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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整理我國法院誹謗判決並抽樣研究，藉以建構未來統計分析所需類目
及資料處理方法，另就具代表意義的案件進行文義解析，初探成果豐碩、後續發
展可能性高。

關鍵詞：誹謗、判決、大眾傳播、言論、案件、類目

Abstract

     After searching libel cases in official judicial database categories and data
processing skills for further statistical research were developed, and their applicability
was preliminarily tested and found acceptable. On the other hand, traditional leading
case analysis was also employed as a sustainable supplementary method.

Keywords: libel, trial, mass communication, speech, case, category.

二、緣由與目的

立法院在民國八十八年初決議廢除出版法，我國正式告別數十年來所施行平
面媒體管制型態。隨後通過立法程序的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大體
也以產業結構及市場交易行為的規範為主，關於節目或廣告內容的管理則已非媒
體立法的重心所在。有關誹謗及其他不法行為（如散佈猥褻文物）的一般法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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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具體適用方式，在解嚴之後的我國媒體生態中，正逐漸補充傳統媒體行政法
令放鬆內容管制後所留下的規範空間。

以往台灣地區欠缺針對各級法院誹謗案件判決進行系統性的分析，本研究的
主要目的，即在於整理台灣地區各高等法院及其分院，以及各地方法院審理誹謗
案件的判決資料，一方面從事量化統計、另一方面則深入個別判決文本，藉以全
盤掌握歷來法院具體適用誹謗規範的實證經驗，並且歸納誹謗各項法定要件的詮
釋及認定標準所在；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庶幾可向新聞從業人員提出化解法律風
險的建議、向司法界進獻妥當運用既有法律規範的諍言，甚至，藉此推動相關法
制的調整與修正。

基於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擴大相關判決資料的檢索範疇，儘可能使誹謗
所涉及的民事訴訟案件亦包括在內，藉以相互比較歷來法院對於相關法定要件的
解釋標準，以及其就所涉法益如何權衡的方式等；如此一來，在案件加總統計之
際，誹謗責任對於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在實證經驗上的意義，亦可隨之而一目瞭
然。

三、研究設計

一、判決選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整理、分析台灣地區各級法院所審判誹謗案

件。由於台灣地區總計有 19 所地方法院，本研究小組限於人力、時間及經
費，無法進行全面整理、分析，因此，先期選擇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地方
法院及板橋地方法院，劃定地方法院所審理誹謗案件的蒐集範圍，並且以
前述範圍內所蒐集的誹謗案件已上訴者為限，擴大蒐集台灣高等法院所審
判誹謗案件資料。

此外，由於同類研究在國內尚無前例可循，本研究屬於初探性質，研
究小組期盼藉本研究的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發展適合分析台灣地區誹謗
訴訟案件的方法與類目。因此，儘管本研究選擇的三個地方法院無法代表
所有的地方法院，研究發現仍具有相當的理論與實用價值。

基於本研究的初探屬性，研究小組考量資料取用的便利性、案件數量
及國內媒體主事務所分布概況等因素後，選擇線上資料庫為主要資料來
源，並以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上搜尋而得的台北、士林、
板橋三所地方法院於民國 86 年至民國 88 年間宣判的所有誹謗案件，整理
而為分析對象。本研究除蒐集三院在三年期間內宣判的所有誹謗案件之
外，也試圖掌握相關案件進入第二審程序的情形，並且更進一步分析高等
法院如何加以審理。

二、分析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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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有兩種，一種為每一誹謗案件，另一種為誹謗案件
中的每一被告。以誹謗案件為分析單位，可以分析在本研究執行期間，台
北三個地方法院及台灣高等法院在本研究其間共受理多少件誹謗訴訟？有
多少案件被判有罪？有多少被判無罪？以每一被告為分析單位，則可分析
所有的誹謗案件共有多少被告？平均每一案件有多少被告？所有被告的身
分如何？有多少被告被判有罪？有多少被判無罪？

三、類目建構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建構下列類目：

（一）第一審類目

1.受訴法院：分台北地院、士林地院及板橋地院三類。

2.受理年度：指受訴法院受理誹謗訴訟案件的年度。

3.判決年度：指受訴法院判決誹謗訴訟案件的年度。

4.程序種類：分通常程序與簡易程序兩種。

5.訴訟種類：分自訴與公訴兩種。

6.原告數目：指誹謗訴訟案件原告之數目，共分為下列 5 類：

(1)單一自然人，(2)多數自然人，(3)法人或團體，(4)多數法人
或團體，(5)自然人連同法人／團體。

7.原告身分：指第一原告的身分，以判決書上的職業為判斷標準，共分為下
列 11 類：(1)民意代表，(2)政務官，(3)公務人員，(4)政黨專職
人員，(5)工商企業界負責人，(6)專門職業人員，(7)大專教師或
研究人員，(8)大眾傳播事業工作者，(9)文藝、體育及大眾娛樂
事業工作者，(10)其他，(11)不明。

8.原告有無選任訴訟代理人：分為下列 3 類：(1)無，(2)一名，(3)多名。

9.被告數目：指誹謗案件被告之數目，分為下列 5 類：

(1)單一自然人，(2)多數自然人，(3)法人或團體，(4)多數法人
或團體，(5)自然人連同法人／團體。

10.被告身分：指誹謗案件被告的身分，以判決書上的職業為判斷標準，共分
為下列 11 類：(1)民意代表，(2)政務官，(3)公務人員，(4)政黨
專職人員，(5)工商企業界負責人，(6)專門職業人員，(7)大專教
師或研究人員，(8)大眾傳播事業工作者，(9)文藝、體育及大眾
娛樂事業工作者，(10)其他，(11)不明。

11.大眾媒體工作者涉訴之被告職位：共分為下列 5 類：

(1)媒體事業負責人，(2)製編部門高階主管，(3)採寫及報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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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4)編輯及製作人員，(5)其他。

 12.被告有無選任辯護人：分為下列三類：(1)無，(2)一名，(3)多名。

   13.誹謗形式：指在誹謗訟訴案件中，被指控涉嫌誹謗的表達形式，分為下列
8 類：(1)語言，(2)文字，(3)圖畫，(4)文字及圖畫，(5)語言及文
字，(6)文字及圖畫，(7)語言文字圖畫，(8)其他。

   14.第一審判決結果：分為下列 3 類：(1)程序判決，(2)有罪，(3)無罪。其中，
程序判決分為 3 類：(1)不受理，(2)免訴，(3)其他。

15.無罪理由：指第一審判決無罪的理由，共分為下列 11 類：

(1)無誹謗之故意或犯意，(2)非意圖散布於眾，(3)不構成指謫或
傳述事實，(4)不足以毀損他人名譽，(5)所誹謗之事能證明為真
實者，(6)無涉及私德者，(7)與公共利益有關者，(8)善意發表言
論，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9)善意發表言論，公務
員因職務而報告者，(10)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
適當評論者，(11)善意發表言論，對於會議等記事為適當載述
者。

               由於法官可能同時指出多項無罪的理由，因此，在編碼時編碼
員可能同時登錄一類或多類無罪之理由。

16.大眾媒體工作者涉訟之被告，無罪之理由：另分為下列 8 類：

            (1)合理查證，(2)客觀報導，(3)平衡報導，(4)合理查證及客觀
報導，(5)合理查證及平衡報導，(6)客觀報導及平衡報導，(7)
合理查證及客觀平衡報導，(8)其他。

17.有罪理由：指第一審判決有罪的理由，共分為下列 4 類：

(1)單純判定是否符合法定要件，(2)認定所誹謗之事不能證明為
真實，(3)涉於私德無關公益，(4)誹謗成立，並且認定不符合善
意發表言論等四款規定。

由於法官可能同時指出多項有罪的理由，因此，在編碼時編碼
員可能同時登錄一類或多類有罪之理由。

18.大眾媒體工作者涉訟之被告，有罪之理由另分為下列 8 類：
(1)未經合理查證，(2)報導不客觀，(3)報導不平衡，(4)未經合
理查證及報導不客觀，(5)未經合理查證及報導不平衡，(6)報導
不客觀不平衡，(7)未經合理查證及報導不客觀不平衡，(8)其
他。

四、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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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士林、板橋地院審理誹謗訴訟的情形
        從民國 86 年到 88 年，台北、士林、板橋 3 所地方法院，共審理了 105

件誹謗訴訟，其中台北地方法院審理了 70 件（佔 66.7%），士林地方法院審
理 14 件（13.3%），板橋地方法院審理 21 件（20.0%）。這 105 件誹謗案件，
有 16 件（15.2%）在民國 86 年受理，有 46 件（43.8%）在民國 87 年受理，
有 43 件（41.0%）在民國 88 年受理。而三院判決的時間如下：民國 87 年
判決 41 件（39.0%），民國 88 年判決 58 件（55.2%），民國 89 年判決 6 件
（5.7%）。

        這 105 件誹謗訴訟中，有 70 件（66.7%）採通常程序，有 35 件（33.3%）
採簡易程序。而就訴訟種類而言，有 68 件（64.8%）為自訴，有 37 件（35.2%）
為公訴。

二、原告人數與身分
    在自訴案件中，提出告訴的原告共有 89 人，其中 72 位（80.9%）是單
一自然人，有 6 位（6.7%）是多數自然人，另外有 6 位（6.7%）是法人或
團體，有 5 位（5.6%）是自然人連同法人團體。
    在這 105 件誹謗訴訟中，以工商企業負責人為原告的案件最多，共有
15 件，佔 14.3%；其次是以公務員為原告的案件，共有 6 位，佔 5.7%。
    在 67 件自訴案件中，有 35 件（52.2%）原告未選任訴訟代理人；有 32
件（47.8%）原告曾選任訴訟代理人，其中有 10 件（14.9%）原告曾選任兩
位以上的訴訟代理人。

三、被告人數與身分
        在這 105 件誹謗訴訟中，有 74 件（70.5%）被告為單一自然人，有 29

件（27.6%）被告為多數自然人，有 2 件（1.9%）被告為自然人連同法人／
團體。被告總人數共有 179 人，平均每個案件有 1.7 位被告。

        在所有的誹謗訴訟中，以工商企業負責人員成為被告的比例最高，共有
16 件，佔 15.2%；大眾傳播工作人員成為被告的案件排名第二，共有 13 件，
12.4%。但就被告人數而言，179 位被告中，以大眾傳播人員最多，共有 37
人，佔 20.7%；其次為工商企業負責人，有 19 人，佔 10.6%。換言之，大
眾傳播工作人員涉訴的誹謗案件，平均每個案件有 2.9 個被告。

        此外，在這 105 件訴訟中，有 54 件（51.4%）被告未選任辯護人；有
51 位（48.6%）被告選任辯護人，其中有 20 件（19.0%）被告選任兩位以
上的辯護人。而就這 179 位被告而言，有 76 位（42.5%）未選任辯護人；
有 103 位（57.5%）曾選任辯護人，其中有 39 位（21.8%）曾選任兩位以上
的辯護人。

        
四、誹謗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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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分析的 105 件誹謗訴訟中，被控告誹謗的表達形式，以文字誹謗
最多，共有 60 件（57.1%），其次為語言誹謗，有 38 件（36.2%），有 4 件
（3.8%）為語言及文字誹謗，有 2 件（1.9%）為文字及圖畫誹謗，有 1 件
（1%）為語言、文字及圖畫誹謗。

五、地方法院判決結果
        經由程序判決的案件有 5 件，其中 4 件判決結果為不受理，有 1 件判決

結果為其他（自訴駁回，參閱案件 NO.82）。其餘的 100 件，共有 171 位被
告，其中有 133 位被告在第一審被判無罪，有 38 位被告在第一審被判有罪。

1.無罪的理由

第一審被判決無罪的案件中，133 位被告被判決無罪的理由，最多的
是「無誹謗故意」，共有 74 次；其次為「非意圖散布於眾」，有 40 次；再
其次為「所誹謗之事能證明為真實者」，有 39 次；其餘的無罪理由依次數
多寡的順序如下：「與公共利益有關」，32 次；「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
評之事為適當載述者」，20 次；，「善意發表言論，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
之利益者」17 次；「不足以毀損他人名譽」，16 次；「不構成指謫或傳述事
實」，7 次；「無涉及私德」，1 次；，「善意發表言論，對於會議等記事為適
當載述者」1 次。

表一：第一審被判無罪的理由

                 無罪理由 次數   比例 (%)

1. 無誹謗故意   74     30.0

2. 非意圖散布於眾   40     16.2

3. 所誹謗之事能證明為真實者   39     15.8

4. 與公共利益有關   32     13.0

5. 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載述者   20      8.1

6. 善意發表言論，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   17      6.9

7. 不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16      6.5

8. 不構成指謫或傳述事實    7      2.8

9. 無涉及私德    1      0.4

10. 善意發表言論，對於會議等記事為適當載述者    1      0.4

11. 善意發表言論，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    0      0.0

總計  247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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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傳播人員被控告誹謗的案件中，大眾傳播人員涉訴之被告共有
37 人，佔所有被告人數的 20.7%，其中 32 人在第一審被判無罪，3 人被判
有罪，2 被判不受理。判決無罪的理由中，有 4 次提及「合理查證」，有 5
次提及「客觀報導」，另外有 4 次提到「合理查證及客觀平衡報導」。

2.有罪的理由

在第一審被判決有罪的案件中，38 位被告被判決有罪的理由，最多的
是「單純判定是否符合法定要件」（亦即，法院整體就所訴事實判定成立誹
謗罪，未個別審理法定不罰要件是否具備），有 19 次；其次為「認定所誹
謗之事不能證明為真實」，有 14 次；再其次為「誹謗成立，並且認定不符
合善意發表言論等四款規定」，有 11 次；「涉於私德無關公益」，有 9 次。

表二：第一審被判有罪的理由

                 有罪理由 次數   比例 (%)

1. 單純判定是否符合法定要件   19     35.8

2. 非認定所誹謗之事不能證明為真實   14     26.4

3. 誹謗成立，並且認定不符合善意發表言論等四款規定   11     20.8

4. 涉於私德無關公益    9     17.0

總計   53    100.0

在大眾傳播人員被控告誹謗的案件中，有 3 人在第一審被判決有罪，
判決有罪的理由中，有 2 次提到「未經合理查證及報導不平衡」。

3.刑度

第一審判決有罪的被告共有 38 人，其中有 11 位被判有期徒刑。其中 1
位（9.1%）被判二個月有期徒刑，有 1 位（9.1%）被判三個月有期徒刑，
有 6 位（54.5%）被判四個月有期徒刑，有 1 位（9.1%）被判五個月有期徒
刑，有 2 位（18.2%）被判三個月有期徒刑。每位被判有期徒刑的被告，平
均刑期為 3.6 個月。

這 38 位被判有罪的被告，有 21 位被罰拘役，其中有 2 位（9.5%）被
判罰拘役 20 天，有 7 位（33.3%）被判罰拘役 30 天，有 9 位（42.9%）被
判罰拘役 50 天，有 3 位（14.3%）被判罰拘役 59 天。每位被罰拘役的被告，
平均每位被罰拘役 41.9 天。

第一審被判有罪的被告中，有 7 位被判罰金。其中有 6 位的罰金在新
台幣 1,000 元至 5,000 元之間，但有一位被告的罰金，高達新台幣 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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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法院判決分析

在本研究分析的 105 件誹謗訴訟中，有 14 件（13.3%）進入二審，經由
台灣高等法院審理。其中有 6 件（42.9%）的受理年度是民國 87 年，有 8
件（57.1%）的受理年度為民國 88 年。而高等法院在民國 87 年判決 3 件
（21.4%），在民國 88 年判決 10 件（71.4%），在民國 89 年判決 1 件（7.1%）。

1.被告有無選任辯護人

進入第二審的 14 件訴訟案件，共有 20 位被告。其中有 6 件（42.9%）
被告未選任辯護人，有 8 件（57.1%）被告曾選任辯護人，其中有 3 件（21.4%）
被告曾選任二位以上的辯護人。而就這 20 位被告而言，有 9 位（45.0%）
未選任辯護人；有 11 位（55.0%）曾選任辯護人，其中有 3 位（15.0%）曾
選任兩位以上的辯護人。

2.判決結果

這 14 件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的案件中，有 12 件（85.7%）被判「維持
原判」，有 2 件（14.3%）（兩位被告）被判「被告無罪」。台灣高等法院判
決被告無罪的理由，其中一件為「非意圖散布於眾」；另一件為「所誹謗之
事能證明為真實者」及「與公共利益有關」。

高等法院審理的 14 件誹謗訴訟中，沒有任何案件改判有罪，也沒有任
何案件被判「發回原審」。

三、民事訴訟

在本研究分析的 105 個案件中，只有 5 件（4.8%）原告曾提出附帶民
事訟訴。而這 5 個案件（共有 15 位被告）的民事訴訟，原告均被判敗訴。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page6
	page7
	page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