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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品廣告限制與基本權利保護之研究* 

 
林 承 宇 ** 

《摘要》 

在廣告規範的討論上，菸品廣告可以說是相當具代表性與爭議性

的議題。本文主要處理的爭點在於，針對我國現行法對菸品廣告限制

的規定，究竟是否涉及違反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保護的問題。藉由對

言論自由權、財產權與工作權等基本權利的探討，本文認為目前對菸

品廣告的限制規定並未逾越憲法所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範圍；此外，

全面禁止菸品廣告的規定亦屬合憲範圍。 

關鍵詞︰基本權利、菸品廣告、菸害防制法、傳播法規、廣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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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菸品廣告存在的爭議性 

就廣告管理的角度而言，廣告活動所涉及的相關法律規定乃是實務運作上不可

忽視的一環。而所有廣告管理的種類中，「菸品廣告」的存在由於具有相當的爭議

性，亦稱得上是極具代表性的議題。 

菸品廣告之所以具有「爭議性」，主要原因在於菸品既是合法的商品，卻被證

實是一種使用後對人體會產生直接傷害的商品1。長久以來，菸品廣告一直因為菸品

的合法性而存在，直到近代反菸聲浪的興起，菸品廣告的存在亦面臨相當挑戰。菸

品廣告之所以受到質疑，終究其因除了相關醫學報告已證實菸品的吸食確實有害人

體，同時會令人上癮外，諸多官方及民間團體的調查報告更已證實菸品廣告為促成

菸品市場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2。因此，菸品廣告究竟應否限制、如何限制即成為相

當爭論的議題。 

菸商與反菸者（團體）不同的基調往往是，菸商認為菸品既是合法商品，為何

不能作廣告；反菸者（團體）則提出諸多應管制菸品廣告的理由，例如許多商品或

服務基於某些因素的考量，按情節的不同，其廣告自然必須有所限制（如藥物、食

品、槍砲等；服務類型如律師等），使用菸品對人類的傷害已是不爭的事實，限制

菸品廣告當然必行3。此外，反菸者（團體）更指出許多資料顯示的事實4，菸商利用

                                                   
1  有關菸草使用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可參見許多實證報告，如 ASH(2002), Smoking and 

Cancer; Smoking Statistics: Illness and Death; Smoking and Respiratory Disease; Smoking, The 
Heart and Circulation etc.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sh.org.uk/html/factsheets/html/fact 
(visited 31, March, 2003)。以及國內衛生及醫學界亦有非常多證明菸草傷害人體健康的文

獻，例如︰江永盛（1980），（菸草對人類健康之危害），《公共衛生》，7: 115-122；林

榮第等（1992），（吸菸與健康），《當代醫學》，230: 7-14；賴志冠等（1994），（台

灣地區吸菸流行概況），《臨床醫學》，197: 341-345；曾慶孝（1999），（綜論吸菸與戒

菸對糖尿病患者發生心臟血管疾病的影響），《中華公共衛生雜誌》，18(4): 241-246 等

等，不勝枚舉。 
2  此請參閱世界銀行 1999 年所作的報告《遏止菸草流行─政府與菸草控制經濟學》，有諸

多實證資料。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1999), Curbing the Epidemic: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 pp. 37-66. 

3  關於菸品廣告應否限制的基本論證，可參閱英國非營利組織 ASH（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 ） 所 整 理 的 菸 草 製 造 商 常 提 問 題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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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美化的圖像及文字來刺激菸品的消費，不但掩蓋菸品殘害健康的事實，亦使年

輕人產生錯誤的印象，認為吸菸係成熟的社會行為。 

再者，即使菸品廣告應被規範，但菸品終究為一合法商品，應該如何規範其廣

告，則更是菸商與反菸者（團體）長久以來爭論的焦點。凡此種種，均顯示現實存

在的菸品廣告確實引發諸多規範上的爭議問題。 

二、問題意識與研究鋪陳 

菸品傷害人類健康的論證固為事實，然而人們吸菸的行為是否與菸品廣告有

關？進一步地說，菸品廣告是促成菸品消費的主因，還是不過是促成菸品消費眾多

原因下的一個原因而已？易言之，我們在撻伐菸品廣告之前，必須處理的問題便是

菸品廣告是主要的目標或只是一個易找的目標而已（main target or easy target）？ 

本文即是針對此一議題，從最根本的問題意識─菸品廣告應否規範著手，探討

的重點放在我國現行菸品廣告限制與人民基本權利保護的關聯性上。在進入抽象的

合憲性討論之前，仍應先就「菸品廣告」在整個法律體系中所涉及的法律條文予以

闡明；換言之，除菸害防制法明文而且直接對菸品廣告有所規範外，菸品廣告與其

他法律規範關係為何，以及釐清相關法律是否有介入規範的必要性為本文首要論述

要點。其次，在菸品廣告規範合憲性的討論中，菸品既是合法商品卻不准其廣告，

是否侵犯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的言論自由權；以及從菸商（或代理商、販

售商等）的角度而言，現行法對菸品廣告或促銷菸品的限制規定，是否已侵害其財

產權及工作權（職業自由）等問題均為本文論述重心。再者，此種幾乎禁絕所有形

式菸品廣告的規定，是否有差別待遇而違反平等權之虞等，種種引發憲法保障人民

基本權利的內容與界線終究何在的問題，均為本文所欲深究之處。 

                                                                                                                                              

Advertising）。[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sh.org.uk/html/advspo/html/adfaq.html；以及

美國、加拿大等非營利組織 INFACT 整理的資料亦有類似內容。[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nfact.org/; http://www.infactcan.ca/ (visited 1, August, 2003)。 

4  例如，英國官方衛生相關部門即對菸品廣告所造成的影響有所著墨。英國國家衛生委員會

（the House of Commons Health Select Committee）於 2000 年 6 月針對「菸品產業與人民吸

菸的健康風險」報告中即指出，菸品廣告的說服手法已經使菸草產業蒸蒸日上，並讓吸菸

民眾的健康每下愈況；而既有的廣告管制措施對菸商而言，已經沒有太大成效…而菸品廣

告 的 管 制 實 為 一 大 挑 戰 ， 盡 可 能 完 整 的 規 範 實 屬 必 要 。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sh.org.uk/html/advspo/html/adfaq.html (visited 1, Augu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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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菸品廣告限制與否之辯證 

「菸品廣告」究竟是否為人們吸菸行為的罪魁禍首，這個問題可從世界銀行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1999

年所出版「遏止菸草流行─政府與菸草控制經濟學」（Curbing the Epidemic: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報告中找到關鍵論述。 

該報告一改過去世界銀行非常重視各種產業發展的特質，開宗明義闡明各國政

府採取減少菸草需求的政策，如決定增加菸草稅率、全面禁止廣告及促銷或限制公

共場所吸菸等，不但不會損害該國政府經濟，對該國國民健康會帶來空前益處5。報

告中對於減少菸草需求的措施（Measure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tobacco）提出三大

必要政策，即一、提高稅率（Raising taxes）；二、減少需求的非價格措施（Non-

price measures to reduce demand）；以及三、尼古丁替代及其他戒菸癮方法（Nicotine 

replacement and other cessation therapies）。其中減少需求的非價格措施，根據高收入

國家的經濟學實證研究，全面禁止廣告及促銷可使菸草需求減少 7%，比提高菸稅

10% 可使菸品需求量在高收入國家中減少 4% 的比例高出許多6。 

報告中一再指陳菸品廣告確實是造成消費者購買菸品的主要因素之一7，同時反

駁菸草行業所宣稱「菸品廣告並未吸引更多人開始吸菸，只是鼓勵現有菸民繼續吸

菸或轉向另一種牌子而已」的說法，其所援引的實證報告即已顯示，研究人員發現

菸品廣告對消費者具有影響，而且是具有「積極影響」（positive effect of advertising 

on consumption）的功能8。故政府在某一種媒體上（如電視）禁止香菸廣告時，菸草

業會在其他媒體上用其他廣告代替，而且幾乎不會影響到總銷售開支。報告進一步

引用 Henry Saffer 博士所著「菸草廣告與促銷之控制」（The Control of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的背景資料，在一份涉及 102 個國家的研究報告中，全

面禁止菸品廣告的國家，菸品消費量的下降趨勢呈明顯變化，反之則未有太大變化
9。 

                                                   
5  Supra note 2, pp.1-2 (Why this report ?). 
6  Ibid., pp.5-7. 
7  Ibid., pp.45-56. 
8  Ibid., p.50. 
9  Ibid., p.51. 雖然該報告中亦指出，某些國家的消費量下降可能還有其他原因，然而世界銀

行在比對歐盟有關菸草廣告及促銷禁令的施行後菸品銷售量變化曲線，其結果相同，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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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的實證報告與 2002 年 Judith Mackay & Michael Eriksen 博士所著，世

界衛生組織發行的「菸草圖表書」（The Tobacco Atlas）結論相同。該書指出菸商否

認菸品廣告具有鼓勵人們吸菸及增加菸品消費的事實，但是許多研究報告已經清楚

顯示菸品廣告的上述效果10。該書更進一步指陳，菸品廣告的規範必須是全面的，任

何部份或片面的限制，並無法達到減少菸品消費的結果11。另外，國際上許多反菸的

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更是不乏相關論證12︰如果能

夠有效規範菸品廣告，菸品的銷售量將可減少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十六13。菸品廣告既

然與菸品的流行有直接與間接的關聯，其應受法律規範，乃屬當然。 

不論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或全球各地反菸團體所完成的報告在在顯示與證

明菸品的消費與菸品廣告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同時其影響力比一般人想像都大。

本文探討這些實證研究報告無非該二組織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之外，尤其是世界銀行

的報告，乃綜合 1999 年以前是項議題所有的資料與實證研究，經過縝密求證後所得

到的結果。該報告雖仍著重在經濟上的論述，然而卻一反世界銀行一向本著對產業

應抱持「自由市場」（Free Market）與「經濟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的基

本論理，明白指出就「菸品產業」而言，規範菸品的措施比不規範菸品更能促進經

濟上的發展。其內容更為世界衛生組織所接受，同時亦是促成全球「菸草控制架構

                                                                                                                                              

菸品廣告與菸品銷售呈正比。 
10 See Judith Mackay & Michael Eriksen (2002). The Tobacco Atlas. pp.76-77 (Legislation: 

Advertising Bans). 
11 Ibid., p.76. 
12 國際上許多反菸團體，如美國的 INFACT、加拿大的 INFACT、英國的 ASH 等等，均有相

關數據證實明白指出菸品廣告與菸品銷售具有直接與間接關聯的研究。參考網站同前註 3
所揭網址。 

13 如英國的 ASH 引用英國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的調查，菸品廣告對菸品銷售的影

響有以下的描述︰「（菸品）廣告的影響︰菸品廣告鼓勵兒童少年開始嘗試吸菸，並且增

強成年人與兒童少年吸菸習慣的社會接受性。1998 年菸草與健康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obacco and Health）指出菸品的廣告與促銷已經招募並吸收年輕人吸菸，菸品

製造商使用的廣告與促銷手法並沒有指出吸菸後對人體的危害與上癮情狀。另外，衛生部的

經濟顧問更進一步指出如果能夠有效規範菸品廣告，菸品的銷售量將可減少百分之四至百

分之十六。」相關論述亦可參閱 Department of Health (1992), Effect of tobacco advertising on 
tobacco consumption: a discussion document reviewing the evidence 或 Department of Health 
(1998),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obacco and Health (SCOTH).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sh.org.uk/html/factsheets/ (visited 1, Augu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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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FCTC）14成型的一份重量級報

告。如此，菸品廣告限制與否的爭議就國際趨勢而言，已非問題。 

參、菸品廣告限制之法源 

就我國現行法律規範看來，以「菸品廣告」為中心所涉及的法律規定大體上包

含菸害防制法、菸酒管理法（衛生福利法規）；電影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

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傳播法規）；商標法、商品標示法（智慧財產法規）；以

及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等。茲分述如後。 

一、衛生福利法規 

「菸品廣告」顧名思義就是為促銷菸品所作的廣告。而「菸品」既然與人民身

體健康具有直接關聯性，自然與衛生單位及其相關法規有關。由於我國目前並無單

一「廣告法」規範廣告相關事宜，主要規範方式散見於諸法中，因此查閱菸品廣告

相關法律規範正是「菸害防制法」及「菸酒管理法」為法源依據。又「菸酒管理

法」第三十六條明文揭示︰「菸之廣告或促銷，依菸害防制法之規定」，顯示所有

規範菸品廣告的法律中，仍以對菸品廣告設有特別規定的「菸害防制法」為主要依

據。 

菸害防制法中有關菸品廣告的規範立於第九條︰「（第一項）促銷菸品或為菸

品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報紙、看

板、海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或物

品為宣傳。二、以折扣方式為宣傳。三、以其他物品作為銷售菸品之贈品或獎品。

但隨菸附送菸品價格四分之一以下之贈品，不在此限。四、以菸品作為銷售其他物

                                                   
14 「菸草控制架構公約草案」（Draft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於

2003 年 3 月 1 日政府間協商機構第六次會議中（最後一次全體會議，INB 6，2003 / 2 / 17-
28）確定後，同年 4 月 10 日由 FCTC 秘書處擬定共三十八條文（同「FCTC 草案」內

容），並於 5 月 12 日呈遞第五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WHA）通過。根據 FCTC 第三十四

條條文規定，公約應自 2003 年 6 月 16 日至 2003 年 6 月 22 日在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總

部，其後自 2003 年 6 月 30 日至 2004 年 6 月 29 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放提供世界衛生

組織所有成員國、非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而係聯合國成員國的任何國家，以及區域經濟整

合 組 織 簽 署 。 有 關 FCTC 制 定 過 程 請 參 閱 相 關 網 站 。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who.int/gb/fctc/E/E_Index.htm (visited 1, Augu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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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贈品或獎品。五、以菸品與其他物品包裹一起銷售。六、以菸品單支、散裝或

包裝分發。七、以菸品品牌名稱贊助或舉辦體育、藝術或其他活動。八、以菸品品

牌名稱舉行或贊助品嚐會、演唱會及演講會。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

方式。（第二項）製造、輸入或販賣菸品者以雜誌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以每年

刊登不超過一百二十則為限，且不得刊登於以未滿十八歲之青少年為主要讀者之雜

誌。（第三項）菸品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以其公司名義贊助或舉辦各項活

動。但不得在活動場所為菸品之品嚐、銷售或進行促銷活動。」從條文規範的內容

看來，所規範者包含「廣告」與「促銷」，惟兩者往往互為表裡一體兩面，故同時

限制即有避免劃分誤差的優點。 

整體而言，菸害防制法自 1997 年通過施行以來已使菸品廣告規範有一明確的法

律依據，同時亦奠定菸品廣告規範的基礎。固然本法施行至今已面臨諸多問題，應

有重新檢討的必要，但本法仍為菸品廣告規範主要的法源準據。 

二、傳播法規 

由於「廣告」係透過「傳播活動」達到鼓勵或刺激非特定大眾消費的行為，因

此菸品廣告與傳播相關規範的關聯性甚為密切。目前我國傳播相關規範係以新聞局

為規範廣告內容的主管機關，有關菸品涉及違反播送廣告者，新聞局仍得依電影

法、廣電三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介入菸品廣告規

範。 

參照現行電影法第三十一條規定，電影片的廣告或宣傳品均應於使用前送請新

聞局審定後始可播送，亦即採取電影廣告「事前審查」的制度。倘某電影院或電影

片未依規定播放菸品廣告，新聞局當然可以依據同法第十六條第六款「使用未經審

定之廣告或宣傳品」與第五十一條罰責處罰廣告行為人。同理，廣播電視法第二十

一條（第三十二條廣告準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條（第五十條廣告準用）、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七條（第二十條廣告準用）中對於廣電媒體播放的廣告若涉及

違反「政府法令」或「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新聞局均得依據廣電三法對該違

反現行「菸害防制法」的規定，按相關罰責予以處罰廣告行為人15。 

                                                   
15 在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行政院版審議通過的「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

廣播電視法合併修正草案」中，將「廣告不得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立於第四十條條

文中，同時將違反第四十條條文的罰責訂於第一百零五條。故未來合併修正的「廣播電視

法」若三讀通過，則將有一致的標準。現行違反上述規定的罰責，廣播電視法規定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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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則表示某菸品廣告若出現於廣播、電視或電影片中，新聞局與衛生署同

屬於主管機關，皆可對廣告行為人發動行政罰。此種現象是否出現「多頭馬車」或

「互推皮球」的狀況？目前實務上針對菸品廣告於廣電媒體違法事宜的處理方式全

權交由衛生署（實際執法者為地方主管機關）負責，新聞局若發現此違法事實即移

交衛生署處置，完全不予介入。實務目前的作法本文可表贊同，此固然容易導致上

述傳播相關法中的處罰規定「無用武之地」，惟就「菸品廣告」而言，統一由衛生

主管機關為判準單位，除可避免多頭馬車的優點外，亦可避免行政罰「一事二罰」

的爭議16。 

三、智慧財產法規 

從廣告傳播行為的角度而言，菸品廣告與智慧財產法規牽涉較小，除「商標

法」與「商品標示法」中對廣告有所規範外，其餘法規與廣告「傳播行為」的規範

幾乎無涉，故此處僅以此二法論之。惟今「菸品廣告」的規範已有特別法（即菸害

防制法）明文規定，除例外開放的雜誌廣告得按「商品標示法」及「商標法」中相

關條文17視實際案例狀況予以介入外，其餘仍如同傳播法規一般，回歸爰引菸害防制

法為機制。又商品標示法第二條揭示，商品之標示本法未規定或其他法律有較嚴格

之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商標法主要目的係維護商標專用，以避免混淆

或誤導消費者之使用，進而保障消費者權益等；加上菸品（廣告）標示於菸害防制

法中已有比該二法更為詳細的規範事宜18，業已確立菸害防制法為「菸品廣告」規範

                                                                                                                                              

十四條、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在第六十七條、衛星廣播電視則規定於第三十七條，同時處

罰規定完全不同。 
16 關於行政處罰競合的問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三號解釋確立了同一行為若涉及

二個（或以上）行政罰者，不得一事二罰的原則。吳庚（2001︰456-461）於其《行政法之

理論與實用》一書中亦贊同行政罰領域一事不二罰之原則應予確立。此原則固為多數學者

所肯定，惟筆者對此則持保留態度，蓋釋字五○三號雖確立該原則，然係針對「稅捐稽徵

法」相關事宜，並不見得適用所有行政罰，例如，筆者即不贊同「非法電台」行為應適用

此項原則。此處既非以此為論述重點，則不多贅，然應說明者為筆者仍贊同「菸品廣告」

行政處罰競合的問題，應適用此項原則。 
17 例如商品標示法第五條（商品標示禁止事項）、商標法第六條（商標使用之意義）等即屬

之。 
18 菸害防制法第七、八條即是針對菸品標示規範的條文。其二條文所發展出的相關公告與條

文解釋函亦為數不少，如衛署保字第八六○五五二三五號、八八○二七六六七號、○九○

○○一一二八一號等均屬之，其中即包含菸品標示及其廣告上標示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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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法源。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原則上禁止的菸品廣告（雜誌例外）其菸品商標是否亦應

禁絕於媒體上？從商標法的規範目的看來，與此並不相符亦無適用之處；菸害防制

法亦無直接的相關限制，故基本上不得限制菸品商標的使用。惟倘某廣告係以規避

強行法為目的，並證明其為惡意者，本文以為仍得由菸害防制法介入規範之。 

四、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 

與廣告一般規範有關的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對菸品廣告的限制仍必須探

討。就「公平交易法」的規定觀之，該法第二十一條對廣告內容有所規範，其目的

在於禁止事業為其商品或廣告作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表示或表徵，若某菸品廣告

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表示或表徵，則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的規範。至

於某菸品廠商若利用延伸性商品廣告，間接達成促銷菸品目的之行為，應非屬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所規範的範圍。因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係以保護交易相對人為

精神，使其不至於因商品或廣告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表示或表徵而作成交易決

定，目的在維持公平競爭；而交易相對人因菸品品牌延伸性商品的廣告而聯想到該

品牌「菸品」，並未使人因此對該延伸性商品的品質、內容發生錯誤，並不該當於

公平交易法二十一條「引人錯誤」的規定。 

而以消費者權益為保護精神的「消費者保護法」對於消費者接觸廣告的權益保

護亦有所規定，其第三條、二十二條、二十三條即明文確保商品或服務之廣告須符

合法令規定；以及明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消費者所負義務不得

低於廣告內容，同時媒體對於明知或可得知的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以致消費者因

信賴而受損害者，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由此可知，菸品廣告若涉及上述情狀，則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仍得介入該廣告的處罰。但由於現行菸害防制法已幾乎禁止所有

菸品廣告，故發生以菸品為廣告進而導致消費者損害的情形應不多見；倘真實發生

有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仍違法打菸品廣告且導致消費者損害者，則廣告的

部分仍應由菸害防制法主管機關依法處置，消費者損害的部分另依損害賠償相關法

律請求之。 

肆、菸品廣告限制與基本權利保護 

從上述內容可瞭解，我國目前規範菸品廣告的主要法源為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

定。如同本文文前曾提及，菸品於近代已被證實為使用後對人體會產生直接傷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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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故為維護國民健康以及有效地減少吸菸誘因，該條文對菸品廣告乃採取「原

則禁止、例外開放」的措施。此與其他合法商品、服務或觀念的廣告規範相較之下

顯然嚴格許多，因此關於此項限制規定的合憲性問題，即涉及兩大重要問題點：第

一，菸害防制法第九條限制廣告的規定究竟影響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何種

憲法上的基本權利？換言之，此處首先便要釐清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在菸

品廣告禁止規定中的憲法權利關係。第二，此限制菸品廣告的規定內容是否具有憲

法的正當性，亦即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的要

件？以下茲就此二大問題面向，探討現行菸品廣告限制的合憲性問題。 

一、菸品廣告限制與言論自由權保護之關聯性 

從傳播的角度看來，現行菸害防制法第九條對於菸品廣告的限制規定，最直接

影響人民（或可說是菸商、代理商、販售商等）的基本權利，應屬言論自由權是否

受侵害的問題。所謂「言論自由」通常係指人民有以語言或其他方式（如文字、圖

畫等）自由地表現自我思想或意見者；而「言論自由權」乃人民最重要的基本權利

之一，亦是維持民主多元社會不可或缺的機制，我國憲法第十一條明文揭示「人民

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其精神即在於保障人民表意自由的權利19。 

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曾指出，言論自由為表現自由的一種，為實施民主

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因此對於言論自由的範圍，基本上應包含「積極的言論自

由」以及「消極的言論自由」20，而言論（或意見）所指的正是個人的見解、判斷、

價值衡量或評價等，亦即就事實、行為或關係予以價值判斷，且表意人可經此產生

思想上的辯論。至於言論自由的內容，原則上不應限制，包括政治性或商業性等意

見，不僅限於客觀事實的陳述，即使是主觀上的見解亦應保護21。比較有爭議的地方

是，商業性言論是否應屬「言論自由權」保護範圍的問題。 

有關是項議題，國內不乏借重美國商業言論發展經驗的相關著作22，大致均肯定

                                                   
19 有關於言論自由相關理論，可參閱林子儀（1999），「言論自由之理論基礎」，收錄於氏

著《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一書，頁 3-59。 
20 所謂「積極的言論自由」係指人民有表達一定言論或意見的自由；「消極的言論自由」則

指人民有不表達一定言論或意見的自由。參閱李建良（2000a），「菸品標示『吸菸有害健

康』的憲法問題」一文，《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 期，頁 98-100 即有詳細探討。 
21 參閱李建良（2001），「藥物廣告的限制及其合憲性」一文，《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8 期，頁 80。 
22 如林子儀（1987），「商業性言論與言論自由」，《美國月刊》，第 2 卷第 8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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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言論應納入言論自由權的保護範圍。而商業言論納入保護範圍之所以有爭議，

主要癥結在於早期言論自由權應受保障的主要論述，大致以對抗國家壓迫人民政治

上、思想上的發言權為重點，故言論自由權的保護範圍似乎並不及於各種類型的言

論，而且有一定的方向。以美國為例，美國的法院實務早期將商業廣告排除於言論

自由的保障外23，直到一九六四年以後，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才開始轉變24。在一九

七五年 Bigelow v. Virginia 一案中，維吉尼亞州發生新聞業者因刊登有關墮胎的廣

告，而被州政府以鼓勵或助長墮胎的出版品的禁止令予以處罰，聯邦最高法院針對

商業言論是否屬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障的範圍，給予正面肯定的回應25。不

過，在肯認商業或營利的動機不應作為判斷一項言論是否受憲法增修第一條保障基

準的同時，聯邦最高法院卻似乎又附加限縮條件，認為本案上訴人所為的廣告，因

已超越單純的商業活動範疇，明白地含有關於公共利益事實的資訊，符合憲法上一

般公共利益，故才受到憲法的保障26。此項見解隨後在次年一九七六年的 Virginia 

                                                                                                                                              

33；黃銘傑（1998），「美國法上的言論自由與商業廣告─兼論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四一四號解釋」，《台大法學論叢》，第 27 卷第 2 期，頁 347-393；謝國廉（1999），

《美國商業廣告與言論自由權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等均有本

項議題之詳細探討。 
23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1939 年 Schneider v. Irvington 一案中，即未審究有關商業言論事前審

查的合憲性問題（見 308 U.S. 147 (1939)）；到了 1942 年聯邦最高法院更在 Valentine v. 
Chrestensen 一案創立 “The Commercial Speech Doctrine”（商業言論理論），認定商業言論

係屬「低價值言論」（lower-value speech），排除其在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範圍

（見 316 U.S. 52 (1942)）。 
24 1964 年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一案提及商業廣告若含有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的資訊者應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範圍（見 376 U.S. 254 (1964)），此後商業言論完

全不受保障的見解才有轉變。1970 年 Pittsburgh Press Co. v. Pittsburgh Commission on 
Human Relations 的案子中，聯邦最高法院再度對於商業言論不受言論自由保護的立場有所

動搖（見 413 U.S. 376 (1970)）。至此，商業言論是否受言論自由保障的基調則開始有所

轉變。 
25 本案對於商業言論是否為言論自由保障範圍，其相關內容為：「…言論並不因其以商業廣

告之形式表達，而排除在增修第一條的保障範疇外。上訴人報紙上之廣告具有商業性質或

反映廣告只知商業利益一事，並不否定其應受增修第一條之保障。…商業活動的存在本

身，並不足以構成縮減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障之一件自由的正當事由。」見 421 U.S. 809 
(1975)。相關論述亦可參見黃銘傑（1998），頁 352。 

26 同前註資料來源。亦可見黃銘傑（1998），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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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Board of Pharmacy v. Virginia Citizens Consumer Council, Inc. 判決27中再次獲得

確認，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即便單純的商業性廣告亦應受到增修條文第一條的保

障。此因商業資訊的自由流通，可以促使消費者對於自己的經濟事物作出更明確、

理智的決定，進而促進市場經濟制度的發展。自此之後，美國的法院實務即承認廣

告（商業性言論）係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障的範圍。 

再參酌德國的學說與實務，基本上亦與上述見解略同28。如美國商業言論自由發

展的經驗類似，德國早期的法院實務與學界通說亦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廣告陳述作

為商業言論不屬於基本法所保護的「言論」範疇，此因基本法所保護的言論係著重

於政治、思想上的爭辯，以理性去說服他人而非動之以情，且有助於公共言論的形

成，一般商業廣告內容不具備此等要素，故不受憲法保障。此外，亦有認為廣告

（尤其是商品廣告）多以「事實陳述」為主要內容，而此項事實陳述不屬於言論自

由的保護範疇，從而廣告亦不得主張言論自由的保護。然而此種對基本法上言論概

念的狹義解讀後來亦受到駁斥，係政治性的內涵與經濟性的內涵根本無法區別清

楚，且公共言論的範圍亦涉及經濟領域。是以，基本法所保護的言論應不僅限於政

治取向的言論，尚包含其他屬性的言論，如商業性言論。基此，德國現今主流學說

及實務見解，均未將商業言論排除於言論自由的保護範圍外29。 

另外上述提及「事實陳述」，其應否受到言論自由保護的問題，按德國現今學

界主流見解認為，言論的概念於此應採擴張解釋以及涵蓋事實陳述部分較為恰當，

其理由在於一方面「意見陳述」與「事實通知」之間難以嚴格區別，另一方面則是

客觀的事實通知不應低於主觀陳述的保護。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雖亦贊同前述擴大言

論意見概念的說法，但卻採取折衷的見解，認為一項事實通知，只有當其符合意見

                                                   
27 見 425 U. S. 748 (1976)。本案事實大致為維吉尼亞州禁止合法藥商對於處方藥的價格刊登

廣告，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即便是價格廣告亦含有值得保護的觀念，因而宣告該禁止規定違

憲。此關鍵性的案例成型後，聯邦最高法院又陸續宣告「限制商業性言論」違憲的規定，

如有關描述法律服務的廣告、有關非處方藥的廣告、有關通常法律價格的廣告、有關不動

產買賣招牌設置、有關特定訴訟的廣告等。有關此部份的論述，請參見李建良（2001），

頁 80-81。 
28 此部分論述係轉載自李建良（2001），頁 80。 
29 有關此部分的論述，參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案例 BVerfGE 30, 336,352，轉載自吳庚、蘇

俊雄、城仲模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部份不同意見書；另亦見高玉泉、翁曉

玲、林承宇（2001），《菸品廣告管理之法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計

畫，編號 BHP90-Ca Anti-Tobacco 1，頁 11-12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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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之前提條件時，才受到言論自由基本權的保護30。關於此項問題，我國實務上雖

未曾表態，但學說上多持肯定的看法31，因此事實陳述亦應涵蓋在憲法第十一條的言

論自由保護範圍。 

回到本文探討的「菸品廣告規範」與「言論自由權保護」關聯性探討上，今

「菸品廣告」既屬商品廣告，前述商業言論與言論自由間關係的釐清即有重要的意

義。絕大多數的廣告內容，均具有商品性質的事實陳述以及本身商品的評價或看

法，倘若將廣告的事實陳述部分從中抽離出來排除於言論自由保護之外，實際操作

上確實相當困難；再者，即便是純資訊性質的廣告，僅單純提供商品資訊，亦可能

對消費者產生一定的影響力32，因此融合事實陳述與價值判斷的商業性言論亦應受言

論自由的保護。按此，觀諸我國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是否涵蓋「向非

特定大眾表示或介紹某商品、服務或觀念」的商業言論（商業廣告）在內，或可再

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中對「限制藥物廣告是否違憲」的問題看

出端倪。 

大法官於本號解釋中，對言論自由的基本詮釋為「在於保障意見的自由流通，

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

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由此看來，我國商業言論應屬言

論自由的範圍。而「廣告」除可提供商業資訊，對於公意的形成以及人民資訊的取

得有所助益外，廣告利用傳播方法宣傳商品、觀念或服務的效能，以達招來不特定

大眾消費為目的，本身具商業上意見表達的性質，故廣告應屬於商業言論的一環，

受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由的保障應無不當33。針對大法官釋字第四一四號所提出的見

解，我國學界大抵上持肯定的看法34，認為從促進個人自我實現以及商業資訊自由流

通的觀點出發，擴大憲法言論自由權的保護範圍係有必要，廣告不應排除於言論自

由的保障之外。 

                                                   
30 同前註吳庚、蘇俊雄、城仲模之部份不同意見書；亦見前註研究成果報告，頁 12。 
31 國內學者大致提出類似見解者，如李建良（2000a），頁 98 以下；陳新民（2001），《中

華民國憲法釋論》，頁 233 以下；張永明（1998），「大眾傳播自由權之憲法基礎」，收

錄於《憲法體制與法制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160 以下。 
32 對此德國著名公法學者 Lerche 則持不同的見解。其認為一項廣告只有在具備資訊評價的特

性條件時，才受到言論自由之保障。此轉載自高玉泉、翁曉玲、林承宇（2001），頁 12。 
33 然而，仍有提出商業言論不應全然納入言論自由範圍的看法，如孫森焱大法官於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部份不同意見書即有所陳述。 
34 基本上如法治斌、林子儀、李建良、黃銘傑等學者均有類似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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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肯認商業言論得與其他型態的言論一般，享有憲法第十一條的保護之際，

大法官亦提出商業言論與其他言論之間其實存在著功能性的差異︰「…其中非關公

意形成、真理發揚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

觀」，基此商業性言論的價值實則比政治性、學術性或宗教性言論均來得低。猶如

過去美國法院實務的見解，商業言論其受保障的程度究無法與本質上為意識形態或

教育性的言論視為同等；乃商業言論通常以追求經營者的利潤為主要目的，難免有

內容不實或對公眾誤導的作用，而其他種類言論則無須顧慮上述情形。質言之，限

制商業言論，僅須證明實質的政府利益（substantial government interest），而限制他

種言論則必要具有迫切的正當理由（compelling justficati-on），始能獲得法院的支持
35。 

為何言論會因性質不同而有價值高低之分？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理由書雖未作

任何說明，但藉由孫森焱大法官的部分不同意見書即不難發現想法的脈絡在於，商

業言論係以追求經營者的利潤為主要目的行為，與其所謂「…（藥物）廣告與自由

發表言論追求真理，或經自由市場機能使真理與謬論並存競爭發生擷菁去蕪的作用

毫無關連，更非為提供社會大眾決定政治事項之資訊為目的…」見解相同；而憲法

第十一條所保障的核心既然在於人民得以促進發現真理、健全民主政治程序的言

論，與此並無關連的商業性言論最多僅立足於言論自由的保障邊緣，甚至完全被排

除於言論的範疇，而無法與政治性言論等價視之36。 

儘管此項見解從本號解釋論理來看不甚完全，且招致甚多批評，但從中可掌握

的是我國現階段大法官會議基本上對於商業言論的保護價值與政治性、學術性或宗

教性的言論有異，故應有不同的保護範疇與限制準則。總此，固然「廣告」作為商

業言論並未排除於言論自由的保護範圍之外，其保障程度亦不如其他言論，但廣告

性言論的價值仍應受到憲法保障。現行菸品廣告規範的內容按此看來，確實肇使菸

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無法自由發表並傳播其商業性意見，導致其言論自由權

利受到相當限制。故菸品廣告規範的限制規定必須完全合乎憲法第二十三條的要

件，才不致於有違憲之虞。 

                                                   
35 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此立場近年已漸漸採取從寬認定商業廣告的審查。見 Zelezny, J. D. 

(2001). Communication Law (3rd ed), pp360-395. 亦見吳庚、蘇俊雄、城仲模之部份不同意見

書，同註 29。 
36 參黃銘傑（1998），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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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菸品廣告限制與財產權保護之關聯性 

菸害防制法第九條對廣告的規範，除已限制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言

論自由權」外，其原則上否准菸品廣告的自由播送，對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

等）的銷售收益必然有所影響。此係菸品廣告對於菸品知名度的提昇及刺激消費者

購買菸品行為具有顯著的功效，故菸品相關業者若因為法令限制而無法利用廣告宣

傳促銷其菸品時，極易導致整體獲利受影響，則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針對

此等限制措施可否主張「財產權」受侵害進而宣告該限制法令違憲即有探究的餘

地。就本文探討的主題而言，憲法上財產權保障的範圍為何，以及因限制菸品廣告

所導致人民（或者說菸商、代理商、販售商等）的「收益減少」是否為財產權保障

的範圍，即此處所要探討重點。以下將從財產權的概念與保障範圍予以分析說明。 
財產權的概念從十八世紀初期萌芽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至今，無論從其

形式或內容上來看，內涵相形複雜37。我國憲法第十五條明文「人民之生存權、工作

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所保障的「財產權」在大法官與學界明顯從寬解釋傾向

下，如同財產權發源地歐美國家一般，保障範圍均採取較廣義的解釋，因此憲法

「財產權」的概念已跳脫民法財產的意涵。而憲法上所謂財產權，不僅指存在於物

本身的權利（如債權、物權、所有權等），尚包含其他具財產價值的權利（如智慧

財產權等），且包含財產權的利用在內（如前項財產權的使用、收益及處分等權

利）38；此外，財產權的性質亦不限於私法上的權利，而更及於公法上權利39（例如

公務員的退休金40、全民健保給付41等）。由此得知，憲法上有關財產權的保障範疇

相當廣泛，幾乎所有與財產及具財產價值權利地位有關的權利均屬於財產權的保護

範圍。惟對於一般單純的獲利機會、商業利益、營利預估或期待等，依現今我國學

界通說見解，一般仍認為此非屬於憲法財產權的保障範圍。此因財產權的保障係針

對權利的「存續狀態」而言42，而非包含對「未來獲利」（如單純的獲利機會、期待

                                                   
37 參閱蘇永欽（1998），「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憲政時代》，第 24 卷第 3

期，頁 21。 
38 有關財產權概念之變遷，可參閱蘇永欽（1998），同前註，頁 23 以下。 
39 所謂財產權及於公法上權利係指具財產價值的法律地位，如合乎具有財產價值的公法地

位，對於權利主體而言，具私用性且非僅是一種單純的期待；以及該權利的產生，乃基於

權利主體自己所為一定份量的給付而言。見李建良（2001），頁 76。 
40 參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二四六號解釋內容。 
41 參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四七三號解釋內容。 
42 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四○○號解釋，所謂「存續」的權利狀態又稱「存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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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獲利可能性等）的保障，況且前述事項並非主觀請求權，故不受財產權保障43。 

如此，則廣告權係屬憲法財產權意義上「具財產價值的權利」，抑或「單純的

獲利期待」即有必要釐清。對此問題，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文中開

宗明義的指出，「…（藥物）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

保障，並具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惟該號解釋僅就此點到為止，對於廣告與

財產權間關係等問題則未再有任何論述。而國內學界有學者參照德國現行實務與學

說見解，提出「已建立且運作的營業權利」概念，作為補充廣告與財產權的關連性
44，按其觀點此乃因廣告活動屬於營業活動的一環，依其性質似應屬於設立並經營事

業的權利。故根據德國「已建立且運作的營業權利」概念45，僅該營業狀態的改變或

限制對於該營業組織的功能產生重大影響時，始屬財產權保障的範圍46。 

因此就廣告權與財產權關係看來，廣告活動既為企業對外界接觸的重要聯絡管

道，其性質應屬於事業經營活動的一部分，故廣告權歸屬於事業經營權之下應無疑

義。惟廣告活動是否因此如同事業經營權一般，應否受到財產權保護的範圍，由上

述狀況看來，似乎尚未明朗。 

                                                                                                                                              

障」或「現狀保護」。相關論述可參見李建良（1999），「財產權之存續保障與價值保

障」，《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 期，頁 100-104。 
43 參閱李建良（2001），頁 77。 
44 同前揭註。 
45 此處所引用關於德國學說「已建立且運作的營業權利」（das Recht am eingerichten und 

ausgeübten Gewerbebetrieb）是否受到財產權保護的問題，乃轉引自高玉泉、翁曉玲、林承

宇（2001），頁 6-7。關於是項問題的探討，內容大致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雖未曾清楚

說明，但在法院實務與學說中，已認定「已建立事業」係為財產的一種；故就其所生之權

利，亦屬財產權之範圍（參 Vgl. Badura, Der Eigentumsschutz des eingerichteten und 
ausgeübten Gewerbebetrieb, AöR 98 (1973), S. 153ö vgl. auch Bleckmann, a.a.O., S. 908.）。依

照德國聯邦法院的見解，此項權利所保護的範圍，不僅涵蓋事業硬體部分之存續，例如土

地、廠房、設備及貨品等，且亦包含一切相關的周邊關係，例如商業聯絡、商業關係、客

源等；簡言之，一切與企業具體經濟價值有關之事項，皆包括在內（參 BGH 23, 157; 30, 
241; 45, 150(155); BGH VerrsR 1980, 717.）。不過此項見解並未被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接

受，其認為事業營業受保護的範圍仍應有所限制，前項保護最多及於其所享受的經濟基礎

（參 BVerfGE E 58, 300/353.）；易言之，至於外在的情況、營利機會及營利優勢等，例如

現存的商業聯繫、既有的客源或是市場地位或較有利的環境條件等，則排除於營業保護之

外（參 Vgl. Pieroth/Schlink, Grundrecht, Rn 972.）。 
46 見 Vgl. BGHZ 23, 157/162f; 92, 34/37; BVerwGE 62, 224/226; Engel AöR 1993, 169. 轉載自

高玉泉、翁曉玲、林承宇（2001），頁 7。 



菸品廣告限制與基本權利保護之研究 

 ‧103‧ 

關於此項問題本文以為目前應暫時持保留態度，蓋廣告活動目的主要在於增加

未來獲利的可能性，並非「事業存續」的關鍵要素，故尚難稱「廣告權」應受憲法

財產權保障範圍者47。惟須注意者，本文以為未來社會情境若有變動，則仍得就實際

狀況予以考量，如近代傳播事業日益發達，廣告已幾乎無所不在地呈現人民面前，

對許多企業而言，廣告已是企業經營不可或缺的要項。且「廣告收益」對媒體經營

業者或廣告相關經營事業（如廣告企劃公司、公關公司等）來說可算是該企業經營

的命脈，今某商品、服務或觀念的廣告若遭限制，必然嚴重影響其收益，甚或經營

存亡。因此在媒體相關事業與整合性事業愈是蓬勃發展的現今社會裏，「廣告權」

納入憲法「財產權」的範圍之中，本文認為未來或可接受。而本文下一節對規範菸

品廣告是否侵害人民「財產權」的探討重點，仍放在菸品廣告規範的限制規定是否

合乎憲法第二十三條的要件上，而財產權是否包括廣告權則在所不問。 

三、菸品廣告限制與工作權保護之關聯性 

與菸品廣告規範有關的另一項憲法基本權利即為憲法第十五條所明文保障的

「工作權」。如前文所述，廣告活動與事業經營有極密切的關聯性，若廣告業務一

旦受到限制，則產品業者的營業方式，甚至獲利機會均將受到影響。基此，所應探

討者乃廣告活動是否受到憲法工作權的保障，以下即從工作權保障的觀點探討此問

題。 

按憲法第十五條所指的「工作權」，我國通說解釋乃包括人民自由選擇工作與

職業的權利48。雖然工作與職業兩者性質依國內部分學者的見解，概念上不盡相同，

前者偏重於創造並維持生活基礎的活動，後者則概指一切與生活相關的反覆行為活

動49，但由於現今對職業的概念已採廣義解釋，且兩者同屬重要的經濟基本權，故我

國憲法上雖未明文保障職業自由，惟就解釋上職業自由的內涵應等同於工作權，而

受憲法保障範圍50。 

                                                   
47 國內學界亦有相同見解，如吳信華（1997b），「菸害防制法的合憲性─基本權利受侵害

的合憲性思考（下）」，《月旦法學》，第 31 期，頁 95；李建良（2001），頁 77 等。 
48 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四號解釋開宗明義指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

權應予保障，故人民得自由選擇工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又如釋字第五一四號解

釋 亦 有 ︰ 「 人 民 營 業 之 自 由 違 憲 法 上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所 保 障 。 … 」 亦 參 見 謝瑞智

（2000），《憲法新論》，頁 304-308。 
49 參見李惠宗（2001），《憲法要義》，頁 223-224。 
50 憲法工作權的保護範圍（或有稱職業自由），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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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我國憲法雖已明文保障人民工作權，然而憲法第十五條僅為抽象

的規定，對於工作權所保障的內涵為何並無進一步具體說明。參照我國司法實務上

的解釋與德國基本法對工作權的規定51，約略可整理出工作權的保障範圍大致包括，

「選擇職業的自由」與「執行職業的自由」，前者如決定某種職業的自由，包括決

定從事第二種職業的自由（或稱「積極的職業自由」）、以及決定不從事某種職業

的自由，包括不工作的自由（或稱「消極的職業自由」）等；後者如決定執行職業

型態、方法、範圍及內容的自由，包括報酬的收取方式及數額、刊登廣告等。而以

此概念延伸至「工作場所的選擇自由」、「職業訓練場所的選擇自由」以及「競業

的自由」等均屬憲法工作權保障範圍。 

至於何種工作（或職業）才受憲法的保障的問題，一般德國法學者認為憲法所

指的工作或職業概念，不應侷限於特定的工作或職業，而應盡可能地為廣義且符合

社會價值中立的解釋52。基此，受憲法保障的工作（或職業）項目不僅應包括傳統或

固定的職業類型，亦應涵蓋所有新興或自創的職業。此外，對工作（或職業）的內

容，亦不宜將其區分為任何價值層級，只要該項工作（或職業）不對社會或共同體

造成傷害即應予以保障。 

相對於純係個人（自然人）所屬的職業自由或獨立經營權，法人於此工作權範

圍則享有事業經營權，即所謂的「營業自由」53。對於營業自由在憲法上的地位與內

涵，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釋字第五一四號解釋曾作出明確的解釋：「人民營業之自

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項內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

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

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此，則營業自由的保障範圍亦與職業自由一

般，涵蓋層面應為廣泛。 

綜上說明，人民從事營業的方式既受憲法營業自由的保障，廣告係事業經營者

為本身商品、觀念或服務項目所進行的傳播行為，此項活動雖非營業的主要業務，

但亦不可否認其具有重要的附加功能，尤其對於提升市場競爭及營利機會有所助

益，屬於事業營業活動不可或缺的一環，故廣告性質的營業行為自應受到憲法營業

                                                                                                                                              

容應無疑問。 
51 此 處 所 引 用 德 國 基 本 法 的 資 料 ， 可 參 閱 BVerfGE 32, 311 (317); 46, 120 (137f.); 

Pieroth/Schlink, Grundrechte, 14, Aufl., 1998, Rn. 814. 轉載自李建良（2001），頁 78。 
52 有關此處之整理，參見高玉泉、翁曉玲、林承宇（2001），頁 8-9。 
53 參閱李惠宗（2001），頁 22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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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所保障。故本文所探討菸品廣告規範是否侵犯憲法上有關工作權保護的問題，

由於菸害防制法對菸品廣告的限制，肇使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自由從事廣

告活動的方式有所影響，自然相當程度限制其工作權（職業自由與營業自由），除

非基於完全合乎憲法第二十三條的要件，否則仍不得加以限制，本文以下將針對此

部份加以探討。 

伍、結論︰菸品廣告限制之違憲性審查 

經由上述探討可得知，現行菸品廣告規範確實對於憲法上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

利，如言論自由權、財產權與工作權等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而此是否合乎憲法基本

權利限制的要件？依照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揭示，唯有在「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

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時，

才得以「法律」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從而，當國家欲採取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措

施，必須符合前項規定所蘊含的兩項重要條件︰即「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

則」時，才不致於有違憲之虞。 

一、基本權利限制之檢視 

從菸害防制法第一條立法目的可得知，限制菸品廣告旨在「防制菸害，維護國

民健康」。再參照當時第九條菸品廣告限制的立法理由清楚明示，朝向「禁止所有

菸品廣告」是我國對於菸品廣告所採取的政策方向54。顯然當時立法者認為「限制菸

品廣告」的規範與「維護國民健康」的法益有直接關聯性。因此，「國民健康」是

否屬於憲法上所要保護的必要法益即為首要探討的重點。 

憲法第十五條揭示人民的生存權必須予以保障，以及基本國策中對衛生保健事

業之推行（第一百五十七條）等內容可推知，人民（尤其是婦女、兒童及少年等）

的健康保護為一具體而重大的公共利益。此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三、四一

四、四○四號等解釋亦得印證，故以「維護國民健康」為目的，進而限制人民基本

權利應為憲法所允許。問題在於「維護國民健康」與「限制菸品廣告」間是否符合

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其界線究竟為何即有必要加以釐清。 

所謂法律保留原則，係指國家如欲對人民的生活領域進行規範時，必須具備民

                                                   
54 關於我國對於菸品廣告所採之政策可見行政院函請審議菸害防制法，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三

十日於立法院討論內容。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三卷第二十四期委員會紀錄，頁 32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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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合法性基礎，亦即須有法律的依據，而不得恣意為之；同時須符合憲法第一百

七十條所揭示︰「本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國家若

未依法律便對人民的基本權利事項予以限制，不僅嚴重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同時

亦違背依法行政原則。因此在審查一項限制基本權利的規定是否具備憲法上的正當

性時，法律保留原則乃為必備要件55。 

除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外，尚不足認定限制基本權利的措施（法律）為阻卻違憲

事由，必須該法律亦合乎「比例原則」，才具備完整的憲法上正當理由。所謂「比

例原則」，係指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所加以侵害的程度，應與所維

護的社會公共秩序或利益成適當的比例，同時不能逾越必要的最小限度56。而比例原

則一般乃涵蓋「妥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與「比例性（狹義的比例）原則」
57，其係運用於審查某法律是否違憲時，該法律規定必須合適且有必要達成本身所欲

追求目的；同時，在多項能達成目的合適措施中，選擇對基本權利侵害最小的方

式。此外，所採取的方法（手段）所造成的損害，亦必須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均

衡。唯有符合前述所有條件，該項限制基本權利的法律方無違憲之虞。 

回到本文主題，規範菸品廣告的主要法源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定是否符合前述

的合憲性原則，首先從法律保留原則的觀點檢視之。以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的規定，

其雖有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內容，但係經過立法程序所通過完成的法律58，屬於憲法

第一百七十條所稱的「法律」，同時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揭櫫的法律保留原

則，故未違反憲法限制基本權利的條件要件。其次，限制菸品廣告的規範是否合於

比例原則的要求，此則必須從侵害措施的類型、保護法益目的、以及措施與保護目

的關係等層面予以探討。 

前文已確定菸害防制法限制菸品廣告的規範所要保護的法益係「國民健康」，

惟該法規定條文中所採取的禁止刊登廣告的措施，是否合乎妥當性原則、必要性原

則與狹義的比例原則即須釐清。依照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列舉的禁止菸品廣

                                                   
55 除憲法第二十三條要求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外，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

條︰「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一、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二、關於

人民之權利義務者。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

者。」亦就法律保留事項有所規範。 
56 參謝瑞智（2000），頁 473-474。 
57 有關此部份論述，可參見陳新民（2001），頁 174-177。 
58 「菸害防制法」係立法院通過，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

第八六○○○六五三九○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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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直接在「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報紙、看板、海報、單張、通知、通

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或物品」等方式為宣傳，以及間

接透過菸品品牌名稱贊助或舉辦體育、藝術或其他活動等限制，其目的在於避免人

民（閱聽眾，audience）有接觸到菸品廣告的機會，以防止消費大眾因刺激或鼓勵產

生購買菸品的行為。因此禁止人民（或稱菸商、代理商、販售商等）為菸品廣告，

將可使其無法利用廣告渲染的效果，引誘消費者（包括兒童、少年）吸菸、買菸，

此舉對於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自有所助益，至於是否為「最好的方法」則非所

問，故規範菸品廣告的限制應符合「妥當性原則」。 

再者，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定所使用的方法，是否為達成其目的（防制菸害）

所必要者；亦即有多種方法能達到同樣目的時，該條文所採行措施是否已選擇侵害

人民（或稱菸商、代理商、販售商等）基本權利最小的方法亦應予以說明。國家若

欲透過強制方式達到「菸害防制」立法目的進而維護「國民健康」，除得以其他方

式（如禁止公共場所吸菸等）外，完全禁止菸品廣告的方式自然亦可達到目的。惟

須考慮的是，有無其他損害較小的方式得以替代，如透過教育、宣導或鼓勵民間企

業團體投入反菸教育工作等種種方式，而不必以強制處罰為之，本文以為按菸品會

令人上癮的特性看來，此種「自律性」的作法恐難達到「菸害防制」的目的59，更遑

論維護國民健康。此外，本文第一章緒論中即有提及，不論是世界衛生組織、世界

銀行或全世界反菸團體均（包括我國）已提出菸品廣告確實已造成菸品消費的增

加，因此限制菸品廣告的規範尚屬合乎「必要性原則」。 

最後，必須審究的是菸品廣告規範所採取的方法對基本權利侵害的程度，是否

與所欲達成的公共利益保護目的相當，此應就兩相衝突的法益予以客觀衡量。當國

家欲限制菸品廣告時，必然已考慮媒體的傳播力量，亦即已衡諸「菸品廣告」的影

響力，因此為達「菸害防制以維護國民健康」的目的時，限制菸品廣告的措施即有

必要。蓋「菸品廣告」乃具有影響吸菸者不想戒菸，以及開發不吸菸者（尤其是心

智尚未成熟的兒童、少年）的功能60；同時考量我國全民健保每年因吸食菸草所產生

                                                   
59 再按吳信華（1997a），「菸害防制法的合憲性─基本權利受侵害的合憲性思考（上）」一

文的看法，其舉出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通過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強制機車騎士戴安全帽的例子，在修法之前，儘管當局透過教育及不斷宣導騎乘機車應

戴安全帽，但成效始終有限。自立法強制後，情況顯然改善許多已為不爭事實；故其看法

與此論述相同。《月旦法學》，第 30 期，頁 87。 
60 根據國內外反菸團體的實證報告指出，菸品廣告最大的功能之一正是提醒吸菸者繼續吸

菸，以及阻止吸菸者戒菸的功能；同時亦已開發兒童少年族群的潛在客源為主要目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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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巨額支出下61，菸品廣告規範的內容對於維護國民健康的公益，自然應大於人

民（或稱菸商、代理商、販售商等）的私益，是以仍合於「狹義的比例原則」。 

二、權衡之檢視 

綜合以上推論，本文提出我國規範菸品廣告所為的限制規定應符合憲法第二十

三條增進公共利益必要手段的見解。最後，本文仍將就「菸品廣告規範」所造成人

民（或稱菸商、代理商、販售商）「言論自由權」、「財產權」與「工作權」等基

本權利受限制的權衡關係為一探討。 

首就「言論自由權」觀之，由於菸品廣告具商業上意見表達的性質，按我國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與通說見解，均認為係受到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由的保護範

圍。現行菸害防制法第九條限制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為菸品廣告，確實侵

害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對本身產品的意見表達自由，然而此項禁止規定所

造成的言論自由權限制，是否逾越憲法所容許的界限範圍值得探討。衡量此項規定

的立法理由與目的，係為維護國民健康，並為減少吸菸者與非吸菸者（尤其是兒童

少年）因接觸菸品廣告而導致菸品的促銷，以致無法達到菸害防制的目的，此等對

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商業言論自由權所造成的損害，本文以為並未過當。

蓋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的菸品廣告傳播自由雖然因此受到限制，但影響所

及僅是經濟利益，與國民健康法益相較實微不足道。再者，從廣告的價值來說，商

業言論在民主社會中，對於民主的貢獻，遠低於其他言論，其應受保障的程度本不

可與政治性或學術性等其他性質的言論等量齊觀。基此，在考量國家立法目的強大

公益性時，犧牲個人的商業利益應屬合理範圍，故縱使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範菸品

廣告的規定造成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的言論自由權受到限制，然此並未逾

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規範程度，故應屬合乎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意旨的合理限制

範圍。 

再就「財產權」論之，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為菸品廣告主要目的是希

                                                                                                                                              

考網站如http://www.ash.org.uk/, http://www.infact.org/, http://www.infactcan.ca/ 等等均有介

紹（visited 1, August, 2003）。又在李郁強（1997），「菸害防制法─有關菸品廣告限制規

定之再說明」一文中，援引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實證指出，我國開始吸菸的年齡以

12-16 歲為最多，國中生是菸商的首要目標。《衛生報導》，第 7 卷第 3 期，頁 38。 
61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的統計，臺灣全民健保每年有關吸食菸草所產生的疾病支出，約新台幣

一 百 六 十 億 元 。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0/22/n238026.htm
（visited 15, Mar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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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藉此開闢客源，並擴大菸品銷售量以增加獲利。菸害防制法第九條限制菸商

（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為菸品廣告方式的規定，將使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

等）喪失大多數利用廣告為宣傳的機會，同時對其獲利造成顯著的影響。然而，此

等獲利期待性是否應受到財產權保障的問題，如前所述憲法第十五條對財產權的保

障，依通說的見解並不及於單純的獲利機會或期待獲利可能性，受財產權保障者僅

係既有財產（或財產價值權利）的存續，而非取得利益的保護。限制菸商（或代理

商、販售商等）為菸品廣告的規定，雖可能影響其未來的獲利，但尚不至於造成其

無法存續營業，故本文認為此並未有直接侵害或限制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

財產權的情形。 

最後就「工作權」檢驗之，規範菸品廣告的限制規定中亦限制菸商（或代理

商、販售商等）的職業及營業自由。蓋菸品的廣告及促銷活動為菸商（或代理商、

販售商等）營業活動的重要環節，禁止其從事與其產品相關的廣告及促銷活動，形

同禁止其職業行使權利並且限制其競爭自由，亦可能造成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

等）營業上的損失。然而，應注意者在於商業廣告領域中，無論是就前述不設限的

商標使用權或職業行使自由的利益，隱藏在背後的目的無非是追求更高的經濟利

益。在衡量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經濟利益，與維護人民身體健康的法益

下，尚難謂其的經濟利益凌駕於國家保護國民健康的公益之上62。因此菸品廣告限制

規定所造成的損害，相較於所欲達成維護國民健康的目的，並非顯失均衡，故應符

合比例原則，自不構成違憲。 

經由此種辯證後，對於菸害防制法第九條限制各種傳播形式的菸品廣告措施

（除雜誌廣告外）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乃至存在「差別待遇」的疑義仍應究明。憲

法第七條所揭示的平等權用在法律執行上，主要概念為「相同案件應予相同對待；

不同案件應予不同對待」63，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的規定並未就不同類型的廣告給予不

同層次的限制（例如最明顯者為菸品品牌不得贊助公益性廣告），如此未將性質上

應不同處理的例外情形作個別性考量，實已存有「差別待遇」。 

然而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

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

                                                   
62 相同見解參見吳信華（1997b）頁 95-96。 
63 或有解釋為「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不同事物應為不同處理」。見陳新民（2001），頁

194-195；謝瑞智（2000），頁 198-199；李建良（2001），頁 84-85；吳信華（1997b），

頁 97-98 等均有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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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

待…」，若該差別待遇係屬合理範圍，自無違憲之虞。今倘允許菸品在特殊狀況可

以廣告，則菸品廣告自然會透過此種「特殊狀況」達到其廣告效果，此則與菸害防

制法第九條所要達到防範他人不受菸品廣告影響的目標（進而維護國民健康的立法

目的）無法相容。 

此就現實情境探討之，國內外均已有相關學術著作證明，如世界銀行的報告中

指出︰「當政府在某一種媒體上（如電視）禁止香菸廣告時，菸草業會在其他媒體

上用其他廣告代替，而且幾乎不會影響到總銷售開支」64；我國亦有學術報告實證指

出，在菸害防制法第九條已限制菸品廣告的規定下，菸商仍透過「間接廣告」的方

式規避現行法的規定，其菸品銷售量卻是直線上升65等，均顯示全面禁止菸品廣告的

必要性。如此，本文認為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範菸品廣告的內容乃屬合理的差別待

遇，並無違反平等原則。惟須注意者在於，「菸品雜誌廣告」因當時立法背景下所

為的開放，即有違反是項原則之虞，故應予以修正。 
整體論之，本文極贊同人民的基本權利必須嚴加捍衛，不容輕易侵犯；惟就

「菸品廣告」這項非常特殊的商品而言，透過本文的分析論證後，發現全面禁止菸

品廣告的規定並未逾越憲法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界限。 

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為菸品廣告的權利雖因該規範受到相當的限制，

進而可能影響其在憲法上所受言論自由、財產權及工作權的保護，但基於菸害防制

法所欲達成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的公益性目的考量，立法者所採取的此等限制

措施係妥當且有必要性。總此，將兩者「菸商（或代理商、販售商等）的私利」與

「欲達成公益目的」放置天平上，則規範菸品廣告的限制對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

意旨即未有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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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Cheng-Yu Lin 

ABSTRAC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the area of communications law the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widespread 
issues. Among them, tobacco advertising is perhap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topic.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ion of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in Taiwa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the right of work, and 
the right of property, this article assumes that there is no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current restriction of tobacco advertising, even in complete 
bans. 

Keywords:  Communications Law,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Rights of 
the people, Tobacco Advertising, Tobacco Hazards Control 
Law. 



‧廣告學研究‧  第二十二集  民93年7月 

 ‧116‧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high 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These settings require font embedding.)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30d730ea30d730ec30b9537052377528306e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FRA <FEFF004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7400e900730020006400270075006e00650020007200e9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f006e002000e9006c0065007600e90065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7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c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75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2c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c006500730020006f00750076007200690072002e0020004c0027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6f006e002000640065007300200070006f006c00690063006500730020006500730074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73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65006e002000420069006c0064006100750066006c00f600730075006e0067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90076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10075007300670061006200650020006600fc0072002000640069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76006f007200730074007500660065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d00690074002000640065006d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0020004200650069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72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2000690073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5300630068007200690066007400650069006e00620065007400740075006e00670020006500720066006f0072006400650072006c006900630068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d00200075006d0061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d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f006200740065007200200075006d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d0065006c0068006f0072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2006500710075006500720065006d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6e00740065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6a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c00650064006f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2d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9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6b007200e6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74006500670072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40079007000650072002e>
    /NLD <FEFF004700650062007200750069006b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20006f006d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400650020006d0061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5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10066006200650065006c00640069006e00670073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500200076006f006f0072002000610066006400720075006b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b00770061006c0069007400650069007400200069006e002000650065006e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6f006d006700650076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75006e006e0065006e00200077006f007200640065006e002000670065006f00700065006e00640020006d0065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2e002000420069006a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20006d006f006500740065006e00200066006f006e007400730020007a0069006a006e00200069006e006700650073006c006f007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f0070006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e00200071007500650020007000650072006d006900740061006e0020006f006200740065006e0065007200200063006f00700069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5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4c006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9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65007200650020006c006100200069006e00630072007500730074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600750065006e007400650073002e>
    /SUO <FEFF004e00e4006900640065006e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7300740065006e0020006100760075006c006c0061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c0075006f0064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6900640065006e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6c00610061007400750020006f006e0020006b006f0072006b006500610020006a00610020006b007500760061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b007500750073002000730075007500720069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1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d0020006a0061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2d006f0068006a0065006c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400610069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c006c0061002e0020004e00e4006d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500740020006500640065006c006c00790074007400e4007600e4007400200066006f006e0074007400690065006e002000750070006f00740075007300740061002e>
    /ITA <FEFF00550073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75006e00610020007200690073006f006c0075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6d0061006700670069006f00720065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640069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d00690067006c0069006f00720065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0020005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2006900630068006900650064006f006e006f0020006c002700750073006f00200064006900200066006f006e0074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2e>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79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65006f0070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800f80079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6600f800720020007400720079006b006b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6b00720065007600650072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9006e006e00620079006700670069006e0067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e00e40072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7500700070006c00f6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610076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002000440065007300730061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20006b007200e4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6b006c00750064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760020007400650063006b0065006e0073006e006900740074002e>
    /KOR <FEFFace0d488c9c8c7580020d504b9acd504b808c2a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801c6a9d558b824ba740020ae00af340020d3ecd5680020ae30b2a5c7440020c0acc6a9d574c57c0020d569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62535370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8fd94e9b8bbe7f6e89816c425d4c51655b574f5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2175370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90194e9b8a2d5b9a89816c425d4c51655b57578b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