，且全非真實。」  

 



案例：不給錢就不急救的醫院？（2007） 

• 周同學已向醫院認錯，為什麼還要在報紙
上刊登道歉啟事？  



參考答案 

• 即使是聽人轉述「不給錢就不急救」，我
們也不能就這樣轉出去，因為如果別人是
虛構的，我們不就是助紂為虐了嗎？ 

• 所以善加查證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加以查
證，就轉出去，表示即使這封信的內容不
真實，干我什麼事，傷害別人名譽也無所
謂，這樣的心態，在法律上稱之為「未必
故意」或「間接故意」，也是故意的一種
，要受到誹謗罪處罰的。  



參考答案 

• 院方表示，雖周同學向他們認錯，證明醫
院被誹謗，但目前這篇文章還在BBS站間
和網路上流傳，對院方形象傷害相當大。 

• 醫院可以對周同學提出誹謗告訴外，另外
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固然醫院不提出告訴
，但院方希望透過周同學在報紙登道歉啟
事的作法，讓網路使用者知道網路雖然匿
名，但也需要負擔言論責任，做錯事就該
付出代價。  



參考答案 

• 民事上雙方和解，可以協商賠償的內容，所謂賠
償不一定僅限於金錢賠償，有時登報道歉等名譽
回覆，反而是對名譽受損者較合理的賠償方式。 

• 所以，網友在BBS、電子郵件、部落格、BBS討
論區發言，雖然享有言論自由，但是如果因此造
成他人名譽受損，可能會構成刑法公然侮辱罪、
誹謗罪或偽造文書罪 

• 另外可能還得負起民事賠償的責任；如果是編造
不實文字、圖畫在網路上抹黑、抹黃他人，可能
構成刑法加重誹謗罪。  



案例：我明明沒這樣說！  

• 前副總統呂秀蓮，控告「新新聞」雜誌有
關她的報導不實，獲得勝訴。 



案例：我明明沒這樣說！ 

• 前述大法官的釋字第509號說明了「真正惡
意原則」，讓新聞記者在報導時，就算不
能證明報導內容為真實的，但只要報導前
有經過努力查證，且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
實，就不處罰。 

 

 

參考：楊智傑（2006）  



案例：我明明沒這樣說！ 

• 「新新聞」稱他們經過查證、相信為真，
為什麼還會敗訴？  

 



參考答案 

• 呂前副總統告的是民事賠償，非刑法的誹
謗罪。法官認為大法官的第509號解釋不能
用在民事責任上。 

• 新聞媒體不能說「我有消息來源」，就算
盡了查證義務，必須再去查證這個消息是
否正確，有無其他佐證，有沒有拍到照片
，有沒有錄到音，不能人云亦云。 

 



參考答案 

• 況且新新聞根本提不出來消息來源，其所
提出的的「消息來源」都否認有提供消息
給新新聞，法官認為新新聞撰寫的這個新
聞是捏造的，具有「真正惡意」。 



案例：罵公司不罵個人？（2007）  

• 中部某縣市一名陳姓女子多次上網留言，
因她向某公司購買一年份的英文課程，結
果不符合宣稱的效果，所以在網路上說「
爛公司就是爛公司，只會狡賴」等，業者
覺得這些言論破壞了他們的商譽，所以提
出告訴，地檢署依誹謗罪起訴陳女。  



案例：罵公司不罵個人？（2007） 

• 你覺得陳女作為一個實際使用過產品的人
，有沒有自由發表她意見的權利？ 

• 如果陳女一定要批評，她應該怎麼做，才
不會被告？ 

• 如果你是該公司，你對於這樣的網路文章
指控，你會怎麼做？會不會提告？  



參考答案 

• 如果那家公司真的廣告不實，欺瞞消費者
，陳女要指責該公司是爛公司，也算是善
意的評論，不構成誹謗罪。但如果是自己
買了課程不認真上，虛構事實，反而指責
公司的不是，就構成誹謗罪。 



參考答案 

• 要批評一家公司產品或服務不良，比較保
險的作法仔細列舉該產品或服務不良的事
例；例如「我在3月23日到哪家百貨公司所
購買的某公司的果菜榨汁機馬達常常秀逗
、接觸不良」，要公司給個交代，不要以
通俗貶低的字眼敘述，諸如「爛公司」、
「狡猾」。 

• 不管是自然人或法人，包括公司，都可以
成為誹謗罪的被害人。  

 



案例：失戀電狗出氣要脅（2008）  

• 網路上一名男子貼文，內容描述如何虐待
女友的小狗，並且附上一張國外網站「小
狗熟睡」照片。  



案例：失戀電狗出氣要脅（2008） 

• 動物救援小組表示，此文無論真假，如此
挑釁、不尊重生命的言論都不恰當，並在
查出貼文者網路位址後，將向電信警察隊
報案。 



案例：失戀電狗出氣要脅（2008） 

• 檢察官也表示，這名男子如真的以塑膠夾
、電擊棒虐狗，即違反動物保護法，可處
10萬元至50萬元罰鍰，並公布姓名、照片
；如果小狗是女方的，男方故意說些冷血
的話，要讓分手的女友心痛，也可能構成
恐嚇罪嫌。  

 



案例：失戀電狗出氣要脅（2008） 

• 這名男子也許只是「好玩」，也沒有貼不
適當的圖片，這樣算不算他的言論自由？  



參考答案 

• 不當的言論不代表一定會觸犯刑事法律，
但使用者應該盡量避免這種言論，雖然私
下發洩不滿情緒可能是抒壓的好方法，但
切忌不要影響他人，也不能公開。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
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參考答案 

• 如果該名男子只是隨便講講，言詞雖然不
適宜，但沒有真正傷害那隻狗，就沒有所
謂違反動物保護法的處罰，前女友也沒有
特定經常上那個網站的話，同樣沒有恐嚇
的問題。 

 



參考答案 

• 但有一種狀況是，如果那隻狗確實屬於分
手女友所有，男子僅是代為保管，該狗就
是女子的財產，女子對該狗有濃厚感情，
男子又是有意讓女子看到這篇文章（例如
女子或她的朋友常上該網站，有機會看到
），藉此報復女子；所以即使男子沒有真
正傷害狗，但女子會擔心受怕，就可以成
立恐嚇危害安全罪。 



案例：一夜情被拍裸照恐嚇（2007）  

• 南部一位高姓男子透過網路認識一名女大
學生，相約出遊發生關係，事後拍兩人照
片，並透過MSN要求女方付款或持續發生
關係擺平。 

• 法院依恐嚇罪將他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緩
刑5年，必須服240小時義務勞動。  



案例：一夜情被拍裸照恐嚇（2007） 

• 這二人發生一夜情，結果男方變成恐怖情
人，你如果是女方，你該怎麼做？  



參考答案 

• 高姓男子的行徑係涉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
，這不是單純恐嚇危害安全罪，而是恐嚇
取財罪，罪責比較重，最低要判六個月。  

刑法第346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
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參考答案 

• 被害人比較好的作法是留存該訊息，將實
情告知檢警，將男子誘出，加以逮捕，以
絕後患。但本案例說明在網路中所結交的
朋友，因不知對方背景，必須戒慎恐懼。  



案例：刺馬電郵送辦（2008）  

• 南部一位陳姓男子，從網咖寄電子郵件到
內政部長信箱，發表要砍殺總統的言論。 

• 台北市刑警大隊將他約談到案，陳姓男子
承認寄發電子郵件，但供稱沒有刺馬意圖
，但依恐嚇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  



案例：刺馬電郵送辦（2008） 

• 陳姓男子說他無聊才寫的，沒有真正的意
圖，這樣不算是他的言論自由？  



參考答案 

• 恐嚇罪比較完整的說法應該是「恐嚇危害
安全罪」，是指刑法第305條。 

 

 

 

 

• 恐嚇罪的構成要件，包括要有恐嚇的行為
，同時客觀上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不管是
口頭或動作，即使不講話，例如拿出刀來
，都可以是恐嚇的行為。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
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參考答案 

• 恐嚇罪的構成不一定要恐嚇內容的實現，宣稱要
殺死某人，客觀上某人一聽該言語是會害怕的，
即便該人沒有親耳聽聞，透過別人轉述，就已構
成恐嚇危害安全罪，至於最後是否實現殺人的計
畫，便跟恐嚇罪無關，後來真殺人了，就另外構
成一條殺人罪。 

• 所以陳男即使沒有真正要殺總統，但電子郵件送
出去了，客觀上即會使人心生畏懼，這種言論就
不值得保護。 



色情與性交易言論  

• 我們上述所舉案例都是文字性的，刊登圖
片是不是言論自由？  



案例：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2008） 

• 在台灣涉嫌散布陳冠希四百多張慾照的黃
姓男子，當警方因慾照事件找上他時，強
調他當初是因為好奇及分享心態，將照片
放在網站供人瀏覽；當時看到自己的部落
格衝上人氣排行榜，心裡還頗高興。 



案例：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2008） 

• 黃姓男子有沒有言論自由，可以在網路上
散佈這些屬於他人的照片？ 

• 如果黃姓男子散佈的不是「慾照」，是其
他人的「玉照」，這樣是否有觸法問題？ 



參考答案 

• 黃姓男子在網路上散佈這些具有色情意涵
的照片，應該是屬於「低價值言論」，可
能不受言論自由的保護，可能會被依刑法
第235條起訴。  

刑法第16章之1  妨害風化罪第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
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
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三萬元以下罰金。 



參考答案 

• 如果黃姓男子散佈的不是「慾照」，而是
其他人的「玉照」，如果都不是黃姓男子
拍的，則可能會觸犯原作者的「著作權」
，或是照片中人物的「肖像權」。  



想一想1  

• 現在大學生很流行將自己的照片放在網路
相簿中，以便紀錄、留存、分享給朋友觀
賞，其中不乏「清涼」、「裸露」的照片
，這樣算是照片提供者的言論自由？  



參考答案1 

• 言論自由也就是表現自由，不一定要透過
講話，透過文字、圖畫、肢體表演，都是
言論自由的一種表現方式。法律除了不處
罰外，還會以著作權法等法律賦予權利，
加以保障；但有違公序良俗的言論（諸如
色情及性交易），一般是不加以保護的。 

• 在歐美等性開放的國家，有時候會保護成
人影片的著作權，我國的著作權法則無。  



想一想2 

• 如果照片是放在有鎖碼的相簿中，黃姓男
子是不是就沒有問題？ 

 

 



參考答案2 

• 散布他人私密的性交或猥褻照片，那是觸
犯了刑法第235條第1項的散布猥褻物品罪
，因為他妨害了社會善良風俗，不過這是
在不特定人都可以觀覽的情況下，才構成
犯罪。  

刑法第16章之1  妨害風化罪第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
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
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三萬元以下罰金。 



參考答案2 

• 因為社會性觀念漸趨開放，在未侵害一般
國民的性道德及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的情
況下，依大法官會議釋字617號解釋及目前
司法實務界的看法，可以免於構成散布猥
褻物品罪。 

 



參考答案2 

• 如果黃姓男子有做好隔絕措施，讓不想看
的人看不到，能確保散佈的對象是成年男
女（例如有鎖碼），只讓有意願的成年男
女取得密碼入內觀覽，所以，即使他的表
現自由雖然不為衛道人士所喜，法律還是
保障他的言論自由。 

 



參考答案2 

• 黃姓男子必須列舉已做好防護措施的事證
，不讓無意願的成年人及所有青少年能閱
覽到猥褻照片。 

• 所以擺放相片應注意是否為猥褻相片，如
果是，就要設隔絕措施。 



想一想3 

• 我們在放自己或他人照片時，有無規則可
依循？ 



參考答案3 

• 不是所有攝影照片都有著作權，必須有創
作性，也就是要有取景、角度及光影變化
，但要求創作高度是很低的，只要不是死
板亂拍或抄襲，有個人的創作美感在其中
，就可以保護這個攝影著作，賦予著作財
產權及著作人格權。 

• 所以得視個人照片拍攝手法而定，原則上
要以有著作權的角度來思考，才不會讓自
己亂貼而陷於被處罰的困境。  



參考答案3 

• 即使著作權與否有爭議，演藝人員等知名
人士的相片是有價值的，所以很多商家會
賣演藝人員的照片，粉絲還真的會去買，
銷路也不錯，那就是有肖像權的問題，這
時候黃姓男子就會面臨損害賠償的請求。 

• 如果那相片可以承認有著作財產權存在，
就以著作權法保護，如果沒有，就以民法
保護肖像人格權。  



參考答案3 

• 一般在網路上擺上清涼照片供人觀賞，屬
於言論自由保障範圍，但如果過度裸露而
成為猥褻照片，假使照片客觀上會引起一
般人的性慾及羞恥感，即屬於猥褻照片，
就不可以任意供人觀覽。 

• 但如果有採取安全隔絕措施（例如鎖碼）
，還是可以擺放而不被處罰。所以擺放相
片應注意是否猥褻相片，如果是就要設隔
絕措施。 



案例：只有連結，沒有圖，也不行？（2004）  

• 北部黃姓男子利用個人電腦上網，連結
MSN網站，在「小魔女的激情」底下「本
土自拍一區」網頁上，沒有直接貼圖，只
有附上連結，可連至突顯女性性器官之猥
褻相片八張，讓不特定的網友也可以連結
觀看。 

• 結果被檢察官以觸犯「妨害風化罪」起訴 



案例：只有連結，沒有圖，也不行？（2004） 

• 為什麼張貼這些猥褻圖片的「連結」也不
可以？  

• 網友連接過去看到這些圖片，沒有人去告
他，這樣也觸法嗎？  



參考答案 

• 散布猥褻物品罪，構成要件是「散布」，
不一定要用張貼的方式，用超連結等方式
，讓不特定網友能看得到猥褻圖片，法律
上認定為「散布」行為，而構成犯罪。 

• 刑法第235條的罪確實是非告訴乃論，警察
會上網巡邏，一看到色情圖片，就可以主
動偵辦，移送檢察官處理。  



參考答案 

•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
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
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為非告訴乃論，
檢警可以主動偵辦。  

刑法第16章之1  妨害風化罪第235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
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
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三萬元以下罰金。 



小結  

• 不當言論還包括煽惑他人犯罪、販賣違禁
品、侵犯隱私等言論，也可能觸法。 

• 不當與不法的言論，不但會有刑事責任，
也可能有民事賠償。 



小結 

• 平常一般人不會輕易觸犯法律，但是生活
在現代社會中，需要瞭解言論自由的範圍
與界線，也要多瞭解相關法律案例，才能
保護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  



小結  

• 有人說，現在生活在台灣的人，是有中國
人歷史以來，最具有言論自由的人，你覺
得這句話對不對？  

幸福就是…在秋夜寒燈下讀書的人，聽到
巷子裡突然人聲雜沓，拍門呼叫他的名字
，不必覺得大難臨頭，把所有的稿紙當場
燒掉。 

摘自：龍應台（2008）目送，頁110  



結論  

• 「言論自由」背後基礎→「言論責任」。 

–自由的基礎，是建立在不傷害他人的原則上。 

• 任何人可作任何評論，但若以不實誹謗、
語言暴力傷害他人，即可能受到被傷害者
的控告，誹謗言論不能免除責任。 

• 沒有責任的自由，後果將會是所有的罪惡
，都可以假自由之名以行，但不承受相對
的社會責任。 

 



結論 

• 你願意生活在「毫無節制的人身攻訐、漫罵
、傷害，都假自由之名行之」的社會嗎？  



結論  

• 言論自由之真諦：容忍、尊重異己的聲音  

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
說話的權利 

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出自：Evelyn Beatrice Hall（十九至二十世紀作家，著有[伏爾泰傳]、

[伏爾泰的朋友們]等書）  



結論 

• 言論自由之真諦：容忍、尊重異己的聲音  

 
如果你相信言論自由，你也必相信你不喜歡
的意見同樣也有言論自由。 

If you believe in freedom of speech, you 

believe in freedom of speech for views you 

don’t like. 
出自：Noam Chomsky（二十世紀哲學家、語言學家）  



結論 

• 如果你的權利或名譽被他人的言論侵犯，
也可以尋求理性的或法律途徑解決。 

• 現代資訊通訊科技造就了一個百花齊放、
眾聲喧嘩的網路溝通互動場域，但往往成
為人聲鼎沸、一言不合吵起來的結果。 

• 網友必須以冷靜、理性的態度進行互動，
不要因為一時衝動，或基於好玩、無聊找
事做的心態，發出不適當的言論。  



結論  

• 珍惜、善用與尊重言論自由 

–網路社會就像是現實社會，理念上尊重言論自
由，法律上保障言論自由，實際上也享用言論
自由。 

–但我們仍然會限制或規範部分言論，要求每個
人負起言論責任，甚至會懲罰不當或犯罪的言
論。 

 



結論 

–例如，網友不會因為具有特定政治立場的言論
而被監禁，但若辱罵、威脅政治立場不同的其
他網友，可能就會有牢獄之災。 

• 珍惜、善用言論自由權利，並尊重他人的
言論自由。 



課後作業1  

• 案例：網路上寫暗示語密談也不算言論自
由？（2007） 

–北部李姓男子上網至某成人聊天室，以暱稱「
找圓妹or一夜」刊登訊息，並以密語方式與匿
名的員警交談，最後被警察調閱行動電話之持
機人資料而查獲。被告李男觸犯了「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   



課後作業1  

• 李男與小沙，在網路上用密語交談，而且
文字中從未出現「援交」、「性交易」等
字樣，這樣也不算是李男的言論自由？ 

• 李男與小沙，是二個成年人，為什麼李男
觸犯的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29條？ 



參考答案1 

• 李姓男子如果只是以密語與釣魚警察對話
，即使談及性交易，也沒有犯罪問題。但
因為李姓男子在成人聊天室大廳內，也就
是大家可以共見共聞的公然狀態下，以「
找圓妹或一夜」的暱稱來表示自己的身分
，就足以讓身心健全的人意識到他是要引
誘、暗示性交易，那當然違反了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這條是處罰散
布性交易訊息。  



參考答案1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29條 

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
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
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
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參考答案1 

• 既然李姓男子沒有採取任何隔絕措施，兒
童及少年一進入該網站就可以看到此暱稱
，有被引誘從事性交易的風險，就足以處
罰他了；在此案例中，法律採取預防與處
罰「危險犯」的措施，最後雖然沒有兒童
上鉤從事性交易，而是成年警員假冒，但
危險性既然存在，就要處罰他。  



參考答案1 

• 李姓男子在聊天室以「密語」方式與化名
「小沙」之員警聊天，聊天內容非不特定
第三人得以共見，雖然難以認定有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但被
告在聊天室刊登暱稱「找圓妹或一夜」之
類的訊息，這種暱稱訊息為不特定第三人
得以共見之訊息，暗示他想要找女子以金
錢為代價從事性交易。  



參考答案1 

• 一般瀏覽網頁的人，一看到就知道這個人
想要藉由網路尋找援交對象，而李姓男子
在偵查中也坦承在網路上刊登援交性交易
訊息。其實在匿名的網路聊天室當中，化
名暱稱往往具有表彰個人特質、上網的意
圖，而使不特定的人在眾多網友當中，決
定是否與之進一步發生性關係之功能。 

 



參考答案1 

• 傳遞的訊息豐富性其實不只是在標題或特
定之訊息，李姓男子化名暱稱「找圓妹或
一夜」，並刊登於網路上，在客觀上已足
以引誘、暗示或促使一般人為性交易，再
加上李姓男子與員警化名「小沙」聊天之
密語內容，確實提及性交易之地點、方式
及聯絡電話，因此被告罪嫌認定性高。 



課後作業2  

• 請改寫以下文章，將之改寫成不會造成誹
謗、恐嚇或侮辱罪，但又能表達意見，且
保障了言論自由的文章。  



標題：真的很機車的黑店機車行 

• 內文： 

– 有住新竹的朋友注意了，昨天我覺得我的小車車一直
放黑煙，所以就到學校附近的機車行去檢查，沒想到
這家機車行不但真的很機車，還是家黑店，老闆說我
的排氣管壞了，建議我換排氣管，要價4000，還說他
賣我比較便宜，賣我3000就好，我想說好吧，就換了
…沒想到換完了，老闆又說我的輪胎也該換了，就擅
自幫我換了，還要價2000，這樣我五張小朋友就飛了
，我是被當傻子騙吧？！真的是很氣，這家店根本就
是家大黑店，這個老闆不是腦殘就是聽不懂話的白痴
，摳錢摳的這麼不要臉喔！讓我想要殺了這老闆洩恨
！有沒有人要和我一起？請大家告訴大家，千萬不要
到這家黑黑黑機車行，它的地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