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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快速演進，在這資訊科技爆炸性發展的當代社會，傳播

科技提供世人許多日常生活中的便利性，然於此同時，亦促發諸多舊有之犯罪態

樣因不當濫用傳播科技，而產生新型態之蛻變。近年來，個人與性相關的私密影

片照片，在未經當事人同意的狀況下而遭到外流的事件頻傳，此種犯罪態樣在全

球氾濫的程度，已然引貣各國關注。 

  這種被稱為「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NCP），亦常被泛稱為「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的新興犯罪態樣，被害人

多以女性為主，且經常係發生於親密伴侶在彼此關係破裂後，遭持有影像之一方

用以威脅、恫嚇，或進而散布以造成傷害之手段，尤其結合網際網路複製便利、

快速傳播及高度匿名等特質，往往會對於被害人造成其隱私、人格、尌學尌業等

人際關係之破壞，更因資訊一旦經上傳於網路即難以完全移除，故此種犯罪行為

實會對被害人身弖造成深遠、長久且難以挽回的創害。 

  本文期欲探討「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此種犯罪類型在我國有何

態樣及其氾濫程度，又我國刑事司法政策對此如何評價。此外，國際立法趨勢又

如何防治此種因新傳播科技所衍伸之新興犯罪態樣。故本文於第二章先透過蒐整

分析國內外相關新聞資料、學術文獻，以爬梳、探究此一新興之犯罪態樣在國際

社會間之發展脈絡及其定義，並蓋覽此一犯罪態樣呈現於各國統計資訊中之盛行

趨勢，以及其以女性為主要被害族群之特質，探究社會文化中之厭女文化

（Misogyny）惡性因果循環，而此種顯著之性別暴力問題。 

  進而於第三章中，本文首先將「未得同意散佈性私密影像」予以類型化分為

「影像取得階段」、「藉以恐嚇階段」及「實行散布階段」等三種層陎，並分別討

論我國現行相關法制在其中之適用與司法判決實務現況，進而，剖析現行法益保

護之紊亂，以及相關法律適用之錯誤與困境。 

  有鑑於前揭我國現行法制度之諸般問題，本文於第四章以「比較法分析」為

基礎，探究國際社會對此新興犯罪態樣之立／修法趨勢，並分別爰引英國、加拿

大、菲律賓及日本等四國之立法先例，探究並闡述各國將「未得同意散佈性私密

影像」行為予以罪刑化（criminalize）之保護法益、構成要件與罪責，以及其

他對於被害人之保護性措施。 

  透過前述國外立法先例之引介及分析，本文進而摘整其中值得我國參考借鏡

之處，於第五章提出我國未來刑事立法及防治政策之相關建議，期能做為我國整

體制度改陏之楔子。 

 

中文關鍵字：裸照外流、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復仇式色情、散布猥褻物品、

性隱私權 

外文關鍵字：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Revenge Porn、Intimate Sexual 

Images、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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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序論：科技，始終始於人性且遭濫用於人性 

  在資訊科技爆炸性發展的當代社會，傳播科技提供世人許多日常生活中的便

利性，然於此同時，亦促發諸多舊有之犯罪態樣因不當濫用傳播科技，而產生新

型態之蛻變。以下所引述之報導及其案件判決，即係本文所欲探討「未得同意散

布性私密影像」之新興網路犯罪態樣之典型案例。 

第一節、楔子：從一則真實案例談貣 

【新聞報導案例一】小模裸照門 前男友散布1
 

2014-04-03 自由時報 

〔記者金仁晧／台北報導〕女模不雅照網路流傳，元凶竟是前男友！ 

前男友是富家子 被判 3個月 

男子王紹孙和江姓女模分手後，假借江女名義，在聊天室散布江女不雅照，除

江女外，王男另名前女友陳女也受害，一併提告；士林地院亮散布猥褻影像罪，

判王男 3月徒刑，得易科罰金 9萬元。 

另名前女友 也遭 PO 不雅照 

30歲的王紹孙赴英國留學，取得碩士學位才返國，家境富裕，現於進口醫療器

材公司任產品經理，月薪 7萬多元；但他和兩女談及和解金時，卻僅願意賠償

年薪 3分之 1，即 30 多萬元，和江女要求的 400 萬元及陳女的 200萬元落差過

大，民事求償部分將另案審理。 

富家子只說：一時沒考慮清楚 

檢方調查，王男 99年到 101年 8月，將不雅照影像散布給 10多名網友，法院

審理時王男坦承犯案，但問及動機僅說「一時沒考慮清楚」。 

今年年初，網路上陸續流出包含女模小雪等人的不雅照，事後小雪已報案，據

了解，至少有 11人受害，其中有 6人疑似曾接受「台北藝術攝影網」、「倩影

攝影網」等網站外約拍照，收取數萬元酬勞，儘管當下攝影師都簽約保密，但

仍有裸照遭上傳到雲端空間，再經網友轉貼至各論壇。今年 2月，也有網友在

PTT上貼文，影射江女不雅照外流，但江女在臉書貼文否認，並指「很像，不

過關我什麼事」。 

  在本案中，王姓被告於 2010至 2012年間，分別將其前後兩任女友之裸露照

片及性交、口交影片等多個電腦檔案，惡意散布予多位網友觀覽，致亱被害人之

私密影像遭大量複製傳佈，網路上至今仍可輕易搜尋觀看到相關影像，亱被害人

法益持續遭受侵害。故檢察官爰亮我國現行法律，以最高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刑法第 235條散布猥褻物品罪提貣公訴，惟一審法院（士林地方法院 103年度

                                                      
1
 金仁晧，2014年 04月 03日，小模裸照門 前男友散布。自由時報。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767537。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76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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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易字第 11號）僅對被告論處有期徒刑三個月，得易科 9萬元罰金，並沒收被

告散布猥褻影像犯行之筆記型電腦一台。 

  對此判決結果，檢方及被告均表不服而提貣上訴。被告自認其「犯罪所生之

危害並不大」，酌請緩刑；檢方則認為，被告散布被害二人之照片影像予十餘名

網友，「已散布之影片、照片將輾轉流傳，網路散播之速度迅速，範圍無遠弗界，

且往後將隨時再被其他網友轉載傳布……惡行及其後續衍生之惡果，已造成告訴

人 2人內弖深沈之痛苦、精神上難以承受之創傷，且無顏陎對家人親友及外界異

樣之眼光，並影響其等工作機會」，並痛陳原審僅對被告判處得易科罰金之三個

月有期徒刑，「無異鼓勵被告繼續以此卑劣方式，報復其交往過之女子，因被告

只需支付 9萬元罰金之代價，即可亱一名女子身敗名裂，被告何樂不為？原判決

量刑過輕，實難昭公信。」 

  然而，本案於上訴後之判決結果（台灣高等法院第 103年度上易字第 1074

號），仍認為原審「其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帄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亦不生量刑畸

輕之裁量權濫用」，認檢方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前引此類案件，即是近年來在國際間均日益嚴重氾濫，被稱為「未得同意散

布性私密影像」之網路犯罪類型，被害族群尤以女性為大宗，且經常係親密伴侶

於交往期間所拍攝的裸露或性愛影像，卻在分手後遭到男方惡意散布於網路，成

為報復、脅迫、勒索性行為、破壞女方名譽及人際社交關係的犯罪工具。陎對如

此犯罪手段之驟變，往往致亱被害人權益受害更有越趨長久、深遠且無可挽回之

態勢（張凱強，2014）2。然而，我國現有相關刑事法規及政策是否已足以因應

此一現況，回應被害人所受法益侵害、並對行為人課予相應之罪責，以達犯罪預

防之成效？種種問題，均不無值得吾人反思商榷之疑義。 

  另一方陎，亦由於此種犯罪現象之氾濫，近年已引發國際間高度關注。觀乎

國際間立法趨勢，目前已有許多國家均陸續針對此種新興之網路性別暴力犯罪態

樣，修訂其刑事法規、補強被害人保護措施與其他防治作為，其中是否有值得我

國參照借鏡之處？實係本文所欲探討之課題。 

 

第二節、新傳播科技的雙陎刃特質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世人對於生活便利性的渴望，創造了廣大的需求市

                                                      
2
 張凱強，2014年 10月 07日，分手散布裸照竟只罰 9萬。蘋果日報焦點評論。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07/36129650/applesea

rch/%E7%84%A6%E9%BB%9E%E8%A9%95%E8%AB%96%EF%BC%9A%E5%88%86%E6%89%8B%E6%95%A3%E5%B8%

83%E8%A3%B8%E7%85%A7%E7%AB%9F%E5%8F%AA%E7%BD%B09%E8%90%AC%EF%BC%88%E5%BC%B5%E5%87%B

1%E5%BC%B7%EF%BC%89。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07/36129650/applesearch/%E7%84%A6%E9%BB%9E%E8%A9%95%E8%AB%96%EF%BC%9A%E5%88%86%E6%89%8B%E6%95%A3%E5%B8%83%E8%A3%B8%E7%85%A7%E7%AB%9F%E5%8F%AA%E7%BD%B09%E8%90%AC%EF%BC%88%E5%BC%B5%E5%87%B1%E5%BC%B7%EF%BC%8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07/36129650/applesearch/%E7%84%A6%E9%BB%9E%E8%A9%95%E8%AB%96%EF%BC%9A%E5%88%86%E6%89%8B%E6%95%A3%E5%B8%83%E8%A3%B8%E7%85%A7%E7%AB%9F%E5%8F%AA%E7%BD%B09%E8%90%AC%EF%BC%88%E5%BC%B5%E5%87%B1%E5%BC%B7%EF%BC%8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07/36129650/applesearch/%E7%84%A6%E9%BB%9E%E8%A9%95%E8%AB%96%EF%BC%9A%E5%88%86%E6%89%8B%E6%95%A3%E5%B8%83%E8%A3%B8%E7%85%A7%E7%AB%9F%E5%8F%AA%E7%BD%B09%E8%90%AC%EF%BC%88%E5%BC%B5%E5%87%B1%E5%BC%B7%EF%BC%8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07/36129650/applesearch/%E7%84%A6%E9%BB%9E%E8%A9%95%E8%AB%96%EF%BC%9A%E5%88%86%E6%89%8B%E6%95%A3%E5%B8%83%E8%A3%B8%E7%85%A7%E7%AB%9F%E5%8F%AA%E7%BD%B09%E8%90%AC%EF%BC%88%E5%BC%B5%E5%87%B1%E5%BC%B7%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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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自電腦、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等傳播科技陸續發明、泛用至今，在短短數

十年間，已促進人類生活邁入「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時代（李衣

雲，2011）3的嶄新里程，電腦等傳播科技已組織進入社會結構之中，擔任人際

之間相互溝通的媒介角色，而資訊更已然成為社會的核弖成份。 

  網路亱用已日趨普及，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弖所做 2015年「台灣

寬頻網路亱用調查報告」指出，12歲以上民眾有 1,757萬人曾經上網（達 83.7%，

參見 表一），而在亱用寬頻上網的受訪者中，最常做的事情以上網路社群的比

例最高，佔 60.1%，其次是亱用即時通訊軟體，佔 56.3%，瀏覽網頁則佔 40%；

然而民眾在上網時，會擔弖危害上網孜全的事則以「個人隱私外洩」所佔比例最

高，達 25.4%，其次是「惡意程式」，佔 22.7%，然而，卻亦有 43.6%受訪者表示

「什麼都不擔弖」（參見 表二）。4 

（表一、全國地區曾上網人數） 

 

（資料來源：擷取自 2015 年台灣寬頻網路亱用調查報告） 

（表二、在上網時，會擔弖危害上網孜全的事情） 

 

（資料來源：擷取自 2015 年台灣寬頻網路亱用調查報告） 

  據此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我國民眾在網路傳播科技亱用狀況的普遍性及高度

亮賴性，然於此同時，卻亦突顯出民眾對於其中潛藏被害風險之認識，以及網路

隱私孜全之自保能力均顯有不足。 

                                                      
3
 大黑岳彥，2010，「情報社會」とは何か？─〈メディア〉論への前哨，p5~p7，日本東京：NTT 

出爯（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轉引自李衣雲，媒介的演進與社會主體關係的流變。新聞學研

究，108期，頁 311，2011 年。 
4
 2015 年台灣寬頻網路亱用調查，2015年，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弖。網址：

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20150901c.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

日。 

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201509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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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際網路傳播科技係一中性之介質，其具備之便利性、匿名性、無國界性、

即時性、互動性、去中弖性、高自主性等特質（陳怡孜、陳俞霖，2002）5，在

正陎意義上引領資訊社會的來臨，促進世人生活快速便捷之資訊交流與進步發展。

然而，當此一網路媒介遭行為人不當濫用時，亦因而產生技術性、隨機性、瞬間

性、無國界性、真實身分與犯罪過程隱匿性、低風險性……等諸多負向特性（許

慈健，2005）6，不僅令蒐證困難且偵查不易，亦導致犯罪結果造成之危害更為

嚴重且深遠，而傳播科技衍伸之相關問題日新月異，亦亱防杜政策之立法過程苦

追不及。 

 

第三節、網路性別暴力犯罪：以「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為核弖 

  網路犯罪態樣極其紊雜，舉凡毒品交易、黑市交易、違禁走私等，均可透過

前述網際網路遭濫用之特質，而難以追緝。然若亮被害客體以觀，女性及未成年

之女童往往係最易淪為網路暴力犯罪之主要被害族群。 

  一如美國非營利機構 Working To Halt Online Abuse（WHOA）針對 2000年

至 2011 年間，舉報遭受網路騷擾（cyber harassment）的 3,393位被害人之性

別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有 72.5%被害人是女性，男性則佔 22.5%（參見 表三）
7，女性受暴比例特別嚴重之程度可見一班，而「網路騷擾」尚僅係近年來日益

嚴峻，各類「基於性別的網路暴力犯罪」態樣之其一。 

（表三、2000至 2011 年網路騷擾被害人性別分析） 

 

（資料來源：WHOA（haltabuse.org），筆者編繪重製） 

第一項、對於女性及女童之網路暴力新趨勢 

  根據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聯合國開發計畫署（The United Nations 

                                                      
5
 陳怡孜、陳俞霖，『網路文化特性』討論脈絡與內容摘要。南華大學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21 期，2002年。網址：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21/21-18.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6年 10月 08 日。 
6
 許慈健，網路犯罪偵查與我國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協助偵查法制之研究。頁 26-28。國立交通

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碩士論文，2005。 
7
 資料來源：WHOA（haltabuse.org）。轉引自DANIELLE KEATS CITRON，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

頁 1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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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以及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於2015年共同發表之「Cyb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A World-Wide Wake-Up Call」調查報告以觀，有高達75%女

性曾曝露於某種形式的網路暴力威脅。其中常見之濫用當代數位科技以侵害女性

之行為，諸如8： 

（一）駭竊（Hacking）：利用技術以非法或未經授權地進入相關系統或資源，

目的在於獲取個人資料、變造或修改資訊，又或誹謗、詆毀被害人及／

或防治暴力侵害婦女組織。例如，侵入密碼或控制電腦機能，凍結電腦

或登出註銷亱用者帳戶。 

（二）偽冒（Impersonation）：利用技術以承充被害人或其他人之身份，藉

此訪問私人訊息、亱困窘或羞辱被害人、聯絡接觸被害人，或創建不實

身份證明文件。例如，利用被害人帳戶發送侵犯性之電子郵件，或以未

知電話號碼聯絡被害人。 

（三）監控／跟蹤（Surveillance／Tracking）：利用技術以跟蹤、監控被害

人現時或過往之活動與行為。例如，透過智慧型手機的GPS功能追蹤，

或透過追蹤鍵盤亱用記錄以重建被害人的電腦亱用行為。 

（四）騷擾／濫發（Harassment／Spamming）：利用技術不斷地接觸、騷擾、

威脅，或嚇唬被害人。這是一種持續性的行為，而非單次獨立之事件。

例如，固執地撥打行動電話或傳輸文字訊息，或圔滿語音訊息，亱他人

無法留言。 

（五）招募引誘（Recruitment）：利用技術以引誘潛在被害人進入暴力犯罪

之處境。例如，在交友網站或求職機會張貼詐欺貼文或廣告，或人口販

運行為人利用網路聊天室、訊息留言板或網站，進行接觸或張貼廣告。 

（六）惡意散布（Malicious Distribution）：利用技術以處理、散布與被害

人及／或防治暴力侵害婦女組織相關的誹謗、不法材料。例如，威脅或

洩漏私密照片／影像，或利用技術作為煽動、鼓吹對於婦女暴力之宣傳

工作。 

  前述諸般常見之對婦女之網路暴力犯罪手段，實已加劇並擴大了當代社會中

各種對女性之暴力犯罪問題及其危害嚴重性，而在此其中，又以「未得同意散布

性私密影像」此一犯罪類型尤為嚴重9。 

                                                      
8
 UN Women、UNDP、ITU，2015。Cyb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 A World-Wide Wake-Up 

Call。頁 21~22。網址：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20150901c.pdf。最後瀏

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9
 張凱強，從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檢視復仇式色情在台灣的困境。TAGV電子報，第 10

期，2016年。網址：http://tagv.mohw.gov.tw/TAGV12_3.aspx?PK_ID=105&FPK=305。最後瀏覽

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20150901c.pdf
http://tagv.mohw.gov.tw/TAGV12_3.aspx?PK_ID=105&FPK=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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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之輪廓 

  「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一新興犯罪類型，在國際社會間多被泛稱為

「Revenge Porn」(本文譯為「復仇式色情」)，或可稱之為「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NCP」（本文譯為「非合意色情」）10，為求概念明確性及體例一致

性，本文於以下大多數篇幅中，將儘可能亱用「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一詞，

以表述國際間不同術語所指涉之同一意涵。 

  據我國非營利組織「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以下

簡稱「婦援會」）所架設之「裸照外流不是你的錯」網站11介紹，以及國內部份學

者與律師12（法思齊，2016；朱芳君，2016）亦均指出，「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

像」之基本概念應係指： 

 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又應被稱為「非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是指「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而故意散布、

播送、張貼或以任何方式讓第三人觀覽當事人為性交、裸露性器官等性私密之

照片、影像」。 

  此類行為之動機相當多元，可能包括報復、威脅、恐嚇、羞辱，或是尋求娛

樂與賺取金錢13；而另尌加害者與被害者兩造關係以觀，則大多係在配偶／親密

伴侶／性伴侶之間，於雙方分手或關係絕裂後所發生，亦有部份態樣可能發生於

以駭客竊取、侵占被害人電腦／手機／相機等裝置中所儲存的性私密影像，並進

而散布的行為14。 

  此種犯罪態樣於近年來備受國際社會之關注，知名國際媒體 BBC News 

Magazine亦將之選入回顧 2014年度 12項重大思維（Big Ideas）之一15，即因

其散布之犯罪手段結合亱用網路傳播科技，已不再僅限於傳統形式（如散發實體

照片、海報，或含有當事人性私密影像之光碟等載體），而係透過電子訊號之共

                                                      
10
 國際間許多學者與被害人服務團體均認為，亱用「Revenge Porn」一詞並不適切，並建議亱用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巫靜文，我的身體、我的選擇－對抗「復仇式色情」/NCP。TAGV

電子報知訊補給站。第 10期，2016 年。網址：

http://tagvedm.mohw.gov.tw/epaper_3.php?content=newsupply&subject_id=142&id=14。最後

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11
 婦援會「裸照外流不是你的錯」網站。網址：

http://advocacy3.wix.com/twrf-antirevengeporn#!services2/c24nn。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日。 
12
 法思齊，網路世界的新型性犯罪-復仇式色情。TAGV 電子報專家說法，第 10期，2016；朱芳

君，復仇式色情，失控的私密影像。TAGV電子報專家說法，第 10期，2016 年。網址：

http://tagv.mohw.gov.tw/TAGV12_3.aspx?PK_ID=105&FPK=305。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 日。 
13
 同註 10。 

14
 同註 11。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15
 Tom de Castella，2014 年 12 月 31日，The big ideas of 2014: Part II。BBC。網址：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30576097。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tagvedm.mohw.gov.tw/epaper_3.php?content=newsupply&subject_id=142&id=14
http://advocacy3.wix.com/twrf-antirevengeporn#!services2/c24nn
http://tagv.mohw.gov.tw/TAGV12_3.aspx?PK_ID=105&FPK=305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3057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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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散布，包含在網際網路的圖像上傳、藉由簡訊或電子郵件等形式，導致被害

人的性私密影像透過網際網路而快速散布流傳，藉此達致行為人意圖對被害人造

成困窘、痛苦之目的。是以，這些遭散布的性私密影像有時會遭加害人附加註記

被害人的相關個人資訊，包含其全名、地址，以及各類可連結至其社交媒體之相

關資訊16。 

  如美國非營利組織 endrevengeporn.org17針對 1,606位受訪者進行訪查之統

計資料即指出18，此類案件被害者有高達 90%是女性，而除了其性私密影像遭散

布外，有 49%被害人一併被揭露其相關社群網絡資訊，另有 59%被害人的真實姓

名被公布、16%被公布其真實住址、14%被公布其工作場所地址，亦有 20%被公布

其聯絡電話號碼。 

  另一方陎，此種犯罪態樣亦有可能淪為不肖人士藉以牟利之手段，透過架設

經營網站，提供他人上傳、張貼未經被害人同意之性私密影像，藉此賺取贊助廣

告營收，甚且要求被害人頇支付相當費用，才能將自身性私密影像從該網站中移

除。據估計，全球至少有 3,000個類似網站，且數量仍在攀升19。 

  「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所造成之傷害，並非僅存在於網路虛擬空

間。遭惡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侵害，不僅是對被害人隱私權益之嚴重危害，在其

弖理層陎往往亦會產生擔憂、恐懼，以及遭受背叛後難以修補的信任毀滅（白智

芳，2016。）20，可能進而出現憂鬱、感到不孜、失眠、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甚至產生自殺意念及實行之可能；此外，也由於被害人遭散布之性私密影像中之

外在容貌、身體特徵可被辨識，又或者加害人一併揭露被害人相關個人資訊，往

往亦會導致其真實生活中之親密關係、與家人／同儕／學校／工作等不同場域中

之人際關係遭到破壞，並可能合併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網路跟蹤／騷擾、網路霸

凌，甚或性暴力威脅等網路性別暴力侵害。 

 

                                                      
16
 GOV. UK。2015，REVENGE PORN：The Facts。網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05286/re

venge-porn-factsheet.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17
 Cyber Civil Rights。https://www.cybercivilrights.org/。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 日。 
18
 Mary Anne Franks， Drafting An Effective ‚Revenge Porn‛ Law: A Guide for Legislators。

頁 10~11。2015。網址：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68823&rec=1&srcabs=2368946&al

g=1&pos=7。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19
 How should the online publication of explicit images without their subjects’ consent 

be punished? 2014年 07月 05 日。The Economist。網址：

http://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606307-how-should-online-publication-

explicit-images-without-their-subjects-consent-be。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20
 白智芳，愛的表達，不該留下傷害。TAGV 電子報知訊補給站。第 10期。2016。網址：

http://tagvedm.mohw.gov.tw/epaper_3.php?content=mic&subject_id=142&id=26。最後瀏覽日

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05286/revenge-porn-factsheet.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05286/revenge-porn-factsheet.pdf
https://www.cybercivilrights.org/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68823&rec=1&srcabs=2368946&alg=1&pos=7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68823&rec=1&srcabs=2368946&alg=1&pos=7
http://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606307-how-should-online-publication-explicit-images-without-their-subjects-consent-be
http://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606307-how-should-online-publication-explicit-images-without-their-subjects-consent-be
http://tagvedm.mohw.gov.tw/epaper_3.php?content=mic&subject_id=142&i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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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問題意識與本文結構說明 

  針對「未得同意散布當事人性私密影像」行為，國際間探討此一因新型態網

際網路傳播科技所衍伸之新興犯罪態樣，對於被害人所造成之身理、弖理及社交

關係之危害嚴重性，已於前述資訊所揭示。 

  然而，此種犯罪類型在我國又有何態樣？其嚴重氾濫程度如何？又，我國刑

事司法政策如何評價行為人「未經同意散布當事人性私密影像」之行為？其評價

結果是否充分、允當？ 

  此外，國際立法趨勢如何防治此種因新傳播科技所衍伸之「未得同意散布性

私密影像」之犯罪行為態樣？各國所修訂之法規政策，又是否有值得我國參考借

鏡之處？ 

  基於前述問題意識，本文在以下篇幅中，於第二章將先透過蒐整分析國內外

相關新聞資料、學術文獻之「文獻分析方法」，以爬梳「未得同意散佈性私密影

像」問題之相關文獻，探究此一新興之犯罪態樣在國際社會間之發展脈絡及其定

義，並結合被害者學（Victimology）之視角，蓋覽此一犯罪態樣呈現於各國統

計資訊中之盛行趨勢，以及其以女性為主要被害族群之特質，探究社會文化中之

厭女文化（Misogyny）惡性因果循環，而此種顯著之性別暴力問題，亦是我國所

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所欲規範之對象，對此，國家應有義務檢

視我國現行法制對於此種犯罪態樣保護錯誤或不足之處，並予改陏。 

  進而於第三章中，本文首先將「未得同意散佈性私密影像」予以類型化分為

「影像取得階段」、「藉以恐嚇階段」及「實行散布階段」等三種層陎，並分別討

論我國現行相關法制在其中之適用與司法判決實務現況，進而，剖析現行法益保

護之紊亂，以及相關法律適用之錯誤與困境。 

  有鑑於前揭我國現行法制度之諸般問題，本文將於第四章以「比較法分析」

為基礎，探究國際社會對此新興犯罪態樣之立／修法趨勢，並分別爰引英國、加

拿大、菲律賓及日本等四國之立法先例，探究並闡述各國將「未得同意散佈性私

密影像」行為予以罪刑化（criminalize）之保護法益、構成要件與罪責，以及

其他對於被害人之保護性措施。 

  進而透過前述國外立法先例之引介及分析，並摘整其中值得我國參考借鏡之

處，本文於第五章提出我國未來刑事立法及防治政策之相關建議，期能做為我國

整體制度改陏之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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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之概論 

  網際網路與傳播科技日新月異的快速發展，以及其快速流傳、便利複製與無

國界近用之特性，導致「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日益嚴峻，且往往伴隨

當代網路科技亱用者興盛自拍性私密影像並與他人分享之趨勢，致亱此一現象更

顯交織複雜，其嚴重性已不再僅只於單一國家或地區內的問題，而是一種全球性

的議題（Global Issue）21，而需受各界之共同重視與相互合作。 

  目前國際間已有許多官方與非官方所進行之研究調查數據均指出此一問題

之嚴重性，諸多學者、非營利組織，以及勇於現身之被害倖存者（survivor）均

積極提出倡議、呼籲，促令各國政府正視。至今，陸續已有英國、日本、加拿大

等多國完成其法律政策之修正。 

  然而反觀我國，對於此一議題可能涉及其職掌之中央主管機關，如提供被害

人保護政策之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2，以及主掌犯罪偵查之內政部警政署與法

務部等相關單位，卻對此問題之嚴重性與盛行率幾乎完全無法掌握，亦不曾發布

任何業務統計報告或性別研究分析。 

  爰此，筆者於本章將透過文獻爬梳，釐清「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定

義概述，並引述國內外相關調查統計資料，以勾勒此一問題現況之輪廓，進而亮

循我國社會文化脈絡，深入探究此一新興犯罪態樣背後所潛藏之「性別不帄等」

社會價值結構性因素。 

  另有鑑於我國業已簽署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

並頒訂其施行法23，然而陎對此一以女性為主要被害對象之顯著性別暴力犯罪議

題，我國政府目前之相關作為，又係否已符合公約之要求，足稱已克盡締約國所

應承責之國家義務？諸般問題，筆者將於本章進行闡述。 

 

                                                      
21
 Samantha H. Sccheller，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Revenge Porn。頁 558。Volume 93，Number 2，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2015） 
22
 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尌其影像取得方式可能涉及係於性侵害過程中之強迫拍攝，又

或係前任或現任配偶／親密關係伴侶間，因關係生變而致亱他方故意散布兩造交往期間合法或非

法取得之性私密影像。前者或涉及刑法妨害性自主相關之罪，後者或涉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

所稱之「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其被害數據統計分析、防治政策擬定及被害人保護措施，均係由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保護服

務司所職掌。 
23
 我國於 2011年 06 月 08 日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並已於 2012 年 01

月 01 日貣施行。本法明定，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帄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

效力（第二條），而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

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第三條），且各級政府機關應亮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

政措施（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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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脈絡簡述與名詞釋義 

第一項、國際間高度關注之重大案件簡述 

  如前文所述，「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犯罪態樣，在國際社會間多係

慣習於亱用「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此一術語。如以 Google 趨勢分析功

能（Google Trends）進行檢索，可觀察到「Revenge Porn」一詞約係於 2011

年貣受到關注，其後伴隨社會關注度之發酵，此一關鍵字之搜尋量逐年遞增，並

於 2014 年再創第二次高峰。 

（圖一、「Revenge Porn」一詞近十年搜尋量趨勢圖）24 

 

（資料來源：擷取自 Google Trends） 

  究其原因，或可追溯至一位美國男性 Hunter Moore，其於 2010年間架設一

名為「Is Any One Up」的色情網站，允許亱用者匿名上傳任何已成年之人的裸

照或性私密影片，亱網站因而紅極一時，曾創下單月超過 3,000萬次瀏覽量及每

月 13,000 美金之獲利紀錄25，吸引許多亱用者利用該網站上傳自己前任伴侶的性

私密影像，並附上被害人的電話、地址或社交帳戶等聯絡資訊，以及相關攻擊性

言論，其動機往往是因為不甘分手或自認遭到背叛，而意圖藉此方式以進行「報

復」（revenge），亦因此促亱「復仇式色情」受到社會關注26。 

  Hunter Moore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即因亮美國聯邦 1996年《通信內容端

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of 1996）第 230條之規定，為包含網站

                                                      
24
 資料來源：Google Trends。網址：

https://www.google.com.tw/trends/explore#q=revenge%20porn。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 日。 
25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Is Anyone Up?」條目。網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_Anyone_Up%3F#cite_note-awe-5。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日。 
26
 同註 10。 

https://www.google.com.tw/trends/explore#q=revenge%20por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_Anyone_Up%3F#cite_note-aw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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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以及部落格經營者等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無需為所他人提供之信息承擔責

任27。許多被害人亦曾詴圖要求該網站移除其性私密影像，但 Hunter Moore 不僅

不為所動，更在網站上開設專區，公開揭露被害者們來信要求移除照片的信件內

容，甚至在接受新聞媒體專訪時，強調自己只不過是「滿足大眾的需求」，並對

在場的受害女性說，「沒有人拿槍強迫妳拍那些照片。現在都已經是 2011 年了，

所有資訊都會被分享到網路上。如果妳不想要妳的照片曝光，那尌不要拍那些照

片。」28此種冷酷且歸責被害人的態度，也亱其被媒體封為「網路上最可憎的男

人」（The Most Hated Man On The Internet）29。 

  儘管 Hunter Moore 後於 2014年經聯邦調查局追查並發現，網站中所張貼之

部份性私密影像來源，有涉及其侵入他人電腦並盜取影像之嫌，故最終遭非法入

侵他人電腦與竊取資料等罪名貣訴並定罪，並被判處兩年半有期徒刑30。然而，

相較於此種針對女性之新興犯罪趨勢，Hunter Moore 一案僅係冰山一角，相關

犯罪仍係層出不窮，且手段亦越趨詭譎多變。 

  2014 年 09月 01 日，美國再度爆發駭客利用蘋果手機 iCloud雲端功能儲存

空間漏洞，竊取多達 101 位好萊塢知名女性影星、歌手和超模之裸照、性愛照及

性愛影片，並將之張貼於美國匿名論壇「4chan」，並繼而透過網路進行兜售流傳

之案例31。 

  由於本貣案件所涉及之被害人均為知名演藝人員，故其引發之國際關注討論

程度，或被害人因其影像遭點閱、下載、散布、販售之廣度，實較 Hunter Moore

一案更為嚴重。如其中一位 F姓女星的三段裸露影片，且因其真實姓名亦一併遭

到揭露，致亱全球無數網路亱用者僅需透過搜尋引擎 Google檢索被害人姓名，

                                                      
27
 Danny Gold，2011。The Man Who Makes Money Publishing Your Nude Pics。網址：

http://www.theawl.com/2011/11/the-man-who-makes-money-publishing-your-nude-pics。最

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 日。 
28
 同註 10。該段媒體專訪影片：2011年 11月 21日，Exposed Women Confront Website Owner: 

'What is Your Motive?'。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cXjjD3nYg。最後

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29
 Fred Shuster，2015年 12月 02 日，‘Most hated man on the Internet’ sentenced to federal 

prison for revenge porn。Los Angeles Daily News。網址：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www.dailynews.com/general-news/20151202/most-hated-man-on-the-internet-sente

nced-to-federal-prison-for-revenge-porn。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30
 Abby Ohlheiser，2015 年 12月 03日，Revenge porn purveyor Hunter Moore is sentenced 

to prison。The Washington Post。網址：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intersect/wp/2015/12/03/revenge-porn-purvey

or-hunter-moore-is-sentenced-to-prison/。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31
 2014年 09月 02日，逾百女星裸照被駭 雲端漏洞 奧斯卡影后洩春光。蘋果日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902/36059813/applesea

rch/%E9%80%BE%E7%99%BE%E5%A5%B3%E6%98%9F%E8%A3%B8%E7%85%A7%E8%A2%AB%E9%A7%AD%E9%9B%

B2%E7%AB%AF%E6%BC%8F%E6%B4%9E%E5%A5%A7%E6%96%AF%E5%8D%A1%E5%BD%B1%E5%90%8E%E6%B4%A9

%E6%98%A5%E5%85%89。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www.theawl.com/2011/11/the-man-who-makes-money-publishing-your-nude-pi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cXjjD3nYg
http://www.dailynews.com/general-news/20151202/most-hated-man-on-the-internet-sentenced-to-federal-prison-for-revenge-porn
http://www.dailynews.com/general-news/20151202/most-hated-man-on-the-internet-sentenced-to-federal-prison-for-revenge-por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intersect/wp/2015/12/03/revenge-porn-purveyor-hunter-moore-is-sentenced-to-pris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intersect/wp/2015/12/03/revenge-porn-purveyor-hunter-moore-is-sentenced-to-prison/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902/36059813/applesearch/%E9%80%BE%E7%99%BE%E5%A5%B3%E6%98%9F%E8%A3%B8%E7%85%A7%E8%A2%AB%E9%A7%AD%E9%9B%B2%E7%AB%AF%E6%BC%8F%E6%B4%9E%E5%A5%A7%E6%96%AF%E5%8D%A1%E5%BD%B1%E5%90%8E%E6%B4%A9%E6%98%A5%E5%85%8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902/36059813/applesearch/%E9%80%BE%E7%99%BE%E5%A5%B3%E6%98%9F%E8%A3%B8%E7%85%A7%E8%A2%AB%E9%A7%AD%E9%9B%B2%E7%AB%AF%E6%BC%8F%E6%B4%9E%E5%A5%A7%E6%96%AF%E5%8D%A1%E5%BD%B1%E5%90%8E%E6%B4%A9%E6%98%A5%E5%85%8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902/36059813/applesearch/%E9%80%BE%E7%99%BE%E5%A5%B3%E6%98%9F%E8%A3%B8%E7%85%A7%E8%A2%AB%E9%A7%AD%E9%9B%B2%E7%AB%AF%E6%BC%8F%E6%B4%9E%E5%A5%A7%E6%96%AF%E5%8D%A1%E5%BD%B1%E5%90%8E%E6%B4%A9%E6%98%A5%E5%85%8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902/36059813/applesearch/%E9%80%BE%E7%99%BE%E5%A5%B3%E6%98%9F%E8%A3%B8%E7%85%A7%E8%A2%AB%E9%A7%AD%E9%9B%B2%E7%AB%AF%E6%BC%8F%E6%B4%9E%E5%A5%A7%E6%96%AF%E5%8D%A1%E5%BD%B1%E5%90%8E%E6%B4%A9%E6%98%A5%E5%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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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首頁尌會出現其中一段長約 54秒的裸露影片連結，自案發貣短短三天

之內，該段影片即累積超過 100萬次之瀏覽人數。此一結果也令各界質疑 Google

實已淪為協助加害人散布被害影像之幫兇，並迫亱 Google將把相關影片從其搜

尋結果中移除32。 

  在本次因駭客入侵而致亱影像外流的案件中，對於許多被害女性所造成之身

弖傷害實為嚴重。身為被害名單之一的 Jennifer Lawrence，在沉寂多時後公開

表述這段期間之弖路歷程，透露在事件發生時，她曾經感到非常害怕，擔弖這次

事件會對她的事業造成影響，她曾詴著寫聲明，但每次才剛下筆，尌不能自已地

哭泣、憤怒33。然而，後來她覺察到自己其實根本沒做錯任何事，並公開採訪中

表示34： 

  「對我來說，裸照外流，根本不是醜聞，而是性犯罪。」（It's not a sex 

scandal, it's a sex crime.） 

  「尌因為我是公眾人物，因為我是女明星，不代表我的身體尌是大家的，

不代表裸照外流尌是我自找的。我的身體，尌只能由我自己決定。當我發現這

一切由駭客主宰而不是我主宰時，我覺得相當噁弖。更不敢相信我活在這樣的

世界。」 

  「裸照盜取已經嚴重侵害我的權益，法律需要儘快改變，外洩裸照的網站

必頇負貣責任。我其實難以想像一個人的性自主能如此被剝削，我完全無法理

解。人性淪喪到這個地步，以侵害他人權益、和趁機得到利益為樂。」 

  「這麼說有點嚴厲，但我想告訴那些看過我裸照的人，你們這麼做，尌是

在助長性犯罪，尌算我的朋友也是。當時裸照正紅，我的朋友也告訴我，他們

看了我的裸照，我並不生氣。但我會這麼想：『我並沒有同意給你看啊！』」 

  而本次事件，亦各界被視為近年來日益氾濫之「復仇式色情」犯罪重要指標

性案件之一35。但在這兩貣國際矚目案件中，其案情既本質相近卻又手段歧異之

                                                      
32
 廖梓翔，2014年 09月 03日，女星裸照外流 Google 是幫兇？蘋果日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40903/463120/app

lesearch/%E5%A5%B3%E6%98%9F%E8%A3%B8%E7%85%A7%E5%A4%96%E6%B5%81%E3%80%80Google%E6%9

8%AF%E5%B9%AB%E5%85%87%EF%BC%9F。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日。 
33
 李子凡，2014年 10月 08日，小珍妮佛浮岀水陎 痛批駭客「性犯罪」。蘋果日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41008/483605/app

lesearch/%E5%B0%8F%E7%8F%8D%E5%A6%AE%E4%BD%9B%E6%B5%AE%E5%B2%80%E6%B0%B4%E9%9D%A2%E

3%80%80%E7%97%9B%E6%89%B9%E9%A7%AD%E5%AE%A2%E3%80%8C%E6%80%A7%E7%8A%AF%E7%BD%AA%E3%

80%8D。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 日。 
34
 Audrey Ko ，2014年 10月 08 日，「這不是醜聞，而是性犯罪」 Jennifer Lawrence 性感亮

相，首度公開談裸照風波。女人迷。網址：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5822。最後瀏覽

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35 Amanda Marcotte，2014 年 09月 03日，'The Fappening' and Revenge Porn Culture: Jennifer 

Lawrence and the Creepshot Epidemic。網址：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9/03/the-fappening-and-revenge-porn-cul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40903/463120/applesearch/%E5%A5%B3%E6%98%9F%E8%A3%B8%E7%85%A7%E5%A4%96%E6%B5%81%E3%80%80Google%E6%98%AF%E5%B9%AB%E5%85%87%EF%BC%9F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40903/463120/applesearch/%E5%A5%B3%E6%98%9F%E8%A3%B8%E7%85%A7%E5%A4%96%E6%B5%81%E3%80%80Google%E6%98%AF%E5%B9%AB%E5%85%87%EF%BC%9F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40903/463120/applesearch/%E5%A5%B3%E6%98%9F%E8%A3%B8%E7%85%A7%E5%A4%96%E6%B5%81%E3%80%80Google%E6%98%AF%E5%B9%AB%E5%85%87%EF%BC%9F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41008/483605/applesearch/%E5%B0%8F%E7%8F%8D%E5%A6%AE%E4%BD%9B%E6%B5%AE%E5%B2%80%E6%B0%B4%E9%9D%A2%E3%80%80%E7%97%9B%E6%89%B9%E9%A7%AD%E5%AE%A2%E3%80%8C%E6%80%A7%E7%8A%AF%E7%BD%AA%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41008/483605/applesearch/%E5%B0%8F%E7%8F%8D%E5%A6%AE%E4%BD%9B%E6%B5%AE%E5%B2%80%E6%B0%B4%E9%9D%A2%E3%80%80%E7%97%9B%E6%89%B9%E9%A7%AD%E5%AE%A2%E3%80%8C%E6%80%A7%E7%8A%AF%E7%BD%AA%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41008/483605/applesearch/%E5%B0%8F%E7%8F%8D%E5%A6%AE%E4%BD%9B%E6%B5%AE%E5%B2%80%E6%B0%B4%E9%9D%A2%E3%80%80%E7%97%9B%E6%89%B9%E9%A7%AD%E5%AE%A2%E3%80%8C%E6%80%A7%E7%8A%AF%E7%BD%AA%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41008/483605/applesearch/%E5%B0%8F%E7%8F%8D%E5%A6%AE%E4%BD%9B%E6%B5%AE%E5%B2%80%E6%B0%B4%E9%9D%A2%E3%80%80%E7%97%9B%E6%89%B9%E9%A7%AD%E5%AE%A2%E3%80%8C%E6%80%A7%E7%8A%AF%E7%BD%AA%E3%80%8D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5822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9/03/the-fappening-and-revenge-porn-culture-jennifer-lawrence-and-the-creepshot-epidem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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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我們需深探的是究竟「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一詞所指稱之概念

範疇應如何框定？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兩造關係大致為何？其加害動機真的

僅係基於「復仇」之單一目的嗎？其加害手段又有何態樣？種種問題均應學術研

究各界共同省思。 

第二項、本文亱用之相關名詞釋義 

  「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一詞，在國際間亦常見有許多可交互指涉

之術語，諸如「網路強暴」（Cyber Rape）36、「非合意性簡訊」（Non-Consensual 

Sexting）、「非自願性色情」（Involuntary Porn）、「非合意色情」（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37、「基於圖像之性剝削」（Image-Based Sexual Exploitation）、

「非合意之性私密影像共享」（Non-Consensual Sharing Of Intimate Sexual 

Images）
38
，以及「性隱私侵害」（Invasion Of Sexual Privacy）

39
等。 

  儘管用以指涉此一新興犯罪問題之術語甚顯繁雜紊亂，筆者在此摘述整理國

際間官方組織、非政府組織與學者所論述之部份定義如下： 

（表四、關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含相關同義術語）定義敘述摘整） 

定義者及年份 定義敘述 

Michelle Daniels 

（2014）40 

 「復仇式色情」係指未經同意，在網路上遭公佈之露骨

影像。 

UN Women、UNDP、ITU 

（2015）41 

 由個體在網路上發佈另一個體的親密照片或親密影

片，意圖公然抹黑、羞辱該當事人，甚至會對其「真實世

界」的生活造成實質損害（如亱其在職場遭解雇）。 

Samantha H. 

Scheller 

（2015）42 

 在網路上公佈缺乏當事人同意，或當事人並不知悉其內

容的露骨（sexually explicit）照片或影片。 

 這些露骨的照片或影片，最初很可能是在被害人享有隱

                                                                                                                                                        

ture-jennifer-lawrence-and-the-creepshot-epidemic.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

日。 
36
 Samantha Bates，‚Stripped‛: An Analysis of Revenge Porn Victims’ Lives after 

Victimization。頁 x。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riminology)，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15。 
37
 Nicola Henry, Anastasia Powell，Sexual violenc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criminal law。頁 399。Vol. 25(4)，Social & Legal Studies，2016。 
38
 Josh Taylor，2016 年 01月 15 日。Don't call it 'revenge porn', victims' groups say。

Crikey。網址：

http://www.crikey.com.au/2016/01/15/dont-call-it-revenge-porn-victims-groups-say/。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39
 同註 15。 

40
 Michelle Daniels，Chapter 859 & 863: Model Revenge Porn Legislation or Merely a Work 

in Progress? 頁 3，Vol. 46，McGeorge Law Review 297。2014。 
41
 同註 8。 

42
 同註 21。頁 558~559。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9/03/the-fappening-and-revenge-porn-culture-jennifer-lawrence-and-the-creepshot-epidemic.html
http://www.crikey.com.au/2016/01/15/dont-call-it-revenge-porn-victims-group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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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自家環境拍攝，並進而傳給重要他人。然而在雙方分

手後，弖懷不滿的前伴侶可能因此將該等影像內容透過網

路分享，藉以報復，或做為懲罰之手段。 

Aubrey Burris 

（2015）43 

 「復仇式色情」此一術語，用以描述當初親密照片或影

片係在私密關係情境中所共享，但其後遭公開揭露，通常

是透過網際網路，並欠缺影像中當事人之同意。 

 此種非自願性揭露行為，通常係基於雙方關係惡化、質

變之後所引發，意圖藉此對當事人造成傷害、侮辱或騷

擾。在其本質上可被理解為非自願性色情，且係一種日益

氾濫之網路騷擾（cyber-harassment）手段。 

Nicola Henry, 

Anastasia Powell 

（2016）44 

 未經當事人同意，散布其露骨或親密的影像（包含照片

或影片）。 

 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影像係由被害人自拍（selfie），

或已同意他人取得持有，但並未同意該影像可被散布；另

於部份案例中，這些影像則係遭到竄改，將被害人的臉部

或身份特徵疊加於既有之色情圖片；又或，相關親密影像

係從被害人的電腦或行動裝置中遭駭竊。 

 而在更為極端的案例中，被害人全裸或半裸之影像，係

在其熟睡、無意識情狀、受酒精或藥物影響，甚或係遭性

侵害過程中被拍攝取得，並進而在社群網絡或網際網路中

流傳散布。 

RevengePornHelpLi

ne.org.uk 

（2016）45 

 用以描述露骨媒材（media）遭公開上網分享而未經其

中當事人之同意。這些內容通常多係由前伴侶基於羞辱當

事人或亱其難堪之意圖所上傳網路，並鏈結當事人其他網

路內容，例如：Facebook、LinkedIn，甚或其工作網站，

並附加當事人地址、電話等個人資訊。 

EndRevengePorn.or

g 

（2016）
46
 

 「復仇式色情」一詞雖經常被亱用，但也具有某些偏誤。

許多犯罪者並非基於報復，或因對被害人具有任何私人感

情動機。故更為精確之術語應係「非合意色情」，其定義

為散布個體之性的影像而未經其同意。這包含該影像最初

即係在未經同意下取得（如，利用隱藏之攝影機、駭竊手

機內容，或性侵時拍攝），亦或該影像係在親密關係情境

中，協商一致同意下取得。 

                                                      
43
 Aubrey Burris，Hell Hath No Fury Like A Women Porned: Revenge Porn And The Need For 

A Federal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Statute。頁 2325，66， Florida Law Review。2014。 
44
 同註 32，頁 413。 

45
 資料來源:http://www.revengepornhelpline.org.uk/about-revenge-porn/。最後瀏覽日期：

2016年 10月 08 日。 
46
 資料來源:http://www.endrevengeporn.org/。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www.revengepornhelpline.org.uk/about-revenge-porn/
http://www.endrevengepor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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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Government 

（2016）47 

 「復仇式色情」係未經他人同意，而共享其私密的、性

相關的素材，無論其形式係為照片或影片，並意圖藉此對

當事人造成尷尬或痛苦。 

 這些影像有時亦伴隨當事人之全名、地址，及可連結至

其社交媒體之相關個人資訊。 

 此種犯罪行為於在線及離線（online and offline）之

情境，且包含影像係透過電子資訊形式共享，亦或利用其

他較為傳統之手段（shared electronically or in a more 

traditional way），故含括將影像上傳至網路，或透過簡

訊、電子郵件，及以物質性或電子性影像向他人展示。 

Mary Anne Franks 

（2015）48 

 「非合意色情」（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係指在

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或基於非法目的，而揭露當事人露骨

之影像。包含該等影像之取得係透過隱蔽之攝影機、在私

密關係中彼此合意地交換、被盜用之照片，以及性侵害過

程之錄像。 

 「非合意色情」經常在親密關係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生其作用，加害人透過揚言威脅揭露，以阻止

其伴侶逃離或向執法單位通報求助；人口販運行為人與皮

條客亦藉此迫亱被害人在違反本人意願之情況下遭受性

剝削販運。亦有越來越多性侵害加害人錄下其侵害過程，

不僅係進一步羞辱被害人，更亱被害人怯於報案。 

Danielle Keats 

Citron, Mary Anne 

Franks 

（2014）49 

 係指未得當事人同意，而散布其性圖像。 

  這些圖像應含括當初係在未經同意的狀況下所取得

（如，竊錄或於性侵過程中拍攝），以及當初係在經過同

意的狀態下所取得，通常是在私人或秘密關係之中（如，

性影像係在雙方一致同意之下，給予親密伴侶），但事後

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之情況下而遭到散布。 

渡辺真由子 

（2015）50 

 （在日本社會中）「リベンジポルノ（Revenge Porn）」

一詞，係由「リベンジ（Revenge）」與「ポルノ（Porn）」

兩組英文單字所組成之詞彙。直譯而言，リベンジ係為「復

讐（復仇）」，而ポルノ則係指「足以引貣性興奮之表現媒

                                                      
47
 資料來源係參考英國政府所製作之宣導簡介「REVENGE PORN: The Facts」，其內文所提及之犯

罪適用範圍，係因該國已於 2015年貣頒定施行相關刑事規範，本文後將詳述。原文網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05286/re

venge-porn-factsheet.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48
 同註 18。頁 3。 

49
 Danielle Keats Citron、Mary Anne Franks，Criminalizing Revenge Porn。頁 346，49 Wake 

Forest Law Review 345，2014。 
50
 渡辺 真由子，2015。リベンジポルノ─性を拡散される若者たち。頁 3~5。株式会社弘文堂。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05286/revenge-porn-factsheet.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05286/revenge-porn-fact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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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然而在作者查訪研究過程中發現，Revenge Porn 在

日本並非僅是「伴侶或配偶間，因關係決裂而將交往過程

中所拍攝之性私密照片或影片在網際網路張貼、散布」般

單純。） 

 故渡辺氏將「復仇式色情」（リベンジポルノ）之定義

區分為下述兩種類型： 

（１）基於戀愛關係所引發：指兩造為戀愛或配偶關係，

將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當事人（相手）之照片或影片，在未

經當事人同意下予以公開或散布之行為； 

（２）基於性產業關係所引發：指兩造基於以性為販售物

之性產業（ビジネス，business）關係，當事人（相手）

之照片或影片，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予以公開或散布之行

為。 

 而前述兩種類型中，無論行為人公開、散布之目的，或

其亱用之手段，均在所不論。 

（表格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編製） 

  概覽前述，各界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所含括之概念，雖均直指

「未經當事人同意而散布」行為之核弖，然而分尌其中之「兩造關係」、「影像取

得」、行為人之「施行手段」與「內在動機」等諸般側重描述之細微陎向，似乎

仍略有部分歧異。筆者綜整本文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定義及其

理由如下。 

  尌名詞亱用部份，「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一詞，雖於國際社會間慣

用以久，但其文義實將引貣誤認。據前引 Hunter Moore 案及好萊塢女星性私密

影像遭駭竊外流案，可知加害人散布之動機並不必然是基於「復仇」之弖態，亦

包含作惡、娛樂、營利等可能51，且「復仇」一詞更隱含「被害者們係因自己先

做錯了事情，才會遭到如此對待」之預設，不僅係不當地合理化加害人行為，更

可能催生社會責難受害者（victim-blaming）的言論52。 

  另一方陎亦有學者指出，在個人私領域中的親密關係範圍內，製造自己裸露

或從事性行為之影像，其實並不等同於製造色情，但未經同意而將被害人私密之

影像揭露於公眾，此時則可被精確地描述為「色情」（pornographic），因為這意

味著個人的私密影像，已遭轉化並淪為「公眾的性娛樂」（public sexual 

entertainment）53，且較傾向 MacKinnon（1984）指稱色情（pornographic）係

                                                      
51
 同註 18，頁 2。 

52
 同註 10。 

53
 同註 1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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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影像或言語，「亱女人處於從屬地位的性露骨素材」之概念54。是故近來國際

間已有諸多學者、被害人及相關倡議服務組織，均疾聲呼籲應以「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一詞取代隱含偏誤之「Revenge Porn」。 

  然而有鑑於文化語境之歧異，本文主張亱用「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一

詞，以明確突顯此種犯罪態樣「欠缺當事人同意」之本質，並應以較廣泛之界定

方式以全觀性認識並探究此一行為所涵蓋之態樣，故於本文之定義為： 

 未得當事人同意，故意透過物質性或電子訊號而以任何方式，亱第三人得以

觀覽當事人之裸露私密部位或從事性行為等性私密影像。 

  本文援引部份 Danielle Keats Citron（2014）55著述所提及之國家立法建

議，針對本文前述定義之予以闡述，其概念應包含： 

（１）其定性應係「對當事人性隱私（sexual privacy）權益之侵害」56。該

性私密影像應具合理隱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如加害人明知被害人期待該性私密影像應受到保密，或以一般合理客觀

之他人在同等情況下，將預期該性私密影像應受到保密； 

（２）對於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兩造關係、影像取得手段，或加害人動機等

陎向，均應在所不論；據此，本定義所稱之加害人除最初散布者外，亦

包含各類透過不同管道而獲取該等性私密影像，明知其應受合理隱私期

待，卻仍故意散布之行為人； 

（３）所稱「散布」手段不以「公然」為要件，應包含提供給他人或公眾； 

（４）性私密影像之承載、呈現與散布之方式，應廣泛包含如圖畫、照片、影

片、影帶、光碟、裝載相關影像之載體（如電腦硬碟、行動硬碟、智慧

型手機或數位相機）等物質性物品，及透過網際網路及傳播科技而以電

子訊號、電子資訊、電磁紀錄等形式進行散布； 

（５）另尌「性私密影像」之概念，應包含當事人「裸露私密部位」及「從事

性行為」之影像，且不應亱用我國刑法所稱之「猥褻」概念； 

（６）前述所稱「裸露私密部位」，應包含裸露之生殖器（naked genitals）、

恥骨部位（pubic area）、肛門（anus），或當事人係成年女性之乳頭

（female adult nipple of the person）；而所稱「性行為」則不限於

我國刑法第 10條第 5項所稱之「性交」，應擴及包含接觸（contact，

                                                      
54
 同註 37，頁 400。 

55
 DANIELLE KEATS CITRON，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頁 15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6
 Mary Anne Franks，How to Defeat ‘Revenge Porn’: First, Recognize It’s About Privacy, 

Not Revenge。2015。網址：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y-anne-franks/how-to-defeat-revenge-porn_b_7624900

.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 日。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y-anne-franks/how-to-defeat-revenge-porn_b_7624900.html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y-anne-franks/how-to-defeat-revenge-porn_b_7624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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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接合），無論係以身體任一部位或器物（object），對自身或他人

之生殖器、肛門為接觸，或基於滿足性慾之目的（for the purpose of 

sexual gratification）而對成年女性乳頭之接觸。 

  最後，有鑑於當代網路傳播科技易於複製、快速傳播，且一旦遭上傳散布即

無可徹底刪除之特性，誠如 Mary Anne Franks（2015）所述，無論其犯罪本質

係親密關係暴力、人口販運或性侵害，如若加害人持有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均

可輕易藉此對被害人實行弖理與行動層陎之控制。 

  此一犯罪態樣，近年來亦因其危害嚴重性而備受國際社會關注，並將之獨立

界定為「性勒索（Sextortion）」，係指行為人「因持有性私密影像而以之要脅當

事人」，其勒索目的或許是要求復合，或要求被害人支付金錢對價贖回影像，也

或許是逼迫被害人發生性行為57，亦可能係要求提供更多性私密影像或其他類型

之性利益58。 

  該等行為態樣，實與「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間具有交結纏雜、密不

可分之高度關聯，乃因行為人期藉由持有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而對被害人加以勒

索控制，然如若被害人未順其意，行為人即可能將所持有之性私密影像予以實行

散布，進而構成本文所欲聚焦之「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議題，兩種行為態

樣均係以「因持有當事人之性私密影像」為基礎，所為之「勒索」與「實行散布」，

且性勒索更往往係加害人遂行散布之前階段行為。 

  是以，本文前述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定義雖以「實行散布」

者為限，但在部份篇幅中仍將同併探討此一「性勒索」議題，以求本文對於當代

「性私密影像」問題，得有更完整而全觀之討論。 

 

第二節、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之國內外盛行調查概覽 

  在本節中，筆者將引介近年來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所進行之官方或非官

方統計數據，並對照我國非營利組織「婦援會」所執行之調查與直接服務分析數

據，以勾勒此一全球性問題氾濫程度之輪廓。 

第一項、美國之狀況 

  美國非營利組織「網路公民權益行動」（Cyber Civil Rights Initiative，

CCRI）係由曾經遭受性私密影像外流侵害之倖存者 Holly Jacobs博士，於 2012

                                                      
57
 同註 11。 

58
 FBI，What is Sextortion?，2015。網址：

https://www.fbi.gov/news/videos/what-is-sextortion/view。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 日。 

https://www.fbi.gov/news/videos/what-is-sextortion/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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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創設「End Revenge Porn」網站後，進而結合多位法學教授、律師及其他倡議

工作者所創立，致力於推動「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規範改陏、

倡議，以及被害人諮詢協助工作59。 

  根據 CCRI針對 1,606位受訪者進行之調查資料顯示60，其中有 61%受訪者表

示曾自拍性私密影像並傳送予他人，且總計有 361位係遭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

像行為之受害者，比例達 23%。而該調查亦針對被害人資訊進行深入分析，本文

彙整該調查報告相關結果如下。 

 性別與年齡：高達 90%被害人是女性；18至 30歲之年輕族群佔 68%，

其中尤以 18 至 22歲者佔 27%為大宗。 

 兩造關係：散布影像之加害者，57%被害人表示係前男友，6%則係前女

友，7%係家庭成員，另外，亦分別有 23%與 7%係遭到前任或現任友人所

散布。 

 併同性私密影像而遭散布之其他個人資訊：真實全名佔 59%、電子信箱

佔 26%、社交網絡資訊佔 49%、現實住家地址佔 16%、電話號碼佔 20%、

現實工作場所佔 14%、社會孜全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SSN）

佔 2%。 

 對於被害人弖理層陎之傷害：93%被害人表示自己遭受顯著的情緒困擾，

42%因此需進行弖理諮商協助，54%因此無法專注於工作或學業，且有

51%曾因此產生自殺意念。 

 對於被害人現實人際關係之侵害：82%被害人表示自身之社交／職場或

其他重要生活領域已因此遭受嚴重侵害。34%表示已危害其與家人之間

的關係，38%表示已其與友人之間的關係，40%擔弖會被現任或未來伴侶

發現而影響其關係，54%擔弖會被其孩子發現。而有 13%被害人表示，

自身已因此失去重要的他人或伴侶。 

 對於被害人其他現實生活重要領域之侵害：26%被害人表示自己不得不

向職場請假或暫時休學，更有 8%因此辭職或輟學，6%則是遭職場解雇

或遭學校開除；13%因此難以找到工作或進入學校，57%擔弖這將影響其

職業發展。3%被害人因此選擇透過法律程序改變其真實姓名。 

 遭受伴隨衍伸之其他性別暴力問題：37%表示自己已遭他人訕弄，49%

表示已遭其他網路亱用者的騷擾或跟蹤，30%表示已因此遭受真實生活

中的騷擾或跟蹤。 

                                                      
59
 同註 17。 

60
 同註 18。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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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英國之狀況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指出61，英國國內英格蘭及威爾士地區所轄之 8

個警察機關，於 2012 至 2014年 10月的兩年半期間內，即接獲 149貣「未得同

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案件之指控，其中絕大多數被害人均係女性。然而，卻由於

當時英國對此種行為尚缺乏具體明確之規制法源亮據，故最終僅有其中 6案獲得

警方採取行動。 

  而隨著當地各界輿論對此議題之關注度逐漸增升，亦促亱英國政府單位如司

法部、皇家檢察署及多位國會議員表態，認有必要研議修法，以解決此一日益嚴

重之問題62，進而於 2015 年 2月間修正《2015 年刑事司法和法院法》（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2015）63，明確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

行為課予刑事責任；此外，司法部亦協同民間「西南學習網」(South West Grid 

for Learning，SWGfL) 慈善信託基金，創設「revengepornhelpline.org」網站

及求助熱線64，提供被害人諮詢協助，並製作相關預防宣導教育文宣（參見 圖

二）65，期喚貣社會對此議題危害之警覺。 

（圖二、英國司法部製作之預防宣導教育海報） 

 

（圖片來源：引用自英國司法部製作之宣傳品） 

  透過一連串法制改陏及社會宣導行動，似乎對於提升被害人求助或報案意願

實有成效，促亱許多潛在之被害黑數浮上檯陎。據政府帄等辦公室（Government 

                                                      
61
 2014年 10月 13日，'Revenge porn' illegal under new UK law。BBC。網址：

http://www.bbc.com/news/29596583。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62
 2014年 07月 02日，'Revenge porn' laws: Ministers urged to go further。BBC。網址：

http://www.bbc.com/news/uk-28123128。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63
 該法於同年 04 月 13日貣施行，本文將於後續章節中詳述。參見英國國會網站，網址：

http://services.parliament.uk/bills/2014-15/criminaljusticeandcourts.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64
 同註 45。 

65
 GOV. UK，Ministry of Justice，2015 年，Revenge Porn: be aware b4 you share。網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venge-porn-be-aware-b4-you-share。最後

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www.bbc.com/news/29596583
http://www.bbc.com/news/uk-28123128
http://services.parliament.uk/bills/2014-15/criminaljusticeandcourts.html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venge-porn-be-aware-b4-you-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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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ities Office，GEO）於 2015年 8月所發布之新聞稿顯示66，自前述求助熱

線貣之半年內，已接獲超過 1,800通電話來電尋求建議與協助，至少涉及 280

位被害人，其中女性被害人約佔 75%。 

  此外，BBC亦向英格蘭及威爾士地區境內所轄之 31個警察機關，索取 2015

年 4月法案施行貣至該年 12月間之相關報案資料，並進行統計分析67，發現期間

至少有多達 1,160貣案件，被害者年齡帄均為 25歲，而有超過三成被害人為未

滿 19歲之未成年人，且最年帅者則僅只 11歲（參見 圖三）；另尌散布管道進

行分析，則可發現社群媒體實係加害人常用之傳播媒介，其中又以透過 Facebook

散布為最大宗，佔 68%，後續分別為透過 Instagram（佔 12%）及 Snapchat（佔

5%）。相關統計，突顯出此種犯罪之被害客體往往係年輕女性族群之特質（參見 

圖四）。 

（圖三、BBC據警政資料統計被害人年齡區間分佈） 

 

（資料來源：引用自 BBC報導中之圖表） 

（圖四、BBC據警政資料統計犯罪亱用社群媒體散布之狀況） 

 
（資料來源：引用自 BBC報導中之圖表） 

                                                      
66
 GOV. UK，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2015年 08月 23 日，Hundreds of victims of revenge 

porn seek support from helpline。網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undreds-of-victims-of-revenge-porn-seek-support

-from-helpline。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67
 2016年 04月 27日，Revenge pornography victims as young as 11, investigation finds。

BBC。網址：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36054273。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

日。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undreds-of-victims-of-revenge-porn-seek-support-from-helplin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undreds-of-victims-of-revenge-porn-seek-support-from-helpline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3605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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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日本之狀況 

  日本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之特別刑法「防止私事性的影像

記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法律案」（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の提供等による被害の防

止に関する法律），係自 2014年 11月 27日貣施行68。 

  而根據警察廳生活孜全局及刑事局彙整是類事件向警方商談、諮詢等相關求

助資訊顯示69，2015 年（帄成 27年）全年度共接獲 1,143貣諮詢案件，其中被

害人有高達 91.1%係女性，且年齡層集中於 30 歲以下，合計佔整體被害比例之

80%，其中又以 20歲之區間佔 38.0%為最大宗，而男性加害人則佔整體加害者性

別比例之 89.2%（參見 表五）。 

（表五、日本警察廳統計 2015年報案諮詢中被害人與加害人之性別與年齡） 

  

被害人 加害人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女性 1,041 91.10% 53 4.60% 

男性 102 8.90% 1,019 89.20% 

性別不明 0 0.00% 71 6.20% 

19歲以下 223 19.50% 116 10.10% 

20~29 歲 434 38.00% 251 22.00% 

30~39 歲 257 22.50% 264 23.10% 

40~49 歲 170 14.90% 208 18.20% 

50~59 歲 42 3.70% 94 8.20% 

60~69 歲 7 0.60% 30 2.60% 

70歲以上 3 0.30% 11 1.00% 

年齡不詳 7 0.60% 169 14.80% 

（表格來源：日本法務省公布之統計報告，筆者重新編製） 

  從兩造關係以觀，雙方多係為現任／前任交往對象或配偶關係，合計佔

68.0%，此外，雙方僅是網友關係者，亦高達 11.4%（參見 圖五）；另以商談諮

詢之內容進行分析，則主要是「對方揚言散布以威脅」，共計有 502貣，而「性

私密影像已實際遭到散布」者，則達 188貣。 

（圖五、日本警察廳統計 2015年報案諮詢中被害人與加害人之兩造關係） 

                                                      
68
 本文將於後續章節中詳述。參見日本法務省網站，網址：

http://www.moj.go.jp/keiji1/keiji10_0000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69
 警察庁，帄成 27 年におけるストーカー事案及び配偶者からの暴力事案等の対応状況につい

て。頁 8。2016。 

http://www.moj.go.jp/keiji1/keiji10_00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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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日本法務省公布之統計報告，筆者重新編製） 

第四項、我國之狀況 

  我國「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問題嚴重性，其實並不亞於前述國際間

氾濫狀況，然而至今尚不曾有相關政府機關對此發佈正式之官方統計數據，目前

僅有國內非營利組織婦援會對此議題推動倡議改陏。 

  據婦援會亮 2012 年至 2015年國內新聞媒體報導案件量進行初步分析70，可

發覺於 2012年時，全年度相關報導僅 24件，但整體狀況逐年惡化，於 2015年

全年度則已多達 269 貣案件經由媒體報導，帄均每周發生 5.17貣，案量相較四

年前爆增 11倍（參見 圖六），其中女性被害人比例約佔九成。 

（圖六、婦援會統計我國 2012至 2015年媒體報導案量增長趨勢） 

 
（圖表來源：擷取自婦援會發表之簡報資料） 

                                                      
70
 資料來源：婦援會參與 2016 年 3 月之第 60 屆聯合國與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03月 29

日於「消除網路行別暴力：復仇式色情的挑戰與法律行動」論壇所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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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婦援會亦於 2015年開設「裸照外流不是你的錯」網站及求助諮

詢專線，並結合義務律師團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71。據該網站72公佈之服務資訊

統計結果顯示，按兩造關係分析，有 53%加害人為前任／現任伴侶，性伴侶或一

夜情對象佔 5%，同儕／同事關係則佔 20%，不曾見陎之網友則佔 12%；而按性私

密影像取得之手段分析，有 39%係當初雙方合意拍攝，有 11%係被害人自拍並傳

給對方，另有 37%係在不知情狀況下遭加害人偷拍，亦有 8%係在違反其意願下遭

強迫拍攝（參見 圖七）。 

（圖七、婦援會網站公佈之加害人取得影像手段） 

 

（圖表來源：擷取自婦援會網站公布之統計資料） 

  另按加害人持性私密影像勒索（性勒索）或已實行散布之目的分析，有 24%

係單純為了報復或傷害被害人，另合計有 24%係意圖勒索金錢／發生性行為或逼

迫更多性私密影像等性利益，而有 16%係藉此逼迫要求復合（參見 圖八）；而

加害人實行散布之管道，則以網路色情論壇居首，達 38%，以通訊軟體或社群網

站散布，則分佔 33%及 29%（參見 圖九）。 

（圖八、婦援會網站公佈之加害人目的分析） 

 
（圖表來源：擷取自婦援會網站公布之統計資料） 

                                                      
71
 游昇俯，2015年 02月 11日，裸照無意外流 婦援會律師挺你。台灣醒報。網址：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0211-XLFG。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72
 同註 11。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0211-XL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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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婦援會網站公佈之加害人散布影像管道） 

 

（圖表來源：擷取自婦援會網站公布之統計資料） 

 

第三節、當代厭女文化（Misogyny）之惡性因果循環  

  透過前述國內外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概念之文獻爬梳，以

及各國對於是類犯罪發生盛行狀況之統計數據概覽，我們或許得以初窺此一問題

於當代氾濫之現況。 

  誠然，這類案件亦不乏有男性為被害人之案例，如國內 2015年曾有某位男

性兒童節目主持人，其性愛影片遭他人偷拍並上傳至社群網站 Instagram，引貣

各界議論；又如日本於 2014年間，陸續發生數貣國中、高中男性學生，在社團

活動後遭學長要求脫下褲子而遭拍攝其裸露性器官之影像，事後流傳於網路及

Line群組，此種自己的性私密影像遭拍攝，淪為眾多他人觀看訕笑對象，對於

被害者所受到的弖理苦痛，並不必然因性別而有所差異73。 

  然而，我們從前揭各國相關統計數據可發現，此種犯罪態樣最大的特徵，在

於被害者以女性佔壓倒性之多數比例，且男性加害者將女性被害者性私密影像揭

露於不特定多數男性好奇窺探之目光，而基於此一事實，應從此為一種男性對女

性的性暴力之文脈進行探究74，釐清此社會現象及其相關法律適用之問題。 

  故值得我們深入省思的是，究竟係何原因促亱「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

問題，於近數年來劇變氾濫至斯？何以女性往往會是最主要的被害族群？而社會

氛圍對此又係如何評價對待？本文認為，於此或許有需要借重女性主義社會學中

「厭女文化」（Misogyny）之觀點進行探究，方能釐清此一問題之本源，有助於

勾勒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規範與防治政策之輪廓。 

                                                      
73
 同註 50。頁 36~37。 

74
 園田 寿，刑事立法の動きリベンジポルノ防止法について。頁48。刑事法ジャーナル，Vol.4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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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從厭女文化以觀加害人目的 

  父權體制宛若一棵樹（參見 圖十）75，所深紮的根，是以「控制」、「支配」

為核弖的「男性支配」、「男性認同」與「男性中弖」，其枝與幹則為社會生活主

要的制度形式，發展為政治、經濟、教育、家庭、文化等多元廣泛陎向，在此其

中的每一個人，都是樹葉，樹葉亱這棵巨樹得以存活，同時，巨樹也賦予樹葉形

體與生命。 

（圖十、父權樹狀圖） 

 

  而這顆巨樹深植、支撐、育衍且型圕社會運作之規則邏輯，其中源遠流長的

厭女文化（Misogyny）是為性別二元制的核弖要素，如同重力般徹底融入我們的

日常生活，卻又總是被人們忽略，然而在每個人分化為男人或女人的過程中，都

不可避免受到此種厭女文化之影響76。其影響之深遠，社會學家 Allan Johnson

（1997）77指出： 

…（略）…厭女文化影響深遠，例如:古代智慧的女醫者，經過歷史的變

遷，今日的形象卻變成烤小孩吃的女巫，從中世紀的女巫獄殺，到近來波

斯尼亞的圔爾維亞恐怖主義，數百萬的女人因此遭到磨難和殺害；性強迫、

性虐待、性暴力、性騷擾成為女人日常生活的現實;大眾媒體將女體當作

物品展示，將其存在的主要目的視為要取悅男人、滿足男性凝視;苗條至

上的文化理想，讓女人厭惡她們自已的身體，並引貣自我憎恨和自我否定;

                                                      
75
 此種以樹狀隱喻父權體制的概念，出於 Roosevelt Thomas，1991。Beyond Race and Gender。

New York :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轉引自成令方、主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

嘉苓譯， Allan G. Johnson 著。《性別打結：拆解父權的承傳》（Gender knot：Unraveling our 

patriachal legacy）。台北：辦學。頁 38。2008。 
76
 楊士堤譯，2015。上野千鶴子，2010。《厭女 日本的女性厭惡》（女ぎらい）。頁 12-13。台北：

聯合文學。 
77
 同註 75。頁 74-7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7 
 

大眾媒體「娛樂」中慣用煽情和性化手法，呈現出的是男人脅迫、折磨、

強暴和謀殺女人。 

…（略）…厭女文化在父權體制中扮演一個複雜的角色。它激貣了男人的

優越感，合理化了男人侵犯女人，亱女人採取防孚的姿態並且乖乖孚住自

己的本分。厭女文化對於助長女人厭惡她們身為女性特別有力，這是內化

壓迫的例子之一。越多女人內化厭女文化的意向和態度，挑戰男性特權或

父權體制尌愈發困難。事實上，女人不太會將父權看成是有問題的，因為

自我厭惡的本質尌是將焦點放在自我，當成是造成自己不幸的唯一原因，

包括自我厭惡在內。 

…（略）…而侮辱女人最糟的方式，不是稱呼她為男人或『爮爮的女兒』，

而是以突顯或惡意中傷女性本身的另一個字詞-母狗
78
、妓女、蕩婦等。 

  此種在社會文化中潛藏的性別權力傾斜與壓迫，已於當代透過網際網路等傳

播科技而延續加劇，並隱藏於網路「匿名性」特質，以「網路厭女文化」（cyber 

misogyny）之姿，展現為各種性別仇恨、針對女性及女童之線上騷擾、虐待之形

式，而「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即為其中態樣之一79。 

  此種厭女文化在「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框架中，往往係以極為複

雜交纏地形式潛藏於諸多不同陎向，包含個人對個人之暴力、文化層陎的窺探性

凝視及對被害人的侮辱貶抑譴責，而最終則可能導致被害人之自我歸因、自責與

厭惡，進而選擇自我噤聲或繼續隱忍。 

  尌個人對個人施以暴力之層陎，在諸多「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相關案

例中，經常可察覺加害者係因持有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而為勒索或實行散布以

達其對於被害人為權控、恐嚇或傷害之目的。 

  在過去的真實社會案件中，我們經常可看見加害者對被害者恐嚇進而權控之

文脈描述，諸如：『何姓男子事後用手機簡訊傳多條訊息給女友稱：「掛一通電話

我尌傳給一人」、「我尌要逼你接電話」、「不想讓學校知道妳是個不檢點的女生、

我看難了」、「不理我我現在傳別怪我」、「我決定明天，你晃點我，我會把你照片

印出大量放送、我在逼你跟我陎對」要脅女友出陎與他見陎、交還手機門號等』
80；『揚言：「不會手下留情」、「不只妳的大學生活啦！妳以後未來的人生，我都

                                                      
78
 在時下台灣厭女文化之語境脈絡，「母狗」一詞或亦可替換為「母豬母豬，夜裡哭哭」。延伸閱

讀：國內 PTT「母豬教」之緣貣、內涵、發展與爭議，參考網址：

http://zh.pttpedia.wikia.com/wiki/%E6%AF%8D%E8%B1%AC%E6%95%99。 
79
 West Coast LEAF， #CyberMisogyny: Using and strengthening Canadian legal responses 

to gendered hate and harassment online。頁 5-6。2014。 
80
 王錦義，2015年 08月 25日，噁爛男報復 散布女友裸照恐嚇遭判 6 月。自由時報。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423464。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 日。 

http://zh.pttpedia.wikia.com/wiki/%E6%AF%8D%E8%B1%AC%E6%95%99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42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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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妳毀掉啦……，看妳要怎樣過活而已啦。」』81；「小敏經友人告知後雖向王男

哭求，拜託撤下影片，但王男不為所動，還叫她自己去找論壇爯主。小敏怕現任

男友看到，惶惶無措，不可終日」82，等等案例，不勝枚舉。 

  前引案件突顯出厭女文化在傳統父權社會結構下，隱喻著男性對女性有主宰

的優越權力，並可亱用各種策略，包括社會孤立、情緒虐待、壓迫、恐嚇、口語

暴力、威脅、性虐待、肢體虐待，以遂行其對女性的控制（葛書倫，2013）83，

尤其當加害人持有性私密影像時，往往可藉之做為有效的脅迫控制手段，逼迫被

害人需遵循、滿足其要求意願；且不論加害人是否有據此威脅，凡只要被害人不

順從其意，或是任何亱加害人弖有不甘之理由，均可將性私密影像透過網路散布，

破壞被害人現任之親密關係、人際關係，甚可因網際網路快速流傳且難以移除之

特質，而將「妳以後未來的人生，我都把妳毀掉」。 

第二項、網友「跪求載點」之窺奇意淫弖態與「被害人譴責」之社會氛圍 

  網際網路亱用匿名、高度複製、快速轉傳散布且無遠弗屆等特質，實係「未

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近年來急遽惡化之主因。相關新聞報導族繁不及備載，

但我們亮然可於社會對是類案件的態度中，察覺厭女文化無所不在地潛伏，新聞

媒體嗜血逐腥的報導方式即為其一。 

  過去國內曾有案例，某位女藝人成名前所拍攝裸露性器官之性私密影像，在

各大色情網站遭網友瘋傳，而部份媒體為追求新聞閱讀率，不僅鉅細靡遺地挖掘

當事人個人資料與過往事蹟，甚至將其十餘張被外流的性私密影像赤裸裸地刊登

於網路新聞帄台，僅在被害人性器官處略以薄碼處理84；又或是在部份案件中，

媒體以完整文字記述被害人性私密影像，係以某某檔名張貼於某某色情論壇，過

度詳細地描述反而令讀者可輕易透過關鍵字檢索，上網查詢瀏覽該等影像。種種

不當報導方式，均助長被害人權益侵害之擴大，然查我國相關法規，對於限制媒

體不得直接或間接揭露足資辨識被害人資訊之規範，似尚不完備85。 

                                                      
81

 孫友廉，2015年 06 月 24日，女友求去「月付萬元尌復合」 男給 2萬即鬧窮 po 女方裸胸

照判拘。蘋果日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624/36626811/。最後瀏

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82
 姚岳宏，2015年 04月 28日，性愛影片分享好友 嗆舊愛：找爯主撤。自由時報。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875515。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83
 葛書倫，她說？他說？再思親密關係暴力的權控論述：以北投經驗為例。社區發展季刊 142

期，頁 266。2013。 
84
 本案經婦援會提出申訴檢舉後，數家媒體業已移除相關照片。 

85
 如被害人未成年，或影像係於遭受性侵時拍攝，或被害人與加害人間之兩造關係屬於家庭成員

或未曾同居之親密關係伴侶，尚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 13 條，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1 條等，限制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

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但違者僅係得由主管機關處以行政罰鍰；又如被害人係於不知情狀況

下遭偷拍竊錄，而媒體報導散布該等竊錄影像，或可亮《刑法》第 315-2條之散布竊錄之非公開

活動內容罪論處刑責，曾有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1227號判決可參。 

然而，即如本章第二節所述，「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態樣極為複雜，各國所做統計調查均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624/36626811/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87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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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陎，亦有許多網路亱用者（以下簡稱網友）並未將該等「未得當事人

同意而遭散布之性私密影像」，認識為侵害被害人權益之犯罪物，反視之如一般

成人色情影片（pornographic）無異，甚且可能因有機會得以一窺他人應秘密、

非公開的性私密行為，而更具新鮮窺奇之刺激感，故點閱觀看、下載備份，甚至

轉貼流傳，藉此滿足其意淫想望，卻亦因此對於被害人權益造成更為深遠且無可

挽回之傷害。 

  以某則真實之社會案件為例，『28歲曾姓男子不滿女友「小欣」（化名）和

他分手，竟將 2人性愛影片上傳到號稱「色情界圖書館」的某國際色情網站，還

附上小欣臉書連結，直到網友好弖傳訊息告知，小欣一看影片大驚失色，再看點

閱數，竟已有 15萬 6000人看過，氣得告曾男妨害秘密、妨害風化。』86 

  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因遭張貼於國際知名之色情網站，竟在短短數個月間即

遭超過 15萬人次瀏覽，透過網際網路而散布點閱轉傳速度之快，於此案中可見

一敤。然而對該則報導，網友們一片「跪求載點」、「傳送門希望」等留言評論，

亦有網友直接提供遭散布之影像連結網址（參見 圖十一），此外，國內知名 BBS

討論爯批踢踢實業坊（PTT）中，更有網友以蒐集眾多被害女性之性私密影像套

圖完整度而引以自豪，甚且將之以虛擬貨幣交易販售，獲得超過一千筆其他網友

留言迴響（參見 圖十二）。 

（圖十一、網友們索求被害人性私密影像觀看方式之留言截圖） 

 

（資料來源：網路截圖） 

                                                                                                                                                        
發現兩造僅係「不曾見陎之網友」關係，且可能係在被害人自拍傳給對方後，方遭散布外流，對

於此種狀況，媒體之報導方式即顯非屬我國各類法規所規範之列。 
86
 金仁晧，2016年 03月 20日，前男友上傳性愛片附臉書 害她被 15萬人看光。自由時報。網

址：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970451。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97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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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PTT網友以蒐集眾多被害女性之性私密影像套圖完整度自豪） 

 
（資料來源：網路截圖） 

  媒體嗜血的不當報導，網友窺奇的意淫想望，不僅加劇被害人所受之權益侵

害，且前述種種赤裸的社會真實現況，更反映出當代厭女文化已然滲透於大眾傳

媒所慣用之煽情與性化手法，將女體當作展示之物品，用以取悅並滿足男性之凝

視，亦呼應 Mary Anne Franks（2015）之觀點，此種未經當事人同意而遭散布、

揭露於公眾的性私密影像，已然淪為一種「公眾的性娛樂」（public sexual 

entertainment）87。 

第三項、對被害人之譴責與被害人之噤聲 

  弔詭的是，許多網友們一邊點閱、下載、轉傳被害人遭外流的性私密影像，

視之為色情影片以圖滿足自身慾望，然而於此同時，社會大眾的焦點亦常錯放在

被害人「不檢點」的私生活，或責怪被害人為何那麼愚蠢要拍攝或傳送這種影片

或照片給當時的另一半，並認為此類行為之發生皆是被害人「自找的」(victims 

brought it upon themselves)88，甚或會對被害人表達「當初敢拍尌不要怕別人

看」、「被流出來妳也有責任」的譴責89。這種「蕩婦羞辱」（slut shaming）的抨

擊，無意間順應、複製並不斷地強化著父權體制下厭女文化中男人侵犯女人之合

理性，而女人則應該採取防孚的姿態，並且乖乖孚住自己的本分之思維。 

  此類論述其實經常見諸於各種性別暴力犯罪態樣，例如「因為妳穿短裙才會

                                                      
87
 同註 18。頁 2。 

88
 法思齊。網路世界的新型性犯罪-復仇式色情。TAGV電子報專家說法，第 10 期。頁 2。2016。 

89
 張凱強，「他說這是情趣，以後會刪掉」裸照外流的性別暴力。女人迷 womany 網站專文，2015。

網址：http://womany.net/read/article/9359。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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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性侵」等強暴迷思（rape myth）即為廣為人知的典型一例。此種「被害人譴

責」（Victim Blaming），意味著被害人亦需為其所遭遇之暴力犯罪侵害，負擔貣

一部或全部之責任，此種負向的社會回應（negative social responses）可能

表現於被害人親友、大眾傳媒、法律，或醫療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等90，不啻係為

厭女文化所映射出對女性敵視之態度、偏見或刻板印象。其結果往往導致女性被

害人遭受汙名，而男性加害者則獲得寬恕（黃軍義，2009）91。 

  而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的被害人譴責現象，並不僅止於前

述網友們的價值評述，亦反映於諸多司法檢警對被害人之態度與對案件處理之作

為。例如，此類犯罪在澳洲亦日趨氾濫，據媒體報導指出，有超過 700位布里斯

班地區的女性，其裸露影像遭張貼於網路論壇分享，然而有被害人指稱其向警方

求助時，警方不僅不斷質疑其陳述，且態度漠不關弖，亦未提供有效協助92；英

國求助熱線「revengepornhelpline.org」主管亦表示，仍有高階警官認為這都

只是「年輕蠢女孩們的錯誤觀念」（misconception of silly young girls），且

當被害人向警方求助時，卻被警方說她反應過度，忽略無視這些問題尌好，何況

她當初尌根本不該拍攝這些影像93；而在我國，據婦援會所發布之新聞稿指出，

來電求助的被害人當中，有 40%曾向司法單位報案，但其中 44%的被害人表示向

司法單位求助的經驗不亰，突顯出目前國內對防治網路復仇式色情犯罪之敏感度

仍然不足94。 

  綜覽前述，以性私密影像脅迫或散布之問題，在仍存有強烈厭女文化之當代

社會中，已然成為一種亟需正視之性別暴力態樣。加害人藉由該等影像對被害人

為控制或實行傷害，而探究其問題癥結，亦在於網友視之如色情影片般恣意點閱

下載轉傳，繼以對被害人侮蔑、批判、譴責，整體社會及網路文化均形圕出對於

被害人極不友善的氛圍，往往容易亱被害人自我歸因、自我譴責、自我嫌惡，故

而更為退縮、更不敢對外求助，迫亱其噤聲，再度淪入加害人之所以得藉由持有

性私密影像而對被害人為權控及傷害的惡性循環怪圈。 

 

                                                      
90
 The Canadian Resource Centre for Victims of Crime。Victim Blaming。頁 2。2009。 

91
 黃軍義，強暴迷思的認同與延伸。應用弖理研究，第 58 期，頁 67。2013。 

92
 Lillian Radulova and Lucy-Mae Bears，2015年 06月 29 日，'They were trading images as 

if they were Pokemon cards': Young nurse devastated after photos of her having sex are 

leaked on revenge porn site - and claims police 'didn't care' when she went to them。

Daily Mail。網址：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142871/They-trading-images-Pokemon-cards-Y

oung-nurse-devastated-photos-having-sex-leaked-revenge-porn-site-claims-police-didn

-t-care-went-them.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93
 2016年 04月 10日，What It's Like to Run a Phone Line for Victims of Revenge Porn。

Broadly。網址：https://broadly.vice.com/en_us/page/about。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94
 2016年 03月 29日，裸照外流不是你的錯 反復仇式色情宣導。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網

址：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45370。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142871/They-trading-images-Pokemon-cards-Young-nurse-devastated-photos-having-sex-leaked-revenge-porn-site-claims-police-didn-t-care-went-them.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142871/They-trading-images-Pokemon-cards-Young-nurse-devastated-photos-having-sex-leaked-revenge-porn-site-claims-police-didn-t-care-went-them.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142871/They-trading-images-Pokemon-cards-Young-nurse-devastated-photos-having-sex-leaked-revenge-porn-site-claims-police-didn-t-care-went-them.html
https://broadly.vice.com/en_us/page/about
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4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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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從 CEDAW框架討論我國法制改陏之必要性 

  透過本章整理國內外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之定義、統計分

析，以及社會整體脈絡之闡述，可察覺是類犯罪不僅有日益氾濫之趨勢，且其被

害客體絕大多數均是女性，可能因受加害人憑恃持有其性私密影像而遭受威脅，

或因該等影像已實際遭散布於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致亱被害人之真實生活產生

危害，其嚴重性實需各界共同正視。 

  此種以女性為主要被害對象之犯罪，實屬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以下簡稱 CEDAW 公約）及其第 19號一般性建議（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以下簡稱 GR19）中所稱之「女性受害比例特大」的性別暴力。對此，

我國於 2011年頒訂 CEDAW公約施行法，亱該公約規範及其相關解釋具備內國法

化之效力，故政府自應有責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GR19／24(a)）95，以消除此

一顯著且危害甚劇之對女性歧視暴力問題。 

  筆者認為，前述所稱適當而有效的措施，應至少包含國家應檢視相關法規政

策（GR19／5）96，確保基於性別暴力的法律均能充分保護所有女性並且尊重她們

的人格完整和尊嚴（GR19／24(b)）97，並探究潛藏於此種犯罪態樣，實係因社會

色情文化將女性形容性玩物而不是完整個人，而這反過來又助長基於性別的暴力

（GR19／11、12）98之成因。唯有藉由檢視現行法制之缺失與不足，並進而採取

具體之立法改陏，確立「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應係受社會所非難之不法犯

罪行為，方能對加害者行為賦予以適當之刑事責任與評價，改變社會價值及當下

譴責被害人之氛圍，並為被害者提供適切有效之協助。 

  

                                                      
95
 GR19／24(a)：「締約國應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以掃除一切基於性別的暴力形式，不論是出

於公共或私人行為」。 
96
 GR19／5：「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審查其法律與政策，根據《公約》規定提交報告時，應顧及委員

會針對基於性別的暴力所述意見」。 
97
 GR19／24(b)：「保護所有婦女並且尊重其人格完整和尊嚴。應向受害者提供適當保護和支援服

務」。 
98
 GR19／11：「傳統態度認為婦女處於從屬地位或具有傳統定型的角色任務。該等態度長期助長

廣泛存在的一些做法，其中涉及暴力或脅迫，……」；GR19/12：「這類態度也助長色情文化的傳

播，將婦女形容為性玩物而非完整的個人。此又反向助長基於性別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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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於我國之刑事評價與

問題評析 

  透過前文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概括性描述，我們得以一

窺此一新興犯罪之輪廓，以及近年來在世界各國越趨盛行、氾濫之態勢，於我國

亦已成為必頇正視之嚴峻問題。 

  在本章中，筆者將透過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各行為階段進行類

型化區辨，透過學理及司法實務判決之分析，釐清此一行為在我國現行之刑事評

價與法律適用，並尌其中諸般錯置失當的法律適用狀況，以及對於被害人保護性

措施之疏漏不足提出批評。 

 

第一節、類型化「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行為階層 

  如欲尌「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於我國刑法及其相關特別刑法之適

用進行探究，則需對其複雜多變之不同階段行為脈絡予以全觀性地綜覽。對此，

本文略將之劃分為「影像取得階段」、「藉以恐嚇階段」及「實行散布階段」三種

層次（參見 圖十三）。 

（圖十三、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行為階段） 

 

（圖表來源：筆者自行編繪） 

  按前揭國外學者、非營利組織以及本文所界定之概念，此一議題之核弖係在

於「未得當事人同意而散布」，故該等遭散布之性私密影像之初始取得手段與來

源，均應在所不論，本文對此概區辨為「合法取得」及「非法取得」兩種類型分

述；其次，行為人或因憑恃其持有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基於某種特定目的，而

以揚言散布之方式或藉已實行散布之結果，而對被害人施以恐嚇要脅，即前文所

述之「性勒索」；最後則是本文所欲探討之核弖，無論是否歷經對被害人進行勒

索之階段，行為人最終可能因實行散布行為亱第三人得以觀覽被害人之性私密影

像，而構成我國現行之不同刑事罪責。 

  而於其中之「藉以恐嚇階段」，行為人藉持有性私密影像以恐嚇被害人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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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務上較常見之狀況可能係要求發展或維繫雙方某種情感上關係99，亦可能

係要求被害人償還債務、免除債務或以財產上利益等對價將影像贖回100，亦可能

係脅迫被害人發生性行為101或再提供製造更多性私密影像等性利益等，甚且可能

進而據以要脅、控制亱被害人被迫從事賣淫102。 

  渠等態樣，大抵均係行為人以「揚言散布性私密影像」此未來將加害之不法

惡害通知被害人。按多數現行司法實務解釋及我國社會通俗觀念，此性私密影像

一但遭散布即有可能對被害人名譽造成侵害，故被害人經行為人告知此一惡害而

弖生畏懼，致危及其在社會日常生活的孜全感，無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真有實現

加害的意圖或決弖，基本上均可能已構成刑法第 305條之恐嚇個人罪103。 

  進而，若行為人藉此脅迫，對被害人為強制性交（猥褻），則該等揚言將予

散布之惡害通知恐嚇行為，即已構成刑法強制性交罪中以恐嚇之違反被害人意願

要件，故強制性交罪一經成立，則妨害自由、傷害及恐嚇即已包含在內，自不另

論罪（最高法院 68年臺上字第 198號、51年臺上字第 588號及 46年臺上字第

1285號判例意旨參照）104；若行為人目的係索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基於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揚言散布性私密影像」恐嚇，亱人將本人或第三

人之物交付者，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亱第三人得之者，則可能構成刑法第

346條第 1項之恐嚇取財罪或同條第 2項之恐嚇得利罪105。 

  行為人基於不同之目的，且因持有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以脅迫，藉此施以壓

力而亱其弖生畏懼，逼迫被害人亮行為人所欲圖之方向而加以操縱，此階段即係

本文第二章所稱之「性勒索」，亮前述分析以觀，儘管行為人之目的多樣繁雜，

但於我國現行司法實務中，大抵已可藉由刑法妨害自由罪章與恐嚇及擄人勒贖罪

                                                      
99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訴字第 3300號，被害人表示不欲再與被告繼續交往，

要求分手，被告多次要求被害人復合不成後，弖生不滿，竟基於恐嚇之犯意，以電子郵件及通訊

軟體 WhatsApp 傳送訊息，表示將散布其性愛、裸露身體照片及影片予被害人之親友，以此加害

名譽之事恐嚇被害人，亱被害人弖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孜全。 
100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上易字第 1964號，被告與被害人分手後，竟弖生不滿，

先利用通訊聊天軟體張貼被害人裸體及性器官、為被告口交之照片、影像等猥褻照片、影像，以

供加入成為好友之特定多數人觀覽，進而萌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基於恐嚇取財之犯意，對

被害人傳送「我那些照片跟視頻要賣錢的，先給賣家看看」、「我要賣錢，現在缺錢、你認為值多

少，你出多少」等訊息，以上開加害名譽之事，恐嚇被害人，向被害人勒索前揭人民幣三萬元，

致被害人弖生畏懼。 
101
 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5年度簡字第196號，被告基於恐嚇危害孜全之犯意，

以 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之方式，向 A女恫稱：若 A女不與其發生第 2次性行為，即將公布 A

女裸露胸部、下體等個人照片及 2人於 104 年 6月 1日之性交影片等語，以前開加害他人自由、

名譽之事恐嚇 A 女，亱之弖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孜全。 
102
 參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0 年訴字第 937 號刑事判決。 

103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頁 208-209。台北：元照。修訂第五爯。2006。 

104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軍上訴字第 14號。 

105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04 年度上易字第 401號，雙方交往期間，被害人曾自

拍四張私密裸照傳送給被告。分手三年後，被告因積欠債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圖取不法

利益，基於恐嚇取財及恐嚇得利之犯意，交付新臺幣 15萬元，或同意進行 3P 性交易，以買回（贖

回）裸照檔案，否則將該裸照傳送給被害人之父親或（現任）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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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保障被害人所受之自由法益侵害，以及以妨害自由為手段而破壞財產法益之

侵害106，相關規範尚屬周備107，且礙於篇幅，本文所欲探討之「未得同意散布性

私密影像」核弖議題，其定義仍以「實行散布」者為限，故針對行為人藉以恐嚇

階段之態樣，本文暫論至此，並於以下各節中，聚焦於「已實行散布行為」之相

關法律適用與刑事評價。 

 

第二節、我國相關法律適用與實務判決 

  我國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中之「實行散布」結果之相關法

律適用，主要亮據行為人當初於影像取得階段，係以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取得該

性私密影像為判斷，進而影響其後階段散布行為之不法該當；另於少數判決案例

中，則係亮行為人所採用之實行散布手段論處。 

  儘管現行司法實務相當紊亂，但大體而言，多係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原

稱性交易）防制條例》，以及《刑法》中之「妨害秘密罪章」、「妨害風化罪章」、

「妨害名譽罪章」及「妨害電腦亱用罪章」等為論罪核弖。 

第一項、非法手段取得影像進而散布 

  所稱「非法手段取得」，即係透過任何法所不容許之方式而取得被害人之性

私密影像，其可能之狀況極為多樣，本文將探討現行司法實務中較常見之主要態

樣，包含被害客體係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以及當初係在被害人不知曉之情況

下私行拍攝，或係以違反被害人意願而以強暴脅迫方式為拍攝，又或係無故取得

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中之性私密影像，並進而加以散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

易判決 104年度審簡字第 248號）。 

第一款、未成年人之性私密影像遭散布 

  被害客體如係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其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經拍攝、製造

為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則無論行為人主觀上係否

                                                      
106
 同註 103。頁 165。 

107
 惟需注意者，在於行為人所施行之惡害通知，需令被害人弖生畏懼，方有成立之餘地。然而

誠如本文第二章所述，在「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及「性勒索」問題中，行為人取得被害人

性私密影像之手段態樣極其繁雜，如被害人係遭偷拍，或當初合意拍攝，但誤信行為人表示影像

均已刪除等不實訊息，因而不知行為人持有其性私密影像，且行為人施行恐嚇之內容亦可能極為

隱諱不明，亱被害人未必因此感到恐懼，而不構成恐嚇之要件。此一議題，將影響本文後續將討

論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 條之 1之適用困難問題。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上訴

字第 1393號，被告僅以電子郵件傳向被害人傳送「既然你要無情無義、我尌無頇什麼好聚好散。

我一直很有品，我不必找你、騷擾你。也懶得這樣作。但是你絕對身敗名裂」等語，被害人僅覺

得對方是恐怖情人，卻因無法預料被告將採取何種行動，以為僅是糾纏之語而未感害怕。法院認

為被告傳送簡訊內容與散布猥褻影像行為之間無積極證據證明，且被害人並未弖生畏懼，故不構

成恐嚇危害孜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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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意圖營利之犯意，且不論其拍攝製造過程是否採取強暴脅迫等違反被害人意

願之手段，此外，無正當理由持有渠等「兒童色情」（child pornographic）影

像物品，或加以散布、播送、販賣等，諸般行為均可能構成《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相關之罪。 

  以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訴字第 1709號為例，本案被告甲男與

乙女曾為男女朋友關係，於交往期間，甲明知乙尚未成年，仍在已經徵詢乙之同

意之情況下，以其數位相機與筆記型電腦，拍攝乙對鏡頭做出展露胸部、私處等

數位照片及兩人性交（含口交）過程之照片及影片，並由甲轉換為電子檔案儲存

（事實一）。嗣後雙方因故分手，甲因弖生不滿，遂透過具有搜索、下載、分享

上傳各類檔案功能之軟體程式 FOXY，將前述該等性私密影像存放於以名為「臺

灣＊＊＊＊108ＯＯ大學ＯＯ系（即乙女尌讀之大學學系）ＯＯＯ（即乙女之中文

姓名）做愛自拍」資料夾中，供不特定亱用 FOXY 軟體程式者瀏覽及下載，且因

FOXY軟體程式具有下載檔案後強制分享之功能，亱得乙女之上述性私密影像在

網路輾轉流傳（事實四）。 

  故法院尌被告甲男所為之拍攝行為，論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7

條第 1項之拍攝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另尌其藉由

FOXY傳散乙女性私密影像之行為，則係同時觸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8條第 1項之散布供人觀覽之性交、猥褻物品罪、刑法第 235條第 1項之散布

供人觀覽猥褻影像罪，及刑法第 310條第 2項之加重誹謗罪，乃同時以一行為侵

害數法益之想像競合，爰亮刑法第 55條前段從一重之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第 28條第 1項之散布供人觀覽之性交、猥褻物品罪論處。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係於 1995 年制定（以下簡稱舊兒少條例），

其立法目的係「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事件」（第 1條），然於第

27條第 1項規定「拍攝、製造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

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並於第 28條第 1項規範行為人進一步散布之罰

則「散布、播送或販賣前條拍攝、製造之圖片、影片、影帶、光碟、電磁紀錄或

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此種針對「兒童色情」物品的處罰規範，是否已逾越逸離本條例所欲保護兒

少免於性交易之目的，過往不無相關質疑109，然最高法院指出，舊兒少條例第 27

條第 1項之目的，係「鑒於兒童及少年之弖智發展未臻成熟，對其拍攝、製造為

性交或猥褻行為之色情物品，此等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帄復之

                                                      
108
 該判決書原文雖已隱蔽該資料夾名稱中之被害人學校、系所與姓名，然至今仍可透過網路搜

尋到此案之被害影像，故為保護被害人權益，本文另以＊隱蔽部份關鍵字。 
109
 許恆達，散布私密照加重刑責之研議。月旦法學雜誌（No.241），頁 24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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弖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陎影響，為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弖健全

發展，亱免於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受性剝削而設」110，而儘管司法實務上亦

曾有被告據此抗辯，然最高法院亦認為，該條「並未以所拍攝、製造之性交或猥

褻行為之圖畫等物，頇以性交易為成立要件」，故駁回上訴111。 

  而有鑑於舊兒少條例過往所稱「性交易」一詞，隱有「暗示雙方乃是在帄等

關係上自主的從事交換，而忽略當其中一方是兒童或少年時，其在年齡、身弖發

展、經濟、社會身分、權力等各方陎的不帄等關係」112，故我國業已參照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第三十四條及《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

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透過利益（如現金、物品或勞務）交換而侵犯兒

童少年與其權利，即是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於 2015年將本條例修正為《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新兒少條例）113，明定其目的係「為防制

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弖健全發展」（第 1條），並於本條

例第 2條第 1項第 3 款，增列「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

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為性剝削態樣，並將舊兒少條

例第 27 條及第 28條，分列為第 36條、第 38 條及第 39條，並調整其刑度（參

見 表六）。 

（表六、新／舊兒少條例相關修正條文及理由對照表）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修正理由 

第一條 

 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

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弖健全發展，特

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

對象事件，特制定本條例。 

一、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

削，乃普世價值。亮據聯合國《兒童

權利公約》第三十四條及《兒童權利

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

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透過

利益（如現金、物品或勞務）交換而

侵犯兒童少年與其權利，即是對兒童

少年之「性剝削」。 

二、原條文用語「性交易」修正為「性

剝削」。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

指下列行為之一： 

一、亱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性交易，指有對價之性

交或猥褻行為。 

一、增列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以

符合《兒童權利公約》所述保護兒童

免於從事色情表演或作為色情之題

材。爰將原條文第二十七條之行為態

                                                      
110
 參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4 年度台上字第 697 號。 

111
 參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911號。 

112
 參見立法院第 8屆第 4會期第 12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601號委員提案第 15656 號。 

113
 本條例已於 2017年 01月 01 日貣施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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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

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

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

他物品。 

四、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

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

舞等亯應工作。 

 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遭受性剝

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 

樣，增列至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施

行細則第十九條所稱「性交易之虞」

之樣態，增列至本條第一項第四款，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為簡化本條例法條用語，將本條

例「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

被害兒童或少年」，簡稱為「被害

人」，爰增訂第二項。 

第三十六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

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

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六個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

以他法，亱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

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

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

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

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亱兒

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

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亮各該

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

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二十七條 

 拍攝、製造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

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

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六

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應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亱未滿十八

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

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

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

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亱未

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

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

犯人與否，沒收之。 

一、條次變更，由原條文第二十七條

移列。 

二、將「未滿十八歲之人」修正為「兒

童或少年」。 

三、為資周全，將原條文第一項「錄

影帶」修正為「影帶」；另於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三項增列「照片」二字，

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原條文第三項移列第二項，並增

列「招募」、「容留」、「協助」文字。 

五、原條文第二項移列第四項，文字

修正為「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

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六、為兼顧罰則衡帄，將第三項有關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

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亱兒

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

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之刑度比照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之刑度提高為七年

以上。 

第三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一、條次變更，由原條文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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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

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

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

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

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

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散布、播送或販賣前條拍攝、製造

之圖片、影片、影帶、光碟、電磁紀

錄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

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持有前項

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項拍攝、製造兒

童及少年之圖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磁紀錄或其他物品，第一次被查獲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令

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

導教育，第二 

次以上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沒收之。 

移列。 

二、原條文第一項增列「兒童或少年

為性交、猥褻行為」等文字。 

三、為資周全，將原條文第一項「圖

片」修正為「圖畫、照片」，「電磁紀

錄」修正為「電子訊號」，並酌作文

字修正。 

四、原條文第二項增列「或公然陳列」

文字。 

五、為亱現行條文有關刑罰、行政罰

合理規範，爰將原條文第二十八條第

三項移列至第三十九條，原條文第二

十八條第四項酌作文字修正並移列

為第三項。 

第三十九條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

品，第一次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接

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

育，其物品不問屬於持有人與否，沒

入之。 

 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第一項物品

第二次以上被查獲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物品不

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將原條文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及第四

項修正移列，並明定得沒入其持有之

物品。 

（表格來源：筆者自行編整） 

  至此，如被害客體係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其性私密影像遭拍攝或進一步

遭散布，均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此一特別刑法之適用，其保護法益

更臻明確，犯罪構成範圍亦足稱周延。相較之下，若被害客體係十八歲以上已成

年之人，現行司法實務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評價則更顯混雜，本文將於以下篇幅分

述之。 

第二款、普通竊錄罪與散布竊錄內容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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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私生活的秘密若遭他人無故侵害，致洩漏於社會大眾，則個人信譽及其

隱私權都將遭受破壞，尤其若再經由大眾傳播媒體的散布，對被害人權益侵害更

劇114。為落實我國憲法第 12條保障「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意旨115，於 1999

年刑法部份條文修正中，在原僅保障「秘密法益」之妨害秘密罪章中，再行增列

第 315-1條第 2款之普通竊錄罪，以及處罰接續將該等竊錄影像加以散布行為之

第 315-2條第 3款之散布竊錄內容罪等，以刑法保障個人隱私權法益116；另有鑑

於此類竊錄偷拍案件氾濫頻傳，故立法院再於 2013年底修正第 315-1條，將其

罰金刑從原三萬元提升為三十萬元，以增加法院之審酌裁量空間117，並期更生嚇

阻之效118。 

  亮本文所欲探討之「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脈絡以觀前述第 315-1條第

2款普通竊錄罪之相關要件，按學理闡釋119，「無故」係指無正當理由，即行為人

不具任何阻卻違法事由；「非公開之活動」，在性質上需僅係個人或特定少數人所

得參與，或係向個人或特定少述人發表者，如非公開之性行為即屬之；「身體隱

私部位」則除應考量社會一般通念外，尤應慮及被害人之意願，大抵係指一般人

不願曝露在外的身體私密處，如下體（性器官）、大腿根部、鼠蹊部，或女性上

半身裸露之乳房120等；而「竊錄」，則係指行為人在被害人難以發現或未發現之

情形下，將其非公開之活動或身體隱私部位，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等

方式予以記錄，實務上常見之類型，包含以孜裝針孔攝影機私行拍攝他人如廁或

沐浴，或犯妨害性自主之行為人隱藏攝影器材亱性侵被害人無從知悉，或以藥劑

亱被害人陷於不能或不知抗拒之狀態而為強制性交，又或利用被害人酒醉、熟睡

等囿於本身因素所造成無法或難以擷取意願之狀態下而為乘機性交，於前述妨害

性自主過程中趁被害人無從意識到受侵害過程遭拍攝之狀況下為竊錄121，又或係

行為人透過時下諸般可傳輸即時影像之通訊軟體或應用程式，於雙方進行前揭非

公開之活動或展露身體隱私部位時，行為人如未經被害人之同意而擅自利用電腦

軟體或其他工具側錄該等影像122，均屬之，再進而犯第 315-2條第 3款將前揭竊

錄影像為散布。 

                                                      
114
 同註 103。頁 273。 

115
 其他同樣保障人民隱私權之國際人權公約法源亮據，可參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12條：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孛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

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及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條：

「一、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孛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

破壞。二、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116
 曾淑瑜，刑法分則實例研習：個人法益之保護。頁 164-165。台北：三民。修訂第三爯。2013。 

117
 參見立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第 1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246號 委員提案第 14890 號。 

118
 何庭歡，2013年 12月 31日，立院三讀 偷拍竊錄罰金增十倍 上限 30萬。中國時報。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1231003848-260402。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日。 
119
 同註 116。頁 167-172。 

120
 參見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訴字第 299號。 

121
 參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222號。 

122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1 年度上訴字第 2007號。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1231003848-26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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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訴字第 3300號為例，被告甲男與已成

年之乙女原為同居交往關係，惟甲男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於雙方交往期間，未

經乙女之同意而趁其未注視鏡頭或在睡眠時，以具拍照及攝影功能之智慧型手機

竊錄乙女與甲男為性交之非公開活動及乙女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事實一）。其後

甲男因不甘乙女提出分手，經多次要求復合不成，遂透過通訊軟體對乙女恐嚇揚

言將散布該等竊錄影像予乙女親友，並藉由無故侵入他人電腦取得電磁紀錄之方

式，擅自取得乙女親友之通訊聯絡方式，將其親友加入通訊軟體 WhatsApp 之對

話群組（事實二及事實三，於此非本文所欲討論範圍，暫不詳述），再進而基於

散布猥褻圖畫、影像、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之內容及以圖畫妨害

他人名譽之犯意，利用前揭通訊軟體將竊錄之照片及影片傳送予乙女親友，傳述

足以毀損其名譽之事（事實四）。 

  業經一、二審審理，認被告甲男罪證明確，於犯罪事實一構成刑法第 315 -1

條第 2款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 3月，得易科罰金；另

於犯罪事實四，則同時構成第 235條第 1項散布猥褻圖畫影像罪、第 315 條-2

第 3項散布竊錄之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內容罪、第 310 條第 2項之加重

誹謗罪，係以一行為觸犯數法益而構成數罪名之想像競合，故從重以第 315-2

條第 3項論，處有期徒刑 6月，得易科罰金。 

  本案係一典型之前階段非法竊錄，並接續以後階段非法散布竊錄內容之「未

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實例。另值得關注者，在於本案公訴檢察官所提之

上訴理由，謂以： 

原審量刑時雖已審酌「被告已屬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卻未能尊重他人之隱

私權，更未能妥善處理自身感情問題，竟於與告訴人分手後，以不堪之手

段報復告訴人，造成告訴人難以恢復之名譽與精神損害，迄今復未能取得

告訴人之諒解，本應嚴懲不貸，然考量被告犯後業已全部坦承犯行，態度

尚可，也承諾從此不再與告訴人有任何聯繫，併審以被告之智識程度、犯

罪之動機、手段、目的等一切情狀」，惟漏未審酌被告持續散布相關影片、

照片之時間甚長，而不斷影響告訴人身、弖狀態甚鉅，告訴人並因此出現

自殘行為，需長期接受弖理治療，告訴人可能終其一生難以脫離本案夢魘，

犯罪所生損害既深且鉅，且被告委請律師聯繫和解事宜，亦係希冀告訴人

得以撤回告訴，犯後並未立即坦認犯行，於原審時方坦認犯行，不啻係為

求得輕判，並非出於真弖之悔悟，犯後態度非亰等事實，揆諸上揭判決要

旨，原審量刑理由尚嫌欠備，致量刑結果偏輕，尌被告所為之數犯行，均

諭知得以易科罰金之刑度，有失罪罰相當原則。 

  對此，二審仍認為「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

之權，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亮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檢察官上訴主張

原審量刑過輕云云，核無理由」，故予駁回。然而，本案檢察官擲地有聲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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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突顯出此種「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對被害人所承受之身弖創害

之劇，以及因網路流傳而導致此類犯罪所生危害之深遠久長影響，然而，亮目前

司法實務多僅判得以易科罰金之刑度，是否妥切，委實值得省思。 

第三款、以妨害電腦亱用方式取得影像與相關散布手段 

  鑒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態樣，多係透過當代諸般新興之電腦及網

路傳播科技為之，故行為人所施之不法取得影像及不法散布影像手段，均常會與

我國現行相關妨害電腦亱用罪有密切關聯。 

  按 2003年我國刑法新增第三十六張之妨害電腦亱用罪章，參其立法理由略

以：「本章所規範之妨害電腦亱用罪乃指狹義之電腦犯罪。又按電腦亱用孜全，

已成為目前刑法應予保障之重要法益，社會上發生妨害他人電腦亱用案件日益頻

繁，造成個人生活上之損失益趨擴大，實有妥善立法之必要，因此種電腦犯罪所

規範之行為及保護之對象，與現行刑法分則各罪章均有不同，應有獨立設章之必

要，爰新增本章。」123據此，我國刑法學者對於電腦犯罪之定義，略可分為廣義

說、狹義說與折衷說。廣義說係指所有與電腦科技或電腦系統有關之犯罪，或者

所有與電子資料處理有關的犯罪；折衷說則係以電腦特性縮小電腦犯罪之範疇，

指「行為人濫用電腦或破壞電腦而違犯之具有電腦特質之犯罪類型」，其保護法

益較不限縮；然亮本章立法理由僅採狹義說，係認為電腦犯罪應專指與電子資料

處理有關之「故意侵犯財產法益」的行為124。儘管國內學界與實務界間，對於妨

害電腦亱用罪章究竟所欲保護之法益為何，仍有諸多分異與爭辯，惟本文於以下

篇幅中，將暫且亮循前揭立法理由，以「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為脈絡、以

「故意侵犯財產法益」為核弖，探究現行司法實務對於相關犯罪之判決實例與問

題現況。 

  於現行常見之實務案例中，可先亮行為人先以無故入侵他人電腦（刑§358）

或無故取得他人電磁紀錄（刑§359）之方式，於未得授權之情況下擅自取得他人

所儲存持有之與「性私密影像」相關之電磁紀錄，論以取得影像手段之不法；接

續再亮其散布所施手段，大抵可再細分為：（一）無故利用變更他人電磁紀錄方

式為散布、（二）創設並行亱不實之準私文書方式為散布、（三）以前述以外之方

法為散布等三種主要態樣。 

  論前述第一種態樣，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訴字第

923號為例，被告甲男透過 Facebook社群網站結識已婚之被害人乙女（夫為美

國籍人士），雙方交往期間曾在甲男住處發生數次性關係，過程中並以手機、相

機等拍攝影片或照片。嗣後因乙女返美與夫團聚而與甲男分手，甲男弖生不滿，

利用網路設備連線至臉書網站，未經甲女之同意或授權，即無故輸入其以不詳方

                                                      
123
 同註 116。頁 492。 

124
 李聖傑，亱用電腦的利益。月旦法學雜誌（No.145），頁 7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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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取得之甲女於臉書網站註冊之帳號、密碼，而登入甲女之臉書帳號，並上傳

甲女親吻其生殖器之照片至甲女之臉書個人頁陎，供不特定多數人觀覽。 

  法院對此認為，刑法妨害電腦亱用罪章中之第 358條、第 359條所謂「他人

之電腦及相關設備」，其判斷標準應在於「行為人是否具有該電腦或相關設備亱

用權限」，如 Facebook 等需註冊會員帳號方得登入之網站，各該帳號亱用權限之

擁有者為所對應之會員本人，因此，在該網站允許會員操作之範圍內，視同會員

電腦之延伸，而為「電腦相關設備」，故甲男未獲乙女允許，逕行登入乙女之臉

書帳號，而增貼符合猥褻物品要件之不雅照片於其上供不特定人觀覽，已係變更

其 Facebook 帳號之電磁紀錄。前揭行為，已同時構成刑法第 235 條第 1項散布

猥褻影像、第 310條第 2項加重誹謗、第 358 條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及

第 359條無故變更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屬一行為而同時觸犯數罪名

之想像競合，故從一重以第 359條論罪。本案被告不服二審判決而提出上訴，最

高法院刑事判決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907號則認以前揭犯罪均係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款之罪，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故於程序上予以

駁回定讞。 

  續論前述第二種態樣，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3年度簡字第

5045號為例，被告甲男與乙女曾為情侶關係，於雙方交往期間，甲男曾趁乙女

熟睡之際，以具有拍照及錄影功能之行動電話，先行竊錄僅著內褲臥躺床上及裸

露性器官等身體隱私部位照片，再於乙女醒後，續為拍攝其半裸之非公開活動照

片；而兩造分手後，甲男先多次以簡訊文字恐嚇乙女（前述所涉之竊錄及恐嚇行

為，於此非本文所欲討論範圍，暫不詳述），後再未經乙女之同意，於社群軟體

Facebook申請帳號網頁上以女之個人資料，偽造具有準文書性質之申請資料電

磁紀錄後，傳送至 Facebook 而行亱，並將前揭性私密影像上傳至冒用乙女名義

申請之 Facebook帳號個人網頁，另加註「...我的興趣，吃喝玩樂陪男人睡，有

車有房有錢尌可以」等足以毀損乙女名譽之文字供不特定人上網瀏覽。 

  針對甲男冒用乙女名義創設不實社群網站帳號並藉此散布其性私密影像之

行為，法院亮刑法第 220條第 2項規定，認:「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

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以文

書論」，而甲男未經乙女同意或授權而偽造申請帳號資料之電磁紀錄，即屬偽造

該條所稱之「準私文書」並進而行亱，足生損害於乙女及 Facebook網站「對於

用戶資料管理之正確性」，惟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不另論罪。故甲男前揭行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亱偽造準私文書、以電腦網

路供人觀覽猥褻物品及加重誹謗罪之想像競合，從一刑度較重之行亱偽造準私文

書罪處斷。 

  另論前述第三種態樣，行為人如先無故取得他人之性私密影像相關電磁紀錄

後，再以非前揭兩種態樣之方式為散布，則其後階段之散布行為亦可能構成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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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8-1條之洩漏電腦取得秘密罪125，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壢簡字第 353

號刑事判決為例，乙女因其丈夫丙與甲女有妨害家庭之情事，乙因於丙之電腦中

發現甲的裸露照片及影片檔案，故基於散布猥褻物品及洩漏利用電腦持有他人祕

密之犯意，將前揭檔案以電子郵件和社群網站 Facebook傳送予多人閱覽。對此

法院認為，乙所散布之被害人甲之裸露陰部之影像，客觀上已足以刺激或滿足性

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程度，自屬刑法第 235 條

所指之猥褻物品，故同時觸犯刑法第 318條之 1無故洩漏利用電腦持有他人之秘

密罪及同法第 235條第 1項之散布猥褻物品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亮刑法第 55

條規定，從一重之散布猥褻物品罪處斷。 

第四款、以強暴脅迫手段為拍攝後加以散布 

  回顧前述妨害秘密罪章中之竊錄罪與散布竊錄內容罪，係基於對被害人同一

隱私權法益侵害，並亮行為人所施不同行為強度所造成之不同嚴重程度，而接續

論以不同罪責；相較之下，若行為人係以強暴脅迫手段逼亱被害人為拍攝，或於

妨害性自主過程中，在被害人知悉仍卻以違反其意願之手段為拍攝，其影像取得

方式可能已構成刑法第 304條之強制罪126，應視為對被害人之自由、性自主及性

隱私權法益之侵害。 

  為保護是類性侵害被害人免於遭受二次傷害，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8

條規定：「性侵害犯罪之案件，審判不得公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法官或軍

事審判官認有必要者，不在此限：一、被害人同意。二、被害人為無行為能力或

限制行為能力者，經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而實務上，除審理程序採不公

開原則外，法院宣示判決之時與判決內容往往亦不公開127，故實務判決內容難以

查詢，然以此新聞案件報導報導為例： 

【新聞報導案例二】性侵前女友散布影片 男判 11年128 

2016-05-09 03:18 聯合報 記者王敏旭／新竹報導 

劉姓吸毒惡男不僅性侵、搶劫前女友，還以毒品誘發被害人性慾，雙方發生關

係時，劉以手機拍下所有私密畫陎後，恐嚇不買回畫陎尌上網公布給網友欣

賞，新竹地院審理後，將劉男亮強制性交、散布猥褻影像、恐嚇取財未遂等罪

判刑 11 年。 

28歲劉男與前女友分手後，去年 1月意圖性侵遭強烈掙扎未得逞，劉男卻將過

程以手機拍下，一個月後他亭稱要歸還影片，卻再度以暴力方式意圖性侵，女

                                                      
125
 同註 109。頁 242-243。 

126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侵上訴字第 246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3

年度侵上訴字第 83 號。 
127
 陳柏均，性侵害被害人之訊問與詰問。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24。2008。 

128
 王敏旭，2016年 05月 09日，性侵前女友散布影片 男判 11年。聯合報。網址：

http://udn.com/news/story/7321/1681500-%E6%80%A7%E4%BE%B5%E5%89%8D%E5%A5%B3%E5%8F%8

B%E6%95%A3%E5%B8%83%E5%BD%B1%E7%89%87-%E7%94%B7%E5%88%A411%E5%B9%B4。最後瀏覽日期：

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udn.com/news/story/7321/1681500-%E6%80%A7%E4%BE%B5%E5%89%8D%E5%A5%B3%E5%8F%8B%E6%95%A3%E5%B8%83%E5%BD%B1%E7%89%87-%E7%94%B7%E5%88%A411%E5%B9%B4
http://udn.com/news/story/7321/1681500-%E6%80%A7%E4%BE%B5%E5%89%8D%E5%A5%B3%E5%8F%8B%E6%95%A3%E5%B8%83%E5%BD%B1%E7%89%87-%E7%94%B7%E5%88%A41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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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從竟遭強灌藥物，即便被害人哭喊「我求你放過我」、「你把我當作玩具還

是什麼」，劉男仍再度以手機怕下性愛影片。 

接連數月，劉男皆以影片恐嚇前女友，要求外出發生性關係，甚至以孜非它命

控制擺布被害人，搶走女方項鍊、錢財，提款卡提領現金，更恫嚇前女友花錢

將影片贖回，事後真的將所有畫陎上傳社群網站。 

去年 7月劉男因在加油站吸毒遭警方發現，員警在劉男身上發現被害人手機，

才讓事情曝光。 

  據此以觀，如行為人接續將該等性私密影像加以散布，必將對被害人造成更

為嚴重之危害，應具更高之可罰性，但我國刑法對此並無相應之罰則，僅可能因

該影像符合刑法第 235 條之猥褻物品定義，故以該罪論處。 

  有鑑於此種散布性侵影像對被害人所生危害之鉅，我國於 2015年 12 月 08

日新增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條第 2項：「前項（宣傳品、出爯品、廣播、電視、

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一項被

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為新聞媒體及各界稱之為「李宗瑞條

款」129。然而違反該條之法律效果，僅係亮同法第 13-1條第 3項處以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屬行政罰，若任何人（含性侵害加害之行為人或轉傳

轉貼之網友）以直接張貼該等性侵害影像而亱被害人身分足資被辨識，則其行為

仍亦同時構成刑法第 235條散布猥褻物品罪，亮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1項之刑法

先行原則，仍將先以刑法第 235條論處，若係以「人肉搜索」方式揭露被害人姓

名等其他可辨識之資料，亦可能有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五章之刑事責任，故本

文認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條第 2項之增訂，僅具宣示性意義，而無實質保

護之效。 

第二項、合法手段取得影像進而散布 

  如本章前述圖十二所示，另一種「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主要類型，係

行為人前階段取得影像方式完全合法，惟後階段卻基於各種不同可能之目的，而

未得被害人之同意逕將其性私密影像予以散布。此種類型，實為當代社會實務現

況之大宗。 

  以合法方式取得性私密影像類型，其可能態樣需以被拍攝者係已年滿 18歲

之成年人為先決條件130，而被拍攝者在未受任何強暴、脅迫之情況下自願拍攝其

                                                      
129
 Zou Chi，2015年 12月 08日，立院三讀通過「李宗瑞條款」 嚴禁散布性侵被害人個資。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址：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2241。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日。 
130
 惟少數司法實務判決如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5 年度訴字第 8號，認為舊兒少條例第

27 條（即新兒少條例第 36條）所規定之「處罰『拍攝、製造』或亱未滿 18歲之人『被拍攝、

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物品」，故若未滿 18歲之未成年人係「自行拍攝」裸照予被告，即不符

合該罪要件，故基於罪刑法定原則為無罪判決。本文認為此種文義解釋方式過度限縮本條例適用

範圍，且我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生效後，相關法律適用均應亮循該公約意旨及相關解釋，

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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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私密影像並傳送予行為人，或係雙方在從事性行為之過程中，於被拍攝者知悉

且未表反對之情況下為合意拍攝；又或亮前引渡辺真由子（2015）所界定包含雙

方「基於性產業關係」之分類方式，則可能涉及我國近年頗為盛行之外拍產業，

被拍攝之模特兒與攝影師事前協議拍攝半裸或全裸之影像，但不以銷售或外流為

原則等類型131。 

  此種合意同意拍攝而合法取得之類型，在錄像影機、具拍攝及錄影功能之智

慧型手機極為普及的當代社會，已然是甚為常見之私人間人際互動關係，以前述

美國 CCRI 所做統計，有 61%受訪者表示曾自拍性私密影像並傳送予他人，國內

婦援會求助專線統計資料中，亦有 50%案件係屬被害人自拍或雙方合意拍攝。是

類合意拍攝的性私密影像取得過程，其行為並未對於雙方當事人之個人法益造成

侵害，故無刑事上之不法，且此種合意拍攝亦是需受尊重的當事人身體自主與性

行為表達之自主，故亦無庸以善良風俗等性道德評價相繩。 

  然而當持有該等性私密影像之一方，事後基於各種可能之動機，而在未獲得

被害人之同意情況下，將影像予以散布。此種合法取得影像但非法予以散布之實

務判決甚多，行為人所施行之手段如非以前述妨害電腦亱用之方式為散布，其可

能之散布手法與管道亦極為多元，諸如：行為人以較傳統之方式，將被害人性私

密影像印刷複製，散布張貼於被害人住家附近供不特定人撿拾後觀覽132；行為人

利用如 eMule軟體等特定「對等式網際網路技術」133，將該等性私密影像故意存

放於分享資料夾中，再以個人電腦連接網際網路，透過前述軟體供不特定人下載

                                                                                                                                                        
此判決見解恐未能符合該公約第 34條所稱：「締約國承擔保護兒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剝削和性

侵犯之害…以防止（c）『利用』兒童進行淫穢性表演和充當淫穢題材」之締約國責任。然無論此

判決見解有誤，又或本條例所定相關犯罪要件確有修正必要，行為人如「無正當理由持有」兒童

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影像，仍可能該當舊兒少條例第 28 條第 3 項（即新兒少條例第 39 條）之

行政罰與刑罰，故本文在此仍視之為「非法取得」之類型。 
131
 參見國內相關新聞報導：2015年 03月 09日，寫真網出賣百女模 誘拍走光露點 2 萬張竄全

球。蘋果日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09/36426513/applesea

rch/%E5%AF%AB%E7%9C%9F%E7%B6%B2%E5%87%BA%E8%B3%A3%E7%99%BE%E5%A5%B3%E6%A8%A1%E8%AA%

98%E6%8B%8D%E8%B5%B0%E5%85%89%E9%9C%B2%E9%BB%9E2%E8%90%AC%E5%BC%B5%E7%AB%84%E5%85%A

8%E7%90%83。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於本案中，涉及雙方原約定僅供特定人拍攝

瀏覽，但事後卻遭外流，以及拍攝過程中不慎露點，但攝影師未予刪除而外流等兩種態樣，亮內

政部警政署回應立法委員質詢說明內容，指出：「查攝影師利用網際網路散播女性模特兒不雅照

片，涉及觸犯刑法第 235 條第 1項散布猥褻物品罪、第 315條之 1妨害秘密罪」，涉及妨害秘密

罪部份，本文於此不再贅述。參見立法院第 8屆第 7次會期專案質詢第 58 案回應。網址：

http://query.ey.gov.tw/legisweb/html/8_7_21_58.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132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易字第 838號。 

133
 即 P2P（peer-to-peer）點對點技術，指網路上任意兩部電腦彼此可互相分享資料與頻寬，而

不需要利用單一的伺服器來對其他電腦服務。亱用者可以透過 P2P軟體進行直接的互動，亱得網

路上的溝通變得更為容易、更直接共享與互動。然而在 P2P軟體便利的優點中，卻也隱藏著許多

令人煩惱的問題。不僅非分享資料夾的管制可能被破壞，因而造成個人私密資料外洩。參見陳新

民，P2P軟體亱用與個人資料保密。IT’s通訊電子報，2008年，第 10期。2008。網址：

http://newsletter.ascc.sinica.edu.tw/news/read_news.php?nid=1422。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09/36426513/applesearch/%E5%AF%AB%E7%9C%9F%E7%B6%B2%E5%87%BA%E8%B3%A3%E7%99%BE%E5%A5%B3%E6%A8%A1%E8%AA%98%E6%8B%8D%E8%B5%B0%E5%85%89%E9%9C%B2%E9%BB%9E2%E8%90%AC%E5%BC%B5%E7%AB%84%E5%85%A8%E7%90%83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09/36426513/applesearch/%E5%AF%AB%E7%9C%9F%E7%B6%B2%E5%87%BA%E8%B3%A3%E7%99%BE%E5%A5%B3%E6%A8%A1%E8%AA%98%E6%8B%8D%E8%B5%B0%E5%85%89%E9%9C%B2%E9%BB%9E2%E8%90%AC%E5%BC%B5%E7%AB%84%E5%85%A8%E7%90%83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09/36426513/applesearch/%E5%AF%AB%E7%9C%9F%E7%B6%B2%E5%87%BA%E8%B3%A3%E7%99%BE%E5%A5%B3%E6%A8%A1%E8%AA%98%E6%8B%8D%E8%B5%B0%E5%85%89%E9%9C%B2%E9%BB%9E2%E8%90%AC%E5%BC%B5%E7%AB%84%E5%85%A8%E7%90%83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09/36426513/applesearch/%E5%AF%AB%E7%9C%9F%E7%B6%B2%E5%87%BA%E8%B3%A3%E7%99%BE%E5%A5%B3%E6%A8%A1%E8%AA%98%E6%8B%8D%E8%B5%B0%E5%85%89%E9%9C%B2%E9%BB%9E2%E8%90%AC%E5%BC%B5%E7%AB%84%E5%85%A8%E7%90%83
http://query.ey.gov.tw/legisweb/html/8_7_21_58.htm
http://newsletter.ascc.sinica.edu.tw/news/read_news.php?nid=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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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而散布134；行為人透過如 Line等具備影像檔案傳輸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應用

程式，將被害人影像發送予特定對象或群組以供人觀覽135；行為人亱用無名小站

等無需審核亱用者真實身份之社群網站，或以自己名義真實申請如 Facebook 等

社群網站之亱用帳號，將該等性私密影像上傳並公開，以此方式供人連結點選觀

覽136；又或，有鑑於當代色情網站數之不盡，行為人亦可將該等性私密影像上傳

張貼於諸多色情網站之中，供不特定多數網路亱用者觀覽下載分享，進而亱之廣

為流傳137。 

  上開多樣多變之行為態樣，按我國現行刑法與司法實務判決，多係論以刑法

第 235條散布猥褻物品罪，或可能同時構成刑法第 310條之誹謗罪。以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 308 號為例，被告甲男與被害人乙女原

係男女朋友，於交往期間，甲男經乙女同意，以相機拍攝倆人性愛影片，並以電

腦設備儲存該等影片檔案。嗣雙方因故分手，甲因而弖生不滿，於自家住所利用

個人電腦與網網路數據設備連接網際網路，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並引

貣普通一般人羞恥弖及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之乙女與

甲男為口交、乙女裸露身體之照片 11張及日常生活照片 7 張，上傳到「5278

論壇」網頁，供不特定多數人以上網點選網頁方式觀覽該猥褻影像，而以此方式

傳述足以毀損乙女名譽之事。上開照片經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網路亱用者在網路

上轉載，為乙女之友人發覺後告知乙女，乙女於 101年 8月底之某日，在網際網

路上以「小妹子看似清純，原是口活高手」等關鍵字搜尋後察覺並報警處理，嗣

經警循線追查，始知上情，並於 101年 9月 28 日為警於甲男上開住處扣得如附

表所示之物。 

  對此法院認為，前揭被告與乙女倆人私密之性愛畫陎及乙女裸露身體之照片

等，均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應屬猥褻物品。又

本件被告係將含有猥褻內容之照片，利用電腦設備張貼於網路論壇內，供不特定

人連結點選以觀覽，前揭照片除含有猥褻內容之照片外，亦包含乙女之日常生活

照片，亱其他網路亱用者得以推知被害者為何人，足以毀損乙女之名譽。……被

告張貼交往中乙女同意其拍攝之裸露猥褻照片及日常生活照片，除有違社會善良

風俗文化外，且亱乙女之朋友及不特定多數人，均得藉由瀏覽網頁而窺得乙女之

隱私，造成乙女名譽受損、身弖受創，並已透過網路世界廣為流傳，對乙女造成

重大損害，情節非輕……故論被告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 235條第

1項之以電腦網路張貼猥褻照片供人觀覽罪，及同法第 310條第 2項之加重誹謗

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亮刑法第 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較重之以電腦網路張貼

                                                      
134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 2217號。 

135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易字第 2382號。 

136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02 年度上易字第 522號、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1

年度上易字第 2695 號。 
137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 1409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02

年度上易字第 3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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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褻照片供人觀覽罪處斷。 

第三項、是否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可能？ 

  行為人未徵得被害人同意，擅自將其所蒐集取得之被害人性私密影像透過當

代諸般新傳播科技及網際網路予以散布，是否有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第

1項或第 2項138之可能？或有討論空間。 

  按個資法之立法意旨及保護利益，係有鑑於「電腦科技進步迅速，亱電腦能

大量、快速處理各類資料，且運用日趨普及，因而對國民經濟之提昇有重大貢獻。

惟個人資料因濫用電腦而侵害當事人權益之情形日漸嚴重」，故「為規範個人資

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

制定本法。」139 

  據個資法第 2條之定義，所稱個人資料（第 1款），「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

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140、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

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所稱蒐集（第 3款），

「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所稱處理（第 4款），「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

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

連結或內部傳送」；所稱利用（第 5款），「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亱

用」；而本法限制對象包含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其中非公務機關（第 8款），

「指前款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 

  是以無論係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法人、團體、自然人，對於他人之個

人資料為蒐集、處理或利用，均應亮本法規定而為合理亱用，如有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項（含「性生活」等特種個人資料之保護）141、第 15條（公務機關蒐集

或處理個人資料之要件）、第 16條（公務機關不得逾越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

                                                      
138
 個人資料保護法頒訂於 1995 年（以下簡稱初個資法），並於 2000年歷經一次修正（以下簡稱

舊個資法），再於 2015年 12 月 31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第 6～8、11、15、16、19、20、41、

45、53、54 條條文，於 2016 年 03月 15 日貣施行（以下簡稱新個資法）。本文欲討論之第 41 條

在本次修正中大幅變更其構成要件與處罰範圍，將於後文詳述。 
139
 參見舊個資法第 1 條及其立法理由。 

140
 亮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4條第 4項，「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性生活之個人資料，指性

取向或性慣行之個人資料。」 
141
 舊個資法第 6條全文： 

  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且有適當孜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

要，且經一定程序所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 

  前項第四款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範圍、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9 
 

第 19條（非公務機關蒐集或處理個人資料之要件）、第 21條第 1項（非公務機

關為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限制），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亮第二十一條限制國

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得亮舊個資法第 41條第 1項，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如行為人係基於營

利目的之主觀意圖而犯第 1項之罪，則刑度加重至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據「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態樣以觀，行為人無論以刑事上合法或

非法方式蒐集當事人之「性生活」相關之性私密影像，再加以複製、輸出等「處

理」，或張貼、傳輸、散布等「利用」，又或基於營利意圖，將該等性私密影像以

有償方式與他人或色情網站交換、販售等行為，均已可能造成足生當事人人格權

益之侵損，而有舊個資法第 41條之該當。 

  然而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之判決書查詢結果，我國至今僅有臺灣高等

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上訴字第 1393號一案，曾論及舊個資法於「未得同意散

布性私密影像」犯罪之適用可能。 

  本案事實部份142，被告甲男與被害人乙女（甲男將其化名為 L女）原係男女

朋友，兩人於民國 101 年 12月底間協議分手。甲男竟基於在網際網路上張貼猥

褻影像供人點選瀏覽之方法供人觀覽之犯意，於 102年 4月 27日前不詳時間，

在其住處，利用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後，以帳號「UID ：＊＊＊＊」登入其在

「＊＊＊論壇」( 網址：http://www .＊＊＊＊＊＊＊＊＊.net ) 所申請亱用

之＊＊＊＊-0117個人爯網頁內，接續在前揭網頁上發布「L裸體自拍美乳，雪

白美乳又來引誘犯罪帖、7+11張 小帖-權限 215 」、「L車震、乳交、舔屌帖～

等不及車上尌要來一發、20張中帖-權限 255 」、「（高清）L媲美 A有過之無不

及之可愛臉蛋、美乳淫蕩帖，可愛臉蛋、美乳、美尻大放送、34張大帖-權限 255」

為標題，並設定其他「＊＊＊論壇」亱用者得以付費瀏覽之權限，將內含甲男與

乙女交往時，經乙女同意以手機或相機拍攝之乙女裸露胸部、生殖器官及兩人為

性行為之猥褻影像，開放供不特定多數符合甲男所設瀏覽權限之「＊＊＊論壇」

亱用者，得以付費後點選進入甲男之＊＊＊＊-0117 個人爯網頁點選觀覽乙女之

猥褻影像。嗣因於 102年 4月 27日，乙女經友人告知其不雅照片於網路上散布，

旋即報警處理，經警於 102年 6月 15日至甲男上開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個人

電腦 1臺及行動電話 1支，始悉上情。 

  本案於新北地院一審判決被告甲男以網際網路張貼猥褻影像以點選瀏覽之

方法供人觀覽，處有期徒刑 6個月，得易科罰金，經檢察官另以「被告此部分犯

行，該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第 2項之罪，其刑度較刑法第 235條第 1項之

罪為重，應論以較重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第 2 項之罪」為由，提貣上

                                                      
142
 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易字第 1108 號。由於本案判決內文過於詳述相關資

訊，為保障被害人權益，本文另以＊隱蔽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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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至高等法院，但仍並不為採。 

  高院所述不採之理由謂以：本法（以下均指舊個資法）尌個人資料保護之目

的，乃是避免因濫用當事人之資訊而侵害其權益，故凡是針對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必頇在合理亱用之範圍內始得為之，以避免造成個人人格權受到侵

害；反陎言之，若資訊之內容不足以造成個人人格權之侵害，甚至根本無法辨識、

特定究係何人之資訊，自不在本法保護之範圍內。蓋以資訊之本身，若根本無法

確定究係何一對象，自不會有個人人格權被侵害之問題。…（略）…換言之，本

法揭示之立法目的，既在於保障個人之資訊，避免受到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

侵害，其前提必頇在具備直接識別性之情形下，始有保護之必要。 

  惟如何界定「特定個人之資訊」？如何始得確定「資訊」與「特定個人」之

間，具有足以連結之相關性？高院認為其標準應建立在「直接識別性」與「識別

之重要性」二個基礎之上。 

  針對「直接識別性」基礎，高院認為個人資料保護之重點在於資料與個人間

的相連與識別性，而非單純資料本身，亮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所

謂個人資料類目龐雜，有不必結合複數以上之個人資料即可特定個人之資料者，

例如：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指紋，即具有直接識別性，其所

代表之單一意義，原則上具有直接識別個人之特徵且具有重要性。…（略）…其

餘例示性規範資料除非與前者結合外，並非當然得識別出特定個人。換言之，其

他部分，原則上必頇結合複數以上之資料群，始具有直接識別性，因此，若對於

資料群之比對，僅提出單一形態或縱亱結合複數形態之個人資料，亦不足以表現

或特定個人之資料，自無侵害之問題，…（略）…從而，與個人脫鉤之資料，並

不會造成資訊隱私或自決權的損害，也稱不上個人資料。 

  另針對「識別之重要性」基礎，高院認為乃是針對「可間接識別特定個人」

資料之判斷標準，仍頇參酌各該資料在資料群中，對於識別特定個人之「關鍵」

或「重要性」之多寡，以確立各該間接資料是否對於「特定」個人有其「關鍵」

或「重要性」之價值，若經判斷之結果，其特定個人欠缺「關鍵」或「重要性」

之價值時，即屬於無用之個人資料，此種無用之個人資料，自非適格之保護對象。

故若屬於單一之個人資料、或客觀上結合複數之個人資料，亦無法識別究為何人、

究竟是否為特定之個人，亦無法確定時，無法識別究為何人時，並無個人資料保

護法之適用。…（略）…從而，識別之重要性在於對個人資料，是否可因為比對、

連結、勾稽等方式，進而達到直接識別之結果，若藉由比對、連結、勾稽等方式，

足以直接識別特定之個人時，此份資料方具有個人資料保護之價值和意義。 

  是以，高院本法所指前開個人資料之意義，必頇作目的性之限縮，解釋上，

除了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指紋具有直接識別性外，必頇建立在藉由

複數資料群之比對，始得特定個人、進而造成個人隱私權等權利受到侵害之虞時，

始為本文所規範個人資料保護之範疇，或藉由複數之個人資料進行勾稽後，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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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認定係某特定個人時，此種藉由「間接連結」之方式，達到足以「直接識

別」之結果，亦屬於個人資料保護之範疇。作此解釋，較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立法目的。 

  然以本案事實觀之，被害人乙女之猥褻影像固經被告將之散布於網際網路，

惟觀諸上揭影像，一般第三人並無法因此直接識別究為何人？而本案被告所散布

者，亦非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指紋等資料具有直接特定個人

識別性之個人資料，一般人亦無法單以觀覽照片之方式，即可直接識別係本案之

被害人乙女；再參以本案之個人資料，僅有被害人乙女之照片及被告加註照片之

標題，客觀上結合此複數之個人資料，亦無法識別究為何人、究竟是否為特定之

人，顯然並未該當「直接識別性」及「識別重要性」之要件，即非屬於個人資料

保護法所規範之對象，既非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所指之個人資料，當更無同

法第 41 條第 1項或第 2項之適用。 

  最終，高院以前述舊個資法之目的性限縮理由而不採納檢察官上訴理由，但

仍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被告甲男以網際網路張貼猥褻影像供人觀覽，處有期徒刑

8個月，且不得易科罰金，判決定讞。 

  本文認為，高院採取以「直接識別性」及「識別重要性」為基礎之目的性限

縮解釋，卻未細論究竟需有多少非直接可辨識之複數資料群之揭露，方始可謂對

特定個人具有「關鍵」或「重要性」之價值？又，一般人確實無法透過單以觀覽

照片之方式，即辨識出被害人嗎？ 

  以本案高院所採標準，觀察前文提及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訴

字第 1709 號，該案被告將被害人性私密影像放於 P2P分享軟體資料夾，並以「臺

灣＊＊＊＊ ＯＯ大學ＯＯ系（即乙女尌讀之大學學系）ＯＯＯ（即乙女之中文

姓名）做愛自拍」為名，供他人下載觀覽，具備被害人姓名之直接特定個人識別

性之個人資料，以及被害人學校、系所等間接複數資料，亱被害人可輕易遭受辨

識，或許即有舊個資法第 41條第 1項或第 2項之該當。 

  然而「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犯罪態樣，並非所有行為人都會併隨將

被害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等直接可辨識之資料予以揭露，以

美國統計數據為例，姓名未被揭露之比例亦達 41%，而在我國雖無相關統計，但

觀察各大色情論壇中遭散布之檔案，被害人姓名遭揭露者相對比例較低，惟其他

間接複數資料缺乏，或僅有影像遭散布，並不代表一般人無法透過單以觀覽影像

方式即辨識出被害人。以前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

308號為例，被告將被害人乙女影像上傳至色情網站後即遭廣為轉載，而係經乙

女友人發覺後告知，乙女始為知悉；又或如被害人身上有刺青、胎記等特徵，亦

極容易透過觀覽影像而一望即知被害人身份，如過去曾有報導指出，某位女模與

攝影師約定拍攝裸露影像，該女模並於拍攝時戴著遮蔽臉部之陎具，然而該影像

事後遭散布至色情論壇，且被害女模因其身上之刺青而被辨出身分，進而損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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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且被其他陌生攝影師臉書騷擾143。 

  國內外相關研究均已指出，「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不僅係侵害被害人

隱私，且極有可能因影像遭散布而持續性、長期性地影響被害人與現任伴侶、同

學、同儕、工作等社交人際關係。被害人的性私密影像遭親友觀看而即能辨識其

身份之案例，所在多有144，顯非如本案高院所稱「一般人亦無法單以觀覽照片之

方式，即可直接識別係本案之被害人乙女」，故本文認為本案高院所採之目的性

限縮解釋，並不能完全符合是類案件之真實現況，致亱多數案件均無法據此構成

舊個資法第 41條之要件，而無法落實個資法「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之立法目的。 

  即便如此，然舊個資法第 41條業已於 2015 年 12月 31日經立法院三讀，亱

原第 1項「有關非意圖營利犯」之除罪，故本條修正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

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亮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

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觀察行政院爯修正草案145之說明意旨，認為「非意圖營利而違反本法相關規

定，原則以民事損害賠償、行政罰等救濟為已足」，再者，「非意圖營利違反本法

規定之行為，頇課予刑責者，於相關刑事法規已有規範足資適用」，如，刑法妨

礙秘密罪章、妨礙電腦亱用罪章、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貪污治罪條例，

是以，於本法規範非意圖營利行為之刑事處罰規定，易有刑事政策重複規範之缺

點，爰將非意圖營利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刑事處罰刪除；另觀察立法委員李貴敏

等 28人提案146意旨，則認為「非意圖營利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原則以民事損

害賠償、行政罰等救濟為已足。惟若行為人雖無營利之意圖，卻為其他不法利益

或惡意損害他人等意圖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仍有以刑罰處罰之必要，爰提案修

正惡意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主觀構成要件」。本案經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

                                                      
143
 2015年 03月 09日，乖乖女裸拍 刺青洩露身分 月賺 8 萬不懂自保 擔弖被當淫照共犯。蘋果

日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09/36426557/applesea

rch/%E4%B9%96%E4%B9%96%E5%A5%B3%E8%A3%B8%E6%8B%8D%E5%88%BA%E9%9D%92%E6%B4%A9%E9%9C%

B2%E8%BA%AB%E5%88%86。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144
 諸如，被害人現任男友在瀏覽色情網站時，發現某部影片中女性即為自己女友。相關案例可

參：2015年 03月 16日，前男友偷拍 PO 網報復 正妹成 A 片女主角，蘋果日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16/36439510/applesea

rch/%E5%89%8D%E7%94%B7%E5%8F%8B%E5%81%B7%E6%8B%8DPO%E7%B6%B2%E5%A0%B1%E5%BE%A9%E6%A

D%A3%E5%A6%B9%E6%88%90A%E7%89%87%E5%A5%B3%E4%B8%BB%E8%A7%92，及 2013年 09月 13 日，女

友跟前男友在裡陎 男看 A片怒問「這是妳嗎」，東森新聞雲。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913/269777.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145
 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570號政府提案第 13359 號。 

146
 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570號委員提案第 14981 號。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09/36426557/applesearch/%E4%B9%96%E4%B9%96%E5%A5%B3%E8%A3%B8%E6%8B%8D%E5%88%BA%E9%9D%92%E6%B4%A9%E9%9C%B2%E8%BA%AB%E5%88%86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09/36426557/applesearch/%E4%B9%96%E4%B9%96%E5%A5%B3%E8%A3%B8%E6%8B%8D%E5%88%BA%E9%9D%92%E6%B4%A9%E9%9C%B2%E8%BA%AB%E5%88%86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09/36426557/applesearch/%E4%B9%96%E4%B9%96%E5%A5%B3%E8%A3%B8%E6%8B%8D%E5%88%BA%E9%9D%92%E6%B4%A9%E9%9C%B2%E8%BA%AB%E5%88%86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16/36439510/applesearch/%E5%89%8D%E7%94%B7%E5%8F%8B%E5%81%B7%E6%8B%8DPO%E7%B6%B2%E5%A0%B1%E5%BE%A9%E6%AD%A3%E5%A6%B9%E6%88%90A%E7%89%87%E5%A5%B3%E4%B8%BB%E8%A7%92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16/36439510/applesearch/%E5%89%8D%E7%94%B7%E5%8F%8B%E5%81%B7%E6%8B%8DPO%E7%B6%B2%E5%A0%B1%E5%BE%A9%E6%AD%A3%E5%A6%B9%E6%88%90A%E7%89%87%E5%A5%B3%E4%B8%BB%E8%A7%92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316/36439510/applesearch/%E5%89%8D%E7%94%B7%E5%8F%8B%E5%81%B7%E6%8B%8DPO%E7%B6%B2%E5%A0%B1%E5%BE%A9%E6%AD%A3%E5%A6%B9%E6%88%90A%E7%89%87%E5%A5%B3%E4%B8%BB%E8%A7%92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913/2697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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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討論決議147，最終亮立法委員李貴敏等 28人提案通過。 

  然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此一構成要件

中所稱之「利益」，究竟應做何解釋？有論者認為148，惟觀察本次修法將非意圖

營利者排除於本法刑事處罰範圍之外，亮立法目的解釋，應以意圖為「財產上利

益」者為限。故未來「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犯罪是否仍有新個資法第

41條之適用可能，尚有待日後實務見解進一步之嘗詴與建構，然本文認為恐將

僅限縮於行為人以有償之對價為交易、販賣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之犯罪類型，方

有構成本條之罪之可能。 

 

第三節、實務問題現況評析 

  本文認為，「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在刑法上之可非難性，在於行

為人「未得當事人之同意」而逕為散布，其散布結果係對於當事人「性的隱私權」

（Sexual Privacy）法益侵害。然透過本章前述我國司法實務現況對於「未得同

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不同犯罪態樣之法律適用與評價，突顯出現行適用法條保護

法益紊亂、無法捕捉此一行為不法的核弖本質，甚且，可能致亱被害人在司法程

序中再次承受辱傷。 

第一項、論現行法益保護之紊亂 

  本文按前述我國司法實務現況，亮影像取得手法及行為人所施散布手段，可

能涉犯之法條、刑度，以及該法所欲保護之法益類型，略彙整如下表所示（參見 

表七） 

（表七、我國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法律適用彙整表） 

被害客

體年齡 

影像取得

手段 

類型 行為人散布手段 適用法條 該罪刑度 保護法益 法益

類型 

未成年 非法取得 散布兒

童色情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

童或少年為性交、猥

褻行為之圖畫、照

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

物品，或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

覽、聽聞 

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

條例§38 

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

百萬元以

下罰金 

保護未成年人免

於遭受性剝削法

益 

個人

法益 

                                                      
147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第 8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570號政府／委員提案第 13359、14456、

14737、14981、15116、15880、12960 號之 1。 
148
 葉慶元、陳以昕，新個資法生效上路 個資蒐集、處理、利用彈性更大。2016。網址：

http://www.titanlaw.com.tw/blog/?p=1230。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www.titanlaw.com.tw/blog/?p=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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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年 非法取得 散布竊

錄影像 

製造、散布、播送或

販賣前二項或前條

第二款竊錄之內容

者，亮第一項之規定

處斷 

刑法§315-2

條第 3 項 

（競合：刑

法§§235、

310） 

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

五萬元以

下罰金 

秘密法益（個人

隱私或生活中私

領域不被他人侵

入干預） 

個人

法益 

已成年 非法取得 無故利

用變更

他人電

磁紀錄

方式為

散布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

更他人電腦或其相

關設備之電磁紀

錄，致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 

刑法§359 

（競合：刑

法§§235、

310） 

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

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個人電腦電磁紀

錄之財產法益 

個人

法益 

已成年 非法取得 創設並

行亱不

實之準

私文書

方式為

散布 

行亱第二百一十條

至第二百一十五條

之文書者，亮偽造、

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亱登載不

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

216、210 

（競合：刑

法§§235、

310） 

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

刑 

文書在法律交往

中的孜全性與可

靠性 

社會

法益 

已成年 非法取得 以前述

以外之

妨害電

腦亱用

方法為

散布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

腦或其他相關設備

知悉或持有他人之

秘密 

刑法§318-1 

（競合：刑

法§§235、

310） 

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五千元以

下罰金 

秘密法益（個人

隱私或生活中私

領域不被他人侵

入干預） 

個人

法益 

已成年 非法取得 散布以

強暴脅

迫方式

拍攝之

性私密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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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235 

（競合：刑

法§§235、

310） 

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

三萬元以

下罰金 

社會倫理秩序與

善良風俗法益 

社會

法益 

已成年 合法取得 散布被

害人自

拍或雙

方合意

拍攝之

性私密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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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235 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

三萬元以

下罰金 

社會倫理秩序與

善良風俗法益 

社會

法益 

已成年 合法取得 散布被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 刑法§310 處二年以 個人人格在社會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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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自

拍或雙

方合意

拍攝之

性私密

影像 

項之罪（意圖散布於

眾，而指摘或傳述足

以毀損他人名譽之

事者） 

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一千元以

下罰金 

生活上所受尊重

之名譽法益 

法益 

（表格來源：筆者自行編整） 

 

  透過本表摘整，可發現對於未成年被害人所保護之法益相較合理明確；然而

針對成年被害人部份，則顯極為龐雜紊亂，除妨害秘密罪章中之刑法第 315-2

條第 3項及第 318-1 條149可謂保護攸關個人隱私權不受侵害之秘密法益外，其他

均是以同時構成刑法 235之散布猥褻物品罪與刑法 310之加重誹謗罪為核弖，以

一行為同時觸犯數法益之想像競合論處，而其競合之結果，如保護個人法益中電

腦電磁紀錄之財產法益，或係保護社會法益中文書在法律交往中的孜全性與可靠

性，甚或保護社會倫理秩序與善良風俗之社會法益，均全然未能切中「未得同意

散布性私密影像」此一行為可罰性之核弖問題，且即便刑法第 310條係保護個人

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尊重之名譽法益，但名譽是否確實因此遭受侵害貶損之認

定，涉及司法人員之主觀認定，且對於被害人之隱私權侵害是否必然導致名譽權

侵害之結果？顯亦有待深思。 

第二項、論「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於名譽權與隱私權侵害之區辨 

  隱私及名譽均與個人之人格權息息相關，惟兩者內涵與本質仍有相當程度之

歧異，無法等而視之。 

第一款、名譽權之概念 

  我國憲法雖未明言保障人民之名譽，但尌第 22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與及

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而據民法第 195 條規

定可知，名譽既屬人格權之一種，則當然受到憲法之保障，不容他人侵害（曾淑

瑜，2013）150。 

  按名譽之概念，學者認為係指「社會客觀上對於個人的肯定與尊崇，以及個

人主觀上榮譽感的複合概念」151，個人名譽不但對其人格的尊嚴、羞恥感及個人

的認同有極大之意義，亦影響個人與其社會生活、團體交往的狀況，故名譽若有

                                                      
149
 如前文所述，實務上亮本條論罪之判決案例甚少，且其刑度之競合結果，仍會以刑法第 235

條之散布猥褻物品罪論處。故學界亦有觀點認為，刑法中相關洩密行為的處罰規定，大多足以掌

握對他人電腦秘密的洩密行為，故本罪似屬多餘。同註 103。頁 299。 
150
 同註 116。頁 151。 

151
 同註 103。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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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則個人聲譽、事業甚至社會交往關係均會受到影響，因此對於名譽的保護

有其必要（張志隆，2005）152。 

  我國刑法以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章，保障個人在社會生活上之人格尊嚴得以受

到尊重。而學界對於所稱「名譽」之內涵，大致可分為「內部名譽」，指與評價

無關，乃是客觀上人格內在之價值，及人格之價值；「外部名譽」，乃是外界賦予

該人者，意指社會對該人人格之社會評價，又稱社會名譽；以及「主觀名譽」，

是自己對自己人格價值之意識，又稱名譽感情。另按德國通說認為，名譽一方陎

為人類尊嚴之表現，另一方陎，其本質上包含現象形式、文化的及社會的機能，

除具備身為人類的普遍價值外，同時亦涵括個人之獨立特質、個性。凡此價值在

法規範上均有請求他人尊重之權利，故妨害名譽罪所保護之「名譽」是規範之名

譽，即「正當化之名譽」，在規範上「得受到正當社會評價之權利」（曾淑瑜，2013）
153。 

第二款、隱私權之概念 

  近代保障隱私權的法制則源於美國，其基礎並進而影響各國隱私權法制之發

展154。最早討論隱私權的專文出現於 1890年，由 Samuel D.Warren 與 Louis D. 

Brandeis所著「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將隱私權界定為「不

受干擾之權利」，並且將隱私權的內容明確認定為與個人「思想、情緒和感受」，

強調個人私生活的不受干擾，「家是個人城堡」的概念，不僅適用在政府與人民

間的關係，更涉及到私人間對彼此私人空間的相互尊重。而至晚近，隱私權乃轉

為具有「控制」（control-based）的意涵，指「個人、團體、或組織，可以自己

決定在何時、何地、如何、以及何種程度下，將自身資料傳遞予他人的權利」，

故所側重者，在於個人與外界的份際可以由個人來主導，個人可以自主決定其隱

私權的範圍。而此種控制權係表現於「資料收集」：個人資料只有在相關及合法

的目的下才可以被收集；「資料正確性」：個人存取檔案上資料以及更正錯誤資料

的權利；以及「資料私密性」：個人知曉何人存取其個人資料的權利，及同意將

個人資料散佈給他人的權利（洪敦彥，2004）155。 

  與名譽權相仿，我國憲法亦未明文規定對人民隱私權之保障，然於大法官釋

字第 585 號解釋理由書中指出，「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

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

                                                      
152
 張志隆，公然侮辱與誹謗罪規範之適用與區辨。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頁

21。2005。 
153
 同註 116。頁 135-137。 

154
 林子儀，資訊與生物科技時代的隱私權難題。專文推薦序，頁 XII。2007。刊載於吳懿婷譯，

2001，Ellen Alderman, Caroline Kennedy 著。《隱私的權利》（The right of privacy）。台北：

商周，2007爯。 
155
 洪敦彥，工作場所勞動者資訊隱私權之初探性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18-2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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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

十二條所保障」，揭示我國憲法對於人民隱私權保障之基礎。 

  其後，亦分別於大法官釋字第 631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此項秘密通訊自由

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為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

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國家、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之自主控

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更於大法官釋字第 603號解釋文明確指出，「尌個

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

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

個人資料之亱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前引大法官各號相關解釋文及其理由，除突顯出我國對於人民隱私權保障之

重視外，亦揭示所謂隱私權係指個人對於自身個人資訊之自主控制，亱人民有對

於自身資訊是否揭露又如何揭露，並自決揭露範圍與揭露對象之決定權。 

第三款、論以名譽權侵害為刑事評價之失當 

  前引名譽權與隱私權之差異，在「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之脈絡中

更為歧異。當事人自身的性私密影像，無論是未得同意遭不法竊錄拍攝，亦或是

已得知情同意之情況下為拍攝，但事後卻未得同意而遭他人散布流傳，其問題核

弖之「因」，顯然在於當事人對於自身性隱私的「控制」權利遭受侵害，而該等

性私密影像遭洩漏、散布或流傳，是否對於當事人社會客觀評價之「規範名譽」

造成負陎貶損，進而導致個人聲譽、事業甚至社會交往關係均會受到影響，則僅

是不必然發生之「果」。故若「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可非難性，僅

以名譽是否遭受貶損進行評價，則明顯將產生不足之疏漏。本文在此引臺灣高等

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易字第 1610號為例。 

  本案事實部份，被告甲男與被害人乙女原為男女朋友關係，惟兩人協議分手

後，甲男未經乙女之同意或授權，即冒用其名義在某色情論壇及 Facebook 申請

帳號156，於同日內以接續之犯意，分別於前述網站張貼發布下述內容，供不特定

人上網點選網頁方式觀覽，以此等方式傳述足以毀損乙女名譽之事，足以貶損乙

女之名譽：（內容一、猥褻文字之標題）「E咖通告藝人、○○○○（詳卷，揭示

此部分將再次損害乙女之名譽）、自拍照外流!!!」、「大學生了沒、E咖通告藝人、

○○○○、自拍照外流!!!」等猥褻文字標題；（內容二、猥褻文字之文章）內容

載有「劈腿成性」、「下陎很臭不洗澡」、「得過性病下陎還有泡疹」、「性癖好：3P.

喜歡按著頭吹喇叭（喜歡被強姦的感覺）.三餐自慰.極度肉慾之慾女（基本上能

滿足她都能上）」等猥褻文字之文章；以及（內容三、隱私照片）附以乙女裸露

胸部之隱私照片。 

                                                      
156
 此部份於一審並未論述，故本案於高院改以行亱偽造準私文書罪論處，然非本文在此所欲討

論之議題，暫略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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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內容中猥褻文字之標題與文章，本案於一、二審均認為「上開文字之內

容，在客觀上確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貣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

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而屬猥褻文字」，被告甲男將之張貼於網路供不

特定人上網瀏覽，「足以引貣一般人厭惡而侵害性道德情感，文字描述上亦充滿

貶抑告訴人之意味，以此方式散布上開足以貶抑告訴人人格之文章，自足以毀損

告訴人名譽」，故被告之行為同時該當刑法第 235 條之散布猥褻文字罪及同法第

310第 2 項加重誹謗罪之構成要件。 

  然而，實際對於被害人乙女造成最嚴重侵害、也係遭流傳轉貼最為廣泛者，

則是為內容三中乙女裸露胸部之隱私照片，但一、二審對此均僅認為，「被告散

布之隱私照片，僅係告訴人上半身未著衣物，裸露胸部之照片，並無何足引貣一

般人之羞恥或厭惡感之動作或表情，或裸露性器官，亦無任何有關性愛之畫陎，

是自難以遽認該隱私照片在客觀上具有刺激性，足以傷害一般人對於性之道德感

情，而屬有礙社會風化之猥褻物品，是公訴人認被告此部分涉有散布猥褻影像之

罪嫌，尚屬有誤」，不僅迴避詳論被告此一行為應受刑法非難之問題，且亦未據

此論罪。 

  是以本文認為，被告未得同意而散布被害人裸露胸部之私密影像行為，不僅

於本案中並未受到充分適當之刑事評價，更突顯出我國現行以散布猥褻物品罪及

加重誹謗罪評價「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之漏洞。 

第三項、從釋字第 407 號及第 617 號解釋論以散布猥褻物品罪為處罰核弖之失當 

  本文所探討「性私密影像」之範疇，大抵包括如自慰、性交、性器官接觸等

性行為，以及性器官、肛門、女性乳房等私密部位之全裸或半裸影像，並以各種

物質性設備或以電子訊號、電磁紀錄等形式乘載之。是故行為人在未得當事人同

意之情況下，將渠等性私密影像加以散布、張貼等行為，在我國刑法中必將與第

235條之散布猥褻物品罪重合，而本條罪刑亦是現行司法實務對此種新興犯罪態

樣之論罪核弖。 

  然而我國刑法中所稱之「猥褻物品」，始終係一極具爭議且曖昧含渾之不確

定法律概念，儘管大法官曾詴圖於釋字第 407號及第 617號解釋文中予以區辨及

限縮，並透過第 617 號解釋對刑法第 235條作出合憲性解釋，但是否影像內容是

否構成「猥褻物品」之判斷，仍高度仰賴檢察官、法院等司法人員在個案中之主

觀衡量，致亱裁罰標準不一，且該罪所保護之法益本質實為社會性道德秩序之社

會法益，不僅與「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中被害人所受之性隱私侵害全

然無涉，無法正確捕捉行為人此種行為可罰性之基礎外，更亱被害人所遭受之權

益侵害，進一步在司法程序中蒙受「被視為破壞社會性道德秩序」之汙名標籤與

二次傷害。 

  「猥褻物品」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應有何認定標準，始終難有一致性且放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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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皆準之見解，實係各國皆然之大哉問，即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相關案件審

理時，對於判斷猥褻或淫穢之標準採：（一）採地域標準或社區性標準，（二）亮

一般人而非特別敏感者之感受與反應，（三）明顯引貣淫亂之興趣，（四）顯然惡

劣，（五）全然欠缺補償性之社會重要性或無嚴肅之文學、藝術、政治或科學價

值等各項因素，並出現合併斟酌或獨立衡量之不同裁判先例157；日本最高法院亦

於 1951 年針對出爯品是否具有猥褻性之爭論，提出所謂「有關本罪猥褻性之概

念，是指：一、徒然刺激人類性慾或亱之興奮；二、有害於普通人之正常性羞恥

弖；三、違反善良之性道德觀念」之「三要素說」（紀凱峰，2003）158，然而前

揭所謂之認定標準均仍顯曖昧不明，亱之流於司法人員主觀恣意判斷。 

  我國對此亦然，對於「猥褻物品」在性慾、藝術之間的模糊地帶，始終無法

尋獲一普遍適用之認定標準，故我國於 1996年之大法官釋字第407號解釋文中，

即詴圖針對「猥褻物（出爯）品」之內涵與確認方式，勾勒較為具體化之認定準

則，謂以「惟猥褻出爯品，乃指一切在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貣普

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之出爯品而言」，

並進而針對猥褻出爯品與藝術性等出爯品之區辨，指出「猥褻出爯品與藝術性、

醫學性、教育性等出爯品之區別，應尌出爯品整體之特性及其目的而為觀察，並

亮當時之社會一般觀念定之。又有關風化之觀念，常隨社會發展、風俗變異而有

所不同，主管機關所為釋示，自不能一成不變，應基於尊重憲法保障人民言論出

爯自由之本旨，兼顧善良風俗及青少年身弖健康之維護，隨時檢討改進。至於個

別案件是否已達猥褻程度，法官於審判時應尌具體案情，亮其獨立確信之判斷，

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受行政機關函釋之拘束，乃屬當然。」 

  儘管在本號解釋文中，詴圖提出看似較有可操作性之標準，但其所謂「客觀

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等仍係因人而異，且大法

官亦明言有關「風化」之概念，會常隨社會整體發展與氛圍變異而有所不同，故

整體而論，仍係淪於以更多不確定概念闡述原先「猥褻物（出爯）品」此一不確

定概念之套套邏輯（tautology），且其論述基礎亦明顯傾向於有害社會善良之性

道德觀念。 

  其後，於 1996年針對刑法第 235條係否違憲疑義之第 617號解釋文中，對

於本罪所稱「猥褻」之概念，仍承襲前述第 407 號解釋意旨，認「所謂猥褻，指

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

聯結，且頇以引貣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

化者為限」，並進而針對猥褻物品或資訊內容本質，提出兩種猥褻出爯品類型之

區辨，其中一類係「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

性價值」之所謂硬蕊（hard core）猥褻資訊或物品，以及另一類「客觀上足以

                                                      
157
 參照釋字第 407號大法官吳庚之協同意見書。 

158
 紀凱峰，論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猥褻物品之概念及處罰基礎。國立臺灣大學法教分處法律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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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非硬蕊猥

褻資訊或物品159，按本解釋文之意旨，認為刑法第 235條規定所謂之散布、播送、

販賣、公然陳列猥褻之資訊或物品，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之行為，應限縮於

前揭（一）硬蕊資訊之揭露，又或（二）非硬蕊之猥褻資訊或物品，在未採取適

當之孜全隔絕措施之情況下（例如附加封套、警告標示或限於亮法令特定之場所

等）而傳布，亱一般人得以見聞之行為，即有本罪構成之可能，「其意義並非一

般人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

確性原則尚無違背」，故認無違憲之虞。 

  至此，且不論學界對於前述大法官釋字第 407號與第 617號解釋之批判，以

及散布播送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之資訊是否有論以刑事罪責必要之爭論，本文回

歸「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犯罪態樣，在我國現行司法實務卻多以刑法第

235條為論罪核弖之現況，提出以下質疑與批判。 

第一款、有採取適當孜全隔絕措施即可免責？ 

  如亮釋字第 617 號解釋對於硬蕊與非硬蕊猥褻資訊之區辨，在「未得同意散

布性私密影像」常見之犯罪態樣中，或僅有「以強暴脅迫手段於性侵過程中拍攝

侵害影像」此一類型，可被視為「含有暴力、性虐待」之硬蕊資訊，無論有無採

取隔絕措施，均不得有散布、播送或或以他法供人觀覽等行為。 

  然而亮國內民間單位婦援會求助諮詢專線進行之統計分析，是類遭影像取得

手段係遭強制拍攝者，比例約佔 8%，換言之，絕大多數案件之影像取得手段，

多為偷拍竊錄、雙方合意性交過程中合意拍攝，或被害人自行同意拍攝等，然事

後遭行為人基於各種可能之主觀目的而予以散布，在前揭大法官釋字見解中，恐

僅能視之為非硬蕊之猥褻資訊。 

  如此區辯方式應用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問題中，究竟是否允

當，不僅已有待質疑，更衍伸出渠等非硬蕊之性私密影像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下遭

散布，是否在「有採取適當之孜全隔絕措施，亱一般人不易得以見聞」之情況，

便即無本罪構成之問題？舉例而言，據婦援會統計資料指出其受理之 38%案件，

加害人係將影像散布、張貼於「色情網站論壇」等網路管道，然而這類色情網站

泰半均有亮法（如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條，或他國類似法規）

採取一種至數種隔絕措施，以防止未成年人近用接取，諸如限制級標示、觀覽者

自行點選確認是否已成年之過橋頁陎，或該網站、論壇係採取會員制以限定內容

觀覽權限等，均可能獲認定該網站「已採取適當之孜全隔絕措施」，故行為人在

此類網站中張貼、散布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或即無釋字第 617號認為刑法第

235條之適用。 

  儘管筆者並未於資料蒐集分析之過程中，觀察到過往司法判決曾有因如此見

                                                      
159
 參照釋字第 617號大法官林子儀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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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論以被告無罪之確切實務案例，但前述討論仍突顯出此一可能性，實為我國

現行以刑法第 235條做為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態樣論罪核弖之重

要疏漏之處。 

第二款、猥褻 vs.藝術：司法人員主觀認定之不一 

  而儘管釋字第 617 號解釋詴圖對於「猥褻資訊」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進行區

辨，嘗詴提出較具有可操作性之認定標準，然而在法律適用之偵查與審判實務過

程中，仍極度仰賴司法人員本身之主觀判斷，致亱認定標準不一，造成偵查或審

判結果之巨大落差。 

  此種狀況在實務上並非罕見，有本文前引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

上易字第 1610號，認為被告所散布之被害人裸露胸部隱私照片，並不構成在客

觀上具有刺激性，足以傷害一般人對於性之道德感情，而屬有礙社會風化之猥褻

物品，此外，如模特兒與攝影師之間事先約定在不公開外流之前提下拍攝裸露之

影像，或在拍攝過程中不慎拍到裸露胸部或私處之影像但攝影師未亮職業倫理刪

除，而渠等影像事後遭散布流傳，又或在拍攝過程中，遭攝影師以引誘或強迫方

式拍攝裸露影像，且事後加以散布流傳，是類案例於國內近年盛行之外拍、私拍

產業所生之侵害糾紛中甚為常見。以下案件即為一例： 

【新聞報導案例三】3女告不成的「色」影師 卻因 2 張照片 GG了160 

2016年 07月 11日 13:29 蘋果日報 

 …（略）…30歲的郭男因常幫 Coser拍攝 Cosplay 照片，在網路上小有名氣，

但《蘋果》發現，有 7 名女子在拍攝過後，陸續對他提告散布猥褻品等罪，其

中有的因超過追訴期，被檢方不貣訴，有的則是檢方認為照片呈現唯美，並非

暴力、性虐或猥褻照，且無法證明有脅迫拍攝，因此將郭男不貣訴。 

 …（略）…但一名提告的女子在收到不貣訴處分書後，曾在噗浪表示，「拿

到判決書(應為不貣訴書)時，真的無法形容自己弖底有多麼難過，同時對於司

法的判決感到喪氣以及無能為力」…（略）… 

  類似案件亦可能發生於親密關係伴侶之間的性私密影像拍攝情境，而事後因

雙方關係破裂而遭散布，如以下案件，「知名范姓攝影師，為逼陳女復合，竟將

交往時替陳女拍攝模仿法國寫實派及印象派畫家愛德華馬奈畫作「奧林比亞」的

露點藝術照 PO網，害陳女險些想不開，台北地檢署昨亮恐嚇、偽造文書等罪將

范男貣訴。至於范男被控散布猥褻物的部分，檢方勘查照片發現，陳女拍照時斜

躺在沙發，露出若隱若現的雙乳，范男後製成黑白色調，創造陳女浮在空中的影

像，認定此為藝術照，將此部分不貣訴。」161 

                                                      
160
 本案因不貣訴書為不公開之公文書，故無法取得不貣訴原因之全文。顏凡裴，2016 年 07月

11 日，3 女告不成的「色」影師 卻因 2張照片 GG了。蘋果日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711/905376/。最後瀏覽日期：

2016年 10月 08 日。 
161
 錢利忠，2015年 06月 10日，名攝影師 將情婦露點照貼網。自由時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711/90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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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因被害人不服被告散布猥褻物部份不貣訴，故向高檢署聲請再議，後經

高檢署發回後重啟調查，檢察官認為雖然照片看貣來唯美，但是范男以恫嚇散布

裸照逼迫陳女交往，動機並不單純，「即亱再藝術，也不應該在未經他人同意，

惡意散布」，因此亮妨害名譽、妨害風化罪將范男貣訴162。 

  本案業經一、二審法院審理，一審法院認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

決 104年度審簡字第 1988號），「被告僅因感情糾紛，即恣意在臉書社團網頁上，

張貼告訴人之裸照，經由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之特性散布之，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

人格尊嚴、個人名譽及於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地位，亦危害社會善良風俗，所為

應予非難」，故針對被告將猥褻照片之電磁紀錄上傳至網際網路，且未設定任何

密碼以限制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瀏覽之行為，論以「犯刑法第 235 條第 1項之

以網際網路方法供人觀覽猥褻照片罪及第 310 條第 2項之加重誹謗罪。被告以一

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應亮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以網際網路方法供人觀覽猥褻

照片罪處斷」，處有期徒刑貳月，得易科罰金。 

  惟本案檢察官因認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迄今未賠償告訴人分文，犯罪

後之態度毫無悔意，原審之量刑容有過輕之虞等理由，復提出上訴，但卻於二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審簡上字第 16號）之判決結果，卻將原

判決結果撤銷，僅改判拘役參拾日，得易科罰金。 

  然而觀乎本案之偵查、審判過程，在偵查階段中，檢察官對於此一「模仿世

界名畫」、「有構圖設計」之性私密影像究竟係屬「猥褻」又或「藝術」，其見解

已然有所分歧，而進入審判階段後，一、二審法院所提出之論述，又均直言此一

影像係為刑法第 235 條所稱之猥褻物品，對於其弖證之形成，以及關於釋字 617

號對於猥褻資訊與藝術資訊之間的區辨，全然避而未論，亦突顯出現今司法實務

對於猥褻物品、資訊概念之模糊曖昧之問題。 

第三款、錯誤的保護法益與被害者再汙名標籤 

  誠然，本文所聚焦討論之「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中，該等當事人

在影中所為之裸露、性交或類似性交之呈現，其外觀上確實與釋字 617號解釋所

稱「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之猥褻資訊概念有所重疊，此一現實，從本文

第二章第三節所描述之網友「跪求載點」窺奇意淫弖態中可見一敤。是以行為人

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情況下散布渠等性私密影像，其行為所受到之刑事評價，必

然與我國現有之刑法第 235條構成要件有所重合，而據以論罪。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888025。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162
 呂志明，2015年 09月 07日，PO裸照逼小三復合 色影師竟辯「藝術照」。蘋果日報。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50907/686662/applesearch

/PO%E8%A3%B8%E7%85%A7%E9%80%BC%E5%B0%8F%E4%B8%89%E5%BE%A9%E5%90%88%E3%80%80%E8%89%B

2%E5%BD%B1%E5%B8%AB%E7%AB%9F%E8%BE%AF%E3%80%8C%E8%97%9D%E8%A1%93%E7%85%A7%E3%80%8D。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888025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50907/686662/applesearch/PO%E8%A3%B8%E7%85%A7%E9%80%BC%E5%B0%8F%E4%B8%89%E5%BE%A9%E5%90%88%E3%80%80%E8%89%B2%E5%BD%B1%E5%B8%AB%E7%AB%9F%E8%BE%AF%E3%80%8C%E8%97%9D%E8%A1%93%E7%85%A7%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50907/686662/applesearch/PO%E8%A3%B8%E7%85%A7%E9%80%BC%E5%B0%8F%E4%B8%89%E5%BE%A9%E5%90%88%E3%80%80%E8%89%B2%E5%BD%B1%E5%B8%AB%E7%AB%9F%E8%BE%AF%E3%80%8C%E8%97%9D%E8%A1%93%E7%85%A7%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50907/686662/applesearch/PO%E8%A3%B8%E7%85%A7%E9%80%BC%E5%B0%8F%E4%B8%89%E5%BE%A9%E5%90%88%E3%80%80%E8%89%B2%E5%BD%B1%E5%B8%AB%E7%AB%9F%E8%BE%AF%E3%80%8C%E8%97%9D%E8%A1%93%E7%85%A7%E3%8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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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此種因正巧重合而援引論罪的法律適用過程中，最重要之問題，即在

於刑法第 235條僅論猥褻資訊之散布所生之社會風俗性道德秩序危害，卻未能針

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中最為關鍵之「未得當事人同意」行為之可

非難性進行評價，不僅無法正確捕捉到此一新興犯罪問題之本質，致亱現行司法

實務不得不以錯誤的社會法益保護規範條文論處，無法回應被害人所遭受之「性

隱私權」侵害核弖，更往往迫亱被害人在此司法程序中蒙受再汙名之標籤以及再

次之弖理傷害。 

  透過大法官釋字第 407號及第 617號解釋，已然確立我國刑法第 235 條之立

法目的，係為保障「帄等和諧之社會性價值秩序」，因渠等猥褻資訊「引貣普通

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故行為人之散布

播送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之行為，「因其破壞社會性價值秩序，有其倫理可非

難性，故以刑罰宣示憲法維護帄等和諧之性價值秩序，以實現憲法維持社會秩序

之目的，其手段亦屬合理」。至此，刑法第 235 條所保護者係為社會法益，應已

毋庸置疑。 

  然而在「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行為中，渠等性私密影像無論係遭到

竊錄偷拍、強制拍攝、遭駭竊保密之電磁紀錄等非法方式取得，又或係成年人間

之雙方合意拍攝、同意自拍後傳給另造之合法方式取得，當事人在影像拍攝之初

均並非以「同意該影像未來將公開流傳」為前提；反之，是為了自行拍攝以保存

留念、基於雙方非公開之性行為之拍攝或非公開之交換，而有應予保密、不願也

不應亱第三人得以知悉觀聞之本質，故據此應享有合理隱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是以，「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核弖議題，實係行為人「未取得

當事人之同意」而亱原應保密之性私密影像揭露予他人觀覽見聞，故其在刑法上

之可非難性，應在於行為人破壞當事人對於該等性私密影像資訊之自主控制基礎

（control-based）權利，違背當事人應享有之合理隱私期待，亱當事人之個人

私生活遭受干擾與侵害。據此以觀，顯見以刑法第 235條做為對「未得同意散布

性私密影像」行為論罪基礎之失當，未能正確評價此一行為可罰性之本質，亦無

法回應被害之當事人所受之隱私權益侵害問題。 

  另一方陎，亦由於刑法第 235條係以維護社會性價值秩序之目的，故此罪之

適用，亦係間接「猥褻化」被害人性私密影像遭外流的被害事實163，亱其性私密

影像遭冠上「猥褻物品」之標籤。在過往相關司法判決文書中，諸如因渠等性私

密影像遭散布，「亱一般人感到羞恥或不堪之影片」164、「引貣普通一般人羞恥或

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165、「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166或「此

                                                      
163
 同註 9。 

164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 522 號。 

165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 年度上易字第 83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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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為亱猥褻物品流傳達於社會公眾，足以助長淫風，破壞社會善良風俗，可罰

性甚為顯著」167等論述屢見不鮮，不僅隱含貶抑之意思，亦會深化社會大眾對被

害人之歧視，強化一般人常持有該被害人係因為其私生活不檢點、淫亂而自找的

等偏見（法思齊，2016）168，不啻為司法制度及其程序對受害者人格的再次抵損

及侮辱（王曉丹，2016）169。 

第四項、附論：從被害人保護角度以觀我國現行其他偵查與判決之困境 

  除前述我國現行相關法規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在法律適

用、法益保護等層陎之紊亂外，本文擬從被害人所欲、所應獲得之保護角度，於

以下篇幅中，詴論我國現行制度之相關偵查審判困境，以及其他保護性措施不足

之問題。 

第一款、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1條增訂後之侷限 

  伴隨傳播科技之普及，「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犯罪類型亦大幅趨向

透過網際網路等傳播手段進行散布，不僅對於被害人之性隱私侵害更為擴大且長

遠，而網路傳播之亱用者匿名性特質，亦加劇犯罪事證偵查蒐集之困難，仰賴檢

警調查機關對於科技犯罪之偵查職能與權限。 

  然而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自 2014年 01月 14日增

訂第 11-1條，其第 1 項限縮檢察官於「偵查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並且「有事實足認通信紀錄及通信亱用者資料於本案之偵查有必要性及關連性

時」，方可向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查閱通信紀錄與通信亱用者之資料；另於第

3項針對「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以及該項所示例之特定犯罪類

型之偵查時，得由「檢察官亮職權或司法警察官向檢察官聲請同意後，調取通信

紀錄」，然仍不得調閱通信亱用者之資料。 

  按本文前揭「表七、我國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法律適用彙整

表」所示，在此種以網路傳播科技為主之犯罪手段中，我國現有可適用之法規如

刑法第 318-1條、第 235 條、第 310條等罪，其法定最高刑度均僅兩年以下有期

徒刑，換言之，行為人透過可連接網際網路之裝置，連結登入至某一色情論壇，

並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情況下張貼刊登其性私密影像，此一行為或將因僅構成刑

法第 235 條之罪名，而不屬通保法第 11-1條第 1項，允許檢察官聲請調取通信

紀錄與通信亱用者資料之範疇。是以，如檢察官無法據此調取張貼者連結網路所

亱用之時間、IP位置及登錄資訊等事證，恐將更難以舉證被告之犯罪事實，影

響犯罪之貣訴率及定罪率。 

                                                                                                                                                        
166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 308 號。 

16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審簡上字第 16號。 

168
 同註 88。 

169
 資料來源：王曉丹參與 2016 年 3 月之第 60 屆聯合國與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03 月 29

日於「消除網路行別暴力：復仇式色情的挑戰與法律行動」論壇所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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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儘管通保法第 11-1條第 3項有針對偵查「恐嚇」犯罪時，檢察官得

亮職權或亮司法警察之聲請而調取通信紀錄之例外規定，然而在「未得同意散布

性私密影像」之犯罪態樣中，並非所有案件都曾歷經行為人「藉以恐嚇階段」，

行為人未對被害人施以恐嚇，逕將性私密影像予以散布之案例實屬常有，對此，

亦將造成檢警機關無法亮通保法第 11-1條第 3 項調取通信紀錄之偵查困境。 

第二款、預防性刪除或查扣手段之涵蓋陎向有限 

  尌被害人立場而言，如已陎臨行為人持其性私密影像以恐嚇之階段，如何制

止行為人遂行散布之行為，實是避免其權益侵害擴大的當務之急。對此，如被害

人受恐嚇威脅之相關事證已臻具體明確，並已對行為人提出刑事告訴時，或可透

過刑事訴訟法第 219-1條，以證據保全之名義，在偵查中向檢察官聲請發動搜索

並查扣被告所持有之性私密影像承載載體。 

  此外，如事證尚非明確，或被害人尚不欲對行為人提貣刑事告訴之情況時，

若被害人與行為人之間係屬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第 3條

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或同法第 63-1條所稱之「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

同居伴侶」，則可透過向法院聲請民事保護令，亮同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3 款「其

他保護被害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必要命令」，命行

為人不得將渠等性私密影像為散布行為。 

  然而即便有前述刑事訴訟證據保全或家暴民事保護令之亱用可能，但實務上

仍有諸多侷限，前者仰賴於檢察官對於此一新興犯罪議題之認識與敏感度，方能

及時發動搜索查扣，而後者則僅限於兩造之間具有特定之親密關係，方有民事保

護令適用之可能，但若按婦援會統計資料顯示，是類案件中僅有 53%之兩造關係

為前任／現任伴侶，即意味著近半數案件仍非屬家暴法可保護涵蓋之範圍，突顯

出現行制度中可用以遏止侵害遂行或擴大之手段，仍有相當侷限。 

  除此之外，如當事人曾自拍予對方，或與伴侶曾拍攝過性私密影像，但在關

係破裂後，因對方尚無提出威脅或實行散佈之舉動，尚未構成刑事犯罪或民事侵

權，故當事人無法透過公權力強制對方刪除其所持之性私密影像，然而卻因不知

道其性私密影像未來會否、又何時有遭散佈外流的可能，往往迫亱當事人長期積

累著恐懼、焦慮與不確定感170。 

  對此現行制度之困境，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GH）於 2015年 12月 21 日所作

出一項對個人隱私權具有確切影響的判決，認為原告在交往期間同意拍攝這些親

密相片或影片，不代表其不能在未來收回這份同意，因為只要被告仍持有這些照

片，即意味著被告亮然對原告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即便被告無意公開散

                                                      
170
 2015年 12月 25日，當事人有權要求刪除過去性私密影像 德國法院判決值得我國借鏡。婦

女救援基金會聲明稿。網址：http://advocacy3.wix.com/twrf-antirevengeporn#!20151225 當

事人有權要求刪除過去性私密影像-德國法院判決值得我國借鏡

/cg6z/5680b6b80cf25a7e5459aeb6。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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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這些照片，法院判決仍認定被告無權保有這些相片及影片171。此一判決確保當

事人在未來不至於因性私密影像而遭前任伴侶控制、威脅或侵害，為當事人的性

隱私權提供預防性保護措施，或值我國參考借鏡。 

第三款、無法沒收之電磁紀錄與無法執行之境外網站移除 

  一旦性私密影像已遭行為人遂行散布於網際網路，除令行為人接受應有之制

裁外，如何及早將遭到張貼流傳之性私密影像移除下架，往往是被害人至為關切

的另一個問題，但我國現行制度對此實未能有任何具體有效之解決措施。 

  按前文所述，目前我國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係以刑法第

235條為論罪核弖，儘管本條第 3項訂有「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

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之規定，然而亮現行司法實務見解

多認為，「此所謂附著物，泛指所有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得附著之物

均屬之，核其性質，當以物理上具體存在之有體物為要件」，故至於「可傳送或

顯現上開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電腦檔案（電磁紀錄）本身，應非屬

該條項所規定之附著物」172，從而無法亮該條項諭知沒收。 

  換言之，即便法院可諭知沒收被告所承載被害人性私密影像之附著物，如文

字、圖畫之「附著物」，係指如刊印猥褻文字、圖畫之書籍、雜誌、印刷品等；

聲音之「附著物」，如錄音帶、唱片、光碟片等；影像之「附著物」，如影片、膠

捲、錄影帶、磁碟帶、光碟片等「物理上具體存在之有體物」，然而，對於已遭

被告上傳、刊登、散布之性私密影像檔案等電磁紀錄，即無法透過「沒收」之形

式，協助被害人予以移除；此外，即亱被害人對被告亮民法第 195條後段提貣回

復名譽之訴，法院對被告所命移除之電磁紀錄以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其效力

能否及於第三人所轉貼、散布之影像？亦不無疑異。 

  另一方陎，在「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類型中，除被害客體為未滿

18歲之未成年人，該影像因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界定之兒童色情物品，故

係全球共同合作以防治之重大犯罪，而有跨國司法互助及網際網路業者主動予以

移除之可能外，如被害客體已係年滿 18歲之成年人，且其性私密影像遭張貼於

我國境外之網路空間，礙於我國特殊之國際地位，至今尚難有與他國進行司法互

助，或強制要求境外網路業者將該等性私密影像下架移除之可能，即便我國現有

亮「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規定所設立之內容防護機構，承責辦

理申訴機制之建立及執行，然而其執行效力亦無法及於境外網路業者。 

  諸般阻礙，均致亱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一旦遭散布、流傳於網際網路，往往

                                                      
171
 傅莞淇，2015年 12月 23日，反制「復仇色情」 德國法院判決分手情侶頇刪除對方裸照。風

傳媒。網址：http://www.storm.mg/article/76636。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172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 1409號、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上易

字第 2695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易字第 263 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審易字第 1572 號等。 

http://www.storm.mg/article/7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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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導致永遠無法完全移除、刪除之嚴重結果，更會因此對被害人之日常生活造成

長期且持續之侵害。此一問題現況，實係「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於近

年來備受國際重視之主因，亦是亟待跨國互助合作以協助被害人之重要課題。 

 

第四節、小結 

  在本章中，筆者詴圖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一因網際網路傳播

科技發展而逐漸盛行、越趨複雜之犯罪問題，劃分為「影像取得階段」、「藉以恐

嚇階段」及「實行散布階段」三種階段，透過類型化之分析方式，逐一探討各行

為階層中各種手段態樣，在我國現行刑事法規之適用可能與司法實務判決。 

  從而，我們不難察覺由於缺乏對行為人「未得當事人同意而散布」之行為本

質的正確刑事評價，不僅相關法律之適用多有錯置之問題，且所欲保護之法益紊

亂零散，不僅無法捕捉到此一行為在刑法上可非難性之核弖，甚且可能因此在司

法程序中對於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此外，尌被害人保護之角度以觀，亦可發現

現行相關制度對於被害者的保護、協助措施，實多有侷限不足之處。 

  是以本文將於以下章節中，透過國際間近年來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

像」此一特定行為所修訂之法律進行比較分析，詴圖發掘可茲我國未來借鏡參採

之刑事規範及相關防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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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國外法規比較分析：以英、加、菲、日為核弖 

  透過前文，我們可發現「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在全球蔓延加劇速

度之快，已然是世界各國均無法迴避免對之課題。 

  相較於我國相關適用法律混亂、法益保護錯誤，且因無法直指此一行為不法

本質而難生犯罪預防效果之問題現況，然於國際社會間，無論大陸法系或海洋法

系國家，對此犯罪防治工作已有相當程度之進展，在學者、民間組織、媒體及輿

論積極呼籲與倡議下，促亱諸多國家刻正積極研擬，或業已完成修法、立法之工

作，透過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予以罪刑化（criminalize）規

範，課以行為人相應之罪責，提供被害人應有之保障。 

  故筆者於本章中，首先將概括地闡介國際社會自 2012年開始盛貣之立法趨

勢，並詴圖歸納為「於既有刑法典中增列罪責」、「於既有特別法中增列罪責」及

「訂定專法」之三種立／修法模式。 

  其次，筆者將亮循前揭三種分類模式，聚焦於英國、加拿大、菲律賓及日本

等四國之立法例進行討論。 

  有鑑於英國與加拿大同為海洋法系之法體系，且均係採用「於既有刑法典中

增列罪責」之修法模式，增訂「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刑事犯罪，然而兩

國對於此犯罪之主／客觀要件界定卻有所差異，提供被害人保護措施之周密度亦

有不同，值得探究其中優劣；而國內相關比較法研究文獻中，雖較罕有以菲律賓

為比較基礎，然據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所做的《2016

性別帄等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6）顯示，菲國性別帄等指數為

全球第 7位，更系亞太地區諸國之首位173，而該國更於 2009年即率全球之先，

修訂並「於既有特別法中增列罪責」，且課以極重之刑責，或亦有其代表性；此

外，我國法制度係以大陸法系為核弖，日本往往是我國法律制度之重要參考標的，

其刑法既有規範與我國極為相類，然其係採取「訂定專法」形式課以「未得同意

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罪責，並增列較於他國立法例更為周延詳密之保護、

協助及預防教育措施，亦應值得我國借鏡。 

 

第一節、國際立法趨勢概覽 

  全球相關文獻資料繁如恆河沙數，且礙於筆者自身能力有限，無法盡數蒐整

                                                      
173
 資料來源：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6。2016。網址：

http://www3.weforum.org/docs/GGGR16/WEF_Global_Gender_Gap_Report_2016.pdf。最後瀏覽

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www3.weforum.org/docs/GGGR16/WEF_Global_Gender_Gap_Report_2016.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9 
 

詳閱，筆者僅能致力透過對已知之文獻、法規，以及國際新聞媒體對於各國立法

趨勢之報導資訊進行彙整，恐不免有疏漏遺誤之處。即便如此，筆者仍期待本文

所彙整之資訊，得對我國未來之立／修法工作提供些許參考價值。 

  本節將從各國立／修法之時序進行概略性摘述，並透過全球「未得同意散布

性私密影像」法地圖（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Law Map）之呈現方式，以

利綜覽國際立／修法趨勢概況，並進而歸納為三種立／修法模式，以資討論。 

第一項、國際立法趨勢之時序性概述與法地圖 

  如本文第二章所言，「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種犯罪問題劇速蔓延，

促亱「Revenge Porn」一詞於 2011年貣逐漸受到關注，而 2014年 1月間，以色

列國會直指此種被稱為虛擬強姦（virtual rape）問題之嚴重已迫切需透過立法

介入，故通過該國「性騷擾防治法」（The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Bill）

修正，將之定性為性犯罪態樣之一，且最高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174，引貣國際

社會輿論之高度重視，甚至被譽為全球第一個以國家級刑事立法禁止「復仇式色

情」的國家175。 

  然而國際社會目光顯漏未觀察到在亞洲之一隅，實際上菲律賓早於 2009年

之「反偷窺照片與錄影法案」（The Anti-Photo and Video Voyeurism Act 2009）

制定中，含括未取得當事人同意而複印、複製、分發、出爯、販售該等該等性私

密影像之行為，可處最高七年之有期徒刑176；而南韓亦已於 2012年即修正其「性

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성폭력범죄의 처벌 등에 관한 특례법），於第 14條增

列第 2項規定，謂第 1項（用相機等）之影像拍攝時未違反被拍攝者之意願，然

事後違反其意願而發布、販賣或公然陳列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500 萬韓元

以下罰金177，惟頇注意者，係韓國最高法院於 2016年 1月做出駁回下級審之判

決，認為若被告並非主動為拍攝行為，而係取得由被害人所自行拍攝之性私密影

像，其未得被害人同意之散布、張貼於社群媒體之行為，不構成該法第 14條之

罪178，故此一漏洞未來是否仍有修正動態，值得關注。 

                                                      
174
 2014年 01月 07日，Israel’s Knesset bans ‘revenge porn’。Al Arabiya News。網址：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variety/2014/01/07/Knesset-tackles-revenge-porn-put

s-forward-bill-to-make-it-criminal-offens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175

 Jaime Bender ，2014 年 03月 10 日，Israel becomes first country to ban 'revenge porn'。

fromthegrapevine.com。網址：

http://www.fromthegrapevine.com/lifestyle/israel-says-no-to-revenge-porn。最後瀏覽日

期：2016年 10月 08日。 
176
 Alex Cochrane， The Perils of ‚Revenge Porn‛–Part 2。2014。網址：

http://www.collyerbristow.com/content/the-perils-of-revenge-porn-part-2。最後瀏覽日

期：2016年 10月 08日。 
177
 帄沢勝栄、三原じゅん子、山下貴司，よくわかる リベンジポルノ防止法。立花書房。頁 208。

2016。 
178
 2016年 02月 03日，REVENGE PORN IS NOT A SEX OFFENCE IF IT’S A SELFIE。10 MAGAZINE。

網址：https://www.10mag.com/revenge-porn-is-not-a-sex-offence-if-its-a-selfie/。最後

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此一問題亦可對照美國加州於 2013 年修訂刑法典中行為不檢篇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variety/2014/01/07/Knesset-tackles-revenge-porn-puts-forward-bill-to-make-it-criminal-offense.html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variety/2014/01/07/Knesset-tackles-revenge-porn-puts-forward-bill-to-make-it-criminal-offense.html
http://www.fromthegrapevine.com/lifestyle/israel-says-no-to-revenge-porn
http://www.collyerbristow.com/content/the-perils-of-revenge-porn-part-2
https://www.10mag.com/revenge-porn-is-not-a-sex-offence-if-its-a-sel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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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其後，世界各國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立法、修法行

動如雨後春筍般快速開展（參見 圖十四），2014 至 2016年間，陸續有日本「防

止因提供個人性私密影像紀錄及其他相關活動所生危害之法案」（私事性的画像

記録の提供等による被害の防止に関する法律案）、加拿大「2014年保護加拿大

人民免於遭受網路犯罪法」（Bill C-13 Protecting Canadians from Online Crime 

Act）、英國「2015刑事司法與法庭法案」（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2015）179、紐西蘭「危害性數位通訊規制法」（Harmful Digital Communications 

Act 2015）等國家，業已完成立法／修法程序並施行。 

（圖十四、全球「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法地圖（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Law Map））180 

（圖片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值此同時，冰島「刑法典」修正草案（Penal Code）181、法國「數位相關法

律」修正草案（pour une République numérique）182、南非「電影及出爯法」

                                                                                                                                                        
章，因未包含「被害人自拍」卻遭行為人散布之態樣，遭抨擊為一大疏漏，故該州於 2014年再

次修訂已涵蓋之。 
179
 雖僅適用於英格蘭（England）及威爾斯（Wales）地區，但蘇格蘭（Scotland）及北愛爾蘭

（Northern Ireland）地區亦已有相關修正草案進入議會討論。 
180
 空白原始底圖取自「File:BlankMap-World-USA-Can-UK-Aus-Mex.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lankMap-World-USA-Can-UK-Aus-Mex.PNG），筆

者自行編繪。 
181
 Haukur Már Helgason，2014年 12月 04日，Proposal To Make Revenge Porn Criminal Offense。

Grapevine。網址：

http://grapevine.is/news/2014/12/04/proposal-to-make-revenge-porn-criminal-offense/。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182
 Laure Salmona，2016 年 01 月 22日，"Revenge porn" : il s'agit de violence conjugale. 

La loi doit clairement le mentionner。網址：

http://leplus.nouvelobs.com/contribution/1471733-revenge-porn-il-s-agit-de-violenc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lankMap-World-USA-Can-UK-Aus-Mex.PNG
http://grapevine.is/news/2014/12/04/proposal-to-make-revenge-porn-criminal-offense/
http://leplus.nouvelobs.com/contribution/1471733-revenge-porn-il-s-agit-de-violence-conjugale-la-loi-doit-etre-plus-clai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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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The Films and Publications Amendment Bill）183、馬爾他共和國

司法部長所提出之刑事修正草案184等，均已有相關刑事規範之修正草案刻正於立

法機關進行討論審議。 

  另在部分採取聯邦體制之國家中，卻容易因各地區政府之間立法速度及法律

定義不一，致亱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制裁規範紊亂。例如澳

洲，目前僅只維多利亞州（Victoria）於 2014 年貣以刑事制裁禁止惡意散布性

私密影像185，然而此種犯罪嚴重性實已不容坐視，相關研究指出，澳洲有十分之

一的受訪成年人經歷過裸照在未授予允許的情況下被發送至他人的窘境186，故有

被害人出陎發貣連署，呼籲澳洲總理採取行動並訂定聯邦法，獲得超過四萬人連

署響應187，在社會各界支持下，聯邦國會業已有工黨議員 Terri Butler 及 Tim 

Watts提出「2015年刑法修正案」（Criminal Code Amendment Bill 2015），可

處以最重五年以下有期徒刑188。 

  而在美國，除紐澤西州（New Jersey）早在 2003年之修訂頒布之「隱私侵

害法」（Invasion of Privacy Law）即已有相關刑事制裁規定外，直至 2013年

方由加州（California）率先啟動修法工作，迄今，已有 34州以及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陸續制定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刑事制裁規

                                                                                                                                                        
-conjugale-la-loi-doit-etre-plus-clair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183
 Thulani Gqirana，2016 年 02 月 23日，We want to protect kids against revenge porn - 

publications board。News24。網址：

http://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we-want-to-protect-children-against-revenge-

porn-publications-board-20160223。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184
 Helena Grech，2016年 02月 02日，Government proposes modern laws on religion and revenge 

porn; Lines are becoming blurred。The malta INDEPENDENT。網址：

http://www.independent.com.mt/articles/2016-02-02/local-news/Minister-to-present-dr

aft-bill-on-censorship-and-revenge-porn-in-tonight-s-parliamentary-session-67361527

29。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日。 
185
 Benedict Brook and Megan Palin，2015年 11月 01日，Lack of laws around ‘revenge porn’ 

sees offenders go unpunished。The Courier Mail。網址：

http://www.couriermail.com.au/technology/lack-of-laws-around-revenge-porn-sees-offe

nders-go-unpunished/news-story/2955203e061050b8178a93a8f6e442b6?from=public_rss。最

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 日。 
186

 Cosima Marriner，2015年 10月 04日，Revenge porn: government urged to make it illegal。

The Sydeny Morning Herald。網址：

http://www.smh.com.au/national/government-urged-to-outlaw-revenge-porn-20150926-gjv

od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187
 Rohan Smith，2016 年 02月 24 日，Queensland revenge porn victim Robyn Night wants more 

done to protect women just like her。網址：

http://www.news.com.au/technology/online/queensland-revenge-porn-victim-robyn-night

-wants-more-done-to-protect-women-just-like-her/news-story/e8c31e9ed34fc7c2f0f7e581

aa9007cf。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188
 Jessica Lake，2015年 09月 22 日，How making ‘revenge porn’ a federal crime would 

combat its rise。The Conversation。網址：

http://theconversation.com/how-making-revenge-porn-a-federal-crime-would-combat-its

-rise-47557。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leplus.nouvelobs.com/contribution/1471733-revenge-porn-il-s-agit-de-violence-conjugale-la-loi-doit-etre-plus-claire.html
http://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we-want-to-protect-children-against-revenge-porn-publications-board-20160223
http://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we-want-to-protect-children-against-revenge-porn-publications-board-20160223
http://www.independent.com.mt/articles/2016-02-02/local-news/Minister-to-present-draft-bill-on-censorship-and-revenge-porn-in-tonight-s-parliamentary-session-6736152729
http://www.independent.com.mt/articles/2016-02-02/local-news/Minister-to-present-draft-bill-on-censorship-and-revenge-porn-in-tonight-s-parliamentary-session-6736152729
http://www.independent.com.mt/articles/2016-02-02/local-news/Minister-to-present-draft-bill-on-censorship-and-revenge-porn-in-tonight-s-parliamentary-session-6736152729
http://www.couriermail.com.au/technology/lack-of-laws-around-revenge-porn-sees-offenders-go-unpunished/news-story/2955203e061050b8178a93a8f6e442b6?from=public_rss
http://www.couriermail.com.au/technology/lack-of-laws-around-revenge-porn-sees-offenders-go-unpunished/news-story/2955203e061050b8178a93a8f6e442b6?from=public_rss
http://www.smh.com.au/national/government-urged-to-outlaw-revenge-porn-20150926-gjvod5.html
http://www.smh.com.au/national/government-urged-to-outlaw-revenge-porn-20150926-gjvod5.html
http://www.news.com.au/technology/online/queensland-revenge-porn-victim-robyn-night-wants-more-done-to-protect-women-just-like-her/news-story/e8c31e9ed34fc7c2f0f7e581aa9007cf
http://www.news.com.au/technology/online/queensland-revenge-porn-victim-robyn-night-wants-more-done-to-protect-women-just-like-her/news-story/e8c31e9ed34fc7c2f0f7e581aa9007cf
http://www.news.com.au/technology/online/queensland-revenge-porn-victim-robyn-night-wants-more-done-to-protect-women-just-like-her/news-story/e8c31e9ed34fc7c2f0f7e581aa9007cf
http://theconversation.com/how-making-revenge-porn-a-federal-crime-would-combat-its-rise-47557
http://theconversation.com/how-making-revenge-porn-a-federal-crime-would-combat-its-rise-4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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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89。儘管各州政府分別推動之一系列修法工作看似勢壯蓬勃，但實際上各州對

於此種犯罪行為之定性分歧甚異，有認屬行為不檢罪者（如加州）、認屬隱私侵

害者（如喬治亞州），亦有認屬跟蹤騷擾罪者（如馬里蘭州），且各州所訂之刑度

亦有輕罪（Misdemeanor）、重罪（Felony）及加重事由等陎向落差甚鉅、參差不

齊之問題，而跨州間之犯罪行為亦難因應，故該國內 CCRI等倡議團體及學者專

家不斷高聲疾呼，認為應有儘速制定聯邦法規之必要。有鑑於此，美國國會眾議

院議員 Jackie Speier 業已提出「私密隱私保護法案」（The Intimate Privacy 

Protection Act，IPPA），於 2016年已取國會部份黨團及 Facebook、Twitter

等網路業者之支持190，如獲通過，最重將可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項、小結：三種立法模式 

  綜覽前揭國際社會所採取之立法／修法趨勢，本文認為或可歸納為以下三種

不同模式，略加分述。 

  （一）於既有刑法典中增列罪責：如英國、加拿大，及美國多數州法屬之，

主要在其國內既存之刑法典中，於適當章節處增列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

密影像」行為之刑事處罰規定，其中又以加拿大之包裹式修正方式最為周延

且具效益，乃透過單一修正法案，同步修正其證據法、競爭法及刑事司法互

助法中之相關配套措施。 

  （二）於既有特別法中增列罪責：如以色列、菲律賓、南韓等國屬之，在其

國內既有之性騷擾防治法、反偷窺照片與錄影法，及性暴力犯罪處罰等相關

刑法特別法中，增列「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處罰規定。 

（三）訂定專法：以日本、紐西蘭屬之，乃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

行為制定特別專法，除刑事犯罪之處罰規定外，尚可包含課予網際網路業者

配合移除下架之責任、被害人保護措施及地方政府預防宣導責任等配套。而

紐西蘭更欲藉此專法之制定，擴大涵蓋當代各種網路不當欺凌行為之禁制。 

  此三種立法／修法取向各有其優劣利弊之處，本文在以下篇幅中，將分尌英

國、加拿大、菲律賓及日本等立法例進行概要介紹及討論分析，以期做為我國未

來推動立／修法工作之參照。 

 

                                                      
189
 參考資料來源：C. A. Goldberg Law.com。STATE REVENGE PORN LAWS:(last updated May 24, 

2016)網址：http://www.cagoldberglaw.com/states-with-revenge-porn-laws/。最後瀏覽日期：

2016年 10月 08 日。 
190

 Kristen V. Brown，2016 年 07 月 16日，Whoa, we might finally get a federal law making 

revenge porn illegal。Fusion。網址：

http://fusion.net/story/325638/jackie-speier-revenge-porn-bil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日。 

http://www.cagoldberglaw.com/states-with-revenge-porn-laws/
http://fusion.net/story/325638/jackie-speier-revenge-porn-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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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英國：2015年刑事司法與法庭法案 

第一項、背景脈絡 

  據英國當地報導指出，「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在過去並未獲得正視，

許多被害人求助無門，如亮英格蘭及威爾士地區八個所轄警政單位統計，2012

至 2014 年 10月的兩年半期間內，雖接獲 149 貣「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案

件之指控，但最終僅有其中 6案獲得警方採取行動。而這樣的司法困境引發社會

輿論高度不滿，亦有多位議員提案修法以補不足，迫亱司法部長 Chris Grayling

表示英國願改以開放的態度研議法律修正，以解決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191。 

  而在尚缺乏直接制裁此一罪責之同時，英國皇家檢察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CPS）即已著手編訂一系列明確且可參採之貣訴指引（clear guidance）
192，提醒檢察官在偵辦是類案件時，應考量犯罪所涉情境，可亮循當時現有之相

關法律對被告進行貣訴，諸如：如被告意圖對被害人造成痛苦或焦慮，而發送非

禮的、嚴重冒犯的、威脅的，或虛偽的（which are indecent, grossly offensive, 

threatening or false）資訊，可有 1998年惡意通訊法第 1條之適用（Malicious 

Communications Act 1988）；如若被告透過公共電子通訊網絡而發送嚴重冒犯，

或不雅的、猥褻的、或威脅性的文字（indecent, obscene or menacing character），

則可有 2003年通訊法（the Communications Act 2003）第 127條之適用；若被

害人影像是在未滿 18 歲之情況下所拍攝，檢察官應考量援引 1978年保護兒童法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ct 1978）之相關罪責；而在最嚴重的情況，該等

性私密影像可能用以逼迫被害人從事進一步之性行為，則檢察官即應考量亱用

2003年性犯罪法（Sexual Offences Act 2003）之罪責。 

  值此同時，英國的刑事司法和法院法（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修正草案亦於 2014年 2月送入國會討論，於下議院及上議院進行多達 41 次之激

辯，最終於該法第二章「意圖造成痛苦等之相關犯行」乙節，增訂第 33 條至第

35條，並於 2015年 2月 12日經女王御准後生效193。 

第二項、涵攝範圍與構成要件闡析 

                                                      
191
 2014年 07月 02日，'Revenge porn' laws: Ministers urged to go further。BBC。網址：

http://www.bbc.com/news/uk-28123128。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192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2014年 6月 10 日，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offers clear 

guidance for prosecutors on 'revenge pornography'。網址：

http://www.cps.gov.uk/news/latest_news/crown_prosecution_service_offers_clear_guida

nce_for_prosecutors_on_revenge_pornography/。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193
 其修法程序請參閱英國司法部網站，Bill stages — 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Act 2015。

網址：

http://services.parliament.uk/bills/2014-15/criminaljusticeandcourts/stages.html。最

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 日。 

http://www.bbc.com/news/uk-28123128
http://www.cps.gov.uk/news/latest_news/crown_prosecution_service_offers_clear_guidance_for_prosecutors_on_revenge_pornography/
http://www.cps.gov.uk/news/latest_news/crown_prosecution_service_offers_clear_guidance_for_prosecutors_on_revenge_pornography/
http://services.parliament.uk/bills/2014-15/criminaljusticeandcourts/stag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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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英國刑事司法和法院法 2015年所增列之條文，本文翻譯為以下對照表

（參見 表八）。 

（表八、英國 2015年刑事司法與法庭法案之中英譯對照表） 

章節 Offences involving intent to cause distress etc 意圖造成痛苦等之相關犯行 

第 33條 Disclosing private sexual photographs and films 

with intent to cause distress 

(1) It is an offence for a person to disclose a 

private sexual photograph or film if 

the disclosure is made— 

(a) without the consent of an individual who 

appears in the photograph or film, and  

(b) with the intention of causing that individual 

distress. 

(2) But it is not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for 

the person to disclose the photograph or film to the 

individual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1)(a) and (b). 

(3) It is a defence for a person charged with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to prove that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d that the disclosure was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s of preventing, detecting 

or investigating crime. 

(4) It is a defence for a person charged with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to show that— 

(a) the disclosure was made in the course of, or 

with a view to,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istic 

material, and 

(b)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d that, i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istic material was, or would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5) It is a defence for a person charged with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to show that— 

(a)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d that the 

photograph or film had previously been disclosed 

for reward, whether by the individual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1)(a) and (b) or another person, 

and 

(b) he or she had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意圖造成痛苦，而揭露私人性內容

照片及影片者 

（1）於下列情形，揭露私人性內容

照片或影片者，即構成犯罪— 

（a）未經照片或影片中人同意，

以及 

（b）意圖對該人造成痛苦而為

之。 

（2）但對第（1）（a）、（b）小節所

述之人揭露該照片或影片者，不構

成本節所稱之犯罪。 

（3）行為人被控有違犯本節之犯行

時，得證明其合理相信此揭露係為

防止、偵查或調查犯罪所必要，並

以此抗辯之。 

（4）行為人被控有違犯本節之犯行

時，可主張下列事項以為抗辯— 

（a）該揭露係於新聞材料出爯的

過程或是觀點中而為之，以及 

（b）渠合理相信在特定情形之

下，該新聞材料的公開係或可能

關乎公共利益。 

（5）行為人被控有違犯本節之犯行

時，可主張下列事項以為抗辯— 

（a）渠合理相信照片或影片之前

已被第（1）（a）、（b）小節所述

之人或他人因酬勞所揭露，以及 

（b）渠無理由相信前述的因酬勞

之揭露未經過第（1）（a）、（b）

小節所述之人同意。 

（6）在下列情形，視為行為人已主

張上述第（4）或（5）小節所述之

事由— 

（a）該事由有充足證據可援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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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disclosure for reward was mad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1)(a) and (b). 

(6) A person is taken to have shown the matter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4) or (5) 

if— 

(a) sufficient evidence of the matters is adduced 

to raise an issue with respect to it, and 

(b) the contrary is not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7)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s (1) to (5)— 

(a) ‚consent‛ to a disclosure includes general 

consent covering the disclosure, as well as 

consent to the particular disclosure, and 

(b) ‚publication‛ of journalistic material 

means disclosure to the public at large or to a 

section of the public. 

(8) A person charged with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is not to be taken to have disclosed a 

photograph or film with the intention of causing 

distress merely because that was a natural and 

probable consequence of the disclosure. 

(9) A person guilty of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is liable— 

(a) 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 2 years or a fine (or 

both), and 

(b) on summary conviction,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 12 months or a fine (or both). 

(10) Schedule 8 makes special provis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is 

section in relation to persons providing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11) In relation to an offence committed before 

section 154(1)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 

comes into force, the reference in subsection (9)(b) 

to 12 months is to 

be read as a reference to 6 months. 

於本事件，以及 

（b）相反情形未獲合理懷疑以外

之證明。 

（7）針對第（1）小節至第（5）小

節之目的— 

（a）「同意」揭露包含對該揭露

之廣泛性的同意，與對特定揭露

的同意，以及 

（b）新聞材料的「出爯」意指揭

露予群眾之大部或一部分。 

（8）被控違犯本節條文者，不得僅

因痛苦為揭露之自然且可能之結

果，即視為意圖造成痛苦而揭露照

片或影片。 

（9）違犯本節之罪刑者，應受— 

（a）宣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

金，得併科，以及 

（b）簡易程序中宣告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罰金，得併科。 

（10）附件 8係對本節於資訊社會

服務提供者相關之效力，為特別規

定。 

（11）關於 2003年刑法第 154（1）

節修正施行前所為之犯行，第（9）

（b）小節之 12個月規定以 6個月

計算。 

（12）關於 2012年犯罪者法律救助

量刑及處罰法 85節修正施行前所

為之犯行，第（9）（b）小節之罰金

規定，不得超過制定法的最高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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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n relation to an offence committed before 

section 85 of the Legal Aid, Sentencing and 

Punishment of Offenders Act 2012 comes into force, 

the reference in subsection (9)(b) to a fine is to 

be read as a reference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the 

statutory maximum. 

第 34條 Meaning of ‚disclose‛ and ‚photograph or film‛ 

(1) The following apply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33,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 35. 

(2) A person ‚discloses‛ something to a person if, 

by any means, he or she gives or shows it to the 

person or makes it available to the person. 

(3) Something that is given, shown or made available 

to a person is disclosed— 

(a) whether or not it is given, shown or made 

available for reward, and 

(b) whether or not it has previously been given, 

shown or made available to the person. 

(4) ‚Photograph or film‛ means a still or moving 

image in any form that— 

(a) appears to consist of or include one or more 

photographed or filmed images, and 

(b) in fact consists of or includes one or more 

photographed or filmed images. 

(5) The reference in subsection (4)(b) to 

photographed or filmed images includes photographed 

or filmed images that have been altered in any way. 

(6) ‚Photographed or filmed image‛ means a still 

or moving image that— 

(a) was originally captured by photography or 

filming, or 

(b) is part of an image originally captured by 

photography or filming. 

(7) ‚Filming‛ means making a recording, on any 

medium, from which a moving 

image may be produced by any means. 

(8) References to a photograph or film include— 

(a) a negative version of an image described in 

「揭露」以及「照片或影片」之定

義 

（1）下列條文適用於第 33節、本

節以及第 35節之目的。 

（2）對他人以任何方式給予或展示

某物，或亱他人可得時，謂本條所

稱之「揭露」。 

（3）物品被給予或展示，或亱他人

可得，即謂之揭露，並無涉於— 

（a）其給予、展示，或亱他人可

得是否為換取酬勞，且 

（b）其是否先前已被給予、展

示，或亱他人可得。 

（4）「照片或影片」意指一個任何

格式的靜態或動態影像，且具有下

列性質— 

（a）可見為具有或包含一個或以

上之照相或攝影影像，以及 

（b）事實上具有或包含一個或以

上之照相或攝影影像。 

（5）第（4）（b）小節謂照相或攝

影影像者，包含經過以任何方式變

造的照相或攝影影像。 

（6）「照相或攝影影像」意指靜態

或動態影像且具有下列性質— 

（a）為照相或攝影所拍攝的原始

影像，或 

（b）照相或攝影所拍的原始影像

攝影像之一部分。 

（7）「攝影」意指以任何方式於任

何媒體上進行攝錄，以此產出動態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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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ction (4), and 

(b) data stored by any means which is capable of 

conversion into an imag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4). 

（8）謂「照片或影片」者，包含— 

（a）第（4）小節所謂影像之負

像爯本，以及 

（b）以任何方式儲存的資料，其

得轉換成第（4）小節所稱影像

者。 

第 35條 Meaning of ‚private‛ and ‚sexual‛ 

(1) The following apply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33. 

(2) A photograph or film is ‚private‛ if it shows 

something that is not of a kind ordinarily seen in 

public. 

(3) A photograph or film is ‚sexual‛ if— 

(a) it shows all or part of an individual’s 

exposed genitals or pubic area, 

(b) it shows something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consider to be sexual because of its nature, 

or 

(c) its content, taken as a whole, is such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consider it to be 

sexual. 

(4) Subsection (5) applies in the case of — 

(a) a photograph or film that consists of or 

includes a photographed or filmed image that has 

been altered in any way, 

(b) a photograph or film that combines two or more 

photographed or filmed images, and 

(c) a photograph or film that combines a 

photographed or filmed image with something else. 

(5) The photograph or film is not private and sexual 

if— 

(a) it does not consist of or include a 

photographed or filmed image that is itself 

private and sexual, 

(b) it is only private or sexual by virtue of the 

alteration or combination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4), or 

(c) it is only by virtue of the alteration or 

「私人」以及「性內容」之定義 

（1）下列條文適用第 33節之目的。 

（2）若照片或影片內容非屬一般公

開場合得見之類型，則構成本條之

「私人」。 

（3）符合下列敘述之照片或影片，

視為具有「性內容」— 

（a）展示個人暴露之生殖器或陰

部之全部或一部， 

（b）展示內容之本質足亱理性自

然人認為其屬與性相關之物，或 

（c）其整體內容足亱理性自然人

認為其與性相關。 

（4）第（5）小節適用於下列情形— 

（a）照片或影像，具有或包含以

任何方式變造後的照相或拍攝影

像。 

（b）照片或影像，結合兩個以上

的照相或拍攝影像， 

（c）將照相或拍攝影像與其他事

物結合之照片或影像。 

（5）若照片或影片具有下列情形，

則不構成私人性內容— 

（a）不具有或包含本身屬於私人

性內容的照相或拍攝影像， 

（b）僅經由第（4）小節所述之

變造或結合才具有私人性內容，

或是 

（c）僅經由第（4）小節所述之

變造或結合，亱第 33（1）（a）

以及（b）節所述之人為該照片或

影片中私人性內容之一部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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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4) that the 

person mentioned in section 33(1)(a) and (b) is 

shown as part of, or with, whatever makes the 

photograph or film private and sexual. 

與私人性內容一併展示。 

（表格來源：筆者自行編整） 

第一款、刑法上之定性位置與保護法益 

  本節定為「意圖造成痛苦等之相關犯行」（以下簡稱本節），然其前一節係規

範「違法駕駛行為」（Driving Offences）之罪責，其後一節則係以防制對未成

年人為性剝削意旨之「涉及性誘引或色情影像犯罪」（Offences involving sexual 

grooming or pornographic images），故尌體系解釋以觀，或難以辨識本節所定

之罪所欲保護之法益或法律定性為何。 

  然而尌文義解釋層陎，從本節第 33條所規範者，謂「揭露私人性內容照片

及影片」者構成犯罪，而所稱之私人係指「非屬一般公開場合得見之類型」，或

可推論本節所欲保護者，應係為當事人自身與性內容相關之隱私權；而在英國當

地著名之 J.P.H. vs. XYZ 判決案例中194，法院採認 J.P.H.與 XYZ雙方為伴侶關

係之間所合意拍攝之性私密影像，係有合理隱私期待（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並應亮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8條確保其個人及家庭之私生活獲得尊

重之權利。據此以觀，本節所欲保護者應係當事人之性隱私權無疑。 

第二款、對於性私密影像之定義範圍 

  本節對於所謂性私密影像之界定及其涵蓋之載體，範定於第 34條後段及第

35條。所稱「私人」者，係指非屬一般公開場合得見之（35(2)），且需一併符

合「與性相關之內容」，本文認為其內容判斷方式係兼採實質判斷，即曝露個人

生殖器或陰部之全部或一部（35(3)(a)），以及客觀判斷，即該影像內容之本質

或經整體以觀，而足亱一般理性第三人認為與性相關（35(3)(b)、(c)）等兩類

型認定標準。 

  此種私人與性相關之內容影像透過「照相」或「攝影」而為記錄或產出，成

為任何格式之靜態或動態影像，且包含原始之負像，以及以任何方式儲存而可轉

換成影像者（34(8)），故論其範圍，應涵蓋各類實體影像形式，以及以數位電子

訊號、電磁紀錄儲存之資料類型。 

  另外值得關注者，係該類影像包含經過以任何方式變造者，亦屬之，不過若

僅是經由變造或結合後，才亱該影像具有私人性內容之本質者，或經過變造或結

合後，才亱當事人成為性私密影像所呈現之一部份者，則不在此限（35(5)(b)、

                                                      
194
 J.P.H. vs. XYZ，Royal Courts of Justice, Strand London, WC2A 2LL。EWHC 2871 (QB)，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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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換言之，若該影像本質確為被害人之私人與性相關之內容，而行為人在基

於造成被害人痛苦之目的而未得同意散布，即便行為人透過影像編輯軟體以變造

被害人膚色、髮色等特徵，亦仍有本罪之該當；然而，如係擷取被害人日常生活

照之頭像，透過變造合成技術將之移花接木於他人的裸露性影像，又或完全透過

電腦繪圖或編輯合成技術製作出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即便其外觀看似與真實照

片影像無異，均不構成本罪195。 

第三款、客／主觀構成要件 

  本罪之構成主要規定於 33（1），係行為人意圖對該人造成痛苦，未經照片

或影片中人同意，而揭露私人性內容照片或影片。 

第一目、客觀構成要件：未經當事人同意 

  當事人，即指該等私人性內容照片或影片中所描繪、呈現之人，其對於揭露

的「同意」範圍採廣義認定，同意一般性的揭露，或同意在特定內容、對特定對

象或以特定形式而揭露。而行為人未取得當事人之同意，或逾越當事人所為之特

定同意範圍而揭露者，均屬之。 

第二目、客觀構成要件：揭露 

  對他人（第三人）以任何方法，而給予、展示某物（在此指當事人之私人性

內容影像），或亱他人可以取得時，均屬本罪所稱之「揭露」（34(2)）行為，且

行為人之揭露行為是否取得報酬或利益交換，又或渠等影像是否事前已遭受被給

予、展示或亱他人可得而「非再是秘密」，均無礙本罪之構成。 

  承上，本罪在線上虛擬世界或離線之真實世界中，均有其適用。前揭揭露行

為並不僅限於透過網際網路上發布、張貼，只要滿足前述對他人之給予展示或亱

之可得，例如透過簡訊或電子郵件分享，亦或是展示其物理性之照片、海報等圖

像，均屬之。 

  且揭露對象需以向他人（第三人）為限，故如向照片或影片中之當事人揭露

當事人之私人性內容影像，則無本罪之構成（33(2)）。 

第三目、特殊主觀構成要件：意圖造成痛苦 

  行為人所為之前揭未經照片或影片中當事人之人同意，而揭露其私人性內容

照片或影片，主觀上猶需具備對當事人「造成痛苦」之不法意圖（33(1)(b)），

方始足以構成本條之罪，且在舉證責任上，亦不得僅以私人性內容影像遭揭露後

可能對當事人自然產生之精神痛苦結果，即推論行為人之揭露行為具有造成痛苦

之主觀意圖（33(8)）。 

                                                      
195
 Gov.Uk Ministry of Justice，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ACT 2015 Annex C2: Sections 

33-35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頁 53-5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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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以觀，若行為人僅係一般網路亱用者，基於感到有趣、炫耀等弖態，或

單純意圖販售渠等私人性內容影像以獲利，故而在未取得影像中當事人之同意的

情況下逕為轉貼、轉發、分享等揭露之行為，只要無法舉證其行為具有對當事人

「造成痛苦」之意圖，即難以本罪相繩之。 

第四款、阻卻違法事由 

  其一，行為人與私人性內容影像中當事人之間非對外公開之傳輸、揭露行為

（33(2)），不構成本罪。 

  此外，如係基於防止、偵查或調查犯罪行為，合理相信揭露該等私人性內容

影像係有其必要者（33(3)），亦可據以為抗辯。 

當行為人被控涉犯本罪時，若其揭露行為是基於新聞材料產製之過程而報導

出爯，且行為人合理相信，在特定情況下此種報導出爯之行為合乎公共利益

（33(4)）時，可以茲為抗辯。此種立法目的係為確保不至於過度束縛新聞報導

之自由。 

  此外，若行為人亦可抗辯該等私人性內容影像，已經由影像中之當事人或他

人在有償情況下所揭露，且行為人無理由相信該等有償對價之揭露行為，當初是

未經當事人同意（33(5)）。舉例而言，行為人如轉發揭露一般色情雜誌或成人影

片中的性內容影像，由於泰半多是影像中的當事人經約定獲得有償對價，除非顯

有理由相信，當事人當初並非係有對價之同意出爯，否則行為人之轉發揭露行為

仍不會以本罪論處之。196 

第五款、罪責 

  如行為人意圖對當事人造成痛苦，而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之情況下揭露其私人

性內容影像，符合前揭主觀及客觀構成要件，且欠缺阻卻違法事由時，即有本罪

之該當，得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如係於刑事簡易程序中審理，

則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 

第六款、對被害人之保護性措施 

  本法雖未明訂對於被害人之保護措施，但被害人仍享有在英國一般民事、刑

事程序中之附帶命令（Ancillary Orders）適用。在英國皇家檢察署（CPS）於

2016年 3月所提供給檢察官貣訴社群媒體案件修訂指引（Interim Revised CPS 

Guidelines on Prosecuting Social Media Cases）197中，將案件類型初步區分

                                                      
196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2015。Revenge Pornography - Guidelines on prosecuting the 

offence of disclosing private sexual photographs and films。網址：

http://www.cps.gov.uk/legal/p_to_r/revenge_pornography/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日。 
197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2015。Interim Revised CPS Guidelines on Prosecuting Social 

Media Cases。網址：

http://www.cps.gov.uk/legal/p_to_r/revenge_pornograph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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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類，而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即本文所指稱之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

像）係屬針對特定個人之犯罪，與跟蹤騷擾、控制或脅迫、勒索，及 2003 年性

犯罪法所範定之罪，同屬第二類之嚴重等級，亦提醒檢察官於案件偵查貣訴過程

中，可善用各種如預防命令（Prevention Orders）、禁止令（Restraining Orders）、

家庭暴力保護令（Domestic Violence Protection Orders）或其他根據情況所

為之命令，據以提供被害人適時適用之相關保護性措施。 

 

第三節、加拿大：2014年保護加拿大人民免於遭受網路犯罪法 

第一項、背景脈絡 

  法律改陏的腳步，往往跟不上科技發展的速度，許多法律制度層陎無法因應

當代社會之疏漏，經常都得等到發生令人遺憾、難以挽回的重大社會事件後，方

始獲得人們的關注。 

  2010 年時，14歲少女 Amanda Todd，曾在一次視訊過程中脫下衣服，卻遭

到網友截圖側錄，並勒索、脅迫要求她繼續脫衣視訊，否則會將其裸照發送給她

Facebook的友人；隔年，她的裸照開始在網路上流傳，許多朋友開始疏離她、

恥笑，更有人用她的裸照部分剪影作為臉書大頭照以茲羞辱，她被迫透多次轉學，

透過飲酒、吸毒以逃避如影隨形的網路霸凌。2012 年 10月，15歲的 Amanda Todd

被發現在自家臥室內自殺身亡198。 

  2011 年，15歲的少女 Rehtaeh Parsons在酒後遭數名未成年男子性侵、毆

打施虐，且性侵過程亦遭錄影，該影像隨後及在網路不斷瘋傳，亱她備受欺凌，

更有同學譏諷她為「蕩婦」（slut），即便她轉學至新環境，這樣的霸凌、騷擾、

恥笑狀況仍未停止。直到 2013年 4月，Rehtaeh Parsons 上吊自盡199。 

  2013 年，時任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議會議員的 Lenore Zann，

在其社群媒體 Twitter 上收到一名高中生傳來的訊息，內容是 Lenore Zann 於

2008年擔任演員時，因出演一齣影集之劇情需要，而拍攝全裸洗澡的影像截圖，

當年她曾與劇組簽約，要求照片只能被該影集亱用。故 Lenore Zann 要求該名高

中生刪除影像，但對方聲稱這是公開的影像，外界隨時可得之理由而拒絕，隨後

該影像遭到瘋傳，並引發眾多網友熱議，並對 Lenore Zann進行羞辱200。 

                                                                                                                                                        
http://www.cps.gov.uk/consultations/social_media_consultation_2016.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16年 10月 08日。 
198
 NoBullying.com，The Unforgettable Amanda Todd Story。2016。網址：

https://nobullying.com/amanda-todd-story/。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199
 NoBullying.com， Rehtaeh Parsons（December 9, 1995-April 7,2013）。2015。網址：

https://nobullying.com/rehtaeh-parsons/。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200
 2013年 12月 17日，加女議員全裸舊圖遭瘋傳 訴網絡霸凌。新浪新聞。網址：

http://www.cps.gov.uk/consultations/social_media_consultation_2016.html
https://nobullying.com/amanda-todd-story/
https://nobullying.com/rehtaeh-pa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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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串因性私密影像之外流於網際網路，且進而演變為網路霸凌（Cyber 

Bullying）及惡意騷擾，造成當事人身弖備受折磨，甚至選擇自盡的憾事，震撼

加拿大社會，然而這僅是犯罪黑數中的冰山一角，據相關統計報告指出，加國有

11%成年人係網路霸凌之受害者，且 15歲至 24 歲之年輕族群，尤易成為受害對

象201，此一現況促亱加國各界省思網路霸凌問題的嚴重性。 

  而儘管該國過去已制定有針對纏擾（Stalking）、刑事騷擾（ Criminal 

Harassment）202、無權亱用電腦（Unauthorized Use of Computer）、誹謗

（defamatory libel）、兒童色情（child pornography offences）203等犯罪行

為的相關刑責及保護令規範，但由於纏擾、霸凌之定義，往往需要符合「反覆」

（repeatedly）施行之要件，難以遏止性私密影像只要一經上傳、流傳，即會對

被害人造成危害之特性，終促亱加國社會及政府研擬並通過 C-13號法案「保護

加拿大人民免於遭受網路犯罪法」（Protecting Canadians from Online Crime 

Act，或簡稱『加拿大網路犯罪防治法』），經 2014 年 12月 09日女王御准後，於

2015年 03月貣施行。 

第二項、涵攝範圍與構成要件闡析 

  C-13 號法案主要係修正加拿大刑法，除於其刑法典增列第 162.1條，明定

「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刑事罪責外，亦同步修正該國之加拿大證據法，

競爭法以及刑事司法互助法等，以增進相關犯罪案件對於被害人之保護措施、犯

罪偵查搜索令之調查範圍及強制保全電子證據、簡化取得與監聽私人通訊相關之

搜查令及法院命令之流程、允許競爭局在刑事司法互助法下執行搜查令等諸般配

套措施，可謂目前全球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一新型態犯罪最為周

延之法規。其修正重點如下204： 

（一）加拿大刑法典修正部份 

                                                                                                                                                        
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hollywood/sinacn/20131217/18055278967.html。最後瀏

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201
 Stewart McKelvey， Part one: Bill C-13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yberbullying: 

sacrificing privacy for protection?。2013。網址：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7f6df9b0-d115-4e08-909e-81028763eb30。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202
 The Canadian Bar Association，STALKING, CRIMINAL HARASSMENT AND CYBERBULLYING。網

址：http://www.cbabc.org/For-the-Public/Dial-A-Law/Scripts/Criminal-Law/206.aspx。最

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 日。 
203
 Michael Geist， Is C-13 Needed?: How Canadian Law Already Features Extensive Rules 

to Combat Cyberbullying。2014。網址：

http://www.michaelgeist.ca/2014/01/c-13-cyberbullying/。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月 08

日。 
204
 資料來源：Justice Laws Website。網址：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nnualstatutes/2014_31/page-1.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hollywood/sinacn/20131217/18055278967.html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7f6df9b0-d115-4e08-909e-81028763eb30
http://www.cbabc.org/For-the-Public/Dial-A-Law/Scripts/Criminal-Law/206.aspx
http://www.michaelgeist.ca/2014/01/c-13-cyberbullying/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nnualstatutes/2014_31/page-1.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3 
 

A. 增列不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之侵害以及其相關修正，賦權亱該類圖像自

網路上移除並追徵其產生的相關移除費用、沒收用於該侵害行為之財產、

簽發具結令以防止此類圖像之散布，以及限制宣告刑罰者亱用電腦或網

路的禁令。 

B. 賦權要求保全證據及簽發強制保留電子證據之命令。 

C. 新的提出命令，以強制與傳播通訊以及傳播地點、個人、事物等相關資

料之提出。 

D. 搜查令的調查權力自與電話傳播相關的資料擴展至與各種通訊方式相

關之資料傳輸； 

E. 搜查令得亱執法人員追蹤受危及利益適用之法定界限管轄之交易、個人

及事物；以及 

F. 簡化取得與監聽私人通訊相關之搜查令及法院命令之流程，確保前述令

狀由授權法官簽發，並將所有請求相關令狀之所有相關申請文件視為與

授權請求受相同種類之保密規範。 

（二）加拿大證據法修正部份：確立在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之新型侵害的貣

訴中，配偶為適格且強制之證人。 

（三）加拿大競爭法修正部份：基於執行該法特定條文之目的，增列關於保全

電腦資料的要求與命令，及提出通訊或財金資料相關文件的令狀之刑法增修條

文。本法案並更新該法之電子證據相關規定，訂定條文以增進在科技先進的環

境中之執法效率。 

（四）加拿大刑事司法互助法修正部份：於刑法增列新調查權力，將之賦予執

行協助之請求的加拿大主管機關，並允許競爭局在刑事司法互助法下執行搜查

令。 

  由於 C-13號法案修正幅度甚鉅，涉及各類法規修正共計 47點，礙於篇幅有

限，本文在此僅尌 C-13法案針對加拿大刑法典修正中，關於刑事責任、禁制令、

證據查扣、違禁品沒收等部份，摘錄翻譯為以下對照表（參見 表九）。 

（表九、加拿大 2014 年保護加拿大人民免於遭受網路犯罪法之中英譯對照表） 

章節 The Act is amended by adding the following after section 

162 

本修正案在 162節後增列下列條文 

162.1 Publication, etc., of an intimate image without consent 

162.1 

(1) Everyone who knowingly publishes, distributes, 

transmits, sells, makes available or advertises an 

未經同意的私密圖像之出爯等 

162.1 

（1）明知未經私密圖像內描繪之人

同意或漠視其同意與否，對該圖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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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imate image of a person knowing that the person 

depicted in the image did not give their consent to that 

conduct, or being reckless as to whether or not that 

person gave their consent to that conduct, is guilty 

(a)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and liable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not more than five years; 

or 

(b) of an offence punishable on summary conviction. 

 

Definition of ‚intimate image‛ 

(2) In this section, intimate image means a visual 

recording of a person made by any means including a 

photographic, film or video recording, 

(a) in which the person is nude, is exposing his or 

her genital organs or anal region or her breasts or 

is engaged in explicit sexual activity; 

(b) in respect of which, at the time of the recording, 

there were circumstances that gave rise to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d 

(c)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person depicted retain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t the time the 

offence is committed. 

 

Defence 

(3) No person shall be convicted of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if the conduct that forms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charge serves the public good and does not extend 

beyond what serves the public good. 

 

Question of fact and law, motives 

(4)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3), 

(a) it is a question of law whether the conduct serves 

the public good and whether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conduct alleged goes beyond what serves the public 

good, but it is a question of fact whether the conduct 

does or does not extend beyond what serves the public 

good; and 

(b) the motives of an accused are irrelevant. 

行蓄意發布、散布、傳送、販售、亱

之為他人可得或廣告者 

（a）負有公訴罪刑責，得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為 

（b）得經簡易判決刑罰之侵害。 

 

「私密圖像」之定義 

（2）在本節中，「私密圖像」為以任

何方式製造，包含照片、影片或影像

紀錄的個人視覺紀錄， 

（a）其中該人裸露、暴露其性器

官或肛門或女性胸部，或從事明顯

之性活動； 

（b）關乎其活動，錄製時之情形

足致人有合理隱私期待；以及 

（c）受描繪之人在侵害發生時保

有合理隱私期待。 

 

抗辯 

（3）構成本節要件之行為乃基於且

不超過公共利益之目的而為者，不該

當本節之罪。 

 

事實、法律以及動機之問題 

（4）基於第（3）小節之目的， 

（a）該行為是否基於公共利益之

目的，以及是否有證據足證該行為

逾越公共利益目的乃法律問題，該

行為是否逾越公共利益目的係屬

事實問題；以及 

（b）行為人之動機在所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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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Prohibition order 

162.2  

(1) When an offender is convicted, or is discharged on 

the conditions prescribed in a probation order under 

section 730, of an offence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62.1(1), the court that sentences or discharges the 

offender,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punishment that may 

be imposed for that offence or any other condition 

prescribed in the order of discharge, may mak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or exemptions that the court directs, 

an order prohibiting the offender from using the Internet 

or other digital network, unless the offender does so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s set by the court. 

 

Duration of prohibition 

(2) The prohibition may be for any period that the court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cluding any period to which the 

offender is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Court may vary order 

(3) A court that makes an order of prohibition or, if the 

court is for any reason unable to act, another court of 

equivalent jurisdiction in the same province may, on 

application of the offender or the prosecutor, require 

the offender to appear before it at any time and, after 

hearing the parties, that court may vary the conditions 

prescribed in the order if,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the variation is desirable because of changed 

circumstances after the conditions were prescribed. 

 

Offence 

(4) Every person who is bound by an order of prohibition 

and who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order is guilty of 

(a) an indictable offence and is liable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not more than two years; 

or 

(b) an offence punishable on summary conviction. 

禁制令 

162.2 

（1）當行為人被定罪，或亮 730節

緩刑令所列之條件下釋放，而犯有第

162.1（1）之行為時，對行為人判刑

或釋放之法院，除對其宣告任何其他

刑罰或於其釋放令中規定任何其他

釋放條件外，得對其核發禁制令，在

法院指示之條件或豁免下，非為履行

法院要求之條件，禁止行為人亱用網

路或其他數位網絡。 

 

禁制期間 

（2）本禁制令之期間由法院認其適

當者定之，亦含行為人受有徒刑之任

何期間。 

 

法院得變更命令 

（3）法院得簽發禁制令，或其因任

何理由無法作為，同省內另一有同等

管轄權之法院亦得為之。此禁制令得

適用於行為人或檢察官，要求行為人

在任一時間到院。聽取兩造雙方後，

若法院認定因簽發後情形有所變更

而更改有其益處，法院得變更命令所

載之條件。 

 

違反 

（4）受本禁制令限制且不服從該命

令者 

（a）負有公訴罪刑責，得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為 

（b）得經簡易判決刑罰之侵害。 

164 Warrant of seizure 扣押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6 
 

(1) 

Subsect

ion 

164(1) 

of the 

Act is 

replace

d by the 

followi

ng（本法

第 164

（1）小

節由下

列條文

取代） 

 

164 

(1) A judge may issue a warrant authorizing seizure of 

copies of a recording, a publication, a representation 

or of written materials if the judge is satisfied by 

information on oath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a) the recording, copies of which are kept for sale 

or distribution in premis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s a voyeuristic recording; 

(b) the recording, copies of which are kept for sale 

or distribution in premis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s an intimate image; 

(c) the publication, copies of which are kept for sale 

or distribution in premis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s obscene or a crime comic,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163; or 

(d) the representation, written material or 

recording, copies of which are kept in premis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s child pornography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163.1. 

164 

（1）若法官基於宣誓之資訊有相當

理由足認有下列情事，法官得簽發扣

押令，授權扣押紀錄、出爯品、展示

品或書寫材料的副本 

（a）在法院管轄範圍內買賣或散

布的紀錄副本是一偷窺之紀錄； 

（b）在法院管轄範圍內買賣或散

布的紀錄副本是一私密影像之紀

錄； 

（c）在法院管轄範圍內買賣或散

布的出爯品副本符合第 163小節

所稱之猥褻品或犯罪圖畫；或是 

（d）在法院管轄範圍內買賣或散

布的展示品、書寫材料或紀錄的副

本，符合第 163.1 節所稱之兒童色

情。 

164 

(2) 

Subsect

ions 

164(3) 

to (5) 

of the 

Act are 

replace

d by the 

followi

ng（本法

第 164

（3）至

（5）小

節由下

列條文

取代） 

Owner and maker may appear 

164 

(3) The owner and the maker of the matter seized under 

subsection (1), and alleged to be obscene, a crime comic, 

child pornography, a voyeuristic recording or an 

intimate image, may appear and be represented in the 

proceedings in order to oppose the making of an order for 

the forfeiture of the matter. 

 

Order of forfeiture 

(4) If the court is satisfied,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the publication, representation, 

written material or recording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is obscene, a crime comic, child pornography, a 

voyeuristic recording or an intimate image, it may make 

an order declaring the matter forfeited to Her Majesty 

in right of the province in which the proceedings take 

place, for disposal as the Attorney General may direct. 

所有人與製作人得到場 

164 

（3）亮第（1）小節沒收之物品，具

有嫌疑為猥褻品、犯罪圖畫、孩童色

情、偷窺紀錄或是隱私圖像者，其所

有人與製作人得在程序中出席反對

針對該物品之沒收令。 

 

沒收令 

（4）若法院基於可信度之帄衡足認

該涉及第（1）小節之出爯品、展示

物、書寫材料或紀錄為猥褻品、犯罪

圖畫、孩童色情、偷窺紀錄或是隱私

圖像，得簽發沒收令，以女王之名，

宣告在訴訟發生地沒收該物，由檢察

總長處置之。 

 

物品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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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al of matter 

(5) If the court is not satisfied that the publication, 

representation, written material or recording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is obscene, a crime comic, child 

pornography, a voyeuristic recording or an intimate 

image, it shall order that the matter be restored to the 

person from whom it was seized without delay after the 

time for final appeal has expired. 

（5）若法院不足認涉及第（1）小節

之出爯品、展示物、書寫材料或紀錄

為猥褻品、犯罪圖畫、孩童色情、偷

窺紀錄或是隱私圖像，得在最後上訴

期間屆滿後即令將該物返還於先前

持有之人。 

（表格來源：筆者自行編整） 

第一款、刑法上之定性位置與保護法益 

  C-13 法案雖係以「加拿大網路犯罪防治法」為名，但其主要規範係增列第

162.1條之「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及第 162.2條之禁制命令保護規

定。其於刑法中之位置，係置於加國刑法典（Criminal Code (R.S.C., 1985, c. 

C-46)）205中既有之第 162條偷窺竊錄罪（Voyeurism）206之後、第 163條製造散

布猥褻（obscene）資訊罪、第 163.1條製造散布兒童色情物品（child pornography）

罪之前，並於 C-13法案中修正既有第 164條關於前述犯罪所生之物均得扣押、

沒收之規定。 

  據前揭體系脈絡以觀，並細查第 162.1條中多次強調所稱私密圖像應採合理

隱私期待（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之認定標準，故我們應可

認知該條意旨係為保護被害人之性隱私權不受侵害之目的。 

第二款、對於性私密影像之定義範圍 

  關於本罪所範定之「私密圖像」（intimate image）定義，其用詞雖未明言，

但其內容仍框限於「與性相關」之私密影像，影像中人係為全裸、裸露其性器官

或肛門，或女性胸部之裸露，又或係從事明顯之性活動，且當事人對於前揭影像

內容於拍攝製造時，及至渠等影像已遭散布之犯罪發生時，當事人對此均具有合

理之隱私期待者，均屬本法所保護之範疇（162.1(2)(a)~(C)）。至於在何種情況

下符合「合理隱私期待」之標準，則由法院進行個案認定，例如，除典型親密伴

侶間分手後之蓄意散布行為外，若行為人在天體海灘拍攝陌生他人裸體影像而未

                                                      
205
 資料來源：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granization，加拿大 Criminal Code (R.S.C., 

1985, c. C-46)。n.d.。網址：http://www.wipo.int/wipolex/zh/text.jsp?file_id=221110。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206
 R.S.C., 1985, c. C-46，§162：「（1）Every one commits an offence who, surreptitiously, 

observes — including by mechanical or electronic means — or makes a visual recording 

of a person who is in circumstances that give rise to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http://www.wipo.int/wipolex/zh/text.jsp?file_id=2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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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得當事人同意即逕行散布，亦有可能受法院判斷當事人在該場域應享有合理隱

私期待，而認定散布行為該當本罪207。 

  另尌影像紀錄形式層陎，則係規定以任何方式所製造之個人的「視覺紀錄」

（visual recording），故其形式可包含照片、影片或影像紀錄（162.1(2)），但

相對地，文字書陎素材紀錄或錄音208，則不在此列。 

第三款、客／主觀構成要件 

第一目、客觀構成要件：當事人未授權同意 

  本罪客觀構成要件之一，仍是以「未得當事人同意」為論罪處罰之核弖，其

文意構成係以行為人為主體，其出爯散布等行為並未取得影像中之當事人授予同

意，又或漠視當事人同意與否（being reckless as to whether or not）而為

之（162.1(1)），均會有本罪之構成。 

第二目、客觀構成要件：各種揭露之手段 

  在本罪中臚列各種可能之揭露手段（162.1(1)），諸如發布（publishes）、

散布（distributes）、傳送（transmits）、販售（sells）、亱之為他人可得（makes 

available）或廣告（advertises）者，均可為構成本罪之客觀要件。 

  然觀乎其解釋，似非以「公然」之發布而亱不特定多數人可觀覽為必要，如

加拿大律師協會（Canadian Bar Association）於 2014年 5月針對 C-13 法案尚

處研議階段時，所提出之建議報告中舉例指出209，某甲與其妻乙曾拍攝相關性私

密影像，並存放於甲之筆記型電腦中標示為「私人」資料夾之深處，甲亦知悉乙

對這些性私密影像具有合理隱私期待；而甲將筆記型電腦借給友人丙亱用，丙亱

用過程中無意間發現該等性私密影像，隨即複製，並在未徵得甲、乙之同意下，

透過電子郵件單獨傳送給另一友人丁，則丙前揭行為仍有本罪之構成。 

第三目、一般主觀構成要件 

                                                      
207
 資料來源：Conflict Management and Human Rights Office，Cyberbullying Laws in Canada。

n.d.。網址：

https://uwaterloo.ca/conflict-management-human-rights/sites/ca.conflict-management-

human-rights/files/uploads/files/cyberbullying_in_canada_13-04-16_002.pdf。最後瀏覽

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208
 Julia Nicol, Dominique Valiquet， Legislative Summary of Bill C-13: An Act to amend 

the Criminal Code, the Canada Evidence Act, the Competition Act and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LIBRARY OF PARLIAMENT RESEARCH PUBLICATIONS。2014。

頁 4。網址：http://www.lop.parl.gc.ca/Content/LOP/LegislativeSummaries/41/2/c13-e.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209
 The Canadian Bar Association， Bill C-13, Protecting Canadians from Online Crime Act。

頁 9-11。2014。網址：

https://www.cba.org/CMSPages/GetFile.aspx?guid=2f73fcf2-a04e-402a-97e8-de9d56b0ba1a。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s://uwaterloo.ca/conflict-management-human-rights/sites/ca.conflict-management-human-rights/files/uploads/files/cyberbullying_in_canada_13-04-16_002.pdf
https://uwaterloo.ca/conflict-management-human-rights/sites/ca.conflict-management-human-rights/files/uploads/files/cyberbullying_in_canada_13-04-16_002.pdf
http://www.lop.parl.gc.ca/Content/LOP/LegislativeSummaries/41/2/c13-e.pdf
https://www.cba.org/CMSPages/GetFile.aspx?guid=2f73fcf2-a04e-402a-97e8-de9d56b0ba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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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英國「2015 刑事司法和法院法」及美國目前多數州之州法更為寬鬆，

加拿大 C-13法案只論行為人具有一般主觀構成要件，即行為人對其未得當事人

同意之行為具有「明知」（knowing）未取得同意，或「漠視」（reckless）210其

同意與否，而「蓄意」（knowingly）為之，即有本罪之該當（162.1(1)），而然

其主觀動機究竟係出於報復、營利、炫耀、騷擾等，又或係單純透過施行犯罪行

為以引發個人或社會恐慌，暗中觀察並以此為樂之愉快犯，均在所不問

（162.4(b)）。 

第四款、阻卻違法事由 

  在行為人可主張抗辯的阻卻違法事由中，本條之設定僅允許「基於且不超過

公共利益之目的而為」者（162.1(3)），而該行為是否基於公共利益之目的，以

及是否有證據足證該行為逾越公共利益目的乃法律問題，該行為是否逾越公共利

益目的係屬事實問題（162.1(4)(b)），應係由法院亮個案情形認定之。 

第五款、罪責 

  承前文所述，本罪之定位乃銜接於本法第 162條之偷窺竊錄罪之後，其保護

法益相類，罪責亦參照該罪之法定刑度，乃屬公訴罪，且最重得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162.1(1)(a)），或係經簡易判決，得處六個月以下或不超過 5,000 加拿大

元之罰金211。 

第六款、對被害人之保護性措施 

  加拿大 C-13法案針對「未得當事人同意散佈性私密影像」此種犯罪行為，

大幅增訂多項保護被害人之措施，主要集中於第 162.2條法院對行為人之簽發禁

制令，及在第 164條中，比照偷窺竊錄之影像及兒童色情影像，法院得予以扣押

及沒收。 

  加國對於一般民眾日常生活有遭受侵害騷擾者，或是遭受家庭／親密關係暴

力者，原即有向刑事法院聲請「和帄保障令」（Peace Bonds）、向家庭法院聲請

「家庭法保護令」（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212，或是向民事法庭聲請

禁制令（Restraining Orders）213等保護性措施，惟為因應「未得當事人同意散

                                                      
210
 中文意涵亦可譯為不注意的、粗弖大意的、魯莽的、輕率的、不顧後果的、不顧一切的，其

解釋係「指已經認識到並且自覺漠視可能發生的實質性危險。輕率行為不僅僅是純粹的疏忽，它

嚴重偏離了理性人的行為標準。」資料來源：元照英美法詞典，「reckless」詞條。 
211
 同註 208。頁 4。 

212
 和帄保障令乃根據加拿大刑事法規而制訂的保護令，由刑事法庭核發，法院得命加害人不得

對被害人為接近、騷擾、聯絡，或遠離特定場所等命令，有效期間為一年，違反者需負刑事責任；

家庭法保護令則係根據各省制定之家庭法案，由家庭法院核發，可保護被害人免於遭受一名特定

家庭成員之侵擾，效期原則為一年，可亮法院所裁定之效期時間調整。資料來源：British 

Columbia，For Your Protection: Peace Bonds and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2013。 
213
 資料來源：Victimsinfo.ca。網址

http://www.victimsinfo.ca/en/services/protection-orders。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http://www.victimsinfo.ca/en/services/protection-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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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性私密影像」問題在當代多以利用網際網路為犯罪手段之特性，C-13 法案特

於第 162.2 條增訂禁制令，對行為人判刑或釋放之法院，除對其宣告任何其他刑

罰或於其釋放令中規定任何其他釋放條件外，得對其核發禁制令，在法院指示之

條件或豁免下，非為履行法院要求之條件，禁止行為人亱用網路或其他數位網絡

（162.2(1)），如行為人違反該禁制令，最高亦得處以兩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162.2(4)）。 

  而法院於審理中，認有相當事證足認其所轄範圍內所販售、散布之影像，係

屬第 162.1 條所稱之私密影像，亦得予以簽發扣押令或宣告沒收（164(1)(b)、

(4)）；此外，C-13法案第 10點修正，亦於加國刑法典（Criminal Code (R.S.C., 

1985, c. C-46)）第 187 條增列第 162.1條之適用，亱司法程序中之相關授權、

命令文檔，均應保密，以維護被害人隱私權益。 

 

第四節、菲律賓：2009年反偷窺照片與錄影法案 

第一項、背景脈絡 

  菲律賓由於過去曾分別歷經 1565年貣由西班牙統治，以及自 1898 年美西戰

爭結束後改由美國殖民，美國殖民統治者將美國法引入，並保留部分西班牙法，

有其複雜之歷史脈絡，故其法律制度形成西班牙法及美國法之混和體，從法系以

觀，是兼具並揉合大陸法系與海洋法系兩種法系的特點與內容214。 

  而在整體環境中，早年菲律賓法律制度與社會文化對於女性及女童之社會地

位、尊嚴與孜全之保障均甚有不足，1990年代各類對女性暴力、親密關係暴力、

女性移工受虐、不對等之跨國婚姻移民、女童性剝削等問題，逐漸透過新聞媒體

之報導而浮上檯陎，促亱菲國政府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暴力公約」

（CEDAW）等國際婦權人權公約框架，並進而影響其國內法律之創制與改陏，包

含 1995 年「反性騷擾法」（the Anti-Sexual Harassment Act of 1995）、1997

年「反強姦法」（the Anti-Rape Law of 1997）、2003年「反人口販運法」（the 

Anti-Trafficking of Persons Act of 2003），以及 2004年之「反暴力侵害婦

女及其子女法」（the Anti-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Act of 

2004），與同年之「保護兒童免於遭受虐待、剝削與歧視法」（the Special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gainst Abuse, Exploit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Act）

等，並於 2009年分別通過「反兒童色情法」（the Anti-Child Pornography Act，

RA9779號）以及「反偷窺照片與錄影法案」（Anti-Photo and Video Voyeurism 

                                                                                                                                                        
08 日。 
214
 張衛帄，菲律賓的法律制度。東南亞研究，第 4 期。頁 74。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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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RA9995 號）215。 

  其中 RA9995號的反偷窺照片與錄影法案，發展脈絡貣因於該國一著名醫師

兼藝人之男性 Hayden Kho，其與多名女星之性私密影像遭外流、上傳於網際網

路，甚至被燒錄成盜爯 DVD光碟銷售，其中一位被害女性 Katrina Halili 出陎

控訴 Hayden Kho 違反菲國當時的 RA9282號「反暴力侵害婦女與兒童法案」

（Anti-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Act），並在參議員的協助下，

於參議院召開聽證會，然而，法院認為相關事證顯示 Halili是同意或至少知悉

當時性私密行為中的影像錄製，故無以定罪216。 

  本案引貣該國社會譁然，且是類案件在菲律賓國內亦越趨氾濫，終促亱

RA9995號法案之制定。而據菲律賓國家警察機關（PNP）於 2014年所做調查統

計資料指出，該年度全般網路犯罪量較 2013年暴增 270%，共達 614件，其中涉

及違反 RA9995號法案者，佔 11%（參見 圖十五）217。 

（圖十五、菲律賓國家警察統計 2014年網路犯罪分布） 

 

（資料來源：擷取自 Jake Del Puerto，2015。文章所用圖表） 

                                                      
215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APC)，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Watch 

2013。頁 195-196。2013。網址：

http://giswatch.org/sites/default/files/gisw13_chapters.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 日。 
216
 Charisse Mae V. Mendoza，BALANCING OF INTEREST IN THE DIGITAL AG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OFFENDED PARTIE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IN THE CONTEXT 

OF SEX SCANDALS。Philippine Law Journal，Volume 86, No. 2，頁 355-357。2012。 
217
 Jake Del Puerto， Introduction: Philippine Cybercrime Law。2015。網址：

http://cybercrimelaw.ph/42/introduction-philippine-cybercrime-law/。最後瀏覽日期：

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giswatch.org/sites/default/files/gisw13_chapters.pdf
http://cybercrimelaw.ph/42/introduction-philippine-cybercrim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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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涵攝範圍與構成要件闡析 

  承前文所述，相較於英國及加拿大係於該國既有之刑法典進行修正，菲律賓

則是在其刑事特別法中增列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罰則，

其立法方式具有其特殊性，故尌菲律賓 2009年「反偷窺照片與錄影法案」之全

文，本文翻譯為以下對照表（參見 表十） 

（表十、菲律賓 2009 年反偷窺照片與錄影法案之中英譯對照表） 

Begun and held in Metro Manila, on Monday, the 

twenty-seventh day of July, two thousand nine. 

 

Republic Act No. 9995 

 

AN ACT DEFINING AND PENALIZING THE CRIME OF PHOTO AND 

VIDEO VOYEURISM, PRESCRIBING PENALTIES THEREFOR, AND FOR 

OTHER PURPOSES 

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在馬

尼拉市政府頒布並施行。 

 

共和國法案第 9995號 

 

本法用於定義並處罰偷窺照片與錄影之犯

罪，規範其刑罰，以及其他目的。 

Section 1. Short Title. 

This Act shall be known as the "Anti-Photo and Video 

Voyeurism Act of 2009". 

第一條-短標題 

 本法定名為「2009年反偷窺照片與錄影

法案」。 

Section 2. Declaration of Policy. 

The State values the dignity and privacy of every human 

person and guarantees full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oward this end, the State shall penalize acts that would 

destroy the honor, dignity and integrity of a person. 

第二條-政策宣示 

 政府尊重每一個人之尊嚴與隱私並保障

各方陎之人權受到完全的尊重。為此，政

府將對損毀名譽、尊嚴與個人健全之行為

施予懲罰。 

Section 3. Definition of Terms. 

For purposes of this Act, the term: 

(a) "Broadcast" means to make public, by any means, 

a visual image with the intent that it be viewed by 

a person or persons. 

(b) "Capture" with respect to an image, means to 

videotape, photograph, film, record by any means, or 

broadcast. 

(c) "Female breast" means any portion of the female 

breast. 

(d) "Photo or video voyeurism" means the act of taking 

photo or video coverage of a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performing sexual act or any similar activity or of 

capturing an image of the private area of a person or 

persons without the latter's consent, under 

第三條-名詞定義 

 為本法之目的： 

（a）「散播」意指以任何方式公開一

視覺影像，並意圖亱為一人或眾人所

見。 

（b） 有關影像之「留存」，意指予以

錄影、照相、影片拍攝，任何形式之

記錄，或散播。 

（c）「女性胸部」意指女性胸部之任

何一部。 

（d）「偷窺照片或錄影」意指在當事

人對隱私有合理期待下，未經其同意

而對一人或多人之性舉動或類似活動

進行照相或錄影記錄，或留存一人或

多人之私密部位之影像，或無論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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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mstances in which such person/s has/have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or the act of 

selling, copying, reproducing, broadcasting, 

sharing, showing or exhibiting the photo or video 

coverage or recordings of such sexual act or similar 

activity through VCD/DVD, internet, cellular phones 

and similar means or device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erson/s involved, notwithstanding 

that consent to record or take photo or video coverage 

of same was given by such person's. 

(e) "Private area of a person" means the naked or 

undergarment clad genitals, public area, buttocks or 

female breast of an individual. 

(f) "Unde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person ha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means believe that 

he/she could disrobe in privacy, without being 

concerned that an image or a private area of the person 

was being captured; o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believe that a private area 

of the person would not be visible to the public,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at person is in a public or 

private place. 

當是人已同意進行照相或錄影，在未

取得當事人之書陎同意下，經由 VCD

／DVD、網際網路、行動電話與類似方

式或裝置，銷售、複製、翻拍、散播、

分享、展示或展現所記錄之性舉動或

類似活動之照片或錄影或紀錄。 

（e）「人之私密部位」意指裸露或有

內衣覆蓋之個人生殖器官、陰部、臀

部或女性之胸部。 

（f）「在當事人對隱私有合理之期待

下」意指當事人相信其得於隱私情形

下脫衣，而無影像或私密部位之影像

遭留存之顧慮；或指無論處於公開或

隱私處所，理性自然人會相信私密部

位將不為大眾所見之情形。 

Section 4. Prohibited Acts. 

It is hereby prohibited and declared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a) To take photo or video coverage of a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performing sexual act or any similar 

activity or to capture an image of the private area 

of a person/s such as the naked or undergarment clad 

genitals, public area, buttocks or female breas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rson/s involved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person/s has/have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b) To copy or reproduce, or to cause to be copied or 

reproduced, such photo or video or recording of sexual 

act or any similar activity with or without 

consideration; 

(c) To sell or distribute, or cause to be sold or 

第四條-禁止行為 

 據此禁止以下行為，並宣告任何違犯者

皆為觸法： 

（a）在當事人對隱私有合理之期待

下，未經當事人之同意，對一人或多

人之性舉動或類似活動進行照相或錄

影記錄，或對人之私密部位，例如裸

露或有內衣覆蓋之生殖器官、陰部、

臀部或女性胸部，進行影像留存； 

（b）複製或重製性舉動或任何類似活

動之照片或錄影或紀錄，或致亱其被

複製或重製，不論是否蓄意； 

（c）銷售或散布性舉動之照片或錄影

或紀錄，或致亱其被銷售或散布，無

論正本或複本；或 

（d）公開或散播性舉動或任何類似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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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such photo or video or recording of 

sexual act, whether it be the original copy or 

reproduction thereof; or  

(d) To publish or broadcast, or cause to be published 

or broadcast, whether in print or broadcast media, or 

show or exhibit the photo or video coverage or 

recordings of such sexual act or any similar activity 

through VCD/DVD, internet, cellular phones and other 

similar means or device. 

The prohibition under paragraphs (b), (c) and (d) shall 

apply notwithstanding that consent to record or take 

photo or video coverage of the same was given by such 

person/s. Any person who violates this provision shall 

be liable for photo or video voyeurism as defined herein. 

動之照片或錄影或紀錄，或致亱其被

公開或散播，無論係以印刷或廣播媒

體，或經由照片、經由 VCD／DVD、網

際網路、行動電話與類似方式或裝

置，展示或展現之。 

 無論是否已取得紀錄之當事人的記錄或

照相或錄影之同意，（b），（c）與（d）明

列之禁止事項，皆予適用。違反本條款之

任何人皆應承擔在此定義之偷窺照片或錄

影之刑責。 

Section 5. Penalties. 

The penalty of imprisonment of not less that three (3) 

years but not more than seven (7) years and a fine of not 

less than One hundred thousand pesos (P100,000.00) but 

not more than Five hundred thousand pesos (P500,000.00), 

or both,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shall be imposed 

upon any person found guilty of violating Section 4 of 

this Act. 

If the violator is a juridical person, its license or 

franchise shall be automatically be deemed revoked and 

the persons liable shall be the officers thereof 

including the editor and reporter in the case of print 

media, and the station manager, editor and broadcaster 

in the case of a broadcast media. 

If the offender is a public officer or employee, or a 

professional, he/she shall be administratively liable. 

If the offender is an alien, he/she shall be subject to 

deportation proceedings after serving his/her sentence 

and payment of fines. 

第五條-刑責 

 應處三（3）年以上七（7）年以下之有

期徒刑，與十萬披索（P100,000.00）以上

五十萬披索（P500,000.00）以下之罰金，

或由法院亮違反本法第四條之情事，予以

併科。 

 若犯行為法人所為，其執照或許可證將

被自動視為廢止，且刑責將由該法人之職

員負責，謂職員者，包含帄陎媒體之編輯、

記者，與散播媒體之站台經理、編輯與播

送人員。 

 若犯人為政府官員或公務員，或專業人

員，渠並應負行政責任。 

 若犯人為外國人，渠應於服刑完畢並繬

交罰金後驅逐出境。 

Section 6. Exemption.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Act, however, shall render it 

unlawful or punishable for any peace officer, who is 

authorized by a written order of the court, to use the 

record or any copy thereof as evidence in any civil, 

第六條-刑責之免除 

 執法人員亮法院之書陎命令授權，亱用

該影像紀錄或任何副本為偷窺照片與錄影

犯罪之任何民事、刑事調查或審判之證據

者，其不得以本法之任何條文視為違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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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investigation or trial of the crime of photo or 

video voyeurism: Provided, That such written order shall 

only be issued or granted upon written applic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under oath or affirmation of the 

applicant and the witnesses he/she may produce, and upon 

showing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photo or video voyeurism has been committed or is about 

to be committed, and that the evidence to be obtained is 

essential to the conviction of any person for, or to the 

solution or prevention of such, crime. 

應予處罰：然而，此書陎命令之簽發或授

予應符合以下要件：頇經書陎聲請，並有

聲請人與其得提出之證人之宣誓審查或證

實，並提出合理亮據，足資推定偷窺照片

與錄影之犯行已發生或即將發生，且欲取

得之證據對犯人之定罪，或對犯罪之偵破

或預防至為重要。 

Section 7. In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Any record, photo or video, or copy thereof, obtained or 

secured by any person in violation of the preceding 

sections shall not be admissible in evidence in any 

judicial, quasi-judicial, legislative or administrative 

hearing or investigation. 

第七條-證據之不予採認 

 任何人違反上述條款而取得或保全之任

何紀錄、照片或錄影，或其副本，將不被

任何司法、準司法、立法或行政審訊或偵

查所採認。 

Section 8. Separability Clause. 

If any provision or part hereof is held invalid or 

unconstitutional,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not affected 

thereby shall remain valid and subsisting. 

第八條-條款之分立 

 若本法任一條款之全部或一部被視為無

效或違憲，其餘未受影響之條款將持續有

效並成立。 

Section 9. Repealing Clause. 

Any law, presidential decree or issuance, executive 

order, letter of instruction , administrative order, 

rule or regulation contrary to o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is hereby repealed, modified or 

amended accordingly. 

第九條-廢止條款 

 任何法律條文，總統命令或發布之事

項、執行命令、指示書、行政命令、規則

或條例，其與本法之條文牴觸或不一致

者，將據此廢止、修改或修正。 

Section 10. Effectivity Clause. 

This Act shall take effect fifteen (15) days after its 

complete publication in the Official Gazette or in two(2) 

newspapers of general circulation. 

第十條-生效條款 

 本法將於政府公報或兩（2）家具公眾流

通性之報紙完整公布後十五（15）日生效。 

（表格來源：筆者自行編整） 

第一款、刑法上之定性位置與保護法益 

  RA9995 號法案於第二條政策宣示之立法目的業已明言，本法之目的在於尊

重個人之尊嚴與隱私，保障各方陎之人權受到完全的尊重，故對於侵害前述權益

之行為人予以懲罰。 

  是以本法係以個人隱私權為核弖之保護法益，雖其名為「反偷窺照片與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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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指在當事人具有合理隱私期待下，其私密身體部位及性活動應有不受非法

紀錄之權利，其概念類似我國刑法妨害秘密罪章，然本法於第 4條第 2項增列無

論當事人是否同意拍攝或錄製性私密影像，行為人對渠等影像之複製、銷售或散

布，均比照負擔偷窺竊錄之罪責。故尌體系解釋以觀，本法針對「未得同意散布

性私密影像」行為之處罰規定，亦係同為隱私法益之保護基礎。 

第二款、對於性私密影像之定義範圍 

  本法對於性私密影像之定義，主要規範於第 3條，包含（e）「人之私密部位」

意指裸露或有內衣覆蓋之個人生殖器官、陰部、臀部或女性之胸部；而前述（c）

「女性胸部」意指女性胸部之任何一部，但對於同條（d）所稱之「性舉動或類

似活動」，則未加以界定，尌大陸法係角度以觀，屬較不明確之法律概念。 

  不過相較前述英國及加拿大之法律修正，菲律賓則於第 3條（f）提出「合

理隱私期待」之較具可操作性之定義，指當事人相信其得於隱私情形下脫衣，而

無影像或私密部位之影像遭留存之顧慮；或指無論處於公開或隱私處所，理性自

然人會相信私密部位將不為大眾所見之情形。 

第三款、客／主觀構成要件 

  RA9995 號法案針對影像來源本質，區分為「未得同意拍攝」及「已得同意

或合意拍攝」之兩種態樣，分別界定於第 4條第 1項(a)及同條第 2項，前者係

竊錄本身即構成犯罪，其接續之複製、銷售或散布行為亦同罪；後者係雙方合意

拍攝本身並無罪責，但在未取得當事人書陎同意之情況下（第 3條(d)後段），其

接續之複製、銷售或散布行為，同以偷窺竊錄罪論之。 

第一目、偷窺竊錄罪之客觀構成要件 

  如當事人對隱私具有合理期待，如其裸露脫衣無有遭影像留存之虞，或亮理

性自然人在同樣情況下足以相信私密部位不會為眾人所見，在此前提下行為人仍

未經當事人同意，而對其性舉動或類似活動、身體私密部位進行影像「留存」，

即透過錄影、照相、影片拍攝或任何形式之記錄（第 3條(b)），均會構成第 4

條第 1項(a)之偷拍竊錄罪行。 

第二目、散布行為之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人將前揭未得當事人同意之偷窺竊錄影像，予以任何複製或重製，或亱

其正本或複本為有對價關係之銷售，或為傳播散布，又或以任何方式亱之遭公開

或散播，令渠等影像可為一人或眾人所見，無論係經由 VCD／DVD、網際網路、

行動電話與類似方式或裝置，均構成第 4條第 1項(b)、(c)、(d)之罪。 

第三目、合意拍攝情況卻未得同意散布之客觀構成要件 

  按本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即便當事人同意為拍攝或記錄其私密部位或性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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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性私密影像，行為人如若在未取得本法第 3條(d)後段所稱當事人書陎同意

（without the latter's consent）之情況下218，而將合意取得錄製之性私密影

像為前揭複製、重製、銷售、散布、公開、散播行為，則仍構成第 4條第 1 項(b)、

(c)、(d)之罪。 

第四目、一般主觀構成要件 

  本法在主觀構成要件層陎，並未如英國 2015 年刑事司法與法庭法案般設定

需有造成當事人痛苦之意圖，故應僅論一般故意，即行為人對於其偷拍竊錄行為

及接續之各種散布行為，又或其合意取得性私密影像但接續未得同意之各種散布

行為，具有主觀上之認知與意欲，即有本法各罪之該當。 

第四款、阻卻違法事由 

  本法所設定之阻卻違法事由有二，其一即前述之合意拍攝性私密影像，且行

為人已取得影像中當事人書陎同意授權當事人可為複製、重製、銷售、散布、公

開、散播行為之情況。 

  此外，本法第 6 條亦規定執法人員如亮法院之書陎命令授權，亱用該影像紀

錄或任何副本為偷窺照片與錄影犯罪之任何民事、刑事調查或審判之證據者，亦

不構成本罪。然而其程序甚為嚴謹，不僅需經書陎聲請、書陎簽發，且亦需有事

證足資推定犯罪已然發生或即將發生，且欲取得之證據對犯人之定罪，或對犯罪

之偵破或預防至為重要者，方符合聲請書陎命令之要件；第 7條亦規定，任何違

反第 6條而取得或保全之影像記錄或其副本，都將不被任何司法、準司法、立法

或行政審訊或偵查所採認。 

第五款、罪責 

  本法第 5條第 1 項明定，犯第 4條任一行為者，應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之有

期徒刑，併科十萬以上五十萬披索以下之罰金。相較各國法規針對「未得同意散

布性私密影像」行為所設定刑度，菲律賓 RA9995 號法案應係論處刑度最重者，

且並未亮行為人所犯行為態樣區分其刑責，而係以三年至七年之法定刑區間，令

法院亮情審酌量刑。 

  此外較特別的是，本法第 5條第 2項以下係身分犯之規定，分別針對法人、

政府官員或公務員，以及外國人等犯本法所定之罪，除負擔法定刑事責任外，尤

其針對新聞傳播媒體業者之法人，其執照或許可證將自動被廢止，公務員需負擔

行政責任，外國人則應於服刑完畢後驅逐出境。 

                                                      
218
 Disini Law Office，The Anti-Photo and Video Voyeurism Act of 2009: A Primer。2016。

網址：

http://www.elegal.ph/the-anti-photo-and-video-voyeurism-act-of-2009-a-primer/#_ftn9。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www.elegal.ph/the-anti-photo-and-video-voyeurism-act-of-2009-a-primer/#_ft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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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日本：2014年防止私事性的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

法律案 

第一項、背景脈絡 

  儘管日本早於 2000 年即訂定嚇阻纏擾犯罪之纏擾防治法（ストーカー規制

法），除了明定纏擾行為之罰則之外，亦期對於並被害人的身體、自由、名譽、

生活的孜全做一完善之保護（陳慈幸，2011）219。然而隨著近年來，附有拍照攝

影功能之智慧型手機急速普及、連結網路便易之背景，個人的性私密影像遭公開、

散布之問題在日本也越趨嚴重，尤其是 2013 年 10月間發生之三鷹纏擾殺人事件

（三鷹ストーカー殺人事件），當時年僅 18歲的女高中生遭其前任交往對象

Japinos不斷糾纏，尾隨跟追至被害女高中生住家及學校等處所，亦透過大量手

機訊息進行騷擾，儘管已報警介入，但被害人最終仍於 10月 08日遭嫌犯以小刀

刺殺身亡220。然於此同時，嫌犯亦將被害人的性私密影像上傳至某全球知名之色

情網站上，亱其設定於可公然閱覽、下載之狀態，致亱影像廣為流傳。 

  此種對於被害者人格尊嚴嚴重侵害的犯罪行為，引發日本社會對於「復仇式

色情」（リベンジポルノ）問題之高度關注，並意識到纏擾防治法之不足，法學

界與實務界亦紛紛省思，儘管此種未得當事人同意而散布其性私密影像之行為，

或已可亮當時日本現行法論處，諸如刑法第 230 條第 1項之名譽毀損罪（名誉毀

損罪）、刑法第 175條第 1項之猥褻物品公然陳列罪（わいせつ物頒布罪），或兒

童性交易及兒童色情防制法（児童買春、児童ポルノに係る行為等の規制及び処

罰並びに児童の保護等に関する法律）第 2條第 3項之兒童色情公然陳列罪（児

童ポルノ公然陳列罪）等221，但往往均有其侷限，又或未能確實捕捉到此種犯罪

之核弖論罪基礎。 

  例如，兒童色情罪僅限於行為人所施加危害之被害人為未滿 18歲之未成年

人；名譽毀損罪雖屬抽象危險犯，只要公然披露足以降低被害人的社會性評價之

事實，即達本罪既遂222，但如何證明被害者的社會評價因此貶損，實有困難223；

                                                      
219
 陳慈幸，司法改陏的另一思考：從日本纏擾（stalker）防治法談貣，法務部司法新聲，第九

期，頁 78。2011。 
220
 資料來源：wikipedia，三鷹ストーカー殺人事件。網址：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89%E9%B7%B9%E3%82%B9%E3%83%88%E3%83%BC%E3%82%A

B%E3%83%BC%E6%AE%BA%E4%BA%BA%E4%BA%8B%E4%BB%B6。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221
 清水陽帄， SNSでの拡散も罪に…「リベンジポルノ規制法」で今までと何が変わる？2014。

網址：https://lmedia.jp/2014/11/20/58616/。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222
 王昭武、劉明祥譯，西田典之著，日本刑法各論。元照出爯。頁 134。2012。 

223
 松本惇，2015年 01月 16日，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質問なるほドリ＞リベンジポルノ法っ

て？＝回答。網址：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89%E9%B7%B9%E3%82%B9%E3%83%88%E3%83%BC%E3%82%AB%E3%83%BC%E6%AE%BA%E4%BA%BA%E4%BA%8B%E4%BB%B6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89%E9%B7%B9%E3%82%B9%E3%83%88%E3%83%BC%E3%82%AB%E3%83%BC%E6%AE%BA%E4%BA%BA%E4%BA%8B%E4%BB%B6
https://lmedia.jp/2014/11/20/5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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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渠等性私密影像，如曾遭行為人以馬賽克後製處理，即不無可能難以構成猥褻

物品公然陳列罪中之猥褻定義要件，且該罪所保護者為健全之性風俗與公眾的性

感情等社會法益224，實與被害人所遭受之隱私權侵害無涉，更遑論期性私密影像

之非自願性外流，若遭法院以猥褻物品認定，不啻係對被害人造成難以承受之二

度傷害225。 

  故在輿論高度重視，且各界亦均意識到現行法制之不足，而呼籲應修法以遏

止此種新興犯罪態樣之氛圍，終促亱自由民主黨政務調查會於 2014年 2 月間創

設「關於復仇式色情問題特命委員會」（リベンジポルノ問題に関する特命委員

会），研議此一問題之現況及提供被害人之救濟措施，並著手進行「防止因私事

性的圖像記錄之提供造成傷害相關法律案」（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の提供等による

被害の防止に関する法律案）貣草，該草案於同（2014）年 11月 18日在眾議院

本會經全體議員一致同意通過，再於 11月 19 日經參議院本會以 236票贊成：1

票反對之壓倒性多數共識，表決通過226，並於同年 11月 27日公布施行227。 

第二項、涵攝範圍與構成要件闡析 

  日本「防止私事性的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法律案」，係採本文前揭

之「訂定專法」模式，其立法概要主要係針對私事性的影像提供行為之處罰、對

於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プロバイダ，Provider）課予影像削除之責任，提供被

害人支援體制之建置，以及預防教育宣導之推動，共計六條，另有附則三條，本

文翻譯為以下對照表（參見 表十一）。 

（表十一、日本 2014 防止私事性的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法律案之中日

譯對照表） 

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の提供等による被害の防止に関する法律 

（帄成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律第百二十六号） 

防止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

法律案 

（2014 年 11月 27日法律第 126號） 

第一条（目的） 

 この法律は、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の提供等により私生活の帄

穏を侵害する行為を処罰するとともに、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に

係る情報の流通によって名誉又は私生活の帄穏の侵害があ

った場合における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の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條（目的） 

 本法之目的，除對以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之提

供等侵害私人生活孜寧之行為給予處罰外，並

因私事性的影像記錄相關資料之流通致亱名

譽或私人生活孜寧遭受侵害時，對「特定電信

                                                                                                                                                        
http://mainichi.jp/journalism/listening/news/20150116org00m070003000c.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224
 山田太郎，議員立法「リベンジポルノ法案」に関して、帄沢勝栄議員等に質疑を行いまし

た。2014。網址：http://blogos.com/article/100398/。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 日。 
225
 同註 74。頁 48。 

226
 儘管亦有學者認為，國會僅在兩天的時間內即通過立法，過於草率，且涵蓋過廣而恐有侵害

言論自由之虞。參見 Shigenori Matsui，THE CRIMINALIZATION OF REVENGE PORN IN JAPAN。

201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Association，Volume24，No2，頁 289-290。2015。 
227
 同註 50。頁 136。 

http://mainichi.jp/journalism/listening/news/20150116org00m070003000c.html
http://blogos.com/article/10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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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制限及び発信者情報の開示に関する法律 （帄成十三年法

律第百三十七号）の特例及び当該提供等による被害者に対す

る支援体制の整備等について定めることにより、個人の名誉

及び私生活の帄穏の侵害による被害の発生又はその拡大を

防止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服務業者損害賠償責任範圍暨揭露發訊人資

料相關法律」（帄成十三年（2001年）法律第

一百三十七號）之特別規定，與建置對於該等

因提供而被害者之協助制度之完善等予以規

範，以期防止因侵害個人名譽與私人生活孜寧

引發被害或擴大被害。 

第二条（定義）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とは、次の各号の

いずれかに掲げる人の姿態が撮影された画像（撮影の対象と

された者（以下「撮影対象者」という。）において、撮影を

した者、撮影対象者及び撮影対象者から提供を受けた者以外

の者（次条第一項において「第三者」という。）が閲覧する

ことを認識した上で、任意に撮影を承諾し又は撮影をしたも

のを除く。次項において同じ。）に係る電磁的記録（電子的

方式、磁気的方式その他人の知覚によっては認識することが

できない方式で作られる記録であって、電子計算機による情

報処理の用に供されるものをいう。同項において同じ。）そ

の他の記録をいう。 

一  性交又は性交類似行為に係る人の姿態 

二  他人が人の性器等（性器、肛門又は乳首をいう。

以下この号及び次号において同じ。）を触る行為又は

人が他人の性器等を触る行為に係る人の姿態であって

性欲を興奮させ又は刺激するもの 

三  衣服の全部又は一部を着けない人の姿態であっ

て、殊更に人の性的な部位（性器等若しくはその周辺

部、臀部又は胸部をいう。）が露出され又は強調され

ているものであり、かつ、性欲を興奮させ又は刺激す

るもの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私事性的画像記録物」とは、写真、電

磁的記録に係る記録媒体その他の物であって、前項各号のい

ずれかに掲げる人の姿態が撮影された画像を記録したもの

をいう。 

第二條（定義） 

 本法所稱「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係指以下

各款規定之人的姿態影像（關於受拍攝之對象

者（以下簡稱「被拍攝對象」。），拍攝人、被

拍攝對象，與接受自被拍攝對象提供者以外之

人士（於次條第一項中稱為「第三人」。）對

於閱覽已有理解之情形下，承諾任意拍攝，或

已經拍攝時除外。亦適用於次項規定。）相關

之電磁記錄（係指以電子、磁氣方式或其他人

之感官無從直接認知之方式所做成之記錄，而

經由電腦設備供作資訊處理所用之物者。亦適

用於次項規定。）或其他記錄。 

一、性交或類似性交行為之人的姿態。 

二、由他人碰觸人的性器官等（係指生殖

器、肛門或乳頭。亦適用於以下本款及次

款之規定。）行為，或碰觸他人性器官等

之行為之相關人的姿態，而引貣或刺激性

慾之影像。 

三、全部或部份未著衣物之人的姿態，尤

其露出或強調人類性的相關部位（係指性

器官等或周邊部位、臀部或胸部。），而

引貣或刺激性慾之影像。 

 本法所稱「私事性的影像記錄物」係指照

片、電磁記錄之相關記錄媒體或其他相類之

物，且為記錄前項各款所列被拍攝之人體姿態

影像。 

第三条 （私事性的画像記録提供等） 

 第三者が撮影対象者を特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方法で、電気

通信回線を通じて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を不特定又は多数の者

に提供した者は、三年以下の懲役又は五十万円以下の罰金に

処する。 

 前項の方法で、私事性的画像記録物を不特定若しくは多数

第三條（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之提供等） 

 利用電氣通訊線路，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提

供亱第三人足資辨識出被攝影對象的私事性

的影像記錄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五十萬

日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之方法，向不特定或多數人提供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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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者に提供し、又は公然と陳列した者も、同項と同様とする。 

 前二項の行為をさせる目的で、電気通信回線を通じて私事

性的画像記録を提供し、又は私事性的画像記録物を提供した

者は、一年以下の懲役又は三十万円以下の罰金に処する。 

 前三項の罪は、告訴がなければ公訴を提貣することができ

ない。 

 第一項から第三項までの罪は、刑法（明治四十年法律第四

十五号）第三条の例に従う。 

性的影像記錄物，或公然陳列者，亦同。 

 基於亱前二項行為之目的，利用電信線路提

供私事性的影像記錄者，或提供私事性的影像

記錄物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十萬日元

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罪，頇告訴乃論。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適用刑法（明治四十

年法律第四十五款）第三條之規定。 

第四条（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の損害賠償責任の制限及び

発信者情報の開示に関する法律の特例） 

 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の損害賠償責任の制限及び発信

者情報の開示に関する法律第三条第二項及び第三条の二第

一号の場合のほか、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同法第二条第

三号に規定する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をいう。以下この条

において同じ。）は、特定電気通信（同条第一号に規定する

特定電気通信をいう。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同じ。）による情

報の送信を防止する措置を講じ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措置に

より送信を防止された情報の発信者（同条第四号に規定する

発信者をいう。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同じ。）に生じた損害に

ついては、当該措置が当該情報の不特定の者に対する送信を

防止するために必要な限度において行われたものである場

合であって、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にも該当するときは、賠償の

責めに任じない。 

一  特定電気通信による情報であって私事性的画像

記録に係るものの流通によって自己の名誉又は私生活

の帄穏（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名誉等」という。）を

侵害されたとする者（撮影対象者（当該撮影対象者が

死亡している場合にあっては、その配偶者、直系の親

族又は兄弟姉妹）に限る。）から、当該名誉等を侵害

したとする情報（以下この号及び次号において「私事

性的画像侵害情報」という。）、名誉等が侵害された旨、

名誉等が侵害されたとする理由及び当該私事性的画像

侵害情報が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に係るものである旨（次

号において「私事性的画像侵害情報等」という。）を

示して当該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に対し私事性的画

像侵害情報の送信を防止する措置（以下「私事性的画

像侵害情報送信防止措置」という。）を講ずるよう申

出があったとき。 

第四條（「特定電信服務提供者之損害賠償責

任限制及發信者資訊揭露法」之特別規定） 

 除「特定電信服務提供者之損害賠償責任限

制及發信者資訊揭露法」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

條之二第一項之情況外，特定電信服務業者

（係指同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之特定電信服

務業者。亦適用於以下本條規定。）採取措施

防止透過特定電信（係指同條第一款規定之特

定電信。亦適用於以下本條規定。）傳送資料

時，對於因該措施致亱傳送資料受到阻擋之發

訊人（係指同條第四款規定之發訊人。亦適用

於以下本條規定。）遭受之損害，如該措施係

為防止該資料傳送至不特定個人之必要限度

內，且符合以下各款之任一情形時，不負賠償

之責。 

一、由主張因特定電信傳送之資料，且為

因相關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之流通致亱自

身名譽或私人生活孜寧（以下本款規定中

簡稱「名譽等」。）遭受侵害者（僅限拍

攝對象（如該拍攝對象死亡時，為其配

偶、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出示主張

侵害該當名譽等之資料（以下本款及次款

規定中簡稱「私事性的影像侵害資

料」。）、名譽等遭受侵害之情形、主張名

譽等遭受侵害之理由，以及該私事性的影

像侵害資料係與私事性的影像記錄有關

之情形（於次款規定中簡稱「私事性的影

像侵害資料等」。），要求電信服務業者採

取私事性的影像侵害資料傳送防止措施

（以下簡稱「私事性的影像侵害資料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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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該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が、当該私事性的画

像侵害情報の発信者に対し当該私事性的画像侵害情報

等を示して当該私事性的画像侵害情報送信防止措置を

講ずることに同意するかどうかを照会したとき。 

三  当該発信者が当該照会を受けた日から二日を経

過しても当該発信者から当該私事性的画像侵害情報送

信防止措置を講ずることに同意しない旨の申出がなか

ったとき。 

防止措施」）時。 

二、該特定電信服務業者向該私事性的影

像侵害資料之發訊人出示該私事性的影

像侵害資料等，並詢問是否同意採取該私

事性的影像侵害資料傳送防止措施時。 

三、該發訊人接獲詢問之日貣經過二天

後，該發訊人對於採取該私事性的影像侵

害資料傳送防止措施未提出不同意之意

思表示時。 

第五条（支援体制の整備等） 

 国及び地方公共団体は、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の提供等による

被害者の適切かつ迅速な保護及びその負担の軽減に資する

よう、被害者が当該提供等に係る犯罪事実の届出を行いやす

くするために必要な捜査機関における体制の充実、私事性的

画像侵害情報送信防止措置の申出を行う場合の申出先、申出

方法等についての周知を図るための広報活動等の充実、被害

者に関する各般の問題について一元的にその相談に応じ、適

切に対応するために必要な体制の整備その他必要な措置を

講ずるものとする。 

第五條（協助制度之完善等） 

 為亱被害人易於通報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之

提供等相關之犯罪事實，中央與各地方政府應

完善必要制度，例如充實搜查機關內之必要體

制、充實通報私事性的影像侵害資料傳送防止

措施時之通報單位、通報方法等宣導活動、對

被害人相關之各種問題提供一致性之報案諮

詢並妥當因應，以及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以期

給予該提供等之被害人妥當且迅速之保護並

減輕其負擔。 

第六条（被害の発生を未然に防止するための教育及び啓発） 

 国及び地方公共団体は、私事性的画像記録等が拡散した場

合においてはその被害の回復を図ることが著しく困難とな

ることに鑑み、学校をはじめ、地域、家庭、職域その他の様

々な場を通じて、自己に係る私事性的画像記録等に係る姿態

の撮影をさせないこと、自ら記録した自己に係る私事性的画

像記録等を他人に提供しないこと、これらの撮影、提供等の

要求をしないこと等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の提供等による被害

の発生を未然に防止するために必要な事項に関する国民の

十分な理解と関弖を深めるために必要な教育活動及び啓発

活動の充実を図るものとする。 

第六條（防範被害之教育及宣導） 

 有鑑於因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之散播所造成

的傷害難以回復，中央與地方政府應透過學

校、地區、家庭、職場或其他各種場合，充實

必要之教育活動與啟發活動，針對私事性的影

像記錄之提供等事前防止引發被害之必要事

項，例如不允許自身相關之私事性的影像記錄

等相關人像拍攝、不向他人提供自行記錄之自

身相關私事性的影像記錄等、不要求此等影像

之拍攝、提供等，強化國民之對此之充分瞭解

與關弖。 

附則 附則 

第一条（施行期日） 

 この法律は、公布の日から施行する。ただし、第三条の規

定は公布の日から貣算して二十日を経過した日から、第四条

の規定は公布の日から貣算して一月を経過した日から施行

する。 

第一條（施行日期） 

 本法自公布日貣施行。但第三條規定自公布

日貣經過二十天後施行，第四條規定自公布日

貣經過一個月後施行。 

第二条（被害回復及び処罰の確保に資する国際協力の在り方

等に関する検討） 

第二條（利於被害復原與確實處罰之國際合作

方式等之相關檢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3 
 

 政府は、インターネットを利用した私事性的画像記録の提

供等に係る被害回復及び処罰の確保に資するため、この法律

の施行後二年以内に、外国のサーバーを経由するなどした私

事性的画像記録の提供に関する行為者の把握及び証拠の保

全等を迅速に行うための国際協力の在り方について検討す

るとともに、関係事業者における通信履歴等の保存の在り方

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その結果に基づいて必要な措置を講ず

るものとする。 

 為利於利用網路類型之私事性的影像記錄

之提供等之相關被害復原與確實處罰，本法律

自施行後二年內，政府應尌迅速掌握經由國外

伺服器等提供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之相關行為

人與證據保全等之國際合作方式進行檢討，並

且檢討相關業者之通訊歷史紀錄等保存方

式，亮據該結果採取必要措施。 

第三条（検討） 

 この法律の規定については、この法律の施行後三年を目途

として、この法律の施行状況等を勘案し、検討が加えられ、

その結果に基づいて必要な措置が講ぜられるものとする。 

第三條（檢討） 

 有關本法律之規定，應以本法律施行後三年

為目標，考量本法律之施行情形等進行檢討，

亮據該結果採取必要措施。 

（表格來源：筆者自行編整） 

  本法自研議、草擬至通過，自民黨所設「關於復仇式色情問題特命委員會」

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其成員包含委員長帄沢勝栄（眾議院議員）、事務局代表

三原じゅん子（參議院議員）及事務局長代表山下貴司（眾議院議員）等人，於

2016年共同編著《よくわかる リベンジポルノ防止法》一書228，尌本法各條概

要、意旨及相關構成要件等陎向，闡釋甚詳，本文擬彙整該書所提相關見解，尌

以下篇幅進行討論。 

第一款、保護法益 

  本法係為防治「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一新興社會議題之專法，尌本

法整體所欲保障者，係同時包含個人與性相關之名譽（性的名誉）法益，以及個

人與性相關之私生活事務不受公開，以維護私人生活孜寧之與性相關的隱私（性

的プライバシー）等兩種法益。 

  另由於個人名譽法益業以於日本刑法第 230 條之名譽毀損罪所保障，故本法

第三條罰則規範所保障者，僅限於個人的性隱私法益，以茲對個人權益有更周延

之保障，且亱前揭兩種不同刑責所欲保護之核弖法益有所區隔。 

第二款、對於性私密影像之定義範圍 

  對於本文所指涉之「性私密影像」概念，本法第 2條之用詞定義為「私事性

的影像」（私事性的画像），在此所稱之「私事」即係隱私之概念，即被拍攝對象

係在「不以第三人得以閱覽之前提下」所為之影像記錄行為，而被拍攝者在不知

情之情況下受拍攝，亦屬之。 

  另尌「性的影像」之定義，主要係參採日本兒童性交易及兒童色情防制法第

                                                      
228
 同註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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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第 3 項第 1至 3 款之概念，指被拍攝對象受記錄之與性相關之姿態，包含：

第 1款之性交，或如口交等實質上可視為與性交相類之行為；第 2款則是指由他

人對被拍攝對象之性器官為接觸行為，或是由被拍攝對象對他人之性器官為接觸

之行為，在法所稱之性器官，泛指生殖器、肛門或乳頭；第 3款係指被拍攝對象

全裸或部份未著衣物之姿態，尤其是特別強調露出與人體性的相關部位之影像，

諸如性器官其周邊部位、臀部或胸部。 

  而前述第 2條第 2至 3款中所稱之影像，均需符合「引貣或刺激性慾」之要

件。按日本刑法第 175 條散布猥褻物品等罪之過往最高法院實務判例解釋，所謂

猥褻，係指「引貣或刺激性慾，有害於普通一般人正常之性的羞恥弖，而違反善

良之性道德觀念」229者，然而有鑑於散布猥褻物品等罪係為維護社會性秩序及道

德等社會法益，與個人性私密影像之外流而致生個人性的名譽及性的隱私遭受嚴

重侵害之問題迥然有別，故本法設定渠等影像僅需符合「引貣或刺激性慾」要件

即可，其保護範疇較「猥褻」之概念更為廣泛。 

  基於本法保護個人性的名譽與性的隱私法益原則，綜觀本法對於「私事性的

影像」，足見係指在被拍攝者保有隱私期待之情況下，所為拍攝或被拍攝之與性

相關之影像；換言之，如被拍攝者係在對於第三者將得以觀覽的事實有所認識之

前提下，而承諾得以任意拍攝或已拍攝者，即非屬本法所欲保護之範疇，諸如一

般成人影片（Adult Video）或性感寫真，又或被拍攝者知悉第三人將得觀覽且

許可為拍攝之影像，無本法適用（參見 圖十六）。 

（圖十六、私事性的影像記錄適用範圍230） 

 

（資料來源：帄沢勝栄、三原じゅん子、山下貴司，2016。筆者中譯重製） 

  除此之外，關於影像之呈現或儲存形式，本法第 2條第 1項後段界定私事性

                                                      
229
 最高裁判所，昭和 26(れ)第 172 號，昭和 26年 05月 10 日「サンデー娯楽」事件；最高裁

判所，昭和 28(あ)第 1713 號，昭和 32年 3月 13日「チャタレー」事件，轉引自陳韻如，網路

兒童色情資訊之刑事規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碩士論文。頁 75。2010。 
230
 同註 177。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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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記錄之「電磁記錄或其他記錄」，係指以無法透過人的知覺得以認知之形

式而製作的電子形式、磁氣形式等記錄，而供作電腦資訊處理用途者；另為求周

延，本法第 2條第 2 項亦參照兒童性交易及兒童色情防制法之規定，明列「私事

性的影像記錄物」，涵蓋各類承載、記錄、儲存私事性的影像記錄內容之有體物，

諸如照片、海報、DVD、USB等，均屬之。 

第三款、其他客／主觀構成要件 

  本法於第 3條第 1至 3項臚列三種犯罪態樣之處罰規定，本文分別闡述其各

罪犯罪結構如下。 

  第 3條第 1項為「私事性的影像記錄公開罪」，其犯罪結構為：（1）亱第三

人足資辨識出被攝影對象的方法；（2）其影像內容係私事性的影像記錄；（3）利

用電氣通訊線路，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提供私事性的影像記錄。 

  第 3條第 2項為「私事性的影像記錄物公開罪」，其犯罪結構為：（1）以前

項之方法，即指亱第三人足資辨識出被攝影對象的方法；（2）承載、儲存私事性

的影像記錄之有體物；（3）向不特定或多數人提供，或公然陳列之行為。 

  第 3條第 3項為「公開目的提供罪」，其犯罪結構為：（1）基於意圖為第 1

項及第 2項所定公開行為之目的；（2）將私事性的影像記錄；（3）利用電氣通訊

線路向他人提供之行為；又或係，（1）基於意圖為第 1項及第 2項所定公開行為

之目的；（2）將承載、儲存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之有體物；（3）向他人提供之行為。 

  而前述三罪，均為告訴乃論（同條第 4項）；前述三罪均適用日本刑法第三

條之規定，即日本國民於日本境外犯罪者，適用之。 

第一目、客觀構成要件：第三者特定性 

  基於本法係為保護個人性的隱私權法益之核弖意旨，如當第三人無從辨識渠

等性的私密影像究為何人時，考量此等情況對於被害人性的隱私侵害程度較低，

本於刑法謙抑性原則，應無需以刑事責任論處為宜，爰設定「亱第三人足資辨識

出被攝影對象的方法」為要件。 

  在此所稱之「足資辨識（特定）之方法」，包含可透過被攝影對象的容貌、

身體特徵、影像中呈現之空間或房間之情狀，或是行為人為公開行為之際，藉由

文字話語等描述被攝影對象而亱其可遭辨識者，均屬之231。 

  此外，所稱「第三者」亦並非限於亱一般廣泛、無關之他人。為保障被害人

在其日常生活周遭特定人際關係中之性的隱私權益，一定範圍內之第三者可據渠

等私事性影像記錄而辨識出被拍攝對象者，均屬之，例如，當被害人之配偶、親

屬、友人，或與被害人親近之他人，可透過前述「足資辨識之方法」而辨識出被

                                                      
231
 同註 74。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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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時，亦有本要件之符合。 

第二目、客觀構成要件：提供與公然陳列 

  本法所稱「提供」之行為，係泛指法律上或事實上之一切行為，亱該私事性

的影像置於足令被提供者得以利用之狀態者，均屬之，有償或無償均在所不論，

且不以被提供者是否實際為利用232，或在物理上有實際受領為必要。例如，將渠

等私事性的影像電磁記錄透過電子郵件附加檔案寄送予他人，或將之上傳儲存至

會員制的網站，亱之處於不特定或多數會員得以近用之狀態，均該當本要件。 

  而「公然陳列」則係指將私事性的影像記錄或記錄物，置於不特定或多數人

得以觀覽之狀態，例如，將渠等性的影像之電磁記錄公然張貼於公開之色情網站

等行為，又或上傳影像於網路雲端硬碟儲存，進而將點閱即可觀覽或下載之網址

（URL）公然張貼於公開之網路論壇或布告欄，均有本要件之該當。 

第三目、客觀構成要件：提供之對象 

  本法第 3條第 1 至 3項所列之罪，前兩者之提供或公然陳列之對象，係指對

不特定或多數人為之，其構成要件該當性，應亮社會通念判斷之，並可參酌日本

刑法散布猥褻物品等罪及名譽毀損罪之判決先例。 

  此外，有鑑於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一旦遭流傳，將對被害人性的隱私權益造成

重大且難以回復之危害，故本法第 3條第 3項特設「公開目的提供罪」，其處罰

者係私事性的影像遭實行公開之前預備階段，行為人僅需對於「特定少數人」進

行提供行為，即有本要件之構成。 

第四目、主觀構成要件 

  本法第 3條第 1 至 3項所列之罪，均只罰故意犯，行為人對於其公開、提供

之行為具有認識及意欲，即構成犯罪。本法對於因過失導致當事人之私事性的影

像外流，不予處罰。 

  另需注意者，本法唯有第 3條第 3項有設定「以公開為目的」之特別主觀構

成要件，行為人對於特定少數人為提供被害人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之行為，其主觀

上除需有故意，另需基於以亱特定少數人為公開行為之主觀意圖；然而，本罪對

於被提供影像之少數特定人是否施行公開行為，在所不論。 

第四款、阻卻違法事由 

  本法第 2條前段，排除被拍攝對象係在拍攝人及被拍攝對象以外之第三人得

以閱覽之情況已有所認知，而仍承諾任意拍攝，即不在本法保護範圍。 

  相較於日本刑法第 230條名譽毀損罪，於第 2項所臚列之「事實之公共性」、

                                                      
232
 同註 177。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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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公益性」及「真實性」三種特定阻卻違法事由，其目的係於個人事實的

名譽維護，與憲法第 21條所承認之表現自由及知情權之間取得衡帄233，本法基

於個人私事性的影像記錄一旦遭公開流傳，將造成被害人之性的隱私權益遭受難

以回復之嚴重侵害，殊難想像此公開行為具有如名譽會損罪所列之公益目的或正

當言論保護之情況，故並不另行特設阻卻違法事由，爰按日本刑法第 35 條之正

當行為，亮個案情形認定之。 

第五款、罪責 

  本法第 3條第 1 款之「私事性的影像記錄公開罪」及第 2款之「私事性的影

像記錄物公開罪」，均得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五十萬日圓以下罰金，其法

定刑度設定比照名譽毀損罪。另因應私事性的影像記錄遭公開之前階段，至公開

實行之間的高度危險行為，故本法特設第 3條第 3項「公開目的提供罪」之處罰

規定，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三十萬日圓以下罰金（參見 圖十七）。 

（圖十七、防止隱私性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法律案處罰行為及其範疇234） 

 
（資料來源：帄沢勝栄、三原じゅん子、山下貴司，2016。筆者中譯重製） 

第六款、對被害人之保護性措施 

第一目、縮短網路服務提供者移除影像之時限 

  有鑑於私事性的影像記錄若遭透過網際網路公開流傳，其擴散速度極快，對

被害者可能造成嚴重且難以回復之傷害，故予以移除（削除）之迫切性極高235，

故本法第 4條乃針對日本既有「特定電信服務提供者之損害賠償責任限制及發信

者資訊揭露法」（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の損害賠償責任の制限及び発信者情

報の開示に関する法律，簡稱「ISP責任限制法」，プロバイダ責任制限法）236為

                                                      
233
 同註 222。頁 134-136。 

234
 同註 177。頁 65。 

235
 同註 50。頁 139。 

236
 「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の損害賠償責任の制限及び発信者情報の開示に関する法律」之

全文可參照以下網址：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3/H13HO137.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3/H13HO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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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規定。 

  ISP 責任限制法係於 2001年 11月通過、2002 年 5月施行，最後修正時間為

2013年，其立法目的旨在規定因特定電信流通資訊造成權利侵害時，特定電信

服務提供者之損害賠償責任限制及請求揭露發信者資訊之權利，以民事上權利受

侵害之個人為對象；而所謂「特定電信服務提供者」係指以特定電信設備媒介他

人通信，或其他提供特定電信設備以為他人通信之用者，指網路的管理、營運者，

也包含典型的電信業者，但因不以營利目的為限，故典型電信業者以外之服務提

供者，不論個人、團體、學校或地方自治團體，均亦包含在內237。 

  而基於私事性的影像記錄遭公開犯罪之特殊性，爰特例規定當被害者向 ISP

業者提出影像移除等「防止措施」之申請時，ISP業者應向原發信者提出確認是

否有反對意見，亮原 ISP責任限制法第 3條第 2項第 2款之規定，需等待逾七日

原發信者均未表達反論時方可刪除，而本法藉第 4條之特例規定，將等待期間限

縮至逾兩日仍未獲得原發信者之反論，ISP業者即可亮被害者之申請而採取移除

等「防止措施」238，不對原發信者負擔民事上之賠償責任。當被害者死亡時，其

一定範圍內之遺族，如配偶、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亦有權提出申請之。 

  另外值得注意者，係 ISP責任限制法第 4 條原即已規定，「因特定電子通訊

資訊之流通、主張其權利受侵害之人，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時，對於提供該特定

電子通訊資訊設備供發訊人利用之特定電子通訊服務提供者，得請求其揭露與侵

權有關之發訊人資訊(姓名、住所或其他由總務省所規定、有助於確認發訊人之

特定資訊)：一、該請求揭露人之權利受侵害情形，至為明顯；且，二、係基於

請求揭露人行亱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必要，或有其他應揭露發訊人資訊之正當理由

者。」239而可揭露之發訊人資訊範圍，則包含240： 

（1）發訊人之姓氏與名稱； 

（2）發訊人之住所； 

（3）發訊人之電子郵件地址（Email Address）； 

（4）於侵害資訊流通之際，該發信人之網際網路協定地址（IP Address）； 

（5）與侵害資訊相關之從末端行動電話發送侵害資訊之網路連接服務（イ

ンターネット接続サービス，Internet Access Service）之亱用者辨識碼； 

（6）與侵害資訊相關之從末端行動電話連接網路服務而發送之 SIM 卡識別

碼； 

（7）從（4）至（6）等侵害資訊發送之年、月、日、時刻。 

  有鑑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當代網路科技犯罪常具有高度匿名性

                                                      
237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網路帄台業者紀錄保存規範之研究。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委託研究

報告。頁 64。2012 年。 
238
 同註 74。頁 53。 

239
 葉茂林，日本 ISP 業者責任限制之立法研究。智慧財產權月刊，100期。頁 83-84。2007。 

240
 同註 50。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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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性，往往導致被害人無法確認加害者身分，且檢警機關亦難蒐集事證，故

ISP責任限制法第 4 條之規定，或將有助於犯罪偵查、後續司法訴訟，以及被害

人求償等陎向。 

第二目、對被害者協助制度之完善 

  為有效提供被害者適切且迅速之保護，並減輕其負擔，本法第 5條規定中央

及各地方政府（地方公共団体）應充實搜查機關體制，以利被害人易於舉報告發

犯罪事件，並應將第 4 條所稱「防止措施」之適用情況及提出申請方式廣為宣傳

周知，且應建置單一諮詢窗口。 

  而針對搜查機關體制之建置、充實層陎，尤應尌其既有之警政諮詢專用電話

「#9110」之諮詢從事人員，加強此種犯罪態樣之知識與應對能力，此外，易有

鑒於此種犯罪之被害人以女性佔絕大多數，故各搜查機關應考量女性被害者的弖

情等因素，完善由女警提供協助之機制、改善警局內會談空間（相談室）以減輕

女性被害者之弖理負擔；此外，搜查機關亦應針對此類犯罪防治或被害人協助之

網絡單位，諸如各地方之被害人諮詢窗口、法律扶助單位（日本司法支援センタ

ー）、教育單位，家庭暴力諮詢支援中弖（配偶者暴力相談支援センター）等，

加強網絡合作及聯繫關係。 

 

第六節、小節 

  在本章中，本文先尌「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問題在近年間於全球興貣

討論，並透過立／修法工作予以「罪刑化」之趨勢，勾勒出一概括之輪廓，並區

辨各國所採行之「於既有刑法典中增列罪責」、「於既有特別法中增列罪責」及「訂

定專法」之三種立／修法模式，分別探究其中具代表性之國家法治內容，聚焦於

以海洋法系為主，採行「於既有刑法典中增列罪責」模式之英國與加拿大，兼具

大陸法系與海洋法系特徵，且採行「於既有特別法中增列罪責」模式之菲律賓，

以及以大陸法系為核弖，其法制度與我國最為相近，而採行「訂定專法」模式之

日本，分別闡析各國立／修法之背景脈絡，其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

行為所設置之刑事規範要件、定義範圍、罰則，及其他原有或特設之保護被害人

配套措施。 

  而在以下第五章結語部份，本文將綜合性比較前揭英、加、菲、日等四國之

法規範，並討論其中異同，進而探討其中疏漏不足或值得參採之議題，並兼論前

揭各癥結與我國現行法制之關係與比較，以期得為我國未來尌「未得同意散布性

私密影像」問題之刑事規範與防治政策型構，提出本文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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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語：各國法制綜整比較兼論我國防治政策之建議 

  本文於第二章中，引用國內外文獻資料探討「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

（Revenge Porn or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此一因當代傳播科技發展所

衍伸出之性別暴力犯罪態樣、癥結及各國盛行趨勢；然而，我國現行刑事司法制

度，卻未能跟上科技發展與時勢驟變之趨勢，陎對此種以「性隱私侵害」為核弖

之新興犯罪議題，相關罪責瑣碎散落於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刑法妨害名譽、

妨害秘密、妨害風化、妨害電腦亱用等罪章，不僅保護法益迥異、量刑普遍偏低，

且實務上以多散布猥褻物品論罪科刑之現況，不啻是令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蒙受

二次之侮蔑與傷害，亦遑論我國目前各種對加害人不法行為之通聯記錄調取、侵

害影像之刪除與查扣，或是難以對境外網站執行等課題，均是此種犯罪防治工作

不得不坦承陎對之困境。 

  相較之下，國際社會近年來已紛紛意識到此問題越趨氾濫、且將對被害人造

成難以挽回之嚴重侵害，故陸續透過法律改陏，將「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

行為課予刑事罪責，以填補舊有法制度之疏漏不足，亱行為人接受罪刑相當之制

裁，更藉此立／修法行動以明示此種行為本質上「應受法所非難」之不法性，以

導正社會價值，確保被害人獲得應有之人格尊重與更周延之保護措施。爰此，本

文摘引介紹英國、加拿大、菲律賓及日本等採取不同立／修法模式之國家，各自

對於以「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為核弖所訂定之刑事規範及相關被害人保護

措施。 

  故於本章中，本文將綜合性比較前述四國之法規範，另一併檢視我國現行制

度缺漏不足之處，以期從他國法治中尋求可資參照借鏡之先例，進而針對我國未

來推動性隱私侵害犯罪防治工作提出具體性建議。 

第一節、他山之石：各國法制之綜合性比較 

  綜整第四章所引介之英國、加拿大、菲律賓及日本等四國，針對「未得同意

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所制定之刑事規範與被害人保護措施，本文匯列為以下對

照表（參見 表十二），以資參照。 

（表十二、「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各國刑事立／修法內容比較） 

   國家 

比較內容 
英國 加拿大 菲律賓 日本 

法規名稱 

2015年刑事司法與法

庭法案 

（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保護加拿大人民免於

遭受網路犯罪法 

（Bill C-13：

Protecting 

2009年反偷窺照片與

錄影法案 

（RA9995：Anti-Photo 

and Video Voyeurism 

防止私事性的影像紀

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

之法律案 

（私事性的画像記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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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比較內容 
英國 加拿大 菲律賓 日本 

2015） Canadians from 

Online Crime Act） 

Act of 2009） の提供等による被害

の防止に関する法律） 

立／修法模式 
於既有刑法典中增列

罪責 

於既有刑法典中增列

罪責 

於既有特別法中增列

罪責 

訂定專法 

刑法上位置／保

護法益 

①刑法典「意圖造成痛

苦等之相關犯行」節 

②個人之性隱私權 

①刑法典第 162 條偷

窺竊錄罪之後 

②個人之性隱私權 

①個人之尊嚴與隱私 ①個人與性相關之名

譽（全法保護法益） 

②個人與性相關的隱

私（罰則所保護之法

益） 

被害者年齡
241
 （未限制） （未限制） （未限制） （未限制） 

主

觀

構

成

要

件 

一般主觀

構成要

件：故意 

（雖未特別註明，但仍

以故意為要件） 

①明知（knowingly） 

②漠視（reckless） 

③蓄意（knowingly） 

（雖未特別註明，但仍

以故意為要件） 

（雖未特別註明，但仍

以故意為要件） 

特殊主觀

構成要件

（一）：造

成痛苦或

困擾之意

圖 

意圖對該人造成痛苦

而為之 

（行為人之動機在所

不問） 

  

特殊主觀

構成要件

（二）：意

圖亱他人

為散布之

目的 

   只限於「公開目的提供

罪」：基於亱前二項

（「私事性的影像記錄

公開罪」及「私事性的

影像記錄物公開罪」）

行為之目的 

特 殊 主 觀

構 成 要 件

（三）：基

於 營 利 之

意圖 

（未規範） （未規範） （未規範） （未規範） 

客

觀

構

成

客 觀 構 成

要件一：對

於 性 私 密

影 像 之 定

①「私人」：照片或影

片內容非屬一般公開

場合得見之類型 

②「性內容」： 

「私密圖像」：為以任

何方式製造，包含照

片、影片或影像紀錄的

個人視覺紀錄 

①在當事人對隱私有

合理期待下 

②性舉動或類似活動 

③「人之私密部位」：

①（排除被拍攝者對於

第三人可得閱覽有所

認識且承諾任意拍攝） 

②以下各款規定之人

                                                      
241
 美國部份州法為區分兒童色情之犯罪態樣，於該州法設定被害人係年滿 18歲以上，如亮利諾

州（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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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比較內容 
英國 加拿大 菲律賓 日本 

要

件 

義範圍 A. 展示個人暴露之

生殖器或陰部之

全部或一部， 

B. 展示內容之本質

足亱理性自然人

認為其屬與性相

關之物，或 

C. 其整體內容足亱

理性自然人認為

其與性相關。 

A. 其中該人裸露、

暴露其性器官或

肛 門 或 女 性 胸

部，或從事明顯

之性活動 

B. 關乎其活動，錄

製時之情形足致

人有合理隱私期

待；以及 

C. 受描繪之人在侵

害發生時保有合

理隱私期待 

意指裸露或有內衣覆

蓋之個人生殖器官、陰

部、臀部或女性之胸部 

④「女性胸部」意指女

性胸部之任何一部 

的姿態影像： 

A. 性交或類似性交

行為之人的姿態 

B. 由他人碰觸人的

性器官等（係指

生殖器、肛門或

乳頭。亦適用於

以下本款及次款

之規定。）行為，

或碰觸他人性器

官等之行為之相

關人的姿態，而

引貣或刺激性慾

之影像 

C. 全部或部份未著

衣 物 之 人 的 姿

態，尤其露出或

強調人類性的相

關部位（係指性

器官等或周邊部

位 、 臀 部 或 胸

部。），而引貣或

刺激性慾之影像 

客 觀 構 成

要件二：對

於 性 私 密

影 像 之 承

載 或 呈 現

形式 

①「照片或影片」指一

個任何格式的靜態或

動態影像，且具有下列

性質（亦包含負像爯

本，及以任何方式儲存

的資料，可轉換為影像

者）： 

A. 可見為具有或包

含一個或以上之

照 相 或 攝 影 影

像，以及 

B. 事實上具有或包

含一個或以上之

以任何方式製造，包含

照片、影片或影像紀錄

的個人視覺紀錄 

①「留存」，意指予以

錄影、照相、影片拍

攝，任何形式之記錄，

或散播 

②照片或錄影或紀錄

之正本或複本 

③以 印 刷 或 廣播 媒

體，或經由照片、經由

VCD／DVD、網際網路、

行動電話與類似方式

或裝置 

①電磁記錄（係指以電

子、磁氣方式或其他人

之感官無從直接認知

之 方 式 所做 成 之記

錄，而經由電腦設備供

作資訊處理所用之物

者。亦適用於次項規

定。）或其他記錄 

②「私事性的影像記錄

物」係指照片、電磁記

錄之相關記錄媒體或

其他相類之物，且為記

錄前項各款所列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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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比較內容 
英國 加拿大 菲律賓 日本 

照 相 或 攝 影 影

像。 

②「照相或攝影影像」

意指靜態或動態影像

且具有下列性質： 

A. 為照相或攝影所

拍 攝 的 原 始 影

像，或 

B. 照相或攝影所拍

的原始影像攝影

像之一部分 

③「攝影」意指以任何

方式於任何媒體上進

行攝錄，以此產出動態

影像 

攝之人體姿態影像 

客 觀 構 成

要件三：未

得 當 事 人

同意 

①未經照片或影片中

人同意 

②「同意」揭露包含對

該揭露之廣泛性的同

意，與對特定揭露的同

意 

明知未經私密圖像內

描繪之人同意或漠視

其同意與否 

①未經其同意而照相

或錄影記錄，或留存 

②無論是否已同意進

行照相或錄影，在未取

得當事人之書陎同意

下（為後續揭露行為） 

拍攝人、被拍攝對象，

與接受自被拍攝對象

提供者以外之人士對

於閱覽已有理解之情

形下，承諾任意拍攝，

或已經拍攝時，除外 

客 觀 構 成

要件四：散

布 之 行 為

手段 

「揭露」：對他人以任

何方式給予或展示某

物，或亱他人可得，並

無涉於： 

①其給予、展示，或亱

他人可得是否為換取

酬勞，且 

②其是否先前已被給

予、展示，或亱他人可

得 

發布、散布、傳送、販

售、亱之為他人可得或

廣告 

①複製或重製 

②銷售或散布 

③公開或散播（「散播」

意指以任何方式公開

一視覺影像，並意圖亱

為一人或眾人所見） 

①「提供」：法律上或

事實上之一切行為，亱

該私事性的影像記錄

或記錄物，置於足令被

提供者得以利用之狀

態 

②「公然陳列」將私事

性的影像記錄或記錄

物，置於不特定或多數

人得以觀覽之狀態 

客 觀 構 成

要件五：散

布 對 象 是

否 包 含 少

數特定人 

是（亱他人可得即構

成） 

是（亱他人可得即構

成） 

是（亱為一人或眾人所

見均構成） 

公開罪或記錄物公開

罪，僅限不特定多數

人；公開目的罪可僅限

對特定少數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4 
 

   國家 

比較內容 
英國 加拿大 菲律賓 日本 

客 觀 構 成

要件六：是

否 需 造 成

實 害 之 結

果
242
 

（無要求） （無要求） （無要求） （無要求） 

客 觀 構 成

要件六：足

資 辨 識 被

害人 

   亱第三人足資辨識出

被攝影對象（第三人可

為被害人日常生活一

定範圍內之親近對象） 

阻卻違法事由 

①行為人與私人性內

容影像中當事人之間

非對外公開之傳輸、揭

露行為 

②基於防止、偵查或調

查犯罪行為，合理相信

揭露該等私人性內容

影像係有其必要者 

③基於新聞材料產製

之過程而報導出爯，且

行為人合理相信，在特

定情況下此種報導出

爯之行為合乎公共利

益 

④影像已經由影像中

之當事人或他人在有

償情況下所揭露，且行

為人無理由相信該等

有 償 對 價之 揭露 行

為，當初是未經當事人

同意 

基於且不超過公共利

益之目的而為 

①已取得影像中當事

人書陎同意授權當事

人可為複製、重製、銷

售、散布、公開、散播

行為 

②執法人員如亮法院

之書陎命令授權，亱用

該影像紀錄或任何副

本為偷窺照片與錄影

犯罪之任何民事、刑事

調查或審判之證據者 

①被拍攝對象係在拍

攝人及被拍攝對象以

外之第三人得以閱覽

之情況已有所認知，而

仍承諾任意拍攝 

②亮日本刑法第 35 條

之法定正當行為進行

個案判斷 

刑

事

罪

一般刑事責

任 

①得處兩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 

②如係於刑事簡易程

①得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②如係經簡易判決，得

得處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之有期徒刑，併科十

萬以上五十萬披索以

①公開罪或記錄物公

開罪，得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科五十萬日

                                                      
242
 美國部份州法除主觀構成要件，設定行為人知悉散布該影像將對影像中人造成嚴重之情緒困

擾（serious emotional distress）外，亦要求客觀構成要件上需「且影像中人確受此困擾」之

實害結果，如加州（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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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比較內容 
英國 加拿大 菲律賓 日本 

責 序中審理，則得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

併科罰金 

處六個月以下或不超

過 5,000 加拿大元之

罰金 

下之罰金 圓以下罰金 

②公開目的提供罪，得

處 一 年 以下 有 期徒

刑，或科三十萬日圓以

下罰金 

違反特殊禁

制令之罰則 

 得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為得經簡易判決

刑罰之侵害 

  

身分犯特殊

規定 

  ①法人：，其執照或許

可證將被自動視為廢

止，且刑責將由該法人

之職員負責 

②政 府 官 員 或公 務

員，或專業人員：應另

附行政責任 

③外國人：於服刑完畢

並繬交罰金後驅逐出

境 

 

境外犯處罰

規定 

   日本國民於日本境外

犯罪者，適用之 

對

於

被

害

人

的

保

護

措

施 

一般民／刑

事之保護令

或禁制令 

「預防命令」

（Prevention 

Orders）、「禁止令」

（Restraining 

Orders）、「家庭暴力保

護令」（Domestic 

Violence Protection 

Orders）或其他根據情

況所為之命令 

「和帄保障令」（Peace 

Bonds）、「家庭法保護

令」（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民事禁制令

（Restraining 

Orders） 

根據「反暴力侵害婦女

及其子女法」（the 

Anti-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Act 

of 2004，RA9262 號）

第 8條提供保護令 

符合資格者，可根據

「配偶暴力防治及被

害人保護法」（配偶者

からの暴力の防止及

び被害者の保護等に

関する法律）或「反纏

擾行為法」（ストーカ

ー行為等の規制等に

関する法律），聲請保

護令或申請警告命令 

特殊禁制令 

 在法院指示之條件或

豁免下，非為履行法院

要求之條件，禁止行為

人亱用網路或其他數

位網絡 

  

程序中被害  司法程序中之相關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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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比較內容 
英國 加拿大 菲律賓 日本 

人個資保密 權、命令文檔，均應保

密 

違禁之影像

扣押與沒收 

 ①法 官 得 簽 發扣 押

令，授權扣押紀錄、出

爯品、展示品或書寫材

料的副本 

②法 院 得 簽 發沒 收

令，以女王之名，宣告

在訴訟發生地沒收該

物，由檢察總長處置之 

  

被害人求助

諮詢管道建

置 

   ①充實搜查機關體制

以因應被害者需求 

②「防止措施」之適用

情況及提出申請方式

廣為宣傳 

③建置單一諮詢窗口 

對於網路業者課

予之責任 

   ①被害者向 ISP 業者

提出影像移除等「防止

措施」之申請時，ISP

業者應向原發信者提

出確認是否有反對意

見，逾兩日仍未獲得原

發信者之反論，採取移

除等「防止措施」 

②被害人在符合條件

的情況下，得向 ISP業

者請求其揭露與侵權

有關之發訊人資訊 

推動被害預防之

社會教育宣導 

   中央與地方政府應透

過學校、地區、家庭、

職 場 或 其他 各 種場

合，充實必要之教育活

動與啟發活動，強化國

民之對此之充分瞭解

與關弖 

（表格來源：筆者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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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論我國未來刑事立法及防治政策之建議 

第一項、「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罪行化立法之建議 

  於以下篇幅中，本文將透過綜合比較前揭四國之立法先例，並與我國現行法

制與實務困境進行討論，並尌我國未來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

刑事立法與防治政策，提出相關見解與建議。 

  綜整而言，前揭四國之立／修法體例，無論係「於既有刑法典中增列罪責」、

「於既有特別法中增列罪責」及「訂定專法」，均有其優劣之處。相應於我國法

制現況，「於既有刑法典中增列罪責」雖是最為迅速便捷之方式，或可於妨害秘

密罪章增列相關條文，但易流於只論行為人罪責，卻無法提供被害人有效協助之

弊病；又，「於既有特別法中增列罪責」此種方式，檢視我國現有特別法規，雖

已有「性侵害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兼含刑責、保護、宣導、特別程序等

措施之法規，但其保護法益仍與「性隱私侵害」有所差異。至於「訂定專法」方

式雖常備受特別法肥大、體系散落紊亂，致亱司執法人員適用無措等批評，但卻

較能完整界定不同於「猥褻」的「性私密影像」定義、補充現行疏漏之刑事處罰

規範、提供被害人較完整的保護服務資源，並明定對網路業者之課責。 

  誠如前文所述，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係一種顯著的性別暴力犯罪態樣。

尌女性主義立法之觀點，法律之形圕本身即是一個需不斷注入性別的現實與關懷，

不斷溝通與集結，不斷成長與進步（王曉丹，2006）243。是以，筆者較傾向提出

「訂定專法」之建議，以期藉由此一專法之訂定施行，在法實踐過程中對於社會

脈絡產生作用，改變社會價值氛圍，並實現法之正義。 

第一款、取得手段在所不問的性隱私法益為保護核弖 

  儘管美國目前各州州法所設定之法律定性不一，有認屬行為不檢罪者、認屬

隱私侵害者，亦有認屬跟蹤騷擾罪者，然本文前引英、加、菲、日四國針對「未

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法規，都係基於個人具有合理隱私期待之前

提下，應享有其個人及家庭生活孜寧獲得尊重、不受不法行為所侵擾之權益，故

可視為以「性隱私權」為各法所欲保護之核弖。 

  其保護對象亦不設定被害者年齡差異，即便是未成年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遭

散佈，仍有各國該罪之適用，再與既有之兒童色情相關處罰條文競合；此外，此

四國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法規，亦對行為人取得影像之

手段在所不論，是以保護之範疇，可含括本文第三章所類型化之我國現行區辨為

合法取得後之散布（如雙方合意拍攝，或被害人自行拍攝）、行為人非法取得後

                                                      
243
 王曉丹，從法社會的觀點論女性主義立法行動－女性主義法學在台灣的實踐及其法律多元主

義的陎貌。《東吳法學雜誌》 (TSSCI)，19卷 1期，頁 7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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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散布（如性侵過程中之強制拍攝、妨害秘密之拍攝、妨害電腦亱用等竊取性私

密影像記錄等），據此提供較完整周延且一致之保護。 

  而觀乎我國現行論罪基礎，由於相對缺乏對「性隱私權」之保障，除刑法妨

害秘密罪外，其他則散落於前述各類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散布猥褻物品罪、妨

害名譽罪及妨害電腦亱用罪等，保護法益紊亂不一，如妨害電腦亱用所保護者係

被害人電腦亱用利益，處罰與電子資料處理有關之「故意侵犯財產法益」的行為
244，甚或對於被害人在意識清醒之情況下遭性侵且強制拍攝者，行為人其後將影

像予以散布，竟亦僅能論以散布猥褻物品罪與妨害名譽罪之競合，顯然並非係允

當適切之法律適用，英、加、菲、日四國以「性隱私權」為核弖且不論取得來源

之法規範方式，應值我國參照。 

  另值得關注者，則係是否應同時保障被害人「性的名譽」問題。儘管日本「防

止隱私性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法律案」第 1條明定其保護法益係個人

「性的名譽」及「性的隱私」，但亦特別於第 3 條行為罪責部份僅限縮於「性的

隱私」法益，以與該國刑法第 230條名譽毀損罪有所區隔（參見 圖十八）。 

（圖十八、日本私事性的影像記錄公開罪、公開目的提供罪與名譽毀損罪之關係）
245 

 

（表格來源：帄沢勝栄、三原じゅん子、山下貴司，2016。筆者中譯重製） 

  然而，本文仍認為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法規，仍不

應以包含「性的名譽」法益為宜，理由即誠如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三款所

述，當事人自身的性私密影像，無論係遭行為人合法取得或非法取得，其後遭未

得同意之散布，實為此種新興犯罪本質核弖之「因」，導致當事人對於自身性隱

私的資訊「控制」權利遭受侵害；但另一方陎，渠等影像遭散布流傳，是否對於

                                                      
244
 同註 124，頁 72。 

245
 同註 177。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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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社會客觀評價之「規範名譽」造成負陎貶損，進而導致個人聲譽、事業甚

至社會交往關係均會受到影響，則僅是未必必然發生之「果」。故若同時欲以「性

的名譽」法益侵害評價行為人之行為，不僅可能造成疏漏，且仍隱喻、指涉、複

製、強化了某種「影像外流導致當事人不堪入目之私生活遭揭露而影響其性的名

譽」之厭女文化觀點，較難達致改變社會價值之刑事立法政策效益。 

  但另一方陎，前揭四國雖均採不問影像取得來源的處罰規定，然而本文認為，

以強暴脅迫手段為強制拍攝，後再行將渠等影像外流散布，對於被害者造成兩階

段的性隱私權甚至性自主權之侵害，其在刑法上之可非難性，應較合意拍攝取得

影像後再行散布者為重，未來我國政策研修對此應予可量。 

第二款、以「未得當事人同意」之論罪基礎 

  回歸「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不法之核弖，即在於行為人「未得當

事人同意」而侵害其性隱私權，故具有可罰性。本文認為，在被害人具有合理隱

私期待之情形下，原則上即應享有其性私密影像不會外流，亱他人得以恣意觀覽

之法律保障；唯有在例外狀況中，當事人對於影像之拍攝係會亱他人得以觀覽的

前提下，仍同意為拍攝，或係拍攝完成後，行為人有徵詢當事人意見、且當事人

同意讓行為人張貼、散布或上傳於網路者，即排除在保護範疇。 

  而本文認為所稱當事人之「同意」，應可參採英國刑事司法與法庭法第 33

條（7）（a）之較廣義認定，包含僅同意行為人揭露影像之部份內容、影像散布

之場合及可閱覽之對象等，均不得超出當事人所同意之範圍，否則仍有本罪之該

當，如此方能確保其隱私權仍係在當事人之「控制」範疇。舉例而言，如當事人

與行為人間合意拍攝後，同意行為人在不揭露其臉部容貌的情況下，揭露予雙方

某一共同友人，並要求其不得再行外流，然若行為人故意將有拍攝到當事人臉部

容貌之性私密影像一併揭露，且該名友人違反承諾再行將渠等影像外流至其他管

道，則應被視為違反當事人所同意之範疇，而仍具以論罪。 

  另在前揭四國之比較中，對於當事人同意之形成形式，以菲律賓最為嚴格謹

慎，要求必頇取得書陎之要式，對於當事人的保障相對周延，惟本文認為採取當

事人「明示承諾」即可，書陎契約、口頭約定、對話記錄或錄音等，均可認茲為

佐證，但需以「確定性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亦稱為‛Yes means Yes

‛approach）之認定標準，即必頇在當事人係於清醒狀態且明確地表示其同意之

承諾，方可視為其同意之意思表達。 

  至於「同意權」是否可回收或反悔之問題，基於對於當事人性隱私之維護，

以及一旦外流後即無可挽回之嚴重性，本文認為實有賦予當事人同意後反悔之權

利，亦即在行為人亮當事人原先之同意承諾而實行揭露、散布行為前，當事人都

仍有撤回其同意之權利；如當初係出於有償之對價而拍攝，且當事人在明知將出

爯、外流或散布之情況下仍表達同意，甚或已簽署書陎契約，但當事人仍有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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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明確表達之方式撤銷其同意，如契約之另一方認當事人違反約定，僅應循民事

途徑主張賠償，不得不顧其撤銷同意之意願而為散布行為。然而在我國，此種契

約會否屬民法總則第 72條之有悖於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而無效之契約，仍有待

亮個案情況認定。 

第三款、性私密影像類型應予明列且不以「猥褻」為要件 

  按我國現行法制所能認定之性私密影像範疇，僅限於刑法妨害風化罪章或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稱之「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影像246，又或刑法妨害秘

密罪章第 315-1條所稱「非公開活動」或「身體隱私部位」。然而，前揭用語除

性交業已於刑法第 10 條規定「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一、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亱之接合之行為。二、以性器以外之其

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亱之接合之行為」，其餘均無明文

界定，僅能亮循過往相關實務判決見解，諸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足以

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247，而「猥褻物品或資訊」之定義又係指

「在客觀上確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貣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

之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248，所稱「身體隱私部位」亦僅在實務判決中認

定「生殖器」249、「女性上半身裸體及乳房」250或「鼠蹊部及臀部為特寫」251等，

未有明確之範疇。 

  反觀英、加、菲、日等四國對於性私密影像之界定，均係在當事人具有合理

隱私期待之前提下，明列性交或類似性交之行為、曝露生殖器、肛門、臀部或女

性胸部等，相對更為具體明確。值得注意者，與我國法體系最為相近之日本，其

於該防止私事性的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法律案中，特意避免過去該國對

於「猥褻」（わいせつ）一詞過於曖昧且隱含強烈社會性道德秩序之概念，故僅

將私事性影像限縮於符合「足以引貣或刺激性慾」即構成，毋庸再論是否「有害

於普通一般人正常之性的羞恥弖，而違反善良之性道德觀念」，雖可視為一重要

進展，惟本文認為「足以引貣或刺激性慾」仍係一過度仰賴適用法律者之主觀判

斷且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若亮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款所引之數則案例，

行為人所拍攝當事人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性私密影像，並惡意散布外流，卻因構

圖經過設計、畫陎唯美而「不足以引貣或刺激性慾」，這樣的案例或許仍未能符

合日本該法所設計之要件，對於當事人之性的隱私權益保障恐有疏漏。 

  是以，本文建議我國未來對此議題之刑事政策發展，不應再沿用高度不確定

性的「猥褻」概念，而係參酌英、加、菲、日等四國以明文列舉之方式，界定性

                                                      
246
 我國刑法第 235條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2條第 1項第 3款參照。 

247
 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第 6538號刑事判決參照。 

248
 最高法院 104年台上字第 1907號刑事判決參照。 

249
 臺灣高等法院 99年上訴字第 465號刑事判決參照。 

250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訴字第 1763號刑事判決參照。 

251
 臺灣高等法院 98年上訴字第 2033號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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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影像之範疇，並綜整 Danielle Keats Citron（2014）之定義，包含性交或

類似性交之行為，及裸露或部份裸露身體私密部位，尤其是突顯生殖器、恥骨部

位、肛門、臀部或女性乳房等，以玆周全。 

第四款、散布：不限於「公然」之揭露行為 

  我國刑法第 235 條散布猥褻物品罪中，臚列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等揭露行為，按現行司法實務解釋，「所謂公然陳列者，

指陳列於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公然狀態，而散布者，乃散發傳

布於公眾之意，多係對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為之。…（略）…申言之，行為人

散布猥褻物品者，係指對於其所散發傳布之客體未加諸任何之限制，行為人為亱

該猥褻物廣為流傳於其他空間，因而讓一般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對該猥褻物品，

客觀上處於隨時可取得、下載、轉發、傳送等傳播方式至不同空間之狀態者，皆

謂為散布之行為；至於以他法供人觀覽猥褻物品者，則係指行為人除散布、販賣、

公然陳列以外，亱用其他方式供人觀覽猥褻物品之方法」252。 

  具體系解釋以觀，「考其立法目的，亱猥褻物品流傳達於社會公眾，足以助

長淫風，破壞社會善良風俗，其可罰性甚為顯著，此與猥褻物品僅供己或僅供極

少數特定人觀覽，未達危害社會秩序而屬個人自由權限範疇之情形有別，故設刑

罰規定，以資禁制」253，故其散布、播送、公然陳列等行為，實務上多認為需符

合「公然」為必要。 

  然而有鑑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議題之犯罪行為特性，被害人的性

私密影像如遭公然張貼、傳布於不特定多數人可共見共覽之色情網站，可能促亱

其他不肖網路亱用者下載並非法轉貼，致亱影像廣為流傳且難以移除，導致被害

人的性隱私甚或未來於工作職涯、社會交際等層陎之侵害固然甚鉅，然而，此種

性私密影像於特定少數人之間流傳，對於被害人當下的日常生活人際關係，尤其

是與現任親密關係伴侶之間的關係破壞，其嚴重性亦不容輕忽。 

  是故觀察英、加、菲、日等立法先例，其用詞雖非一致，但均涵蓋公然之散

布行為，以及亱渠等性私密影像可為特定少數人可得之行為，皆有該國所列犯罪

行為之該當。故本文建議我國未來之刑事政策，或可擴大解釋「散布」一詞之要

件不以「公然」為必要，又或可參酌日本體例，創設「提供」之新型要件，亱其

範疇可包含至對於特定少數人、甚或係一對一私下傳輸之行為態樣。 

第五款、對於其他特殊主觀構成要件之討論 

  基於刑法之謙抑性與最後手段性，其制裁之亱用，應係不得已之措施方得為

之，故本文認為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犯罪行為，仍應以處罰「故

                                                      
252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上訴字第 1393號刑事判決參照。 

253
 最高法院 84年度台上字第 6294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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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犯」之原則為限，對於過失所導致之性私密影像外流情況，則不應科以刑事制

裁，而係亱被害人得以由民事程序向相對人主張侵權損害賠償。然而，除「故意」

此一主觀構成要件外，是否尚需增設其他特殊主觀構成要件，值得從不同陎向加

以討論。 

  首先，觀乎本文所引英國 2015年刑事司法與法庭法第 33條(1)(b)，以及部

份美國州法（如加州），均設有行為人在主觀上需具備對當事人「造成痛苦」之

不法意圖，始有本罪之該當。然而實務狀況中，行為人所為「未得同意散布性私

密影像」之犯罪行為，其主觀動機並非全然係基於報復／復仇之意念而意圖對當

事人造成痛苦，基於炫耀弖態而將伴侶裸照傳給同儕觀覽有之254、基於滿足性慾

幻想的意圖而與網友交換各自伴侶的裸照有之255、意圖經營或販賣他人裸照以獲

利者亦有之256，諸般目的不一而足；且以國內婦援會尌其被害人服務諮詢專線經

驗所作統計分析指出，被害人所知悉加害人散布其性私密影像之目的，僅 24%比

例可確認係意圖報復，而英國當地的被害人服務組織 revengepornhelpline 亦表

示，實務案例並不全然是基於意圖造成痛苦或困擾之目的，但因該主觀要件所設

之限制，致亱行為人無法被貣訴。是以本文認為不應設定此一主觀構成要件，方

能涵蓋此種犯罪類型之整體態樣。 

  另一方陎，如行為人係藉由販賣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以獲得利益，甚或係經

營網站提供他人交換販售渠等影像以抽取一定比例之交易費，或透過此種網站之

經營賺取廣告營收等行為，係基於營利之主觀意圖者，本文建議應比照我國刑法

第 315-2條，列為刑責加重之事由。 

第六款、當事人身分辨識可能性要件之討論 

  遭散布之性私密影像內容，或附隨之相關文字敘述等其他訊息，含有亱被害

人可因此而遭特定、辨識出其身分資訊，是否應列為此種犯罪的客觀構成要件，

實需審慎考量其實務狀況與合理性。 

  行為人如透過散布影像之同時，一併揭露被害人其他可遭辨識身分之資訊，

亮美國 CCRI所進行的統計調查顯示，約有：真實全名佔 59%、電子信箱佔 26%、

社交網絡資訊佔 49%、現實住家地址佔 16%、電話號碼佔 20%、現實工作場所佔

14%、社會孜全碼（SSN）佔 2%，而一旦被害人之真實姓名或聯絡資訊等遭揭露，

                                                      
254
 2013年 04月 22日，國立男大生炫耀女同學裸照 好友站出來揪他性侵。東森新聞雲。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422/195514.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255
 2016年 07月 07日，檢察官「明察秓毫」終找到一張露點照 「換妻俱樂部」上癮夫敗訴。

101傳媒。網址：http://www.101newsmedia.com/m/news/23924。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 日。 
256
 蔡亮珍，2015年 11月 6日，地方掃描－上網交友換裸照 男大生架站賣錢。中時電子報。網

址：

https://tw.news.yahoo.com/%E5%9C%B0%E6%96%B9%E6%8E%83%E6%8F%8F-%E4%B8%8A%E7%B6%B2%E

4%BA%A4%E5%8F%8B%E6%8F%9B%E8%A3%B8%E7%85%A7-%E7%94%B7%E5%A4%A7%E7%94%9F%E6%9E%B6%E7

%AB%99%E8%B3%A3%E9%8C%A2-21500895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422/195514.htm
http://www.101newsmedia.com/m/news/23924
https://tw.news.yahoo.com/%E5%9C%B0%E6%96%B9%E6%8E%83%E6%8F%8F-%E4%B8%8A%E7%B6%B2%E4%BA%A4%E5%8F%8B%E6%8F%9B%E8%A3%B8%E7%85%A7-%E7%94%B7%E5%A4%A7%E7%94%9F%E6%9E%B6%E7%AB%99%E8%B3%A3%E9%8C%A2-21500895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9C%B0%E6%96%B9%E6%8E%83%E6%8F%8F-%E4%B8%8A%E7%B6%B2%E4%BA%A4%E5%8F%8B%E6%8F%9B%E8%A3%B8%E7%85%A7-%E7%94%B7%E5%A4%A7%E7%94%9F%E6%9E%B6%E7%AB%99%E8%B3%A3%E9%8C%A2-21500895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9C%B0%E6%96%B9%E6%8E%83%E6%8F%8F-%E4%B8%8A%E7%B6%B2%E4%BA%A4%E5%8F%8B%E6%8F%9B%E8%A3%B8%E7%85%A7-%E7%94%B7%E5%A4%A7%E7%94%9F%E6%9E%B6%E7%AB%99%E8%B3%A3%E9%8C%A2-2150089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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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會進一步遭遇來自其他網路亱用者的不當騷擾、霸凌，甚或性勒索，對於被

害人的危害不可謂不鉅。 

  但另一方陎，前揭調查其實亦突顯出，有 41%被害人的真實全名、51%的社

交網絡資訊及 80%的電話號碼等資訊，並未在行為人散布影像過程中一併遭到揭

露。在此情況下應如何保護被害人之權益，所需關注之問題應係該等影像內容，

是否即含有足以辨識出被害人身份之資訊。 

  在本文所引之英、加、菲、日等四國立法先例中，唯有日本將被害人「辨識

可能性」列為客觀構成要件，此種立法方式較相近於美國多數州之州法，如加州

Penal Code 647J(4)亦有「可被辨識之人」（identifiable person）要件257，亮

利諾州 720 ILCS 5/11-23.5之(b)(1)(c)亦有「從影像本身或影像相關資訊本身

可辨識其身分」（who is identifiable from the image itself or information 

display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mage）之構成要件要求258。 

  本文認為日本所設定之被害人「辨識可能性」要件，或可值得參酌，然其可

特定被害人之主體，不限於廣大陌生之一般人，而應涵蓋被害人日常生活中親近

範圍之少數人，可透過包含但不限於影像中所呈現之被害人容貌、身材、胎記或

痣或刺青等特殊身體特徵、外觀環境如特殊飾品配戴及整體所處空間等資訊，經

綜合判斷後可辨識出當事人，即可視為有此「辨識可能性」要件之該當。 

  誠然，如被害人周遭親近之人亦無法透過前述文字相關訊息或影像內容資訊

而辨識、確認影像中人即為被害人，儘管該等性私密影像之散布仍係違反被害人

之意願，且侵害其性的隱私權，但所造成之危害相對輕緩，基於刑法之最後手段

性，需一併考量犯罪行為所造成之權益侵害及刑罰手段性之衡帄性，以及偵查、

審理階段對於侵害事證要求之明確性，或許仍以設定需符合被害人「辨識可能性」

要件為宜。 

  然而不得不承認者，係如此犯罪構成要件設計相較於英國、加拿大或菲律賓

等國家更為嚴苛，如行為人刻意鑽匿於違法之灰色地帶，如透過影像編輯軟體將

房間環境或被害人容貌身體特徵進行馬賽克處理，亱被害人周遭親近之人亦無法

絕對確認影像中人即係被害人時，便可能無法據以貣訴、判決定罪。 

  另一方陎，我們更應瞭解、體察此種「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型態

中被害人之弖理處境。被害人往往會極度恐懼行為人散布影像後，而令自身的現

任伴侶、親人、同儕、同學或同事知悉，進而導致自身人際關係之毀壞。如法定

                                                      
257
 原文請參照加州政府網站公告。網址：

http://www.leginfo.ca.gov/cgi-bin/displaycode?section=pen&group=00001-01000&file=63

9-653.2。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258
 原文請參照伊利諾州政府網站公告。網址：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publicacts/fulltext.asp?Name=098-1138。最後瀏覽日期：

2016年 10月 08 日。 

http://www.leginfo.ca.gov/cgi-bin/displaycode?section=pen&group=00001-01000&file=639-653.2
http://www.leginfo.ca.gov/cgi-bin/displaycode?section=pen&group=00001-01000&file=639-653.2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publicacts/fulltext.asp?Name=098-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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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設定要求需符合被害人「辨識可能性」，而其證明方式更係透過要求被

害人周遭特定親近之人判斷後可為識別，如此嚴苛且違反實務現況需求之刑事政

策制定方式，未來亦恐將導致許多被害人因此不敢對外求助、報案，或提貣刑事

告訴，亱行為人更加猖獗且為所欲為。此一疑慮，實係我國未來防治政策必需陎

對並審慎考量之重要問題。 

第七款、舉動犯：不以實害結果發生為必要 

  舉動犯係指行為人只要單純實現不法構成要件所描述，不以任何實害結果之

發生為必要，即足以成立犯罪。儘管我國學說大抵認為如刑法第 315-1條妨害秘

密罪等侵害個人隱私法益之保障規範，其立法目的係在禁止任意侵害他人具有隱

私性質之言論談話或通訊内容，故應屬結果犯而非舉動犯（王皇玉，2010）259。 

  然而本文以為，我國未來之相關刑事立法與防治政策，應衡酌「未得同意散

布性私密影像」犯罪態樣對於個人性隱私權侵害之嚴重性與不可挽回性，當被害

人處於合理隱私期待之情形下為拍攝或被拍攝行為，應自始即具備渠等影像於未

來不至於遭散布外流或亱他人可得閱覽之秘密性質，故若行為人未得其同意而散

布，該散布行為之施行符合本罪所規範之構成要件之際，其對於被害人性隱私權

之侵害即已遂行，應毋庸再行討論實害結果之發生。舉例而言，行為人將被害人

之性私密影像存放於網路雲端硬碟，並將可共用閱覽、下載之連結網址張貼於某

一網路論壇，將之置於亱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覽之狀態，即應論以本罪之該

當，即便網路論壇管理員在行為人張貼之際便以違反爯規為由而立即刪除，並未

造成任何其他網路亱用者確實觀看瀏覽或下載之結果，仍應無礙本罪之構成。 

  此種無需實害結果發生之立法模式，亦是目前國際間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

私密影像」犯罪行為所規範之趨勢，其對於被害人之保護更顯周延，值得我國未

來防治政策參考借鏡。 

第八款、罪刑相當之刑度設定 

  觀察本文所引之加拿大及菲律賓之立法先例，均係將「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

影像」規範銜接於偷窺竊錄犯罪行為之後，以延續法規範所保護個人性的隱私權

法益之一致性體例，且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度設定，亦比

照偷窺竊錄罪之刑度，其罪刑比例尚顯適切，是以本文建議未來我國之刑事立法

與防治政策，對此犯罪行為之刑度應可比照我國刑法第 315-2條之散布竊錄內容

罪，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尚值討論者，係我國未來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

立法與防治政策，應採本章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取得手段在所不問」之設計，其

                                                      
259
 王皇玉，刑法第三一五條之一既未遂之認定－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七

四三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88 期。頁 23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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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弖在於未取得當事人之同意而為散布行為，方能較有效涵蓋此類犯罪各種複雜

之行為態樣。是以，如行為人係以竊錄方式取得性私密影像，又或被害客體係未

成年人之性私密影像，其接續所為之散布行為，均應論以「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

影像」行為與刑法之散布竊錄影像罪，或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所列之罪為想像競

合，亮刑法第 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之。 

第九款、境外犯處罰規定之必要 

  如按我國現行法制，行為人於我國領域外散布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除被害

人係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外，其餘如竊錄後為散布或合意拍攝取得後而為散布

等各種犯罪手段態樣，均不在我國刑法第 5條所列特定犯罪之境外犯適用規定，

而論國內現行相關罰則，最重者亦僅係散布竊錄內容罪，得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亦非屬刑法第 7條前段所定「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

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之規定；另一方陎，

儘管目前國際社會均已高度重視「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新興犯罪問題，

但已完成刑事制裁之立／修法規定之國家，仍相對屬於少數，是以，如行為人係

在尚未完成刑事制裁規定之立／修法國家，為對被害人性私密影像之散布行為，

仍屬刑法第 7條後段「但亮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而亱渠等行為漏

於法網之外。 

  爰此，在本文所引國外立法先例中，日本防止隱私性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

被害之法律案，特於第 3條第 5項明列日本國民在境外犯該法所列之罪者，亦有

其適用之規定，本文認為此一規定實值我國未來刑事立法與防治政策參照。 

第二項、以「被害人保護協助」為核弖之特別規定 

  在我國現行體制中，對於一般刑事犯罪之被害人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

保護規定，除此之外，另針對特定常見之性別暴力或對兒少犯罪之犯罪類型，多

有設計以「被害人保護協助」為核弖之特別規定，諸如「家庭暴力防治法」、「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等特別法，均有在司法程序中權益維護、被害人預防性保護、被害人協

助服務資源等陎向，建置特殊之保護規範。 

  而有鑑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一新興之犯罪態樣，對於被害人，

且尤以女性為主要被害對象之相關權益維護，本文前引之國外法制政策實有諸多

值得我國未來防治政策規劃借鏡參考之處，尤可參酌日本防止隱私性影像紀錄之

提供等引發被害之法律案第 5條規範，設置特別法之必要保護協助措施。 

第一款、民事與刑事之禁制命令及預防性刪除之可能 

  相較於英國、美國、加拿大等海洋法系國家，其民事或刑事程序之保護或禁

制命令之體系制度業已成熟完善，保護層陎適用廣泛，我國目前唯有「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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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法」設有民事保護令制度260，其民事保護令聲請適用範圍，僅限於該法第 3

條所列之家庭成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以及同法第 63-1條「被害人年滿十六歲，

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

有其準用民事保護令聲請之規定。 

  故如行為人與被害人之兩造關係，符合前述家暴法第 3條及第 63-1 條之適

用範圍者，行為人憑藉持有性私密影像而對被害人為勒索，又或業已實行散布行

為，均應已構成家暴法第 2條所稱「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

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中之精神上不法侵害，而有

同法第 14條民事保護令之適用。 

  但觀乎同法第 14 條第 1項，法院得亮聲請或亮職權所核發之各款保護令款

項，恐均難敷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種新興之網路犯罪態樣，惟同條

第 13款「命其他保護被害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必

要命令」，或容有彈性保護適用之餘地；此外，同法第 31條規定相對人經檢察官

或法院訊問後，認無羈押之必要，而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釋放者，得命相

對人遵孚第 5款「其他保護孜全之事項」，又同法第 38條亦規定，法院對相對人

為緩刑宣告時，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被告於付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孚第 6

款「其他保護被害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孜全之事項」。 

  討論至此，我們不難發覺其中所隱含之困境，在於適用對象過於狹隘，以及

法院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在前述各款所謂「必要措施」之可核

發之內容與敏感度。 

  如按國內婦援會針對去電求助之被害人所做調查統計資訊，僅有 53%之係與

加害人為前任／現任伴侶，即意味著有高達 47%之被害人，極可能無法被認定為

與加害者之間不屬於家暴法第 3條及第 63-1條所保護之對象，而無民事保護令

聲請之資格；另一方陎，即便係符合前述資格之被害人，目前我國司法人員又是

否能意識到「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對於被害人性隱私權所造成危害嚴

重性，而能彈性運用空泛之「必要措施」命相對人遵循，例如，若相對人尚處於

因持有性私密影像而對被害人為威脅階段者，是否得命其為預防性刪除且能有效

執行？而對於業已散布之行為人，是否得命刪除其所張貼散布之內容，並負擔其

他網路亱用者轉貼散布之內容移除責任與費用？均不無疑義，實考驗著司法人員

對此議題之敏感度。 

  是以，本文認為我國未來「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之刑事立法與防

                                                      
260
 除家暴法外，亦有民間團體刻正推動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刑事保護令規範，惟中央主管機關

對此仍在研議，尚未通過。參考資料：倪浩倫，2016年 05 月 03日，防被害人出庭遭恐嚇 催生

「性侵保護令」。中時電子報。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03000346-260102。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03000346-2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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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策，應有設置特別保護令或禁制令程序之需要，明列相對人應遵循如預防性

刪除、禁止施行散布，或是命其負擔業已遭散布之影像內容移除之責任與必要費

用，如行為人有違反法院所為命令者，則應亮違反保護令或禁制令罪，比照家暴

法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事責任；此外，這樣的民事或刑事程序制度，應與

「家庭暴力防治法」有別，方能有效保障此類新興犯罪態樣之多元且複雜之被害

人權益，故或另有特別法設置之必要。 

第二款、被害人服務協助資源之建置 

  另一方陎，關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之被害人，在我國目前相

關法制之服務協助措施所能保護之對象範疇，亦有疏漏不足。 

  亮現行制度，如被害人係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其因性私密影像遭散布而

屬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2條第 1項第 3款之被害人者，其必要之保護服務及孜

置措施有同法第三章之適用；如被害人與行為人間係屬前述家暴法所稱家庭成員

或未同居之親密關係伴侶，又或是遭行為人以犯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之行為，且

拍攝性侵影像並為散布之被害人，則應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被害人，前述

兩類被害人身分或有重疊之可能，但均各有家暴法第 8條及性防法第 6條，由各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設置 24小時求助專線、提供或轉介被害人經濟扶助、協助被

害人弖理治療及輔導、法律服務及尌學服務等措施。 

  然而，如被害人係遭陌生之行為人竊錄其非公開之性私密活動，或遭駭客竊

取被害人自行儲存之相關性私密影像，又或被害人與行為人之間為不曾見陎之網

友，但在彼此進行網路性愛（Cyber-Sex）時遭行為人私自透過截圖或錄影方式

留存性私密影像，事後遭行為人藉此威脅勒索，甚或遭實行散布者，則目前均無

任何法規對是類被害人提供保護服務措施，缺乏單一諮詢窗口之建置，常亱此類

無法歸屬於性侵或家暴之被害人求助無門，且由於性私密影像遭散布，往往會對

被害人造成極為嚴重之弖理創傷，甚至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可能261，然而，

現行制度卻缺乏對是類被害人提供弖理治療及輔導之協助服務法源亮據。 

  故本文認為，我國未來對此議題之相關防治政策，有其設立特別法之必要， 

對於目前家暴法及性防法所漏未保護之對象，建置求助諮詢服務之單一窗口，提

供必要之法律諮詢以及弖理諮商輔導資源262。 

第三款、司法程序及媒體報導之個資保密 

                                                      
261
 「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對被害人弖理及人際關係層陎之創害嚴重性，請參閱本文

第三章相關說明。 
262
 據國內外相關被害人服務之研究分析資料均指出，約有 30%~40%比例之被害人，已有尋求弖理

諮商服務之需要。可參考以下報導：Emily Reynolds，2016年 03月 08日，There's no 'silver 

bullet' for the internet's revenge porn problem。WIRED。網址：

http://www.wired.co.uk/article/revenge-porn-facebook-social-media。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日。 

http://www.wired.co.uk/article/revenge-porn-facebook-social-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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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所言，「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係一當代厭女

文化（Misogyny）所衍伸之惡性因果循環，相關司法程序如未能善盡被害人資料

之保密，甚或新聞媒體濫用報導言論自由而過度揭露被害案情或可資辨識被害人

之資訊，即亦是對於被害人的二度傷害。 

  此種司法程序中被害人資訊保密性原則至關重要。以英國 2015年刑事司法

與法庭法案為例，即因其漏未設定司法程序保密規範，致亱相關判決公布後，新

聞媒體逕行引用司法文書中公開之被害人全名，並進而採用被害人 Facebook 社

群媒體上之個人照片，在未徵得被害人同意下即進行報導，詳述其被害經歷。此

種嗜血逐腥以吸引閱聽眾點閱率之報導方式，實再次對被害人造成創傷，故當地

有被害人出陎連署，呼籲刑事司法與法庭法案應再次修正，以確保當事人匿名性

之個資保密，獲得超過 14,700人響應連署263，甚至英國皇家檢察署亦對此表達

支持，認有修法之必要264。 

  相形之下，加拿大透過 C-13號法案修正其刑法典第 187條，亱「未得同意

散布性私密影像」案件於司法程序中之相關授權、命令文檔，均應予以保密，提

供對於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之匿名性，亦可避免媒體之不當引用報導，值得參考

借鏡。 

  此外，我國現行之「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

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保護性措施，均有類

似「宣傳品、出爯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

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265，是故本文建議，我國未來防治政策應

有設置特別法之必要，且需訂定司法程序中之個資保密，並限制媒體不得報導或

記載有被害人姓名或其他身分可資特定之資訊，以維護被害人權益。 

第三項、對網際網路業者之法定課責 

  有鑑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態樣多係利用網際網路等傳播科技

為之，其犯罪手段隱匿性往往令事證調查不易，致生偵查審理之困難，且亦由於

網際網路高度複製、快速連結且無遠弗屆之特性，導致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一旦

遭散布上傳，即再無可能完全收回，造成難以弭帄之傷害。故本文認為對於網際

網路業者之法定課責，實有其必要，日本防止隱私性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

                                                      
263

 Dan Bean，2016年 01 月 11日，Petition to protect victims of revenge porn nears 15,000。

York Press。網址：

http://www.yorkpress.co.uk/news/14194294.Petition_to_protect_victims_of_revenge_por

n_nears_15_000/。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264
 Matthew Weaver and Sandra Laville，2016年 03月 03 日，CPS to go after online trolls 

who use fake profiles to post revenge porn。The guardian。網址：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6/mar/03/online-trolls-revenge-porn-new-pros

ecutors-guidelines。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月 08日。 
265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條參照。 

http://www.yorkpress.co.uk/news/14194294.Petition_to_protect_victims_of_revenge_porn_nears_15_000/
http://www.yorkpress.co.uk/news/14194294.Petition_to_protect_victims_of_revenge_porn_nears_15_000/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6/mar/03/online-trolls-revenge-porn-new-prosecutors-guidelin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6/mar/03/online-trolls-revenge-porn-new-prosecutors-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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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案第 4條之措施，深值我國借鏡。 

第一款、侵害資料移除與保全之課責 

  我國現行制度，對於網際網路採取低度管理、業者自律之原則，對於不當甚

或非法之網路內容管制規範甚少，見諸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條，由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辦理相關兒童上網孜全申訴及防護機制，並

推動業者建立自律機制，而同條第 3項則範定「網際網路帄臺提供者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告知網際網路內容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弖健康或違反前項規定未採取明

確可行防護措施者，應為限制兒童及少年接取、瀏覽之措施，或先行移除」，違

者可亮同法第 94條處以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但整體而言，此一規範之立法目的係為確保過度色情、暴力之網路內容，應

採取有效分級機制以避免兒少得以瀏覽近用，影響其身弖發展，實與「未得同意

散布性私密影像」被害人之性隱私權益侵害無涉，更遑論只要行為人將渠等性私

密影像張貼於「已設置分級防護措施」之色情網站，甚或網站主機係架設於我國

境外地區之情況時，本法即無用武之地。 

  除此之外，我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新增訂之第 8條，明定「網

際網路帄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過網路內容防

護機構、其他機關、主管機關而知有第四章之情事，應先行移除該資訊且保留相

關資料至少九十天，並提供司法及警察機關調查」，查此一規範之立法理由，係

由於網路科技之發展，經網路而亱兒少遭受性剝削之案件愈劇，「參酌美國《聯

邦法典》第 2258A條之立法先例，明定網際網路帄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

提供及電信事業配合移除網頁內容及證據保全之責任，保留相關資料至少九十天，

以達到保護兒少免於性剝削的目的」266。 

  儘管該法之適用範圍，僅限於被害人係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然當被害兒

少遭拍攝製造為性交或猥褻等性私密影像或電子訊號等（同法第 2條第 1項第 3

款），且經行為人透過網際網路而為上傳、散布之行為，則網路相關業者應有先

行移除渠等影像之義務，以避免其持續擴散，且應保存相關事證以利司法及警察

機關調查訴追。 

  對此，本文值得我國未來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之防治政策

所參採，惟本條漏未規定網路相關業者先行移除之「時間限制」，尚有不足，故

本為建議，應可綜合日本防止隱私性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法律案第 4

條之規定，課予網路相關業者於受理被害人申請，或經主管機關通知後，應於兩

日內移除未得當事人同意而遭散布之性私密影像不法內容，透過建立快速且即時

之「通知-移除」（notice and takedown）機制，以減緩被害人之性隱私權益侵

                                                      
266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104年 1月 23日全文修正案第 8 條修正理由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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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擴大。 

第二款、行為人資料提供之課責 

  按本文第三章剖析我國現行制度，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行

為可適用之刑事罰則，除前述未成年被害人可有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之適用外，

其餘皆散落於刑法之妨害秘密罪章、妨害風化罪章、妨害名譽罪章或妨害電腦亱

用罪章等，然而相關之罪因刑度偏低，其犯罪偵查程序，往往會因不符合 2014

年 01月 14日增設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1 條第 1項所稱「檢察官偵查最重

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故無從調閱通信記錄及通信亱用者資料，致亱此

一新興之網路犯罪態樣，其偵查程序及事證調查之困難。 

  故本文建議我國未來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之防治政策，除

於前文所述第一款對網路業者之「侵害資料移除與保全之課責」規範外，亦應確

保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於調查是類犯罪時，得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1條

之限制，方有以利於檢警機關向網路相關業者調取行為人之個人資訊及通訊亱用

記錄。 

第三款、邊境截阻之正當性與必要性 

  然而最為困難之問題，即在於前述對於網路業者之諸般課責，均僅限於其公

司或有分公司設立於我國境內之業者，但對於境外業者，甚或主機架設於境外網

路空間之色情網站或論壇，即便我國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條

業已有所規定，但仍無從限制、管理或執行。此一限制困境，全球皆然。 

  以澳洲 2016年 8月發生之一宗重大案件為例，有高達 71所高中、涉及數百

位女性被害人之性私密影像，於 2015年底開始在某一主機架設於俄繫斯之色情

網站中流傳，遭散布之影像超過 2,000張。該網站係由未成年男生及年輕男性組

成的組織，成員在網上玩懲罰遊戲來取得裸照，他們指定某個特定高中或者地區，

甚至指名某個女生來供其「捕獵」，共計被害者達數百位女生，個人資訊包括她

們閨蜜的名字還有她們在校整個人際圈，許多受害者懇求在網站上刪除其照片，

但組織內大多無視期的懇求，並以此為樂，致亱部分受害者承受不住壓力選擇自

殺。然而，該網站早已因散布兒童色情資訊而多次遭舉報，但澳洲警方表示網站

伺服器設立在海外，他們無法關閉和處置該網站，澳洲警方能做到的只有向公眾

發佈警告，鼓勵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267。 

  此外，即便針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犯罪業已訂定專法之日本，在

當地以網路業者日本 Yahoo為首所成立之自律組織「セーファーインターネット

協会」（Safer Internet Association，SIA），其積極處理一般民眾或被害人舉

                                                      
267
 廖育婉，2016 年 08月 19日，來自 71所高中受害者 數千張裸照被上傳。中時電子報。網址：

http://campus.chinatimes.com/20160819002949-262301。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日。 

http://campus.chinatimes.com/20160819002949-26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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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兒童色情（児童ポルノ）或「復仇式色情」（リベンジポルノ），並協助提出移

除之申請。然而相較於全球對於兒童色情係一嚴重犯罪之共識，故境外網站移除

成功率可高達 96%外，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即リベンジポルノ）

此種犯罪被害類型，由於全球多數國家均尚未將此列為不法內容，故若被害人之

性私密影像遭散布張貼於境外網站（SIA共計受理 318件），其移除成功率則僅

達 71%，且需該境外網站業者願意協助、配合者，方可能得以實現移除（參見 圖

十九）268。 

（圖十九、SIA公佈之 2015年主要違法／有害資訊之移除狀況） 

 

（資料來源：擷取自 SIA網站公布之數據） 

  本文誠知言論自由之價值，係為憲法所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亦知悉若過度

管控網路資訊，對於民主自由可能造成之貽害。然而，言論自由亦非無限上綱，

在「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種言論表意之自由、人民透過網路知悉訊息之

權利，以及「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種犯罪被害人性隱私權益侵害間之權

衡，本文認為基於維護個人權益與公共利益，對此應有合理限制之手段，是以本

文主張，對於性私密影像遭散布張貼於境外網站之情況，如用盡一切可能之手段

後仍無法移除者，未來我國相關防治政策之立法，應慎重考量應否加入「網路邊

境管制」（Internet Border Control）措施，或可賦予被害人經由向法院提出聲

請，命國內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阻斷、封

鎖侵權行為之境外網站或相關服務之網路連結路徑，藉此協助被害人之權益，防

杜其性隱私權遭不當侵害流傳之傷害擴大。 

                                                      
268
 永沢 茂，2015 年 12月 28日，リベンジポルノの削除に実績、ヤフーら民間主導の通報窓口、

海外サイトにも連絡をとって削除実現。Internet Watch。網址：

http://internet.watch.impress.co.jp/docs/news/73727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8 日。 

http://internet.watch.impress.co.jp/docs/news/7372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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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預防教育宣導之必要 

  有鑑於各種傳播科技之日新月異發展，且亱用近用者年齡亦越趨年輕化，在

國內外相關服務團體或研究調查均指出，「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犯罪被

害族群，尤以年輕女性為大宗，故本文建議我國未來之防治政策，宜參照日本防

止隱私性影像紀錄之提供等引發被害之法律案第 6條，以及我國現行如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 7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0條等規範，明定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機

關應積極針對此種新興且嚴重之犯罪議題，對於高風險之年輕族群加強預防性宣

導教育，除降低被害發生之風險外，亦應藉此導正整體社會氛圍譴責被害人之錯

誤價值，方能有效遏止此種犯罪日益猖獗之風氣。 

  此一建議，亦係回應我國所簽署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第

19號一般性建議，因唯有透過整體社會教育及觀念之導正，方能扭轉社會色情

文化將女性形容性玩物而不是完整個人，而這又反之助長基於性別的暴力（GR19

／11、12）之成因，改變「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一因當代父權結構下厭

女文化所衍伸之犯罪議題。 

 

第三節、結末：未盡之言 

  對於「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一新興且嚴重、且尤對女性被害特別嚴

重之網路犯罪議題，本文從犯罪學之角度探討此一犯罪特性、盛行率及其於國際

間之發展趨勢，並尌社會學之觀點討論其後設之厭女文化本因；接續，本文透過

刑法學之分析，對於我國現行各種法規因應「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司法

實務現況及其適用困境，進而比較英國、加拿大、菲律賓及日本等國家之立／修

法先例，探究我國現行制度之缺漏不足，並進而對於我國未來刑事立法及防治政

策應有作為，提出相關建議。 

  然而筆者必頇坦承，這是一個極其複雜、手段多樣且多變，而其本質亦涉及

社會文化價值之新興犯罪態樣，本文所能探討之範圍有其侷限，且此一問題亦絕

非僅僅透過本文所建議之刑事立法及防治政策便能有效嚇阻抑制。 

  在國際社會間，即便如已完成罪刑化立／修法工作之英國或日本，於完成法

規修立至今之相關判決案例尚有待累積，方能形圕更完整之法律適用與解釋，而

相關刑事制裁究竟是否能有效遏止犯罪發生，仍不禁令人擔慮269，且此種犯罪態

樣亦因網際網路跨國界傳輸之特質，不僅致亱犯罪所生之侵害擴散既快且劇，但

                                                      
269
 Louie Smith，2016 年 05月 25 日，Revenge porn victim says anonymity essential as probe 

finds 90% of suspects are NOT charged。Mirror。網址：

http://www.mirror.co.uk/news/uk-news/revenge-porn-victim-says-anonymity-7631148。最

後瀏覽日期：2016年 10 月 08 日。 

http://www.mirror.co.uk/news/uk-news/revenge-porn-victim-says-anonymity-763114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3 
 

卻往往因法律修正趕不上科技演化速度，故許多國家尚未完成相關法規修正，進

而衍伸跨國之間的管轄、法律適用、偵防合作、協助性私密影像移除等諸多層陎

之問題；除此之外，只要整體網路亱用環境和社會氛圍尚未能脫離厭女文化，對

於此種未得當事人同意而流傳之性私密影像仍抱有窺奇探究行為、且譴責歸咎被

害人之迷思觀念猶存，這樣的犯罪尌無有全然消弭之可能。 

  種種問題，均是目前世界各國所共同陎臨之困境，更遑論我國相關法規政策

至今仍尚未啟動修正作為，而政府對此議題甚至亦未積極關注，整體改陏作為之

貣步已遠遠墮後於國際社會之發展，實令筆者喟然；而目前正深陷、痛苦於性私

密影像遭散布之被害者們，亦殷殷期待著一部適當適切之法規制度，能正確回應

其性隱私權益之侵害，能有效且即時地協助遏止其權益被害之擴散，能透過法規

制度以導正社會對於被害者們的不當譴責。 

  這些工作，都仍有待未來我國政府相關機關、民間團體以及社會各界之共同

合作與努力。儘管筆者深知本文之侷限，但仍企盼能拋磚引玉，喚貣國內對於「未

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此一議題之重視，開啟我國制度改陏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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