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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奉新聞市場理論的壹傳媒總裁黎智英，宣稱其旗下媒體

乃以「讀者至上」為最高指導原則，「閱聽人要什麼，我們就

給什麼」。但以經濟學「外部性」（externalities）概念觀之，

欲宣稱「給閱聽人想要的」，則須合宜地掌握商品的外部性問

題。本文以台灣《壹週刊》為研究對象，藉由法律案例分析

法，分析 40 筆《壹週刊》被告案例發現，《壹週刊》對其報

導對象創生了不少外部成本，且在法律對新聞自由的保護下，

受害者鮮少得以透過法律途徑求取補償。本文亦發現，台灣目

前對於新聞商品外部性常見的處理機制—法律求償，顯然不足

以使媒體擁有誘因採取更高的損害預防措施。在此情況下，閱

聽人對《壹週刊》「給讀者想要的」這樣的宣稱，應採保留態

度。 

 

 

 

 

 

 

 

 

 

關鍵詞：外部成本、台灣《壹週刊》、侵權責任、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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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源起 

「閱聽人想要什麼，我們就給什麼」，是許多商業媒體人員朗朗上

口的語詞。包括 2001 年登台的香港壹傳媒，便以「讀者至上」、「給

讀者想要的」為其宣稱。無論組織文化、內容取向、欄目與編採方法皆

複製於香港的台灣《壹週刊》與《蘋果日報》，其新聞產製過程運用了

讀者會（focus group）機制，定期蒐集讀者對其刊物的意見，輔以新聞

及廣告部門之業務各自獨立、互不干涉，而稱其所產製出的新聞乃符應

讀者需求、不會犧牲閱聽人權益，真正做到了「讀者要什麼，我們就給

什麼」（參考何曼卿，2002；何旭初，2007）。 

「給讀者想要的」非僅是壹傳媒自身的宣稱，同時也是壹傳媒總裁

黎智英認為其旗下媒體與台灣其他主流刊物最不同之處。黎智英 2001

年曾接受媒體訪問表示：「台灣的報紙很難看，像中國時報、聯合報，

那些內容都不是別人想看的東西。我要的內容，是可以消費的新聞（梁

寶華，2002）。」黎智英批評國民黨時期，台灣傳媒受政治力控制的歷

史，認為台灣傳媒市場過去是個封閉產業，而當政治控制力量解除後，

便走向開放社會。他說：「開放社會裡，每個消費者都有選擇，會選擇

喜歡吃的東西、喜歡看的傳媒；而傳媒需求也因而改變，變成一個消費

市場（陳珮雯，2001）。」黎智英認為傳媒非僅不應受政治力干涉，更

應迎向自由經濟的運作機制，使傳媒市場變成一個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消費市場，生產者與消費者各取所需。他更認為其經營媒體的

理念與台灣其他報老闆最不同之處，在於他重視市場供需、給讀者所想

要的，而非報老闆或編輯、記者希望讀者知道的。1 所以他說：「要賣

讀者想看、卻看不到的，有現代感、有共鳴、有感覺的、看了會爽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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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國權，2003: 32）」。 

在此立場下，媒體不應以引導讀者思考的教育者自居，而是要貼近

與回應讀者的口味與需求，提供「讀者愛看」的商品。即使是扮演資訊

告知者的角色，媒體亦須將資訊加以包裝，以讀者看得懂、簡易通俗、

能引起共鳴的方式改寫新聞。他批評客觀性新聞報導，稱道：「客觀，

什麼是客觀，你可以客觀嗎？你本來就不可能客觀嘛，所有客觀也是裝

出來的（陳珮雯，2001）。」而認為在報導中應表達記者的立場、價

值、感覺，使讀者產生共鳴（吳燕玲、李濠仲、何博文、陶令瑜，

2001），他說：「我們不是賣雜誌，我們賣的是感覺，那個感覺不容易

塑造出來的，要靠很多研究、訪問和重寫（林宜諄，2001）。」簡言

之，與台灣過去「侍從報業」長期忽視讀者所欲之舊有慣習（參考林麗

雲，2000、2008）相區隔，創辦更加「重視讀者」的媒體，是黎智英登

台創業的主要市場策略。他擎舉傳媒自由市場的大旗，宣稱其旗下刊物

旨於「給閱聽人想要的」，但他是否真做到了這句話？需要進一步檢

驗。 

以經濟學角度分析，「閱聽人想要的，我們就給」一語，其概念指

的通常是：消費者「若有意願支付該成本，就該得到其所欲」（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 49）。但前提是，消費者必須「願意支付」或

「付得起」實際的成本，而非轉嫁給「與交易無關之第三人」。然而，

媒體與閱聽人間進行交易，真正的成本或效益往往無法在交易時列入計

算（或謂有些成本並未由交易雙方所支付），此即所謂外部性（

externalities）問題。 

在經濟學中，外部性的概念通常是：市場機制下的交易行為，對未

參與交易之第三人形成效益或成本，但交易雙方卻未、或無法將之內部

化（internalized）。也由於這層原因，賣方往往若非高估、即是低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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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成本；這將使市場缺乏效率，或社會福利無法極大化，形成所謂

「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欲使市場機制恢復有效運作，則須有

效控制外部性問題（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 49-50），而這是媒

體宣稱「給閱聽人想要的」時，必須能做到的。 

此外，經濟學在測量人們對於某項事物的渴望（desires）程度時，

往往不是直接測度他能由該事物中獲得多少滿足感（satisfactions），而

是由一個人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該事物（即其「支付意願」）來著手。

然而，人們的「支付意願」往往與其「支付能力」有關，這涉及了既有

財富資源分配的問題。若單純以「支付意願」作為測量閱聽人偏好的工

具，一方面容易使測量結果偏向社會既得利益者的偏好態度，另方面亦

使經濟學的學科視野，忽略諸多難以貨幣尺度精準測量的非商品化偏好

等問題（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這是應用經濟學工具進行媒

體問題分析時，須同時注意的地方。 

貳、文獻探討 

一、外部性問題及其爭議 

「外部性」（externalities）概念在經濟學的理論發展進程中，有幾

塊重要的里程碑。首先是馬夏爾（Alfred Marshall）於 1890 年所提的

「企業外部因素（如分工）而導致的企業生產效率提高」的概念，但這

與今日的「外部性」概念尚有些許差距。1920 年，馬夏爾的嫡傳弟子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自其師原有的想法出發，反向推演出「外部

不經濟」的概念；並將其關注焦點由企業外部因素對企業生產之不利影

響，轉向企業對其他企業或居民的影響（沈滿洪、何靈巧，2002）。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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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藉由分析企業「私人邊際淨產值」（the marginal private net product）

與「社會邊際淨產值」（the marginal social net product）的背離，來闡

釋外部性概念（雖然他並未以「外部性」一詞稱之）。而其認為，倘若

個別企業在生產過程中追加一單位的生產要素所獲得之產值（私人邊際

淨產值），等於該生產活動中追加一單位該生產要素時全社會所增加的

產值（社會邊際淨產值），則意味著整體資源配置達到最適狀態，這將

使國民所得（national dividend）得以極大化，促進整體經濟福利；而當

「社會邊際淨產值」大於「私人邊際淨產值」時，即意味著有其他人在

該生產活動中得到利益；反之，如有其他人因而受到損害，「社會邊際

淨產值」便將小於「私人邊際淨產值」，在此情況下，並無法使國民所

得極大化，整體經濟福利將受影響（Pigou, 1932∕陸民仁譯，1971）。 

庇古在論述「私人邊際淨產值」與「社會邊際淨產值」的背離時，

舉出三種不同的差異來源，其中一類差異的問題本質為：A、B 雙方進

行交易，由 A 對 B 提供某項有報酬的勞務，卻於過程中，亦附帶對與

交易無關之第三人提供了勞務、或造成了損害，且無法向這受益的、或

受損害的第三人取得支付或施以補償。庇古認為，國家可以用特別鼓勵

或特別限制的方法消除這種差異，而可能採用的鼓勵與限制形式，莫過

於補助金與租稅（bounties and taxes）（Pigou, 1932∕陸民仁譯，

1971）。換言之，庇古認為應由政府採取適當的經濟政策，實現外部性

的內部化。例如，由政府向存在負外部性的企業課稅，並專款專用以處

理該類外部性問題；而對存在正外部性的部門，則應實施獎勵或津貼，

以鼓勵其持續生產正外部性。此即所謂「庇古稅」（Pigouvian tax），

這也是庇古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具體政策主張。 

然而，科斯（Ronald H. Coase）批評庇古稅，其認為：由政府出面

解決外部性問題，尚須額外成本，故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以自行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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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解 決 外 部 性 問 題 ， 無 須 政 府 出 面 。 科 斯 提 出 「 交 易 成 本 」 （

transaction costs）的概念，泛指人們為了協商交易、或蒐集交易資訊等

所須花費的成本，2 並且認為：（1）在交易成本等於零時，意味著人們

自願性地私下協商並無任何困難與障礙，故此時無須採行庇古稅，因為

由政府出面解決外部性問題，尚須花費額外成本。他並提出許多司法判

例加以討論，佐證在交易成本等於零的情況下，無論法律如何規定，都

不會影響最後的資源配置問題，僅會影響到資源在交易者間如何分配的

問題。（2）倘若交易成本不等於零，欲解決外部性問題，亦須仔細權

衡各種政策手段的成本效益，才能進一步確定該政策手段是否合乎效

率。科斯認為庇古稅可能是有效率的制度安排，也可能是低效率的制度

安排，外部性的產生不代表政府即有正當理由以租稅或直接管制等方法

介入經濟活動。他認為還有其他的可能作法，例如，不採取任何行動、

修改法令、或設法使市場運作得更順暢等（Coase, 1988∕陳坤銘、李華

夏譯，1995）。就此而言，對於外部性如何內部化，科斯並未提出具體

的政策解方。 

政府應否出面解決外部性問題，學界仍有不少爭論。Coase（

1974）及 Cheung（1973；張五常，2000）皆曾提出經濟證據，指出許

多外部效應已透過某些成本支付的規定而得以內部化，故而現實世界的

外部性問題有被誇大之嫌，不一定非由政府出面解決。他們並批評某些

經濟學家，只重理論的提出、卻忽略了驗證現實世界經濟證據是否存

在；然而諸如格林華德（Bruce C. Greenwald）與史蒂格勒茲（Joseph E. 

Stiglitz）等人亦曾證明，若無政府干預，一般就不可能實現有效率的市

場配置（Greenwald & Stiglitz, 1986; Stiglitz, 1989∕鄭秉文譯，1998）。

雖然本文重點不在於分析政府角色，並不繼續對此加以討論。然而，即

便庇古、科斯、張五常或史蒂格勒茲等人對於外部性問題的解決之道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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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同看法，但他們仍皆同意：外部性的存在意味著市場運作缺乏效

率。在此情況下，很難論稱市場機制便適足以滿足閱聽人偏好。外部性

問題倘若無法解決（無論是透過人們的私下協商、或政府介入），這些

外部效益或成本便無法反映於市場價格。 

二、新聞商品與外部性 

經濟學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指的是：買賣雙方的交易行

為（包含生產與消費）使不參與交易之第三人得利或受害，卻無法向該

第三人收費或補償的情形。其中，為該第三人帶來正面效益或利潤的外

部性，稱為「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外部經濟」（

external economies）、或「外部效益」（external benefits）；而為其帶

來成本或損失者則稱為「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外部不

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或

「社會成本」（social costs）。此一現象由於涉及與該交易無關之第三

人的效益或成本，然而這些效益∕成本卻往往不在買賣雙方的考量中，

致使商品價格無法反映這些額外的成本或效益。而其結果是，當具有正

外部效益的商品，生產者卻無法回收其效益、使生產成本獲致補償時，

意味著生產者是以相對較高的成本生產該商品，這將使廠商缺乏生產正

外部性商品的誘因；反之，當生產者無須為外部成本（負外部性）進行

支付，意味其可以相對較低的成本生產該商品，這將誘使廠商生產更多

負外部性商品。如此一來，完全以市場機制決定生產什麼商品、如何生

產、又為誰生產等問題，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境下，必將導致具有正外部

性的商品生產不足、而負外部性商品卻生產過多的後果。此一市場失靈

的結果，無論對外部性的生產者（包括買賣雙方）或接受者（與交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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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第三人）而言，都是一種資源配置無效率的情況。 

外部性除可依其影響層面而分為「正外部性」（外部效益）與「負

外部性」（外部成本）外，另一種考察外部性的方式，是由外部性的產

生領域來觀察。由生產活動所導致的外部性，稱為「生產的外部性」（

production external costs or benefits）；由消費活動所導致的外部性，則

稱「消費的外部性」（consumption external costs or benefits）。結合兩

種考察方式，又可將外部性分為：（1）生產的外部效益；（2）生產的

外部成本；（3）消費的外部效益；（4）消費的外部成本（厲以寧、吳

易風、李鏈，1984: 206-7）。 

以此分類概念思考新聞媒體的外部性問題，則若媒體在極大化其自

身利益時，同時提供即時、正確、有深度的政治新聞，使其閱聽人擁有

豐富的政治知識，對政治事務進行正確判斷，因而俾益社會民意的形

成、以及政治參與的品質等，此即「媒體生產的外部效益」；反之，若

媒體在提供訊息時，非但無法提供正確資訊，反而使人誤解、侵害人

權、或造成心靈污染，形成所謂「公害」問題（林元輝，2006），即屬

「媒體生產的外部成本」。「消費的外部效益」則如閱聽人在消費高品

質的傳媒內容後，與人分享，提供有趣、有用且有深度的資訊、或使人

擁有好心情等，即為媒體消費活動為第三人帶來利益；而「消費的外部

成本」則是消費活動為第三人帶來損失：倘若閱聽人所消費的傳媒充斥

著暴力、色情、或種族歧視傾向等負面內容，依傳播理論過去的研究成

果而言，愈可能影響閱聽人對該類內容與行為的認知，進而影響閱聽人

與他人的互動，為第三人帶來負擔與成本（Baker, 2002∕馮建三譯，

2008: 52-6）。 

這些現象說明了：新聞媒體的外部性問題，具有與一般商品不同的

制度面特性，且其影響範圍與層面往往十分廣泛而深遠。究其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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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聞媒體除了作為一種商業組織，以販賣引人閱聽之內容給閱聽人

為其專業外，另於民主社會扮演著重要的第四權、告知與公共領域等角

色，以監督、傳遞正確資訊、及提供論壇等功能為專業。這使新聞商品

除了作為一種交換物，行使市場對等交換之權力外，亦擁有許多言論免

責之特權。某些新聞媒體產品即便在物質形式上屬於私有財（private 

goods），但媒體內容卻具有公共財（public goods）性質。以報紙或雜

誌為例，其消費的物理形式雖具有敵對性（rivalrous）——亦即當某人

購買了某份報紙或雜誌時，他人即無法再使用該份報紙或雜誌，但新聞

內容的近用卻是非敵對的（nonrivalrous），新聞內容一旦傳播出去，其

可能透過人際傳播、傳媒間的相互引用而廣為傳散，任何人閱聽了該新

聞內容，並不減損他人閱聽該內容的機會；且新聞內容的影響力亦無法

排他（nonexcludability），其內容一旦傳播出去，便無法將未閱聽該新

聞者的福利排除在外。新聞內容的此一特性，使新聞產製及其消費活動

的外部性往往高於一般商品，因新聞資訊在民主社會中具有某種程度的

公共、共享性質。 

三、閱聽人偏好，不只是商品消費問題 

前述討論顯示，閱聽人對新聞商品的閱聽行為，不單只涉及「商品

消費」的「經濟次領域」問題，而是範圍更加廣泛的「生活世界」問

題。傳播理論關於媒體效果的研究中，不同理論的學者其實一直有著相

同的結論：新聞媒體對於閱聽人思想有顯著的影響效果，所爭論者不過

是影響力的大小而已（苟世祥、陶楠、吳筱卿，2006: 49-50）。此外，

不少針對新聞產製實務所進行的研究（王石番，1972；李瞻，1976, 

1986；蘇蘅，2001；陳韻如，2007）都發現，台灣媒體新聞正不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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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化」（tabloidization）中，其轉變包括：開本上有逐漸改為小型版的

趨勢；版面視覺呈現上，逐漸傾向於採用大標題與大圖片，文字強調簡

要通俗；新聞主題層面上，愈發重視性、醜聞、運動、娛樂等軟性新

聞，政治、經濟、社會等硬新聞則逐漸減少；愈發側重於私密領域的新

聞描寫，與公共事務相關的新聞版面則逐漸減少。政治新聞報導質量正

在改變，不少論者認為這將不利於閱聽人民意之形成、與政治參與的程

度（Baker, 2002）。 

新聞媒體開本逐漸變革為小型報，主要考量的是便於讀者閱讀和節

省成本（蘇蘅，2002: 25），對於突破發行量、吸引廣告商亦有正面效

果（文建，2005: 27-8）；而在版面視覺呈現上的變革，則是因應市場

競爭，採行傳播新科技與新觀念的結果（王石番，1972）；重視軟新聞

及私領域新聞，通說亦與媒體商業化及商品化有關（蘇蘅，2001）。此

一小報化趨勢顯然是為吸引更廣大閱聽人的注意力及其便利性，滿足部

分「商品化偏好」，並求取媒體商業利益極大化之結果。然而，此一趨

勢亦同時壓縮了更深入、精確傳達新聞內容之可能性，特別是在配合版

面視覺呈現的效果後，大標題、大圖片、與簡潔有趣的文字，雖使更多

閱聽人更加有興趣閱聽硬新聞（如政治），並增加相關知識，但亦使許

多嚴肅議題無法被深入討論，容易停留在表相淺層的資訊傳遞上，而仍

少制度面或結構層次的硬新聞知識散佈（參考林瓊珠，2005）；3 新聞

裡的公共事務相關內容相對減少，私領域議題則有所增加（蘇蘅，

2001；陳韻如，2007），且硬新聞的公共質素亦降低，實無利於民主發

展。此項社會性而非個人性的影響，恐亦有違閱聽人長期、具有延遲性

的理想社會生活之偏好，此一偏好有別於當下快感的立即滿足，是無法

以貨幣定價的非商品化偏好，故經常於交易行為中為市場參與者所忽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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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媒體內容所具有的民主功能及其關懷，與閱聽人的消費快感並列

討論，或許將為本文招來「菁英論調」的批評，但無可否認，此一雙重

媒體角色於媒體發展史中仍始終是並存而不廢的現象。事實上，非商品

化與商品化的傳播現象及其內容，以及閱聽人的非商品化與商品化偏

好，各有其價值與相應場域，分別顯現於生活世界、及其經濟次領域

中。非僅二者皆未曾消失於歷史；且同一人在不同時空亦可能有「時而

商品化、時而非商品化的偏好」表達（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 

80-81），故若僅僅使用商品化的分析工具（如支付貨幣的意願），來

討論人們的新聞偏好（此一隸屬於生活世界，而非僅屬於純粹經濟領

域）之問題時，便可能發生忽略閱聽人非商品化新聞偏好的疏漏，同時

也忽略了閱聽人在消費商品化新聞內容之時，除須支付相關產製成本

外，恐亦須支付伴隨而來的其他社會成本（social cost），這些成本的

價值卻非貨幣尺度可以衡量。 

有此認知後，回歸至本文前述所提之「閱聽人想要的，我們就給」

一語，則若欲檢驗《壹週刊》是否做到此一宣稱，本文考量有別於純粹

的經濟學修辭取向，而認為應同時考慮閱聽人商品化與非商品化兩種新

聞偏好之視域。換言之，任何媒體企業若欲宣稱其新聞產製滿足了閱聽

人的新聞偏好，這應意味：閱聽人有意願支付伴隨其新聞產製而來的各

項商品化與非商品化成本，才是較為符合現實世界的情境，而非僅止於

經濟次領域。換言之，經濟次領域的議題往往十分重要，卻仍非生活世

界之全部。就此而言，以閱讀率等「貨幣支付意願」衡量閱聽人新聞偏

好的測量方式，往往只能突顯閱聽人某一特定層面的新聞偏好，特別是

具有市場性、大眾通俗口味的偏好。然而單方面偏重市場力量的結果，

則使新聞取捨的決定性因素，轉變為如何吸引閱聽人注意的問題，新聞

「品質」（quality）被重新定義，「好新聞」成為賣得最好的新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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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好生意」（McManus, 1994: 71；李筱雯，2004）。講求編業合

一的「置入性行銷」日漸盛行，即為例證，但讀者知的權利卻可能受到

傷害，經濟自由市場中使消費者「自由選擇」的原初精神，亦因而遭到

破壞。 

四、對誰形成外部成本？研究對象的確立 

新聞公害問題（如前二節所述，乃屬新聞媒體「生產的外部成

本」），近年來逐漸受到重視與討論。林元輝（2006）分析 1999-2005

年「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中的裁判書，結果發現：台灣控告新聞

報導侵權的官司（即媒體或其相關新聞人員為被告的情況）非僅層出不

窮（平均每年逾 11 件），且於「新聞自由」的保護傘下，媒體勝訴的

比例高於敗訴（總計 81 件案例中，媒體勝訴 48 件、敗訴 33 件）。4 而

與政治人物、工商大老、演藝圈明星等權勢相較，一般小老百姓控告媒

體勝訴的比例甚低，僅 16%（林元輝，2006: 1-4）。 

在林元輝所整理的這 81 筆案件中（參考其附錄一），壹傳媒刊物

（含《壹週刊》與《蘋果日報》）共計被告 13 件，法官在權衡媒體新

聞自由權後，仍判壹傳媒有罪的案例達 9 件，該 9 案皆屬於《壹週

刊》，並佔《壹週刊》涉案件數之 75%；其他媒體被告案數 68 件，考

量新聞自由後被判有罪案例為 24 件，佔其他媒體涉案件數之 35.29%。

顯見台灣《壹週刊》之侵權行為，相較於台灣其他媒體表現的非法程

度。 

此外，林元輝所整理的 100 筆提及「新聞自由」一語之相關訟案

中，扣除 17 筆公訴案後，其餘 83 筆自訴案件之原告，多為媒體新聞所

報導或刊登其照片的對象（計有 75 筆，佔自訴案之 90.36%），比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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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份者（如記者或案件所涉相關人員中無媒體者）高出甚多。這些媒

體報導對象興訟之對造（被告）則多為媒體（75 筆中有 69 筆，佔

92%），亦有少數（6 筆）為非媒體（見表一）。這 6 筆「被告非媒

體」的案件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往往若非作為一種媒介，提供被告刊

登廣告的空間、進而侵害到原告權益（當然，媒體並非有意）；即是被

告乃是媒體的消息來源，媒體作為一種媒介，提供被告發表攻訐原告之

言論的空間，媒體引述之，而在新聞曝光後使原告感到法益遭侵，只是

原告並未向媒體興訟。5 換言之，媒體在這些訟案中，若非直接扮演侵

表一：1999-2005 台灣「新聞自由」相關案例原告與被告身份 

及其罪責比較（%） 

判決結果 媒體有罪 媒體無罪 
媒體為

第三人
無媒體

被告為媒體 
（N = 81） 

被告非媒體

（N = 19） 
被告身份 

壹週刊
非壹傳

媒媒體
壹週刊

蘋果 
日報 

非壹傳

媒媒體
其  他 

總  計 

檢察官 -- 
(N = 0)

36.36
(N = 12)

-- 
(N = 0)

-- 
(N = 0) 

-- 
(N = 0)

15.79
(N = 3)

10.53
(N = 2)

17.00 
(N = 17) 

報導 
對象 

27.27
(N = 9)

36.36
(N = 12)

6.25 
(N = 3)

2.08 
(N = 1) 

91.67
(N = 44)

31.58
(N = 6)

-- 
(N = 0)

75.00 
(N = 75) 

原 
告 
身 
份 

其他 -- 
(N = 0)

-- 
(N = 0)

-- 
(N = 0)

-- 
(N = 0) 

-- 
(N = 0)

5.26 
(N = 1)

36.84
(N = 7)

8.00 
(N = 8) 

小  計 27.27
(N = 9)

72.73
(N = 24)

6.25 
(N = 3)

2.08 
(N = 1) 

91.67
(N = 44)

52.63
(N = 10)

47.37
(N = 9)

100.00 
(N = 100) 

總  計 100.00 
(N = 33) 

100.00 
(N = 48) 

100.00 
(N = 19)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自《新聞公害的批判基礎》（pp. 250-284），林元輝， 

2006，台北：巨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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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原告法益之角色，以致成為被告；否則即是擔任侵害原告法益的中介

角色，以致成為訟案之第三人。無論何者，都是媒體在新聞商品之交易

行為（媒體與閱聽人、廣告主、或消息來源進行交易）中，對與交易無

涉之第三人（主要是報導對象）所形成的外部成本。 

綜合林元輝附錄一所示 100 筆與「新聞自由」有關的訴訟案研究結

果，則新聞媒體之報導對象乃是主張其權益受媒體侵害的最主要角色。

且相較於台灣其他媒體而言，《壹週刊》侵權行為之非法程度更高。這

些侵權行為的發生過程，若以「外部性」概念加以說明，則是以「生產

之外部成本」的面貌出現。其外部性過程約有以下幾種類型：（1）新

聞媒體與閱聽人交易，並以報導對象之相關資訊作為新聞商品之生產原

料，加之與媒體資本家自市場購得之勞動力（即新聞人員）與勞動工具

（採集新聞、編輯與出版刊物所需之各式工具）相結合，進而產製出新

聞商品，但此一商品的呈現方式或內容損害了新聞報導對象之利益；（

2）新聞媒體與消息來源交易，由媒體提供版面，刊登消息來源侵害報

導對象權益之新聞；（3）新聞媒體與廣告主交易，由媒體提供版面，

刊登廣告主侵害報導對象權益之內容。在這三種外部性過程中，前兩者

主要以媒體新聞為媒介，後者則以媒體廣告為媒介。而報導對象所主張

損失的權益則約可分為以下四類：（1）名譽權：包含公然侮辱、誹謗

等刑法妨害名譽罪所規範之犯罪行為、及《民法》對於名譽等人格權侵

害之損害賠償案例；（2）隱私權：包含窺視、竊聽、竊錄等刑法妨害

秘密罪章所規範之犯罪行為，及《民法》對於隱私、肖像等人格權侵害

之損害賠償案例；（3）信用權：包含散布流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

用等刑法妨害信用罪所規範之犯罪行為、及《民法》對於信用等人格權

侵害之損害賠償案例；及（4）其他權益：無法歸入前三種侵權類型之

案件，例如違反契約或外患罪等，則以「其他」類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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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外 媒 體 侵 權 問 題 之 相 關 文 獻 （ Kirtley, 2000: 47; Franklin, 

Anderson & Lidsky, 2005）亦顯示，常受爭論的媒體侵權（形成外部

成本）問題，報導對象所主張損失的權益亦不脫以下幾種形式：（1）

名譽侵權：包含媒體報導損害了新聞對象之名譽或信譽二者，而受害主

體則多採誹謗訴訟等手段，試圖使報導轉向，或填補、回復其損害；（

2）隱私侵權：新聞對象主張其隱私遭媒體侵犯，透過隱私權訴訟試圖

填補其損害；（3）不合法的新聞採集手段：新聞對象主張媒體採集新

聞之手段違法，例如使用竊聽、偷窺等侵越（trespass）手段，侵害其

法定權利。 

無論就名譽、隱私、信用等權，或是爭議性新聞採集手法而言，多

涉及某些人格權（非財產權）遭受侵害的情況。這些原屬不可讓渡、不

可交易的人權法益，常是因為法律明定在某些特殊情境下才可讓渡與交

易，而將之以貨幣明確定價，才使媒體報導對象能藉由法律訴訟獲取相

關的損害賠償（如我國《民法》、《刑法》皆有相關規定）。由於其可

交易的性質，屬於本文前述已商品化的外部成本；但除此外，另有一些

非商品化的外部成本，可能分別來自媒體於民主社會中公共性角色扮演

上的不足或誤用；或因媒體資訊不正確等種種漠視閱聽人知的權利之表

現，而使經濟市場「自由選擇」原初精神遭受破壞等現象。這些權益目

前並沒有、同時也很難（有適當的）貨幣定價。 

五、論述邏輯的建立 

綜合前述，本文論述邏輯可整理如下： 

 1. 以經濟學的角度而言，欲論稱「讀者的購買意願即顯示出其商品偏

好」，必須考量外部性問題。因為價格機制乃以健全的自由市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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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運作條件俱足為其前提，但在外部性存在的情況下，市場是失靈

的。故《壹週刊》若欲由「讀者購買意願」支持其「給讀者想要

的」之宣稱，須排除負外部性存在、或外部成本無法內部化等情

形。而這是本文擬欲研究的主題：以法律案例觀之，《壹週刊》對

報導對象有無創生某些外部成本？這些成本是否得以內部化？ 

 2. 就法律案例分析的角度，若《壹週刊》對其報導對象存在著外部成

本，其實還有「商品化外部成本」與「非商品化外部成本」的雙重

考量，須進一步釐清。這影響著外部成本如何才可能內部化的問

題。 

  A. 商品化外部成本：意指已經、或可以貨幣定價的外部成本。例如

我國《民法》第 195 條即已將人民之人格權等非財產權上可能遭

受的損害情形，明定可以透過慰撫金的方式加以補償。我國《刑

法》亦如是，對於妨害名譽與信用、妨害秘密等侵權行為，皆訂

有懲處條款。凡遭法院判刑須服刑期、或得易科罰金的處罰方

式，目的都在於期許媒體能因受罰、而在未來擬定報導方針時一

併考慮外部性問題。則這些透過法律規定、可以貨幣定價之外部

成本，法律判定《壹週刊》須內部化的情況如何？ 

  B. 非商品化外部成本：意指無法或難以貨幣定價的外部成本。我國

《民法》第 195 條亦規定，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回復名譽之適當

處分，最常見的是以登報道歉的形式內部化這些非商品化的外部

成本。此外，某些遭法院判決媒體有罪的案例（例如，因查證等

專業功夫不確實，而使資訊有誤，侵害他人權益），其實意味著

媒體對於一般讀者亦形成某些成本。這是因為，閱聽人對媒體報

導品質、資訊正確性等，亦有所偏好。媒體就此所產生的外部

性，其影響對象非僅限於報導對象，同時達及閱聽人。且這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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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具有「非商品化」的性質，難以貨幣定價，法律在侵權案件的

判賠決定中，往往亦未考慮到此類成本。然而，憲法保障新聞自

由的主要目的，往往與防止此類成本的出現有關。由於媒體在民

主社會中尚扮演著監督、告知、公共領域等角色，一旦此類角色

因某些商業利益之故而無法發揮，意味著該交易行為亦創生了某

些非商品化的外部成本。 

就此論述邏輯，則本文以下欲進一步討論：《壹週刊》是否在新聞

產製過程中創生了某些「負外部性」？這些「外部成本」內部化（由交

易雙方支付）的情況如何？本文論述邏輯關係圖如下： 

 

圖一：本文論述邏輯關係圖 

參、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的選擇 

為回答前述兩項問題，本文將分析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6

中，以台灣《壹週刊》或其新聞人員為被告之裁判案例。為了找到這些

研究對象，本文以「壹週刊」為關鍵詞，全文檢索司法院「法學資料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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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系統」中之裁判書內容，並限縮一審裁判日期為 2001.5.31-2008.5.30

（即《壹週刊》在台創刊七年來）之法律判決。 

本文以「壹週刊」為關鍵詞，是因為新聞報導對象若自認媒體報導

侵權，欲藉由法律程序主張回復其損害，依法律裁判實務而言，原告在

提出自訴之理由時，往往須說明其自覺受害的內容，以及媒體報導內容

究係如何造成其損害，故而裁判書中時常會提及系爭報導，也必然提及

刊登該報導之媒體。故而本文以「壹週刊」為關鍵詞，於各級法院項下

分別進行全文檢索，並從中挑選出以《壹週刊》或其新聞工作人員為被

告者。 

然而這些挑選出來的案件中，有許多係出於同一事件（即屬同一案

件者），其可能由地方法院上訴至最高法院，以致存有多筆裁判書內

容。為求釐清裁判書間彼此的相互關係，不致使同一案件之各級裁判被

重複計算，本文再以系爭報導、原告與被告身份為區分，合併各級裁判

案中屬於同一案者；爾後再扣除裁判書內容不完整、7 裁判結果不明

確、8 裁判案由與報導對象無關 9 的部分，最後共得 40 筆案件作為本文

研究對象（詳見附錄）。 

肆、分析與討論 

Coase（1960）曾謂：在高交易成本的情況下，法律究竟如何設定

權利，關係著經濟制度的運作效率（Coase, 1988∕陳坤銘、李華夏，

1995: 122-136）。在此情況下，我國法律對於某些法益的保護，會否促

使傳媒市場失靈的問題加劇？值得討論。 

整體而言，本文發現：《壹週刊》對其報導對象創生了許多負外部

性，這些外部成本有些經由雙方私下和解（法律因而不受理）而獲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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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如附錄編號 35、39 兩案）；有些則以雙方另訂契約的方式重新設

定權利關係，使原告獲取賠償（如編號 30、36 兩案）；但另有些案

例，雙方無法透過私下協商方式解決外部性問題，而有賴司法體系為彼

此衝突的利益進行法益權衡，這也是本文中絕大多數案例的情況。故就

本文案例來看，對於新聞商品外部性問題之解決，顯然交易成本相當

高，以自願協商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較低，本文 40 案中僅 4 案雙方

有私下協商（含和解及訂立契約），佔 10%。 

然而事實上，新聞媒體對於報導對象所生之外部成本，以私下協商

方式將之內部化，在某些情況下，並不符合新聞本質、與新聞「監督」

功能的原初精神。Baker（2002）即曾以「通稿」（press release）為

例，說明媒體對報導對象的某些負外部性若不存在（媒體對報導報象僅

形成正外部性），反倒無法使媒體產生監督、守望、或告知真相等其他

更重要的正外部性。這將使社會期許新聞傳媒負起某些社會性或民主化

的角色，反而缺乏效率（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 57-59, 65）。 

在本文 40 筆案例中，媒體最終獲判無罪者 24 件（60%，含一審判

媒體有罪、二審改判無罪者 4 件）多於有罪者 13 件（32.5%）。其

中，「演藝人士」與《壹週刊》興訟較多，有 17 件（42.5%，含檢察

官代提公訴的案件），且這 17 件訟案裡有 11 件勝訴，勝訴率達

64.71% ； 「 一 般 百 姓 」 與 《 壹 週 刊 》 興 訟 亦 不 少 ， 有 11 件 （

27.5%），卻以敗訴居多，11 件訟案裡 8 件敗訴，佔 72.73%。「政治

人物」和「工商人士」與《壹週刊》興訟，亦不容易取勝，80%「政治

人物」及 100%「工商人士」的訟案，最終裁判結果皆為媒體勝訴。 

若以裁判案由為區分，原告主張個人名譽受損者佔最大宗（

65%）；隱私遭侵者次之（21.25%）；餘為主張商譽遭毀者（10%）及

遭違反契約者（3.75%）。在主張隱私遭侵的案例裡，扣除兩造已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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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法院不受理）的案例，則原告勝訴比例逾六成；主張名譽或信用

受損者，扣除不受理案例，則原告敗訴機率皆高於七成。二者差異與法

官認為案件所涉之公益性質高低有關，在原告主張隱私遭侵的案件裡，

有 76.47% 法官認為不具公益性；而在原告主張信用及名譽遭毀的案件

裡，各有 87.5% 及 69.23% 法官認為具有公益性（見表二）。 

表二：各類遭侵之原告法益裁判結果及公益性質比較表（%）10 

人格權類型 公評或 
公益 

媒體結果
隱私 信用 名譽 其他 

總計 

11.76 -- 5.77 100.00 10.00 
有罪 

(N = 1) (N = 0) (N = 1.5) (N = 1.5) (N = 4) 

11.76 87.50 63.46 -- 52.50 
無罪 

(N = 1) (N = 3.5) (N = 16.5) (N = 0) (N = 21) 

23.53 87.50 69.23 100.00 62.50 

有 

小計 
(N = 2) (N = 3.5) (N = 18) (N = 1.5) (N = 25) 

35.29 -- 23.08 -- 22.50 
有罪 

(N = 3) (N = 0) (N = 6) (N = 0) (N = 9) 

17.65 -- 5.77 -- 7.50 
無罪 

(N = 1.5) (N = 0) (N = 1.5) (N = 0) (N = 3) 

23.53 12.50 1.92 -- 7.50 
不受理 

(N = 2) (N = 0.5) (N = 0.5) (N = 0) (N = 3) 

76.47 12.50 30.77 -- 37.50 

無 

小計 
(N = 6.5) (N = 0.5) (N = 8) (N = 0) (N = 1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總計 

(N = 8.5) (N = 4) (N = 26) (N = 1.5) (N = 40) 

 

進一步分析幾種外部成本的類型，或有助於釐清媒體新聞公益性質

及其外部性概念的關係。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214‧ 

一、外部成本類型的討論 

1. 因媒體「監督」功能而生的外部成本 

《壹週刊》對其報導對象所創生的外部成本中，有一種因媒體為報

導、暴露與阻卻權力濫用而衍生的外部成本，其對於報導對象雖具負面

性，對民主社會而言卻具正面功能（Baker, 2002: 48-50）。而「監督」

功能（the “checking” function）正是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關鍵理由（

Blasi, 1977）；正是因為新聞傳媒可以扮演監督政府、守望環境的功

能，才使傳媒佔據了制度性的第四權角色，被視為防止政府濫權的「看

門狗」。這非但使新聞自由受到保障，傳媒的社會地位也大幅提升。然

而，保障新聞自由既是為了監督、以行使制度性的權利，是健全民主制

度的一環，故而享有該權利者，即須謹守傳媒工作者的角色份際，履行

該權利所賦予的職責；新聞自由是一種工具性的權利，旨於保障公共利

益而來。這也使得新聞自由的保障，常須視其是否符合公共利益（林子

儀，1992: 36-7）。 

然而，新聞自由監督權力的濫用或腐化，其對象不僅限於政府，舉

凡存在權力運作處（含工商業界或其他社會專業組織之權力），傳媒對

不當行為的曝露都極富價值，且非貨幣可以衡量。就本文所分析的 40

筆案例而言，《壹週刊》針對政治人物（如附錄編號 4、6、11、

26）、工商人士（如附錄編號 3、19、24、25、33）、演藝人士（如附

錄編號 18、38）、與一般百姓（如附錄編號 2、8、21、31、32、34、

36、37）所做的揭秘報導，多是站在此一「監督」立場；但亦不乏「以

監督之名、行侵權之實」的案例，這又等於為報導對象強加了一種未內

部化的成本（Baker, 200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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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編號 26 之「葉宜津 v. 壹週刊」案為例。系爭報導為《壹週

刊》118 期封面故事〈女立委、小官員車上激吻，葉宜津爆不倫姐弟

戀〉一文，葉宜津訴請檢察官偵查起訴《壹週刊》總編裴偉，因其明知

葉宜津與內政部國會聯絡員蔡倩傑並無在麥當勞共享霜淇淋之事，卻撰

文、意圖散布於眾，妨害葉之名譽。但《壹週刊》總編裴偉則以報導刊

出前已經過合理查證，有相當理由確信其報導為真實，並援引大法官會

議釋字 509 號文之保障，訴求不能以誹謗罪責相繩。對此，一審法官認

為：釋字第 509 號解釋文對於刑法 310 條第 3 項規定之解釋意旨，「僅

在減輕被告證明其言論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但被告仍需提出證據，證明

有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且應提出證據資料說明依何理由確信所發表言論

內容為真實，而非空言其發表之言論有所依據，否則仍有可能構成誹謗

罪（台北地院刑事案件，判決字號 93,易,795）。」然而《壹週刊》所

提出的照片證物，蔡倩傑始終背對著鏡頭，《壹週刊》並無法證明其與

葉宜津「你一口、我一口」共享一支霜淇淋等情節，故而法官認定《壹

週刊》有誹謗故意存在，判處裴偉拘役 50 日。 

然裴偉不服一審判決，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其認為，《刑事訴訟

法》修正後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換言之，檢察官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

「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以說服

法官「確信」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二審法官最後則依據最高法院

對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09 號之實務判決、及《壹週刊》確實經查證後始

為報導，檢察官又未對被告犯《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之故意加以舉證

等原因，認為無從證明被告犯嫌，而將原判決撤銷，改判裴偉無罪。不

過法官亦於判決書中指出： 

新聞倫理（journalism ethics），指媒體及媒體工作者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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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需求，而訂定之成文或不成文規範，為非官方、非法律性

質、無強迫性、無處罰條款之行為準則，然卻為新聞從業人員

必須遵循之專業倫理道德。本件被告為資深媒體從業人士，但

對於大眾傳播媒體所使用之「文字」、「相片」等，並未能全

然遵循前述原則。被告雖因有查證而難認有文字誹謗之故意，

但其所為報導文字與相片之處理…有無誇大並與前述專業倫理

道德相符，仍值商榷（台灣高等法院刑事案件，判決字號 95,

上易,621）。【內文底線為作者所加】 

再以本文編號 3 李鐘彬案為例，由於《壹週刊》有聞必錄消息來源

陳信誠的話，以「沒看過像李鐘彬這麼沒有職業道德的人」等侮辱文

字、加之「科技騙子李鐘彬坑殺股東」、「科技新貴大話不斷」、「忘

恩負義」、「掏空公司放入口袋」、「無奈散戶血本無歸」等標題，造

成原告名譽受損，卻未向原告查證並給予平衡報導；且其所報導內容復

不能證明為真正，而認為《壹週刊》涉有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

信用等罪嫌。若以誹謗構成要件而言，《壹週刊》該文似乎同時涉及

「本質誹謗」與「實質誹謗」，一方面使用了侮辱性的文字、同時所指

陳之事又可能造成原告利益的損傷；且有公開發佈、可指認原告等特

質、屬加重誹謗形式等特質。但究其免責條件而言，法官認為報導涉及

股票投資人之投資利益，與公共利益有關，媒體對此可受公評之事，在

合理可確信其為真實的情況下，基於善意而發表評論，屬誹謗免責範

圍。加之《壹週刊》辯稱因李鐘彬未回應採訪邀約，故而無平衡報導，

難論有加重誹謗之故意。本案最後判媒體勝訴。 

前述兩案之原告皆因認為《壹週刊》對其有不實報導，但因報導所

涉情事與公共利益、或可受公評之事有關，在媒體之新聞處理未具侵權

故意、或過失（如查證不周）等條件下，法官均判媒體無罪。此乃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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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新聞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所執行的「監督」功能，而為更大法益要求私

人法益退讓的判決。然而這些報導都有一項共通的問題，即報導方式流

於聳動與煽情，無法平實地詳述事件。這些手法可能導致其他新聞學式

與社會學式的影響，屬本文前述「非商品化外部成本」，但法律對此並

無法處理。 

本文附錄顯示：40 筆分析案例中，有近半（19 件）原告認為《壹

週刊》報導所使用的文字與標題，有誇大、聳動之嫌。本文編號 8 之劉

伯恩案中，原告質疑《壹週刊》當期封面所使用的「劉伯恩神話破滅，

減肥奪命」標題，以顫動的線條表現奪取人命的恐怖駭人，且未採用疑

問句的作法，原告極為不滿。但台高檢檢察長以「『該期報導之封面雖

未使用疑問句，惟查平面媒體……常藉由標題之編排以吸引民眾之注

意……實難謂有何誹謗之故意』（台北地院刑事案件，判決字號 91,聲

判,106）。」原告為此感到不服。然對於《壹週刊》編輯、文字爭議性

的報導方式，是否能視為侵權故意之認定上，法官們有類似想法者並不

少，包括編號 8、19、21、23、25、29、31、38 等八案，判決書都曾有

類似的「聳動煽情並不構成故意或過失」的論點（見附錄所示）。 

我國法律對於新聞自由的保障，自戒嚴時期至今，確實有長足的進

步。這使得媒體「監督」功能有更大的發揮，對涉及公共利益、或可受

公評等事項，較無報導上的後顧之憂。一方面來看，這使新聞媒體能夠

同時兼顧新聞市場的經營、與制度性角色的扮演；報導與公共利益有

關、可受公評之事項，既符合消費者口味，也符合社會期待。但新聞媒

體在競爭日益白熱化的今日，往往在扮演「監督」等制度性角色時，報

導手法亦愈趨向於市場考量，而這創生了額外的外部性。 

除前述劉伯恩案外，其餘「一般百姓」與《壹週刊》興訟亦多以敗

訴收場，這與林元輝（2006）的研究結果相符。但考察「一般百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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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訟案由、與媒體報導之公益性質發現，這些案件雖過半涉及名譽或商

譽侵害，但亦有過半法官認為涉及公共利益或可受公評之事。例如，新

品瓦斯、與歌神視聽主張其商譽受損兩案，法官因認為《壹週刊》之報

導目的皆在於提醒消費者留心不肖商人之不法行徑，文中雖亦提及新品

瓦斯與歌神視聽，但並未明指彼等亦屬不肖商人，且所陳述關乎彼等之

事實部分，亦皆有所據（即經過查證），故而判決《壹週刊》無罪。其

餘包括警察張盛頓等主張名譽受損案、奇豆托兒所陳柳君主張隱私權遭

侵案、楊芷宜案等，皆因係屬可受公評之事、或涉及公共利益，即便媒

體有侵權之舉，只要非屬查證不周、或報導毫無理由可確信其為真實等

具惡意或過失者，且媒體資料又非違法取得的情況下，皆可不罰。 

「一般百姓」與《壹週刊》興訟的案件，另有三案與連戰家族有

關。此三案中有兩案勝訴（亦為本文「一般百姓」v.《壹週刊》案件

中，「唯二」媒體敗訴者）。其中一案乃是透過另訂契約方式，而使連

家取得《壹週刊》的賠償。該案連家勝訴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其與《壹

週刊》訂下契約，要求《壹週刊》日後若欲報導其家人相關新聞，須先

向其家人查證，如其家人提供書面回應，《壹週刊》亦應以適當篇幅忠

實反應該書面所陳述內容之精神，否則將以違約論。但《壹週刊》在

293 期報導連勝文於夏威夷舉行婚禮的相關新聞時，並未向連勝文本人

求證，故而違反契約，應給付違約金 2 百萬予連家。 

但以另訂契約的方式，達成某種程度使新聞媒體內部化其外部性的

作法，畢竟是少數。本文 40 案中即僅有 2 案，都是原告扭轉權力關

係、成功獲得補償的勝訴案件。 

事實上，在該案之前，連惠心已多次與《壹週刊》興訟。其中一次

乃因《壹週刊》144 期刊載〈連惠心私密信件，驚爆連戰打老婆〉一

文，披露了 14 封據說為連惠心過去就讀美國學校期間寫信給友人自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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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戰毆妻的舊信，連惠心為此控告《壹週刊》偽造文書，聲明不曾寫過

那樣的文字。但由於《壹週刊》於引用該 14 封信函作為報導內容時，

曾委請專家進行筆跡鑑定，並自認確信該等信函為連惠心所寫、且認為

該信之消息來源可靠。而法官認為，《壹週刊》的查證工作與認知並無

悖於一般經驗法則，在有合理查證、及無侵權之故意或過失的情況下，

判決連惠心敗訴。 

連惠心敗訴的另一起案件是：《壹週刊》123 期中刊載〈踢爆連方

瑀庸醫真面目〉一文，連惠心認為該文指涉其曾找整型醫師潘扶適割雙

眼皮，並影射其「花大錢」、「找庸（密）醫」、「作失敗雙眼皮手

術」，使其為人師表之身分及形象受損。由於連惠心並未割過雙眼皮，

《壹週刊》顯然報導失實，但一審法官認為《壹週刊》該篇報導在客觀

上並不足以使社會大眾憎恨、輕視連惠心，或不願與她友善交往，認為

其名譽並未因而遭受損害，且於主觀上亦難認《壹週刊》有詆譭連惠心

名譽之故意，故而判決連惠心敗訴。但此案上訴至二審時，法官認為

《壹週刊》既已報導非實，對連惠心名譽是否仍不生影響，有研求之餘

地，故而判決此案發回更審。這個案子由於裁判結果尚不明確，不列入

本文之研究對象中，但顯然連惠心在多次與《壹週刊》興訟敗訴後，改

採與《壹週刊》另訂契約的方式，以扭轉彼此訴訟時之權力關係，也因

而獲得本文編號 36 案的勝訴。 

連家與《壹週刊》的另一起訟案，是編號 40 連勝文勝訴的案例。

因連勝文與蔡依珊至台北圓山聯誼社游泳，《壹週刊》偷拍其二人之非

公開活動，並對身懷六甲的蔡依珊身材指指點點，使其感到遭受冒犯。

此案是以《刑法》315 條之 1 及之 2 的妨害秘密罪提告，法院則以《壹

週刊》所稱的照片拍攝地點（環圓山聯誼社登山坡道有一處綠樹縫細）

雖可目視到有人在圓山聯誼社之游泳池內活動，卻無從辨認五官，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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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情而言，並無法據以論稱「圓山聯誼社之會員有意透過該處而

『公開』其活動內容」。換言之，若非《壹週刊》採用特殊攝影器材，

有意偷拍連、蔡二人的游泳活動，則原告自認之非公開活動應不致為其

他人以目視所窺視。最後連家獲得勝訴。本案另值一提的是，法官在判

決書中說明論罪科刑之緣由，指出《壹週刊》總編裴偉、編輯徐文正，

攝影記者李智為與蘇暉清未嚴守法律分際報導新聞，「假新聞自由之

名，不法侵害他人隱私，以消費公眾人物為賣點，牟取利益，犯後毫無

悛悔之意等一切情狀，分別就各該被告參與報導程度之高低，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台北士林地院刑事案件，判

決字號 96,自,31）。」該案裴偉遭判刑 6 個月、徐文正 4 個月、李蘇二

人各 3 個月；且易科罰金之折算標準，亦高於他案的每日新台幣 900

元，而成為裴偉 2000 元、徐李蘇等三人 1000 元。顯見法官的嚴懲心

態。 

2. 媒體將與公益無關之私德曝光，使報導對象承受負面影響 

傳媒對於報導對象私德的注意，也會帶來某些成本，然而傳媒在決

定編輯政策時，一般並不會考慮這些潛在的傷害，這是市場失靈的成

因。而 Baker（2002）認為，刑事與民事法規中對於誹謗罪的處罰與補

償規定，及民法對於隱私權的求償管道，能發揮局部補救這些市場失靈

的功效。兩者都是要求傳媒以合理的方式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法規手段

（Baker, 2002: 55）。 

與公益無關之私德揭露，常見於《壹週刊》對「演藝人士」之報導

上。例如，《壹週刊》報導藝人蕭亞軒出道前在加拿大的私生活傳聞、

吳宗憲對女友動粗的傳聞、蕭淑慎與王又曾過從甚密案、主播劉佳佳的

婚外情，或拍攝吳宗憲赴澳門錄影時飯店垃圾桶內的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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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編號 10 之蕭淑慎案為例，《壹週刊》報導蕭淑慎與王又曾

偷腥，又報導王又曾贈豪宅予蕭淑慎。然而蕭淑慎認為：《壹週刊》於

報導前已向蕭、王二人查證，得知並無餽贈豪宅之事，卻仍為該報導，

顯然有侵權之故意。對此，初審法官認為：系爭報導確有諸多涉及人格

價值判斷之描述，足以毀損蕭之名譽，且純屬私德而無涉公益，故判決

裴偉有罪。然而本案上訴至二審時，法官認為《壹週刊》查證豪宅餽贈

一事，雖有「張冠李戴」之失，但難認其有何明知不實、仍決定刊登之

情事。且該報導雖無涉公共利益，卻為公眾人物可受公評之事。因而於

二審改判媒體無罪。 

蕭淑慎案究竟屬於公眾人物的私德報導？抑或公眾人物可受公評之

報導？媒體報導該類新聞是否應負侵權責任？一、二審法官的觀點不

同。公眾人物不應受公開檢視的「私生活或私德」與可受公評的「日常

言行或公開作為」應如何劃分界線？在另一案中亦顯示出不小的心證空

間。 

本文編號 29 及 30 兩筆主播劉佳佳案，雖皆屬同一報導（即《壹週

刊》56 期〈偷情實錄，台視名主播劉佳佳搶人老公〉一文），控訴案

由亦皆為妨害名譽，判決結果仍因適用法條之不同而大異其趣。民事訴

訟中的妨害名譽案，適用我國《民法》對於侵權行為之規範，故名譽權

有無受到損害的認定，與《刑法》誹謗罪不同。《民法》是以社會上對

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依據，倘若某一行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

評價受到貶損，則無論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名譽權之侵害行為。

只是《民法》184 條亦規定，侵害他人權利須負損害賠償責任的要件之

一，為行為人（1）有故意或過失、（2）故意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

或（3）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以致生損害於他人者。故而媒體只要有

詳實查證，非具過失或侵權故意，取得資料之過程亦未違法，即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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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勝訴。 

在編號 29（民事案）中，法官認為此案確實使劉佳佳名譽受損，

但因媒體查證功夫並無過失，縱使報導用詞雖有煽情之處，惟其詞句文

義尚未逾越媒體所取得之電子郵件文字範圍，加之媒體並非以非法方式

取得該資料，則即便其資料提供者如何取得該資料的問題可能涉及違

法，但終究與媒體取得資料之合法性無關，故而判決原告敗訴。此案是

否係屬公眾人物之私生活與私德？或屬可受公評、與公共利益有關之

事？判決書是這麼說的： 

所謂「公益」者，乃指「公共利益、群眾福祉」而言，此

所指公共利益，解釋上自應包含維持社會綱常於不墜之倫理道

德規範。固然，維持社會綱常於不墜，對一般凡夫俗子而言，

乃遙不可及且不切實際之期待，然對在上位者或受矚目之公眾

人物而言，其言行舉止動見觀瞻、對社會觀念價值深具風行草

偃之效，若其言行舉止與社會綱常、倫理道德有扞格之處，自

非一般凡夫俗子行止可為相同比擬，其所應受之非難性亦較諸

一般市井小民為高（ 台 北 地 院 民 事 案 件 ， 判 決 字 號 93,

訴,5336）。 

顯然在此案中，法官認為主播劉佳佳之私德問題，因違反社會倫常

而可能影響到社會觀念價值及群眾福祉，故而判決此案與公共利益有

關。但在編號 30 案中，法官又認為此案無涉公共利益。判決書中說： 

觀其內容，猶如色情小說，純屬極端私密領域之事物，涉

私德，且顯然與公共利益無關。縱電子郵件確實係告訴人與楊

玉田間之往返郵件，且告訴人確有該等行為，他人亦不得任意

傳述。被告以告訴人係公眾人物，所為不合新聞主播之形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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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之期待，認為可受公評且涉及公益云云，難認為有理由（

台灣高院刑事案件，判決字號 95,上易,1106）。 

此案在法官認為無涉公益之情況下，加之法院在追查該等電子郵件

之真實性問題時，發現該等電郵內容不無經由拼貼偽造而來之可能，但

《壹週刊》於取得該等內容後，並未向當事人求證其真實性，應視為有

實質惡意，故判決《壹週刊》敗訴。顯見，同樣一起案件，不同法官對

於「公共事務的範圍」及「媒體是否具足查證與平衡報導等新聞專業功

夫」之認定標準，存有甚大的心證空間。而這可能是媒體外部性問題之

所以大量存在、並難以獲致解決的因素之一。因為媒體將可能持有僥倖

心態，期待在某些情況下，無須為外部成本付出代價。 

另外，此案由於原告請求回復其名譽，《壹週刊》須於敗訴後在多

家媒體上刊登道歉啟事，原告為求道歉啟事確能被刊登，特地與《壹週

刊》訂立契約，約定敗訴者須盡之責任義務等等。但《壹週刊》於敗訴

後，並不願意履行雙方約定之事項，法院因此判決《壹週刊》違反契

約，須再給付原告 500 多萬元違約金。 

事實上，媒體過於重視揭露名人私生活的點滴，除了為報導對象帶

來如前所述人格權遭侵之損失外，同時也排擠到公共事務新聞被報導的

可能性。近期不少新聞學研究即發現：媒體正朝向「重視性、醜聞、運

動、娛樂等軟性新聞」、「忽視政治、經濟、社會等硬新聞」，以及

「愈發側重於私密領域的新聞描寫」、「與公共事務相關的新聞版面逐

漸減少」之趨勢（Sparks, 2000；蘇蘅，2001；陳韻如，2007）。這恐

怕不利於閱聽人政治知識的獲取、民意之形成、與政治參與的程度（

Baker, 2002），具有更大更長遠的「非商品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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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媒體使用具有爭議性的新聞採集手法所創生的外部成本 

新聞媒體有時會使用某些具有爭議性的新聞採集方法，以蒐集某些

特殊資訊，但也因而創生了其他的外部成本。以《壹週刊》而論，這經

常表現於記者採取非法錄音、錄影、或是狗仔跟監、支票新聞學等爭議

性手段取得新聞，使報導對象感到隱私遭受侵犯，是一種負外部性（

Baker, 2002: 60-62）。 

以本文編號 5 之林金龍案為例，《壹週刊》為了刊登第 9 期〈一天

四次進香閨，蕭薔、林金龍不倫戀情大現形〉之報導，自 2001 年 6 月

23 日起，連續 1 個月跟拍藝人蕭薔，並且拍攝到林金龍駕車前往蕭薔

住處、及以轎車搭載蕭薔的照片。由於《壹週刊》以狗仔飛車緊密跟蹤

的方式採集該新聞，造成林金龍的不悅，認為媒體此舉有妨害秘密、妨

害自由之嫌，開車逼撞《壹週刊》採訪車。但《壹週刊》堅決否認有何

妨害秘密與妨害自由罪嫌，並辯稱渠等拍攝林金龍之活動場合，均發生

於街道等公開場所，且是為拍攝蕭薔而來，並非故意以隱密方式偷拍林

金龍的非公開活動。而法官認為： 

林金龍雖身處轎車中，然轎車外之一般人均得自外清楚看

見自訴人在轎車內之活動，而轎車係行駛於道路之公共場所，

故應認為自訴人坐在轎車內之活動仍屬公開之活動，而非私密

行為，故被告等雖有拍攝之行為，揆諸上開說明，亦不構成刑

法第 315 條之 1 之妨害秘密罪（台北地院刑事案件，判決字號

90,自,601）。 

報導對象所主張的隱私權與媒體新聞自由權在此案中發生衝突，但

由於記者的攝影行為乃發生於公共場所、而非私人住宅或私密場合，故

法官認為《壹週刊》並未侵犯到林金龍的隱私。換言之，欲主張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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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須經過一定程度有效預防措施的採取，使媒體拍攝其活動的困難

度增加到一定程度，媒體的拍攝行為才算侵犯其隱私。否則，記者即有

權在公共場所拍攝照片，即使是在一般大眾不知情、或未同意的情況下

（羅文輝，1992: 60）。 

另一種爭議性的新聞編採手法，涉及非法錄音、錄影、或不當侵入

電腦竊取私密資料等手段。這在台灣，已有刑法 28 章妨害秘密罪、刑

法 36 章妨害電腦使用罪、及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等可加以約束。

因遭媒體無故錄音∕錄影而蒙受損失，或感到困窘、痛苦者，皆可採取

救濟手段，使傳媒將該成本內部化。 

以本文編號 13-16 案、即 2001 年 8 月 9 日出刊之《壹週刊》11 期

B 本封面故事〈小 S、阿雅、范曉萱、陳純甄，露天搖頭性愛派對〉為

例，即因記者以拍照、攝影機偷拍、錄音等方法，不法竊錄小 S 等人

於私人聚會中之私人行為，侵犯隱私並散布於眾，遭檢察官依刑法第

315 條之 1 及之 2 的「妨害秘密罪」，而將《壹週刊》總編裴偉提起公

訴。由於小 S 等四人當日乃於私人別墅中舉行派對，《壹週刊》人員

攀爬至鄰近高處偷拍、竊錄彼等與男性友人之親密景況，並以 DV 拍攝

成錄影帶，據以寫成該篇報導。當期《壹週刊》發行後，《壹週刊》尚

將其偷拍所得之錄影帶片段，提供予國內各大電子新聞媒體，並經其中

部分電子媒體，於電視頻道中大量公開播出。小 S 等人曾於當日提出

抗議，但《壹週刊》仍於隔日追加發行該期雜誌之再版。當期《壹週

刊》銷量近 27 萬本，創該雜誌在台發行至今第四高的銷售記錄。 

《壹週刊》辯稱該聚會活動地點並非密閉而不公開。對此，四案法

官的看法略有不同，在小 S、阿雅、范曉萱案中，法官均認為該聚會乃

屬於「在私人場所（非公開場所）所為之私人活動（非公開活動）」，

故而認為《壹週刊》是故意侵權；但在陳純甄案中，法官則認為該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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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僅有少數樹木具有遮蔽效果，《壹週刊》自隔鄰高處向下攝錄，客

觀上並未侵入、破壞圍牆以安裝其攝影器材，而是利用原告等疏於注意

防範環境的特殊性才能取得拍攝內容，故其拍攝活動並未侵犯原告之隱

私。陳純甄此案最後法官判決《壹週刊》敗訴的原因，主要是《壹週

刊》指稱陳純甄施用搖頭丸，卻無相關資料足以證明，報導顯有過失，

故判決《壹週刊》敗訴。 

本文編號 17 案則為 13-16 小 S 等案之公訴案。檢察官以《刑法》

315 條之 1 及之 2 妨害秘密罪，依共同連續販賣無故以照相、錄影竊錄

他人非公開活動之內容，對《壹週刊》提起公訴。由於《壹週刊》主張

小 S 等四人有不符合其公開形象之舉措，若為公眾所知悉，恐有被崇

拜者模仿之可能。是以法官認為，公眾人物之言行難認與公共利益全然

無涉。只是《刑法》315 條之 1 及之 2 的妨害秘密罪，乃以「無故」為

構成要件，而「無故」之意乃指「無法律上之正當事由」。換言之，公

眾人物之非公開行為，縱使涉及公共利益，媒體亦不能以逾越法律界限

之手段，刺探甚至竊錄其非公開行為，否則即不啻以廣泛之「公共利

益」一詞，剝奪公眾人物之居住安全、隱私、秘密等憲法所保障之人

權。此案《壹週刊》因而敗訴。 

Pember（1981）曾指出三種一般可能被判侵犯隱私權的記者攝影行

為：（1）使用長鏡頭自山坡上拍攝他人在有圍牆的院子中之非公開活

動；（2）隱身屋外利用窗簾縫隙偷拍屋內情形；（3）採訪時未透露記

者身份，使用秘密攝影器材偷拍（引自羅文輝，1992: 60）。以此邏

輯，《壹週刊》無論在本文編號 40 或編號 13-17 案中，皆已涉及隱私

侵犯的採訪行為。因為在這些行為中，多數法官認為原告皆已做好預防

損害發生之措施，而無過失可言；反倒是被告媒體若無法宣稱其採訪行

為具有公共利益的目的，即可能構成比之「過失侵權」（neg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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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更高之「故意侵權」（intentional tort）罪責。 

另有本文編號 35「林志玲 v. 壹週刊」案，起因於 2005 年 3 月 3

日《壹週刊》197 期 B 本之封面故事〈自拍私密照曝光，林志玲言承旭

暗通戀情〉一文。由於神腦國際員工黃和崑明知林志玲委託送修之行動

電話具電腦處理功能，且該電話內存有林志玲與言承旭合照之數位相

片，在未得林志玲的同意下，將照片下載、傳輸至自己及友人之手機，

並以五萬元價格將照片賣給《壹週刊》。該週刊記者鄭紹祥在取得照片

後，亦立即透過其所有之筆記型電腦，將照片輸出至壹傳媒公司的內部

網站上，使照片置於公司內部編輯人員隨時得使用之狀態。黃和崑、其

友人、與《壹週刊》相關編採人員因而違反《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

法》第 18、33 條，或《刑法》第 359 條、318 條之 1 罪嫌。但因林志

玲與之私下和解，法院遂以不受理該案作結。 

二、外部成本內部化 

以法律經濟學的概念考量之，經濟學家是以外部性（externalities）

的概念，來形容私人有共識以外的損害；至於侵權責任的經濟目標則是

使加害人內部化（internalize）這些成本。當潛在的加害人內部化其所

引起損害的成本時，加害人即有誘因提高安全的預防措施到一定程度（

Cooter & Ulen, 2008: 325；溫麗琪，2003: 371）。 

《壹週刊》對其報導對象既存在如前所述以「監督」之名、行「侵

權」之實等負外部性問題，在私下協商的可能性低的情況下，需由法律

判定誰取得權利。在此情況下，台灣法律責成《壹週刊》將外部成本內

部化的情形，又是如何？ 

本文發現：台灣法律責成《壹週刊》將其對報導對象所創生之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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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內部化的金額（即商品化外部成本），就民事部分而言，總計

2,248 萬 5,001 元（應支付予原告）；刑事部分總計遭判獄期 28 個月，

換算台幣則有 89 萬 4,000 元（應支付予政府）。二者合計 2,337 萬

9,001 元 。 以 《 壹 週 刊 》 創 刊 七 年 的 時 間 計 算 ， 平 均 每 年 創 生

3,339,857.29 元的外部成本須內部化，平均每月為 278,321.44 元，每週

則為 64,228.02 元。這筆數目對於擁有高閱讀率、廣告營收頗豐的《壹

週刊》而言，確實是一筆小數字，顯然並不足以使其擁有誘因、採取更

高的預防損害措施。 

對此，英美法系國家有所謂的懲罰性賠償金（punitive damages）制

度，其最初就是針對某些非具體損害（intangible injuries）——例如精

神痛苦、情緒受挫、或因訴訟當事人地位不平等所生之受辱感等「無法

以金錢計算的損害」而設計，目的在於彌補既有補償機制之不足，同時

亦報復、懲罰被告的行為，嚇阻未來侵權行為的發生。其一方面是增加

被告的成本，使之不敢再犯相同過錯，並進一步將此部分成本、轉投資

於更能改善新聞報導品質之事項上（例如，投注成本以增加新聞查證等

專業功夫、或培育更優秀的新聞專業人員等）；另方面也是設立「典

範」，使一般人不敢從事與被告相同或類似的不法行為（陳聰富、陳忠

五、沈冠伶、許士宦，2004）。然而，大陸法系國家，無論德國、法國

或日本均無此制度之設計。我國屬大陸法系國家，就民事損害賠償的部

分，較強調損害填補的概念，並無懲罰性賠償制度的設計。 

懲罰性賠償制度源自英、美習慣法，但目前英國已有逐漸限制其應

用的趨勢，美國近年來亦對其適用範圍與判決額度爭論不休，因為美國

陪審團動輒判定侵權者須支付極高額的懲罰性賠償金，且在許多州裡，

法院對於如何量定懲罰性賠償金，欠缺一定的客觀標準（陳聰富、陳忠

五、沈冠伶、許士宦，2004: 4-5, 8-12,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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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靜怡（2004）即曾討論類似問題，其以諸如 Food Lion 控告

Capital Cities/ABC 等案為例說明，指出法院在判處高額懲罰性賠償金

時 ， 應 有 更 具 說 服 力 的 判 斷 標 準 。 Food Lion 案 起 因 於 ABC 的

Primetime Live 節目派出兩名記者攜帶著隱藏式麥克風與攝影機，到食

品公司 Food Lion 臥底。他們進入該公司生產線，以 10 天時間偷拍該

公司工作條件不衛生、將新牛肉與過期牛肉混用、並篡改食品有效日期

等非法食品處理過程。該節目播出後，Food Lion 向地方法院控告 ABC

非法入侵、詐欺、及違背對 Food Lion 所應盡的「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並請求損害賠償。初審法院採納了原告的看法，陪審團更做

出 ABC 必 須 給 付 Food Lion 共 1400 美元填補性損害賠償金（

compensatory damages）、及 554 萬 5,750 美元的懲罰性賠償金（

punitive damages）（Franklin, Anderson & Lidsky, 2005: 548；劉靜怡，

2004），折算台幣金額已逾上億，等於對媒體的爭議性新聞編採手段做

出了極嚴厲的懲罰，且未顧及媒體報導亦具有的公共利益性質。該案最

後上訴至美國聯邦第四巡迴上訴法院（ the Four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法院依然認為 ABC 違背了對 Food Lion 公司應盡的所謂

「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並非法侵越（trespass）該公司的非公

共領域（non-public areas），但已大幅降低損害賠償之金額。 

我國雖無懲罰性賠償制度，但已於特定法規中引進該制度。包括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健康食品管理法》第 29 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第 9 條、及《千禧年資訊年序爭議處理法》第 4 條等，

並對懲罰性賠償金設有上限。此外，由於我國並無美國懲罰性賠償制度

引發爭議重點之一的陪審團制，且我國法官在做成慰撫金或懲罰性賠償

金之相關判決時，態度較為保守，有學者認為，應較不可能發生如美國

法院判決過高懲罰性賠償金的情形（陳聰富、陳忠五、沈冠伶、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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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2004: 69-70）。 

儘管如此，我國是否應於《民法》中引進懲罰性賠償制度，以強化

媒體侵權問題中事前預防損害發生的誘因？此一問題所涉層面仍然甚

廣，實非本文有限篇幅可以討論。因為除了懲罰性賠償制度的引進可能

外，還有其他方法亦可促使媒體在從事侵權行為時，將外部成本考量進

來。例如：徵稅、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可交易許可證……等。至於採

用何種管理措施為宜，仍需全面、仔細地研究，並隨社會目標、經濟與

環境等變化，有所調整（苟世祥、陶楠、吳筱卿，2006: 49）。 

事實上，本文更為強調新聞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及傳播理論所指新聞媒體的涵化功能，是否受到社會應有的重視。因為

這使媒體在對報導對象形成外部成本時，事實上亦對閱聽人創生了許多

難以貨幣定價的非商品化成本。例如，缺乏查證功夫的新聞商品，將導

致資訊的正確性堪慮，可能誤導讀者對生活世界各種事項的判斷，影響

讀者知的權利，同時亦影響到媒體公信力，減損其於風險社會中可能扮

演的正面角色。此外，缺乏查證功夫的新聞產品，等於大大降低新聞的

生產成本。這些成本低廉的產品，在市場上可能排擠到成本相對高昂之

產品的生產，形成劣幣驅逐良幣的效應，此類外部性與新聞媒體為報導

對象帶來精神痛苦或情緒受挫等非具體（非財產）損害，又有所不同，

前者涉及了新聞媒體在社會制度面的角色問題，其影響廣泛而深遠，恐

怕不是施以貨幣性的懲罰或獎勵手段即可解決。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進

程向我們昭示，貨幣性獎懲手段對於擁有豐厚資源的跨國媒體而言，一

方面往往難敵其若違反相關規定而可能獲取的利潤；另方面，純粹採取

貨幣性的獎懲手段，其成效究竟如何？又將有何額外的效應，仍須進一

步評估。更重要的或許是，透過相關政策的思辯、研擬與落實，以及透

過教育賦權予閱聽人，使更多與制度、結構有關的知識得以傳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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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治本之道。 

伍、發現與結語 

綜合前述，本文發現《壹週刊》對其報導對象創生了許多負外部

性。以本文所得資料來觀察，在法律目前所制訂的遊戲規則中、與新聞

自由的保護傘下，這些外部性得以內部化的機率並不高。公眾人物的個

人權益部分，較限縮於隱私權的主張上。 

然而，即便在法律制度與新聞自由保障的有利條件下，《壹週刊》

依然為其報導對象創生了換算台幣金額總計達兩千餘萬元的外部成本，

法律責成其必須內部化。只是此一金額對於擁有高閱讀率、高廣告營收

的《壹週刊》而言，顯然仍不足以使其擁有誘因採取更高的措施，以預

防損害發生。 

本文亦發現，《壹週刊》對其報導對象所創生之外部成本的解決方

法，包括雙方私下和解、雙方另訂契約重新設定權利關係、及仰賴司法

體系為衝突的利益進行法益權衡等三種，並以最後一種情況居多。顯然

新聞商品外部性問題之解決，交易成本相當高，以自願協商之方法解決

問題的可能性較低。 

本文另指出，經濟學所測量的消費者偏好及對外部性問題的討論，

往往受限於其學科工具，只偏重於測量貨幣性、商品化的成本，而可能

忽略媒體產品所具有某種程度的「非商品化」成本及影響力，這可能導

致經濟學錯估了消費者對於這些「非商品化」成本的承擔意願。但本文

亦主張，純粹以貨幣性的懲罰或獎勵手段，恐怕仍無法化解此類成本存

在的問題，而須配合公共政策導引傳媒市場或去其商品化成分，以及通

過教育，持續讓閱聽人得到機會，涵養相關的資訊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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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回歸至本文最初所提問：《壹週刊》能否宣稱其「給了讀者

想要的」？本文認為：在外部性存在、且有許多商品化與非商品化的外

部成本未內部化的情況下，閱聽人對《壹週刊》這樣的宣稱，應採保留

態度。 

註釋 

1 2006 年 6 月 13 日，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與 PChome 共同舉辦

一場演講活動，講題為「我對媒體經營的看法」，邀請黎智英及詹

宏志對談。黎智英於會中表示：「我們一定不能夠說我們認為讀者

需要什麼？我們不能先假設讀者是要這樣。…我們不能夠認為我們

做傳媒，就可以比讀者更高級、比讀者更懂得，我們不能領導讀

者。」 

2 由於蒐集交易訊息、議價、決策、檢驗、執行等皆須成本，故人們

會和哪些人交易、簽訂何種契約、提供哪些產品與勞務，皆可能受

交易成本大小之影響（Coase, 1988: 6-7）。 

3 林瓊珠（2005: 150-157）即發現，台灣民眾的政治知識近年來（

1992-2000）確有提昇趨勢，特別是民眾對於「政治人物的認知」

增加了，但對「政治制度的認識」仍淺；對「國際事務的了解」亦

不如「認識國外政治人物」等知識來得高。民眾可能對國內外政治

人物的姓名、身份等知識愈發有所認知，但依然缺乏進一步的事務

性或制度性知識。 

4 林文附錄一中依序排列第 24 筆資料（於頁 257），為張俊宏與黃

越綏互告的案件。因黃越綏當時於全民電台任「黃越綏時間」之節

目主持人，且張俊宏與之興訟的原因，亦在於黃於節目中批評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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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廉鮮恥」。本文因此將該案列為「媒體為被告」而非「媒體為

第三人」。故而「媒體為被告」案件由 80 案增為 81 案；且因黃於

該案判決中無罪，故列入媒體勝訴的案例中。 

5 包括「張靜 v. 陳永興、徐景鳳、張澄溫」案（見花蓮地院刑事 88,

自,17）、「台北縣瑞芳地區農會、林讚枝 v. 曾長居」案（見基隆

地院民事 91,訴,388）、「陳進興 v. 田昭容、宋煦仁、鄧榮斌、馮

正煒、馮聖元、呂學老」案（見新竹地院刑事 92,聲判,18）、「郭

月英 v.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案（見桃園地院民事 93,國,30）、

「楊芷宜 v. 鄭思舜、石重存」案（見士林地院刑事 93,自,24）、

及「宋楚瑜 v. 李登輝、程振隆、郭俊銘」案（見台北地院民事 93,

重訴,584）等（並參見林元輝，2006: 250-284）。其中，「楊芷宜

案」曾另案控訴《壹週刊》等媒體侵權，但因該裁判書中未提及

「新聞自由」一語，故未列入林文之研究案例中。 

6 網址為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7 有些案件受限於裁判書內容不公開、或原告提告資料不夠詳盡，致

使裁判書內容不完整者（如高雄地院刑事 92,附民,355、台北地院

刑事 93,自,195），皆不列入本文分析對象。 

8 有些案件經上訴後，尚待法院進一步裁決（如台灣高等法院刑事

93,抗,603）。 

9 有些案件雖以《壹週刊》為被告，但興訟理由與報導對象的成本無

直接關連（如台北地院民事 91,自,69、台灣高等法院刑事 91,聲,399

等）。 

10 不少案件涉及多項法益同時受損的情形。例如，若某案同時涉及隱

私權及名譽權受損，則其案由部分即以 0.5 件隱私侵權、0.5 件名

譽侵權計，依此類推。故此處案件數計算會有非整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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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文針對有期徒刑易科罰金的換算，除裁判中另有規定外，皆以

300 銀元即新台幣 900 元折算 1 日計。一個月則以 30 日計。前後

審之裁判結果不同者，以最後一次裁判結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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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本文研究案例 

編輯與文字爭議 

編號 原告 v. 被告 案別 

對壹傳

媒之判

決結果

換算應賠

償金額

（元）11

原告所

主張受

損之權

利 
原告主張 法官主張 

1 
臺北地院檢察官 v. 壹

週刊（侵入官邸案）

侵入住宅

等 

有罪→

不受理
0 隱私權 － － 

2 新品瓦斯 v. 壹週刊 損害賠償 無罪 0 信用權 標題聳動 － 

3 李鐘彬 v. 壹週刊 誹謗等 無罪 0 名譽權 標題聳動 － 

4 羅福助 v. 壹週刊 誹謗等 無罪 0 名譽權 標題聳動 － 

5 林金龍 v. 壹週刊 
妨害秘密

等 
無罪 0 隱私權 標題聳動 － 

6 侯金良 v. 壹週刊 損害賠償 無罪 0 名譽權 － － 

7 蕭亞軒 v. 壹週刊 損害賠償 有罪
民事 

1,000,000
名譽權 標題聳動 － 

8 劉伯恩 v. 壹週刊 

侵權行為

損害賠償

等 

無罪 0 名譽權 標題聳動

用詞縱聳

動，與事

件發生過

程非全然

不符 

9 張如君 v. 壹週刊 誹謗等 無罪 0 名譽權 － － 

10 蕭淑慎 v. 壹週刊 
妨害名譽

等 

有罪→

無罪
0 名譽權 － － 

11 
台北地院檢察官 v. 

壹週刊（鄭余鎮案）
妨害名譽 無罪 0 名譽權 － － 

12 
吳宗憲 v. 壹週刊   

（毆女友案） 

侵權行為

損害賠償
有罪

民事 

300,000
名譽權

惡意誇大

渲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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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與文字爭議 

編號 原告 v. 被告 案別 

對壹傳

媒之判

決結果

換算應賠

償金額

（元）

原告所

主張受

損之權

利 
原告主張 法官主張 

13 范曉萱 v. 壹週刊 有罪
民事 

2,500,000

隱私權

、名譽

權 

－ － 

14 陳純甄 v. 壹週刊 有罪
民事 

2,000,000
名譽權 文字聳動 － 

15 徐熙娣 v. 壹週刊 有罪
民事 

3,000,000
隱私權 標題聳動 － 

16 柳翰雅 v. 壹週刊 

侵權行為

損害賠償

有罪
民事 

2,600,000

隱私權

、名譽

權 

標題聳動 － 

17 
臺北地院檢察官 v. 

壹週刊（小 S 等案）
妨害秘密 有罪

刑事 

54,000 
隱私權 － － 

18 胡婉玲 v. 壹週刊 損害賠償 有罪
民事 

1 
名譽權 標題聳動 － 

19 達立建設等 v. 壹週刊 誹謗等 無罪 0 名譽權 標題聳動

縱嫌聳動

，然在喚

起民眾注

意 

20 
連惠心 v. 壹週刊 

（連戰毆妻案） 

偽造文書

等 
無罪 0 

名譽、

隱私權
－ － 

21 楊芷宜 v. 壹週刊 
侵權行為

損害賠償
無罪 0 名譽權 報導聳動

部分措辭

用語或形

容手法較

為誇張，

但不能據

此謂無查

證 

22 汪笨湖 v. 壹週刊 誹謗 無罪
刑事 

162,000
名譽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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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告 v. 被告 案別 

對壹傳

媒之判

決結果

換算應賠

償金額

（元）

原告所

主張受

損之權

利 
原告主張 法官主張 

23 戴譙彥 v. 壹週刊 誹謗等 
有罪→

無罪
0 名譽權

文字標題

聳動 

雖用詞遣

字稍聳動

誇張，然

仍未逾越

「合理評

論原則」

範疇 

24 國產實業等 v. 壹週刊
妨害名譽

等 
無罪 0 

名譽權

、信用

權 

－ － 

25 趙藤雄 v. 壹週刊 妨害名譽 無罪 0 

名譽權

、信用

權 

標題聳動

坑殺字眼

甚誇張聳

動，惟所

述事實有

所據，不

得以用語

遽以誹謗

罪相繩 

26 
臺北地院檢察官 v. 

壹週刊（葉宜津案）

妨害名譽

等 

有罪→

無罪
0 名譽權 － 

有無誇大

並與專業

倫理道德

相符仍值

商榷 

27 
吳宗憲等 v. 壹週刊

（澳門案） 

侵權行為

損害賠償
有罪

民事 

3,000,000
名譽權 照片合成 － 

28 陶晶瑩 v. 壹週刊 
侵權行為

損害賠償
有罪

民事 

1,000,000
名譽權 標題聳動 － 

29 劉家嘉 v. 壹週刊裴偉 損害賠償 無罪 0 名譽權 標題聳動

rewriter

改寫筆調

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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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壹傳

媒之判

決結果

換算應賠

償金額

（元）

原告所

主張受

損之權

利 
原告主張 法官主張 

30 
臺北地院檢察官 v. 

壹週刊（劉家嘉案）

妨害名譽

、給付違

約金 

有罪

刑事 

108,000

民事 

5,085,000

名譽權

、違反

契約 

－ － 

31 
歌神視聽 v. 壹週刊

裴偉 
加重誹謗 無罪 0 信用權 標題聳動

標題或行

文手法有

過於聳動

之嫌 

32 
臺北地院檢察官 v. 

壹週刊（侯漢君案）
妨害名譽

有罪→

無罪
0 名譽權 － － 

33 燦坤實業 v. 壹週刊
侵權行為

損害賠償
無罪 0 

名譽權

、信用

權 

－ － 

34 陳柳君 v. 壹週刊 
妨害秘密

等 
無罪 0 

肖像權

、隱私

權 

－ － 

35 
台北地院檢察官 v. 

壹週刊（林志玲案）

妨害電腦

使用等 
不受理 0 隱私權 － － 

36 
連惠心 v. 壹週刊 

（連勝文案） 

給付違約

金等 
有罪

民事 

2,000,000

違反契

約 
－ － 

37 張盛頓 v. 壹週刊 損害賠償 無罪 0 名譽權 － － 

38 
尚書文化梁瓊白 v. 

壹週刊 
損害賠償 無罪 0 名譽權 － 

被告事實

上並未如

所載，遍

訪 其 他

20 位 作

者 

39 
臺北地院檢察官 v. 

壹週刊（連續犯案）

妨害名譽

等 
不受理 0 

名譽權

、信用

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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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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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結果

換算應賠

償金額

（元）

原告所

主張受

損之權

利 
原告主張 法官主張 

40 
連勝文、蔡依珊 v. 

壹週刊 

妨害秘密

罪 
有罪

刑事 

570,000
隱私權 － － 

小計：《壹週刊》
應支付被害人－22,485,001 元；支付國家－894,000 元； 

二者合計 23,379,0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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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Media Externalities: 
an economic-legal analysis of Next Weekly 

 

Yu-Ching Li * 

Abstract 

Mr. Jimmy Lai, President of Taiwan Next Magazine, claims that the 

Next Weekly’s editorial policy is based on the needs of its customers. He 

often stated that “Giving the audience what they want.”. This notion can only 

reflect in paritial facts within some cost constraint. More specifically, the 

audience could only get what they want if they are willing to pay the cost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many external costs 

generated by Taiwan Next Magazine to its news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verdicts in “Law and Regulations Retrieving Systems”. In the 

conclusion, the market eventually could not satisfy completely and provide 

exactly what the audience need. 

Keywords: External Costs, Freedom of the Press, Taiwan Next Magazine, 

Tor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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