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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近年來，讓人民參與審判的聲浪不絕於耳，於 2017年的司改國是會議

中亦為重要議題之一，但與之相對，關於刑事程序中媒體的犯罪報導，則未引

起太多討論或關注，考慮到多數人民對於司法之認識多來自媒體的報導，其影

響力不容忽視，如果將來進入審判之人民事先被媒體的犯罪報導污染心證，則

勢必將減損採行該制度之成效與提升人民對司法之信任目的之達成，並可能使

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受到損害，因此該議題確有其討論之價值與重要性。 

    首先劃定本文之討論範圍以後，第二章則會從犯罪報導之存在基礎為一深

入討論，先確立犯罪報導與新聞自由之關係，並探尋犯罪報導蘊含之價值，佐

以實際案例，全面性的討論前開問題。接著討論犯罪報導可能會造成的問題，

此部分將聚焦於犯罪報導與法規範(無論是實體法或程序法)產生衝突之處。最

後就「限制犯罪報導之必要性」做一簡略的基礎建構，同時作為進入第三章的

鋪陳。 

    第三章為外國法之探討，為了提升參考價值，選擇的國家(澳、美、奧、

日)皆有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運行。而本章於各節之始，會先對於該國之人民參

與審判制度以及新聞自由的保障情形做一簡略之介紹，再進一步討論這四個國

家對於犯罪報導規制的法規範、實務上運作的狀況與問題。 

    第四章則是我國法之檢討，結束比較法之討論以後，首先討論我國在對於

犯罪新聞的規制上曾有過什麼樣的歷程，而現況又是如何，是否有不足或待改

善之處，接著以第三章所介紹的外國法制為骨幹，討論何種制度較為適合我

國，如真要效法，又應進行何種轉化才能達到原本的目的又不會造成過鉅之衝

突。 

    第五章則為本文之結論，透過整理前四章之論述後作一歸納，並精簡總結

出本文之看法。 

關鍵字：偵查不公開、媒體規制、犯罪報導、國民法官法、媒體公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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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我國於 1987年解嚴以後，隨著各種限制的鬆綁，社會亦逐步朝進步、開

放、多元化的方向前進，而三權之一的司法也無從免於此浪潮，要求讓人民參

與審判的聲音開始出現，1994年，以實驗立法的形式被制定出的「刑事參審試

行條例草案」1，雖最後並未三讀施行，惟其仍成為了我國人民參與刑事審判制

度法制化之濫觴。而後，人民要求參與審判的呼聲未曾停歇，甚至因為人民對

於司法的不信任漸趨高漲而愈發激昂，在 2011 年 1月，司法院開始研議人民觀

審制度2，惟同年 9月爆發了對於我國法界影響劇烈的白玫瑰運動，此時，「讓

人民進入審判」的訴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峰。2015年，觀審制在經過多年

的研議與試行以後，因受到不少諸如「只讓你看，不讓你判」3、「根本玩假

的」4等輿論批評，於是，司法院遂改變路線，研擬其他制度之可行性，另外，

2017年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四組，也有就國民參與審判應採何種制度進行討

論並於第 6次會議中表決，惟並無得出結論5，最終，在參考了陪審制、德國參

審制與日本裁判員制度後，司法院推出了混合式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

案」，並以此為主幹，開始試辦模擬法庭，而在 2020年 7月 23日，立法院正式

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我國亦將於 2023年邁入刑事訴訟的新紀元。 

    然而，在國民法官制度之實施成為確定的未來事實以後，讓人不禁存疑的

是，就此嶄新之權利及義務，我國國民是否已具備所應有之基本素養？而新聞

媒體對於報導犯罪相關之資訊時，又是否能把持住自我，避免為了閱聽率而成

                                                        
1 草案內容可參照：蘇永欽，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元照出版公司，頁 120-131，1998年 10月。 
2 詳細時程可參考：司法院「國民參與審判大事紀要」，

http://social.judicial.gov.tw/LayJudge/Promoting/Chronicles#5，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3 觀審制「只讓你看，不讓你判」 柯建銘籲建立陪審制，參考自：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21532，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4 蔣念祖，看美日韓經驗「觀審制」根本玩假的！，司改雜誌第 103期，頁 32，2015年 1月。 
5 參考自：司法院「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案研議委員會」，

https://social.judicial.gov.tw/LayJudge/Promoted/Committee，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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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嗜血的猛獸？無可否認，大眾對於司法最直接的資訊來源，就是新聞媒體，

也因此，最令人擔憂的，莫過於能夠進入法庭的「國民法官」們，會不會受到

失去自律之媒體的影響，將受汙染的心證帶進法庭，進而讓審判蒙上「有罪推

定」的陰影？此絕非無的放矢，於資訊爆炸的現代，「假新聞」「帶風向」「懶人

包」「網路爆卦」「人肉搜索」「全民公審」「輿論審判」早已是耳熟能詳的詞

彙，一個案件雖尚未被起訴，但曝光在大眾的眼皮底下時，要人不去議論揣

測，甚或「鍵盤辦案、鍵盤審判」簡直難如登天，2019年席捲全台的律政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也對嗜血媒體與輿論審判進行了深刻的描繪。由此可知，

如果在國民法官制度下，對於新聞媒體之犯罪報導，如沒有相對應的配套措

施，而使閱聽後心證受到汙染的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很可能會使國民離真正的

司法愈來愈遠，而有違國民法官制度立法之美意。 

    因此，本論文之研究重心，將會著重在如何防止新聞媒體的犯罪新聞報

導，在國民法官進入審判以前就對其心證造成影響，而可能之防止手段何其

多，無論是強度或是效果都不盡相同，在我國現行法制上，偵查不公開作業辦

法係對於新聞來源之限制，廣播電視法則直接限制媒體對偵審中案件之評論，

但是這些規範手段，透過大量的實際案例便可證明，其並未於我國充分落實，

則在未來國民法官制度施行以後，前開制度是否能夠發揮其應有作用，不無疑

問。因此，除了對於相關規範需要進行檢討以外，亦有必要未雨綢繆，考慮其

他可能的規範方式。 

    犯罪新聞報導所涵蓋的資訊極為敏感，而媒體在對於系爭資訊進行報導時

的立場與態度，時常能夠引起並推動社會的輿論，這樣的機制可以說是一把雙

刃劍，正確發揮其功能時，的確能夠促進大眾對於政府公權力之行使或刑事政

策等公共事務的關心與議論並產生正面的影響，但反之，除了可能侵害被告、

嫌疑人或被害人之權利甚鉅以外，對國家司法之正常運作乃至整體社會大眾關

於刑事案件的理性思考亦可能造成扭曲。故本文將以犯罪新聞報導的立足點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3

3 
 

始，從新聞自由的角度切入確立其存在基礎，再進一步討論其正面價值何在，

以及其可能帶來之負面影響，透過綜合比較，嘗試劃定出何種情況下有對於犯

罪報導進行限制的必要，至於具體之方式，則參考亦有採取陪審制(澳洲、美

國)、參審制(奧地利)以及裁判員制度(日本)的其他國家，對於刑事程序中媒體

犯罪報導的規制手段，對照我國現有之規範方式，是否有足資借鏡之處，以作

為我國未來修法或立法上之參考，最後再提出本文之意見及立法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使用之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分析法及比較研究法。 

    在國內文獻的部分，主要係以法源法律網、月旦法學知識庫以及碩博士論

文知識加值系統，蒐集已電子化之相關期刊論文，而紙本文獻之檢索，則以政

治大學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為主；另外，由於本文目

的在於探討對犯罪新聞之限制，因此勢必須舉出大量的新聞報導作為檢討之對

象，論理始為有據，而對於犯罪新聞之蒐集，則主要以公信力及代表性高的傳

統大型新聞媒體之官方網站與電子報作為檢索標的，並從中過濾本文認為較具

指標性的事例進行評判。至於實務上之運作，我國雖對於犯罪新聞報導具有一

定程度之法規範，惟實際上缺乏具體判決或行政處分案例可供研究或參考，故

案例研究將會以外國法為主。 

    比較法上之文獻部分，英文文獻多係以 Heinonline資料庫進行蒐集，澳洲

法之立法歷程與相關案例，前者資料來自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和法律改革委員會

之官方網站，而後者則以 Australasian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提供的判決搜尋

系統進行篩選與蒐集；美國判決的搜尋則係使用 Westlaw；至於奧地利法之實

例則以有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的案例為主。至於日本文獻，大部分資料皆係於

日本岡山大學圖書館蒐集整理所得，少數電子資料則係透過 CiNii資料庫取

得。透過對前揭四國有關刑事程序中媒體報導規制之相關規範與實際案例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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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與分析以及對我國法之檢討後，本文將指出現行或是未來法制上可能的不足

之處，並嘗試找出比較法上值得師法的部分，是否能在經過合理之轉化後，於

符合我國國情的情況下完善我國法制，以作為本文之研究意見，供日後立法或

修法上之參考。 

 

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之部分，將先就本文之研究動機、背景

與方法做一介紹，並闡述本文所指之「犯罪報導」其內涵究竟為何，從而勾勒

出本文所欲討論之範圍。 

    第二章則會從犯罪報導之存在基礎為一深入討論，於本章中，首先最重要

的兩個問題即係：(1)犯罪報導與新聞自由之關係，以及(2)犯罪報導之價值為

何？為避免過度偏重從法律的角度探討而使本文流於象牙塔中的觀察，是以除

了法律面，本文亦會從媒體以及人民的角度多加著墨，並佐以實際案例，以求

全面性的討論前開問題。接著，本章會逐漸進入本文的核心，即「犯罪報導可

能會造成的問題」，因本文仍為法律系論文，故此部分自然會聚焦於犯罪報導與

法規範(無論是實體法或程序法)產生衝突之處進行探討。最後本章將會對「對

犯罪報導進行限制之必要性」做一簡略的基礎建構，同時作為進入第三章的鋪

陳。 

    第三章係本文的重點部分之一，即外國法之探討，而為了提升參考價值，

此處選擇的國家(澳、美、奧、日)皆有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運行。另外，由於

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形式以及新聞自由的保障程度各國不一，故媒體所受之保

障與可能造成的影響也不相同，因此，本章於各節之始，會先對於該國之人民

參與審判制度以及新聞自由的保障情形做一簡略之介紹，再進一步討論這四個

國家對於犯罪報導規制的法規範、實務上運作的狀況與問題。 

    第四章則是本文重點之二，在前一章探討過國外法制以後，如何從中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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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我國師法之部分，並將其合理內化？當然在此之前，必須討論我國在對於

犯罪新聞的規制上曾有過什麼樣的歷程，而現況又是如何，故本章會先就我國

法制史與現行法進行爬梳，接著以第三章所介紹的外國法制為骨幹，討論何種

制度較為適合我國，如真要效法，又應進行何種轉化才能達到原本的目的又不

會造成過鉅之衝突。 

    第五章則為本文之結論，透過整理前四章之論述後作一歸納，並精簡總結

出本文之看法。 

 

第四節 犯罪報導之內涵與範圍 

    在正式進入本研究的正文以前，首先，必須界定本文所欲討論的「犯罪報

導」，其定義與內涵究應為何？因現代傳播媒體的多樣性、資訊呈現之方式、文

章體裁的差異…等因素，導致在辨別系爭內容是否為犯罪報導時，可能會產生

模糊地帶，例如：在報紙上發表關於偵查中犯罪事件的社論；或是所謂的「名

嘴」們在新聞台播出的政論節目上就犯罪新聞進行熱切討論，甚至對於犯罪過

程口若懸河，將之描繪得栩栩如生…等。而這些內容，是否能被劃入犯罪報導

的範疇，不無疑問。然如欲對犯罪報導進行規範(先不論何種形式)，則何者能

作為規範客體，亦不得不辨明之。故本文必須先處理該問題，始能進入正文。 

 

第一項 「新聞報導」與「新聞評論」 

    首先，所謂的「犯罪報導」，其實際的涵義，應解為「犯罪新聞之報導」，

也就是說，「新聞」與「報導」的內涵並不一樣。我國新聞學者鄭貞銘，於綜合

了古今中外對於「新聞」一詞之解釋後所得出之結論係：「『新聞』本身屬於一

種事實、一種觀念，並包含了不尋常的、驚人的、重要的等特性。」並認為

「新聞如果要『新』，就得把握報導的時效性及正確性。」0F

6而有學說認為，新

                                                        
6 鄭貞銘，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頁 3，1992年 3月，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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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寫作通常能夠二分為「報導」與「評論」兩種形式 1F

7
2F

8。故依上述之見解，「新

聞」確實應與「報導」以及「評論」有所區分。至於「報導」一詞，依教育部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解釋，其意為「透過報紙、雜誌、廣播等傳播媒體將新

聞告知大眾。」故依前述之見解能夠推知，「新聞」並不一定會被「報導」，「報

導」係一使「新聞」廣受大眾所知之手段。而「評論」之內涵以及與新聞之關

係，容留後述，於此先不贅提。 

    本文所要討論的新聞種類，係「犯罪新聞」，然而報導與評論各有非常多種

體裁、形式，因此在闡明三者應資區別後，接下來要討論的即是：「報導」究竟

有哪些態樣？ 

    新聞報導的體裁種類，在新聞學上並無定論，本文採取學者李茂政的分類

方式，故報導體裁大致上可分為：一般新聞報導、解釋性新聞報導、深度報

導、新新聞學、調查性報導、評估報導、新聞特寫與專訪七種 3F

9。而這些報導

方式之間的異同，主要有二：其一，新聞事實所含資訊量多寡；其二，在客觀

事實之外，報導者本身所帶有之主觀程度的高低。由此可以衍伸出下列兩個問

題，即：當該種報導中所必備之要素，無法避免與犯罪新聞中嫌疑人或被告之

權利產生衝突時，該如何權衡？以及新聞報導的客觀性問題—新聞報導究竟應

不應該「完全客觀中立」？ 

                                                        
7 李茂政，當代新聞學，頁 236，2002年 10月，初版。 
8 需要特別注意者係，「新聞寫作」的內涵，各家解釋並不相同。我國新聞學者錢震認為，新聞

寫作中不得包含報導人之主觀意見，否則即為「評論寫作」(筆者在此將其理解為「新聞評

論) 。而鄭貞銘雖認為新聞寫作分類下包含了報導與評論，然其在子分類的部分與李茂政並不

相同。筆者認為李茂政的分類方式較為合適，故採之。相關論述可參考：錢震 著、鄭貞銘、張

世民、呂傑崋 增修，新聞新論，頁 177，2003年 3月，初版；鄭貞銘，同註 6，頁 154。 
9 以下扼要的解釋各類報導的內涵：「一般新聞報導」係指內容簡明、客觀之報導，毫無參雜報

導者之個人意見，又有「純淨報導」之稱。「解釋性新聞報導」係指報導者對於新聞事件附上背

景資料並加以說明之報導。「深度報導」則是「解釋性新聞報導」的強化版，除了說明以外還會

對新聞事件加以「分析」。「新新聞學」係以小說的筆法來報導新聞，此種報導所蘊含之主觀性

非常強烈。「調查性報導」係報導者主動追查，而非被動報導新聞。「評估報導」係結合「新新

聞學」與「調查性報導」之報導模式，要求記者須發掘新聞背後的故事、探求背後隱藏之意義

與真相，此種報導同時蘊含了豐富的客觀事實與記者的自我判斷。「新聞特寫與專訪」係兩種有

些許差異的報導方式，「特寫」是對某一與新聞有關之事物進行資料蒐集與深入描述；「專訪」

則是對某一新聞中之特定人或事進行個別專訪，注重「對於人的訪問」。詳細的介紹可參考：李

茂政，同註 7，頁 23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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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問題，以深度報導為例，其對於新聞事件除了報導基本的事實以

外，還需要對於該新聞進行背景介紹以及分析，而在犯罪報導中，除了犯罪事

實以外，對於被告、嫌疑人與被害人的身家背景、可能的犯案動機/被害原因、

以及其日常生活…等要素，自然也會進行一番調查、分析、推測，並在整理過

後將新聞公布周知；而在新新聞學的情況，報導者會基於基礎新聞事實，以主

觀性強烈的創作技巧撰寫新聞，則於犯罪報導中可能的表現方式，除了將犯罪

過程描述得非常細緻，使閱聽人有如在旁觀看以外，甚至還有辦法揣摩嫌疑人

或被害人的當下情緒，讓整篇報導像小說一樣精彩。而這樣的犯罪報導，即有

高度可能會對嫌疑人、被害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甚或本文最為關注之受公平

審判的權利，產生負面影響或是侵害，惟如不予以報導，又有侵害新聞自由之

嫌，故兩者之權利，勢必都有一底線係絕對不可退讓，至於底線之外的範圍，

即為可能的權衡點。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國新聞學者錢震認為，無論是什麼模式的新聞報導都

應該保持完全的客觀中立，其中不得摻入報導者個人之主觀意見 4F

10，也因此，

其認為「解釋性報導」一詞之運用並不適宜，應用「深度報導」為佳 5F

11。而荷

蘭傳播學者 Denis McQuail則認為，客觀性的主要特徵有：(1)超然中立(意味著

毫無主觀介入)(2)不採特定立場，亦無偏見(3)要求「正確、中肯、完整」(4)公

平且無差別，同時點出滿足客觀性的困難之處 6F

12。最後，其認為在正常的情況

下，基於種種因素(媒體內容的特殊性、任意性、自主性、新聞價值之考量、因

為社會階級所產生的媒體近用權落差…等)，媒體提供的內容(於此指新聞報導)

必定會產生偏差，而不可能呈現真實的一般情況，因此毋庸期待其能夠反映出

真實 7F

13。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前者的想法過於理想化，雖然立意良好，但稍嫌

                                                        
10 錢震，同註 8，頁 177。 
11 錢震，同註 8，頁 217。在錢氏的觀點下，解釋性報導與深度報導係同義，然「解釋」一詞

本身即帶有以個人意見進行判斷的成分，故其認為「深度報導」一詞較佳。 
12 Denis McQuail 著、陳芸芸、劉慧雯 譯，McQuail’s大眾傳播理論，頁 213-216，2011年 1

月。 
13 Denis McQuail，同前註，頁 38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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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切實際；而後者提出了客觀性的內涵，並明確指出不可能達成完全客觀，這

樣的看法雖較為悲觀但確實是比較實際的，故筆者認為，要求記者在撰寫犯罪

新聞的報導時必須完全客觀中立並不可能，亦無此必要，惟此不代表全然放棄

客觀性，而是應思考如何降低犯罪報導中的偏差。 

    而「新聞評論」，依照學說之見解，其本質係為「意見之表達」，故與「新

聞」係為二事，新聞中並非不能報導意見，但只能限於他人的意見，而非記者

本人或媒體本身的意見 8F

14。亦有認為，新聞評論應係與正統新聞隔離，屬於報

社(本文認為於此應指所有傳播媒體)以及大眾共有的意見市場 9F

15。由此可知，

新聞評論之內容並非在「將新聞事實告知大眾」，而係對於新聞報導予以分析、

討論、評論。其態樣亦為多變，大致上有社論、短評、專論、專欄、時事分

析、讀者投書，以及電子媒體上的廣播評論、電視評論等 10F

16。 

    按照上述所例示之新聞評論的種類，能看出新聞評論的其中一個共同點似

乎是「以新聞媒體為載體」，以報紙為例，新聞評論或由新聞媒體之資深主筆主

動撰寫、亦或向名家邀稿、或是讀者主動投稿，最後由該媒體進行審查與編輯

後刊出。因此，這些對於新聞的「意見」，都會經過該媒體的審核，其中代表的

含意是，這些評論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反映出該媒體的意見與立場，雖然新聞

評論的目的之一，本就是為了促進社會不同意見的對話，但觀察各大報的評論

版面，都可以輕易看出，新聞媒體刊載和自身價值、理念、立場不一樣的意見

並非常見的情況。 

    而在電子媒體上，除了一般的廣播電視以外，因為網際網路的崛起，無數

網路傳媒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我國各大報以及有播報新聞的電視台自不待

言，無一不設立官方網站提供電子報，或是創立 Youtube頻道以直播或是錄影

存檔以供大眾閱覽，同時亦有只以網路為媒介的新聞媒體(如風傳媒、關鍵評論

                                                        
14 錢震，同註 8，頁 309。 
15 鄭貞銘，同註 6，頁 179。 
16 錢震，同註 8，頁 309-329；李茂政，新聞學新論，頁 360-361，2005年 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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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報橘 BuzzOrange等)。通常以電子報形式存在於網路上的新聞報導，都會

在報導下方設置留言區，以供閱聽人發表評論，而此類針對新聞發表意見的留

言，是否算是前述之新聞評論？筆者認為，應採否定之看法，原因在於：該種

留言並未如同讀者投書、專欄專論等評論，係由媒體本身予以審核、編輯進而

刊載，而僅係閱聽人即時性的意見，在載體與表現形式上與前述所例示之新聞

評論的態樣即有落差；再者，新聞學中對於新聞評論，多認為其具有特殊之功

能性意義，依李氏的觀點，新聞評論具有「教育性、新聞性、倡導性、公益

性、權威性」的性質 11F

17，也就是說，其認為新聞評論應本於新聞事實以表達意

見，並發揮出教育、倡導閱聽人解讀正確訊息、促進社會公益的功能；而錢氏

則以社論為例，認為其具有對於新聞事實分析並進行解釋，贊助、防衛、主

張、提倡有利於社會之事物，並反對與攻擊不利於社會公益者，提出問題以吸

引大眾對議題之關注，以及提供娛樂等諸多功能 12F

18。以上，可以看出，新聞評

論無論係在實務或學理上，都確實有被賦予獨特的功能、責任與意涵，也因

此，筆者認為不應該將其與一般大眾對於新聞所發表的意見劃上等號。 

 

第二項 本文所指「犯罪報導」之範圍 

    在探討完新聞的「報導」與「評論」之內涵後，筆者將試著勾勒出本文所

欲討論之「犯罪報導」之範圍。筆者原則上會將「犯罪新聞之評論」排除於本

文所欲討論之範圍外，此並非代表筆者認為犯罪新聞之評論完全沒有規制之必

要或可能性，然考慮到新聞評論之功能與新聞報導有較大差異，為避免討論失

焦，本文選擇將重點置於犯罪新聞之報導，且通常情況下，先有「新聞報導」

之存在，才能夠對其「評論」，故依順序，從新聞報導之部分開始討論應屬合

理。然因報導與評論在本質上雖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惟於某些特殊情況要完全

                                                        
17 同前註 7，頁 383-387。 
18 錢震，同前註 8，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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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兩者又十分困難，故筆者欲從形式面及實質面著手，嘗試訂立出本文區分

兩者之標準。 

    首先是形式面。犯罪報導無論是以報紙雜誌、廣播節目、電視新聞，網際

網路甚或其它載體以為傳播，皆在所不問，然於常見的傳播媒介上，對於報導

與評論多半會加以區隔，而這種區隔，或能作為最初步的區分標準，意即：如

果該內容於其所依附之載體上係被區分為「報導」，便能夠認為其具有「報導」

之性質。報紙雜誌等平面媒體屬於較容易判斷的種類 13F

19，網際網路的部份，我

國各大報也多半都有設立官方網站並提供電子版內容，新聞評論也會獨立出個

別頁面提供予閱聽人瀏覽。而廣播電視則以節目區隔出報導與評論之分界，以

電視為例，新聞報導的進行方式，多半係由主播與記者對於新聞記事進行陳

述，通常不會參雜個人感情與主觀意見，而新聞評論節目則否，其會有一位主

持人主導節目的進行，並邀集來賓一同對於新聞發表評論與意見，而這些言論

通常就代表了發表人自身的主觀意見，在形式上兩者因為有著固定的模式，故

能輕易辨別其間之區別。 

    比較困難的部分是實質面的區分，例如：新聞評論節目的來賓、名嘴在節

目上，對於犯罪事件進行「爆料」，將原本其評論中之新聞內容裡所無之新資訊

新事實透過媒體傳達予閱聽人，此時其本質實際上似已逸脫新聞評論的範疇，

然而是否能因此認為其係報導？本文認為，嚴格論之，此類言論本質上仍屬其

表達本人意見之新聞評論，而難以認為其係報導，而有論者亦提出所謂「爆料

新聞學」，在此概念下，爆料者爆的料在經過記者的報導過後才會成為新聞報

導，這種報導方式的最大缺點，就是記者捨棄自身作為新聞工作者之「查證義

                                                        
19 以我國四大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為例，新聞報導多歸類於 A版，並

以新聞種類分為「焦點、政治、國際、綜合、財經、生活、社會、地區」的區塊(當然名稱會因

不同家報紙而有差異，惟整體而言差別並不大)，並以 A版末頁作為刊登社論或新聞評論的區

塊。但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會在新聞報導的部分以「新聞透視」、「社論」、「黑白集」等標題，將

相關之新聞評論直接置於報導旁，相對於另外兩報，筆者認為該作法稍嫌不妥，有模糊新聞報

導與新聞評論分界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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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14F

20，並將其讓渡給消息來源(也就是爆料者)，惟無論如何，在理論上，前揭

所指之爆料行為，仍難以劃入本文所欲討論之犯罪新聞報導的範疇。 

    綜合上述，本文所討論者，原則上仍著重於狹義之犯罪新聞報導，其內涵

為「由新聞工作者將與犯罪事件有關之資訊，以報導之形式傳達予大眾」，而此

處之報導則回歸前述所指之態樣判斷，然不限於形式面，在特別情況下仍應實

質判斷，例如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所提及之「2100全民開講」之情形，形式上雖

為新聞評論節目，然實質上已經有部分屬於報導之行為，此時便應認為其具有

犯罪新聞報導的性質。 

 

第五節 「刑事程序」之範圍 

    另外，由於刑事訴訟程序之範圍，以偵查程序為始，起訴(或自訴)、通常

審判程序、通常救濟程序(上訴)、非常救濟程序(再審、非常上訴)乃至判決確定

後之執行程序，都屬於刑事訴訟程序之範疇21，其概念過於廣泛，如欲單以本

文探究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媒體規制，除了力有未逮以外，考慮到本文目的之

一，係為未來我國採行國民法官制度以後，媒體、國民法官以及刑事訴訟程序

三者間可能的衝突提供解方，討論範圍過廣可能會讓議題失焦；又，由於犯罪

報導影響大眾最為深刻，最容易帶動輿論的時點，即案件發生至第一審判決宣

示的期間，且國民法官參與刑事審判的部分也只有第一審的審判程序。因此，

本文標題所指之刑事程序，基本上將限縮在「偵查階段至第一審判決宣示」的

刑事訴訟程序，至於其他部分，則不在討論範圍內。 

  

                                                        
20 蔡蕙如，爆料新聞學在臺灣的初探—邱毅爆料風潮的爭議，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1-3，2009年 7月。 
2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七版，頁 15-16，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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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犯罪報導之存在基礎、價值與衍生問題 

    犯罪新聞之報導，基於其內容之特殊性與敏感性，相較於其他新聞種類，

爭議較多且備受關注，甚至可以說，在所有新聞種類中，我們也很難找到比犯

罪新聞報導牽涉到更多權利衝突的類別。又，犯罪新聞在分類上被置於社會新

聞之子分類，且於其中佔據要角，亦有學者認為於我國，社會新聞主要即係指

犯罪新聞而言(惟當然不僅止於此)15F

22，足可見犯罪新聞對於社會以及媒體本身之

重要性。故本章節所要探討的，即是以法律學以及新聞學之觀點，試圖歸納出

飽含爭議的犯罪報導於民主法治社會中存在的正當性基礎，以及其價值所在。

而筆者需先釐清的是，於此所描述的「存在基礎」，並非係指因有此基礎，故犯

罪報導始存在，而是新聞媒體對於犯罪新聞進行報導時因為此基礎所受保障權

利以及所負有義務之根源而謂。 

 

第一節 犯罪報導之存在基礎—新聞自由 

第一項 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關係 

    依照我國憲法第 11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由此

可以看出，制憲者對於表現自由，至少在憲法中明示出四種型態：言論自由、

講學自由、著作自由及出版自由。其中，與新聞報導有關的權利基礎，當然以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並未明列於憲法，透過解釋之方式所延伸出之「新

聞自由」最為人所悉。然而三者之間的關係，究竟係本質上各自獨立之憲法基

本權利，亦或新聞自由之內涵與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其實並無本質上的不同，

存有歧異，故以下需就此作一整理並說明。 

 

 

                                                        
22 錢震，同註 8，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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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表現自由 

    首先，是作為最基本概念的「表現自由」。蓋表現自由係指「人民得以自由

發表意見而不受非法侵犯」16F

23者謂。亦有學者將其稱為「人民將自己內心之意

見形諸於外之『意見自由權』」17F

24，或是「將個人心中所思以各種形式形表於外

之廣義言論自由」18F

25。當然，無論作何解，實際上都沒有太大差別，其核心價

值皆在於藉由保障表現自由以促進個人自我實現進而發現真理，使人民暢所欲

言、保持社會安定並促進多元社會之呈現 19F

26。表現自由也是作為人民自由權基

礎的行為自由之延伸，係民主自由之基石與憲法秩序之必要支柱 20F

27。而我國憲

法則於第 11條明定表現自由之四種態樣，前已述之。 

 

第二款 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 

    而言論自由，此處引用我國學者李惠宗較為完整的解釋，其認為，言論自

由之意義，係指人民以語言或其他足以表其思想之媒介(如文字圖畫等)，表達

個人價值判斷或轉述事實之自由 21F

28。雖有學者認為，言論係指用口頭發表意

見，著作係指用文字圖書發表意見，而出版則係指印行著作，三者皆被包含在

表現自由之內涵中 22F

29，惟這樣的思考脈絡，可能會造成三者之差別僅在於「表

達方式之不同」之誤解，蓋言論自由之意義應非如此限縮，其與著作及出版自

由除了表現形式的差異外，尚有其他不同之處。又，言論自由的保護領域，包

含了積極的表意自由與消極不表意自由 23F

30，除此之外，有學者認為，「言論表達

                                                        
23 陳春生，憲法，頁 105，2003年 10月。又，陳氏認為表現自由亦可稱作是思想自由，筆者

認為該論述或有些許瑕疵，蓋因表現自由本質上應係思想自由之外部化，具有其界限，然而思

想自由屬於極度個人化之自由，難謂其有界限存在，無論任何人(包含國家)都難以且不應對於

他人之思想加以干涉或強制，故兩者之意義有所不同，陳氏之論述將其劃上等號，稍嫌不妥。 
24 陳新民，憲法導論，六版，頁 98，2008年 10月。 
25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 3，1993年 4月。 
26 李惠宗，憲法要義，六版，頁 185，2012年 9月。 
27 陳慈陽，憲法學，三版，頁 653，2016年 3月。 
28 李惠宗，同註 26，頁 187。 
29 陳春生，同註 23，頁 105；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頁 155，1982年 2月。 
30 陳慈陽，同註 27，頁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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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資訊取得自由」同為言論自由所保障，就資訊取得自由之部分，雖

未明定於憲法，然資訊取得既為言論自由甚至是表現自由的存在前提，由此觀

察即可得知資訊取得自由係由言論自由之保護領域所涵蓋而得直接適用憲法第

11條 24 F

31。 

    出版自由之意義係指，人民得將其意見或其他智慧性成果，以文字聲音或

其他方式傳布於眾之自由 25F

32。而保障出版自由，能夠反映民意、強化民主、啟

迪新知，並促進文化、道德、經濟等多元之發展 26F

33。至於出版自由的保護領

域，有認為除了保障出版品「產出」之自由，還包含了保障出版品流通管道的

自由 27F

34；亦有認為，出版自由所保障之範圍，從資訊之取得至傳播意見表達的

過程，以及對出版作用具重要性之輔助行為(如成立出版公司)28F

35。 

 

第三款 新聞自由 

    我國憲法並未明定保障新聞自由，故其意涵即需以解釋探求，在釋憲實務

上首次使用「新聞自由」一詞，當屬釋字第 689號解釋 29F

36，大法官亦於該號解

釋理由書中，闡述了保障新聞自由之目的以及其界限：「…而為確保新聞媒體能

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

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新聞自由乃不可或缺

之機制，應受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新聞採訪行為則為提供新聞報導內容所不

                                                        
31 陳慈陽，同註 27，頁 662。 
32 李惠宗，同註 26，頁 206。 
33 司法院第 407號解釋理由書節錄：「…出版自由為民主憲政之基礎，出版品係人民表達思想

與言論之重要媒介，可藉以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道德、經濟等各方面

之發展，為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 
34 李惠宗，同註 26，頁 207。 
35 陳慈陽，同註 27，頁 667。 
36 司法院第 689號釋字解釋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之行

動自由、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及於公共場域中得合理期待不受侵擾之自由與個人資料自主

權，而處罰無正當理由，且經勸阻後仍繼續跟追之行為，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牴觸。新聞採

訪者於有事實足認特定事件屬大眾所關切並具一定公益性之事務，而具有新聞價值，如須以跟

追方式進行採訪，其跟追倘依社會通念認非不能容忍者，即具正當理由，而不在首開規定處罰

之列。於此範圍內，首開規定縱有限制新聞採訪行為，其限制並未過當而符合比例原則，與憲

法第十一條保障新聞採訪自由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牴觸。又系爭規定以警察

機關為裁罰機關，亦難謂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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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之資訊蒐集、查證行為，自應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範疇。又新聞自由所

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

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

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惟新聞採訪自由亦非絕對，國家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

三條之範圍內，自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適當之限制。…」由此

可以看出，大法官認為，新聞自由之所以能作為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係

以憲法第 11條為依據，惟此並無法看出新聞自由，究竟是從該條所舉之四種型

態的何者所推導得出，而依我國學者之通說，新聞媒體以報紙雜誌或廣播電視

將各種資訊傳播於眾，係為出版的一種形式，故新聞自由應可由我國憲法第 11

條規定之出版自由所包含在內 30F

37。至於新聞自由所保護的實質內涵究竟為何，

除了大法官於前述釋字中所肯認的新聞採訪自由以外，亦有學者認為，新聞來

源保密、公權力事前檢查禁止與原則上禁止搜索等當然包含在新聞自由之保障

範圍內 31F

38；而記者的報導自由 32F

39亦同；新聞學者錢震則認為，新聞自由之重

點，簡單來說應該有下列五項 33F

40：(1)自由經營傳播媒介 (2)自由採訪新聞(3)自

由傳播新聞(4)自由傳播意見(5)自由收受新聞或意見；而這五要素，都能夠從前

面所述的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之內涵中探求而得。 

 

第四款 三者之相互關係 

    在簡單爬梳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新聞自由三者之概念後，接下來便將處

理本節開頭所述之問題：三者之關係究應如何理解？ 

    如前所述，我國學者有認為，憲法第 11條僅係規定實踐言論自由的各種方

法或形式 34F

41，按此邏輯，則推導自出版自由的新聞自由，也只是言論自由的一

                                                        
37 林子儀，同註 25，頁 70。 
38 陳慈陽，同註 27，頁 667。 
39 李惠宗，同註 26，頁 197。 
40 錢震，同註 8，頁 339。 
41 同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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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形式，內涵並無二致。而我國學者陳慈陽所建構之表現自由之體系，亦係以

人民表達意見之形式為標準進行分類，並認為新聞自由係言論自由之特別規定

35F

42，出版自由則非言論自由之特別規定 36F

43，惟其在探討新聞自由之內涵時主要

係於出版自由之體系下討論，由此可見，陳氏對於新聞自由在憲法第 11條中之

定位似無嚴格之劃分。筆者亦認為，新聞自由所涵蓋之內涵過於廣泛，要特定

新聞自由係從憲法第 11條所明定之基本權利中的何者所推導出來，的確是十分

困難的事。而我國學者林子儀認為，其雖同意新聞自由可從出版自由所推導而

出，但並不同意新聞自由只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意即，其不同意新聞自由

只是「新聞媒體的言論自由」，並基於第四權理論，認為新聞自由係獨立於言論

自由以外之基本權利 37F

44。筆者同意此種見解，蓋新聞媒體基於新聞自由，確實

享有一般人民所無的特權，例如：參加政府機關所召開的記者會、進入特定之

封鎖區域等，如果將其內涵與一般的言論自由等同視之，尚非妥適。 

 

第二項 第四權理論 

「第四權理論」的原文為「the fourth estate theory」，其中的「the fourth 

estate」，直譯的話應譯為「第四階級」，我國新聞學者亦多使用該譯稱。以第四

階級形容新聞媒體，據信是始於英國政治家 Edmund Burke38F

45，當時的英國國會

由三大階級組成—教會、貴族以及平民，而 Burke認為，新聞記者雖然並未參

與國會之組成，只能待在國會的旁聽席，卻是比這三個階級更為重要的第四階

級 39F

46。而現今的國家體制，政府的主要架構多是三權分立之形式，如仍使用階

級來劃分政府的組織架構，確實稍嫌過時，因此我國法學家在引進該理論時，

                                                        
42 陳慈陽，同註 27，頁 662。 
43 陳慈陽，同前註，頁 663。 
44 林子儀，同註 25，頁 69-72。 
45 Schultz, Julianne,Reviving the fourth estate 49(1998).然亦有不同說法，有學者認為該詞之起源

應是英國政治家 T.B Macaulay，參見：David L. Lange, The Speech and Press Clauses, 23 UCLA 

Law Review 77-119 (1975)，轉引註自：林子儀，同註 25，頁 67，註 10。 
46 Potter Stewart, Or of the Press, 26 Hastings L.J. 631,634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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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採用「第四權」這個較為符合現代政府的譯稱，以表示出新聞媒體擔當監督

構成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第四權」的功能，本文以下亦使用該譯

稱。而新聞學上雖然多用第四階級一詞 40F

47，惟兩者皆在展現新聞媒體作為監督

政府之角色定位。 

 

第一款 理論原型 

「第四權理論」係由美國已故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Potter Stewart 於 1974

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演說中提出 41F

48，簡單統整其論述，可以得出以下重點：

(1) Stewart 大法官認為，從最高法院關於新聞自由的四個判決中，可以看出最

高法院認為憲法上新聞自由之保障，本質上是一種制度性組織的條款，原因在

於，《權利法案》中的其他的大多數條款都保護了特定的自由或個人的特定權

利：言論自由，禮拜自由(宗教自由)，受律師協助之權利…等等，然而保障新

聞自由的條款將保護範圍擴大到機構。簡而言之，具組織性的出版業是唯一受

到憲法明確保護的私人企業 42F

49。(2)而新聞自由的意義如僅在於保障報紙出版商

的言論自由，那只會是種憲法上的累贅。在 1776年至憲法起草之間，許多州憲

法中都有保護新聞自由的條款，但同時也沒有承認一般性的言論自由。制憲者

透過在第一修正案中同時保障這兩種自由，表示其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兩者之間

的區別 43F

50。(3)假定將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唯一目的，認為是確保報紙可以成為

供大眾辯論的中立論壇、「思想市場」的話，也是錯誤的觀念。亦有論者將新聞

界視為人民與其所選出之領導者間的中立資訊管道，然而上述這些理論的通

病，是沒有充分重視新聞業的機構自主權，惟此正是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目的

44F

51。(4)制憲者在建立聯邦政府的三大分支時，便有意地建立了內部制衡體系，

                                                        
47 例如：鄭貞銘，同註 6，頁 188；李茂政，同註 16，頁 323；錢震，同註 8，頁 377。 
48 林子儀，同註 25，頁 73。 
49 Potter Stewart, supra note 46, at 633. 
50 Id. at 633-634. 
51 Id. at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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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主要目的也與此類似：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個機構，以

作為對官方三權的追加制衡(additional check) 52。45F 

由於 Stewart 大法官所提之上述見解為原始的理論，故完整性稍嫌不足，但

已明確顯示其認為憲法之新聞自由，係為保障媒體作為政府之外的第四權之功

能以及自主性的核心立場。而 Vincent Blasi以及 C.Edwin Baker 兩位學者也對於

該理論作出了補充 46F

53，其認為，民選政府之施政本即應受人民之監督，且政府

因擁有合法暴力的權限，故如濫權，對於人民與社會之影響力與傷害亦較私人

為鉅，為了預防這樣的情況，在三權彼此間監督的力量不足，而人民的監督力

量又過於分散的狀況下，便需要具有良好結構、財務健全、資訊取得與傳播兩

管道皆優的組織來監督，而具有此能力的僅有新聞媒體。因此，透過分析上述

論點可以得出，以第四權理論所建構之新聞自由，具有以下特性：(1)新聞自由

為制度性的基本權利，而非個人性的基本權利(2)新聞自由的主體為新聞媒體，

而非一般大眾(3)新聞自由為一種工具性的基本權利(4)新聞自由並非以保障或促

進新聞媒體自身之利益為中心(5)新聞自由提供了新聞媒體言論自由保障範圍以

外的特別保障。 

 

第二款 反面見解 

    而反對第四權理論者認為，新聞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力並不如支持者所想像

的巨大、重要，客觀上亦無充分證據能佐證此點，且以新聞媒體表達、傳播意

見和一般言論表達並無不同，實無法找到給予媒體特殊待遇的理由；再者，新

聞媒體的定義該如何、由誰界定？如由政府界定，是否會有球員兼裁判的嫌

疑；最後，給予新聞媒體特殊待遇的合理性為何？是否有違任何人皆平等享有

基本權利之理念 47F

54？對於上述質疑，支持第四權理論的學者林子儀認為，從常

                                                        
52 Id. 
53 本段整理並節錄自學者林子儀對該二位學者所作之理論統整，詳文請參照：林子儀，同註

25，頁 77-84。 
54 林子儀，同前註，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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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推斷，一個能夠傳遞其意見想法給數十萬、百萬人的人或組織之言論影響力

較一個人為大，是符合邏輯的 48F

55；至於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區別是否有必

要，其認為，在同意基本權能夠分為制度性基本權利與個人性基本權利的立場

下，以第四權理論將兩者區分的實益在於給予新聞媒體一定之憲法地位，且兩

者之權利性質不同，內容亦不相同 49F

56；而由誰界定新聞媒體的問題，需要登記

始能合法營運的廣播電視媒體在形式認定上較無困難，比較有困難的報紙雜

誌，則可以由法院對於具體爭議產生時，參考社會對於「何謂新聞媒體」之共

識進行判斷，不僅較為具體，亦可避免恣意 50F

57；最後，新聞媒體在受有特殊待

遇的同時，也同時擔負了特別的義務，而非僅有特權而已，且所有人均有成立

或加入新聞媒體的機會，並未違反平等享有基本權利之理念 51F

58。 

 

第三款 現代意義之第四權理論 

    然而，在林子儀教授於我國引入第四權理論近三十年後的今日，隨著網際

網路漸趨發達，資訊獲取與傳遞的速率相較於當時已經不是倍數，而是指數等

級的成長。伴隨著這樣的成長，有研究認為，以第四權理論作為新聞自由與言

論自由區別之基礎，已不合時宜，兩者並無區分之必要，原因在於，第四權理

論主要以「為了保障新聞媒體代替人民監督政府的功能，便必須保障其特權」

作為其立論基礎，且過去也只有具組織性的大型新聞媒體具有這樣的能力及專

業進行監督，但現在一般人透過網路，也都有可能成為新興媒體，如此一來，

如果原屬於個人之言論自由即能發揮等同於專業傳統媒體組織的功能，那單一

個人也可能作為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而享有現代意義新聞自由之保障，意即，

所有人都可能是第四權，權利主體之認定，應該以「是否為機構」轉變為「是

                                                        
55 林子儀，同前註，頁 88。 
56 林子儀，同前註，頁 92-93。 
57 林子儀，同前註，頁 95-96。 
58 林子儀，同前註，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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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發揮監督之功能」而定 52F

59。筆者以為，該研究確實點出了第四權理論在面

對現代科技使媒體與個人之分界愈趨模糊的狀況下所顯示出的不足之處，惟誠

如林子儀教授所提出，如果在認定是否屬於新聞媒體之部分有所爭執，為確定

其是否為新聞自由之權利保障主體，依舊可以交給法院來判斷；且縱使進入網

路時代，在判斷新聞媒體上亦仍有標準可循，第四權理論並不至於因此即喪失

其論理意義。我國學者王正嘉則認為，確實，因為網路時代使得人人皆有可能

是新聞媒體，且新媒體相較於傳統媒體更具獨立性，但也因此較為欠缺內部監

督機制而不易自我監督制衡，雖然釋字第 689 號採取了新聞媒體功能取向的觀

點闡釋新聞自由之內涵，提供了新聞自由權利主體擴展之可能，但現階段新媒

體似仍難享有新聞自由，而仍應歸屬於一般言論自由看待 53F

60。 

    而以第四權理論所建構之新聞自由，對於犯罪新聞之報導的意義，即在

於：當新聞媒體在報導犯罪事件時，便是在代替人民監督具有「合法暴力」的

國家公權力，特別是第一線的行政權(警察權以及檢察權 54F

61)，對於犯罪事件是

否有進行妥適處理，諸如偵查、蒐證，起訴與否之決定等刑事程序，以及後續

如進入訴訟，司法權對於該事件之審理。因此，新聞媒體以其第四權之地位，

作為其對於犯罪事件進行報導，尤其是進入偵查或審判中等已由公權力介入進

行處理的階段之事件的合理基礎，確實具有其正當性而應予一定保障。 

 

第三項 知的權利 

    除了第四權理論以外，「知的權利」亦為新聞自由的另一個重要核心內涵與

立論基礎。新聞媒體進行新聞採訪或報導行為時，在有侵害他人權利之虞致產

生爭議，亦或是有過度報導而被質疑逾越、濫用新聞自由的狀況下，為捍衛其

                                                        
59 陳雅慧，想像的新聞自由—從台灣媒體之現實檢討第四權理論，國立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9-101，2009年 8月。 
60 王正嘉，進行中刑事案件之新聞報導的應然與界限，台大法學論叢第 47卷，第 3期，頁

1227，2018年 9月。 
61 當然，檢察官定位的問題於我國爭論已久，惟非本文故於此不深入討論，且無論將其歸為司

法權或行政權，都不影響其作為被新聞媒體監督之客體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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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知的權利」即成為其最常據以主張的「王牌」之一。然而「知的權利」

內涵究應為何？其性質是否屬於憲法權利？縱是，則其權利主體又為何人？最

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即：人民對於犯罪事件究竟有無知的權利，如有，其界

限又在何處？ 

 

第一款 理論原型與發展 

    知的權利在二戰結束以後開始受到普遍的重視 55F

62，而「知的權利(the Right 

to Know)」一詞之提出，最早應可追溯自美聯社前常務董事 Kent Cooper 於

1945年所發表的演說，彼時正逢二戰尾聲，Cooper 認為：「作為實現國際間的

互相理解與和平之基本和必要基礎，都必須確立一個吾人定義為『知情權』的

原則。除非這項權利得到保障，否則任何基本人權都不會安全。」56F

63，並在最

後闡述「全世界的新聞自由，必須擁有能夠在世界各國的報紙之間自由交換新

聞的基本功能，為達此目的則需要一個使用價格低廉卻有效率的通信系統，這

雖勢必是筆龐大支出，但相較於軍備，實為九牛一毛」57F

64，由此可以看出，在

Cooper的觀點，全球性的新聞自由以及具普遍性的人民知情權，是達到國與國

間的相互理解以通往和平之康莊大道。而後，聯合國亦於 1948年 12月 10日通

過世界人權宣言，其第 19條明示「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

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

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用詞雖不同，亦與 Cooper 的想法不謀而合。同

年，知的權利也傳進日本，1950年代開始受到日本學界介紹，並使用於裁判中

58F

65，日本最高裁判所首次使用「知る権利」一詞，是在昭和 44年(1969年)一則

關於國家對於報導機關的取材底片之提出命令被容許之限度與報導、取材自由

和憲法第 21條之權衡的判例中，該案大法庭認為：「報導機關之報導在民主社

                                                        
62 法治斌，人權保障與憲法法制，頁 273，1993年 9月。 
63 Kent Cooper, The Right to Know, 10 Free World 53, 54 (1945). 
64 Id. at 55. 
65 林素鳳，日本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62期，頁 59，200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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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係為了向參與國政之人民提供重要之判斷資料，為國民之「知的權利」

奉獻之存在者謂。」59F

66。相較於「知情權」我國於學理實務上似乎偏好使用知的

權利一詞，筆者推論可能係受到日本之影響 60F

67。到了 1970年代，日本人民從二

戰後便燃起的，對於政府秘密主義之厭惡所致之不信任，在經過多起政治醜聞

事件的催化後達到高峰，開始要求政府必須制定情報公開法，雖然並未得到中

央政府正式制定法律之結果，但山不轉路轉，民眾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從要

求地方政府採納政府資訊公開制度，逐步往上影響中央，最後國會於 1999年制

定完成並公布了情報公開法。我國也在解嚴以後，於 1991年的第四次全國科技

會議上做出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之結論 61F

68，並於 2005年公布施行，相較於日本

並未在情報公開法中明文規定知的權利，我國法於第一條即開宗明義點出該法

係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所設 62F

69。 

 

第二款 理論內涵 

    而知的權利，從前述之世界人權宣言第 19條以觀，係指人民得不受干擾自

由「取得」資訊，並進而「請求」資訊之權利，也因此，其內涵可以分作兩部

分加以理解，一為「自由取得不受干擾之權利」，一為「積極請求公開資訊之權

利」。前者可理解為「資訊受領權」，性質上為自由權，人民有自由獲取各式資

訊之權利，國家與任意社會力量不得阻撓 63F

70，後者則是「資訊公開請求權」，人

民得請求政府將其擁有之資訊向人民公開 64F

71。 

                                                        
66 最高裁判所最高裁判所大法廷決定，昭和 44年 11月 26日，刑集第 23巻 11号，1490頁。 
67 參考法治斌教授前著書中所述，在 1980年代以前，我國對於知的權利之相關研究並不多，

而學術論文亦僅有日本學者石崎正博所著，李鴻禧教授翻譯之「國家之秘密及國民之知之權利

外務省公電洩露事件」一文，故得此推論。參考自：法治斌，同註 62，頁 272。 
68 葉俊榮，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研究，頁 20-21，1996年 5月。 
69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條：「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

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特制定本

法。」 
70 王凱政，偵查不公開原則之研究—偵查秘密與新聞自由間之衡平，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頁 99，2017年 1月。 
71 王正嘉，同註 60，頁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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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知的權利」之憲法地位 

    綜觀前述，毫無疑問，人民的確擁有「知的權利」，惟關於「人民是否有

『憲法上知的權利』」的問題，則有非常大的爭議。之所以會在這個問題上產生

分歧，最主要的原因是，有論者認為，如果同意人民具有憲法上知的權利，則

勢必就必須承認人民對於政府資訊具有直接援引憲法作為依據請求政府公開特

定資訊之權利 65F

72，亦即人民根據憲法即可主張對於政府資訊具有積極性的給付

請求權。雖然在我國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以後，該問題大致上已得到解決，但

對於「知的權利」之定性仍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故實有探討之必要。 

    就該問題表示肯定者，對於知的權利作為憲法上基本權利之法理基礎，主

要的見解有三：(1)從憲法第 22條之剩餘基本權概括條款，即可推導出知的權

利屬於我國憲法保障之人格基本權，且權利主體應屬於全體國民 66F

73。 (2)除了

以憲法第 22條概括基本權為據以外，就憲法第 11條保障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

之法理而言，知的權利作為其前提而受憲法保護自不待言 67F

74。(3)從憲法第 1、2

條所揭櫫之民主原則，即可導出人民之憲法上知的權利 68F

75，詳言之，國家之公

權力活動以及透過該活動所得以保有之資訊、情報，皆為國民之共同資產，而

不應該由政府獨佔並秘密使用，為促進人民參政、監督政府運作以落實民主制

度，自應認可人民具有憲法上知的權利 69F

76。 

    而表示否定者則認為，憲法之基本權利原則上僅有消極防禦權功能，雖不

否認在特殊情況或時代需要之下而應賦其請求權功能，但基於權力分立，此請

求權應交由國會決定，而非使人民得直接援引憲法向政府請求公開資訊。至於

民主原則看似得以作為知的權利之憲法依據，惟該原則至多僅能導出國家之原

                                                        
72 葉俊榮，同註 68，頁 7。 
73 林明鏘，公務機密與行政資訊公開，臺大法學論叢，第 23卷第 1期，頁 69，1993年 12

月。惟林明鏘教授並不認為由此即可承認人民對於政府機關具有公開資訊之積極請求權。 
74 法治斌，同註 62，頁 273-275。 
75 林子儀，同註 25，頁 135。 
76 蔡秀卿，日本情報公開法制訂之意義與課題，立法院院聞，第 28卷第 8期，200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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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性資訊公開義務，而無法直接承認人民具有相對應的資訊請求權利。因此基

本上應否定人民具有之憲法上知之權利 70F

77。 

    就上述兩方面之見解，學者陳愛娥提出了較為完整的批判 71F

78，殊值參考。

對於採肯定說者，陳氏認為，如欲以憲法第 22條作為根據，有問題之處在於，

憲法第 22條本質上係補充性基本權之規定，其欲保障者係防衛性自由權，故無

法作為給付請求權之依據。又，以國民全體而非個人作為基本人權權利主體，

違反其原本以保護個人自由為目標之主旨。而如以憲法第 11條作為依據，陳氏

則認為，雖然無法否認，國民透過政府公開資訊，以了解政治事務，並進而形

成其政治意見，確實是民主國家運作之必要前提，但無法以此即推導出所有人

民都享有積極請求國家公開資訊之主觀憲法權利。最後，以憲法第 1、2條之民

主原則或國民主權原則為依據者，陳氏認為，民主原則或是國民主權原則，本

質上應將其理解為國家統治形式的規範，無從個別化為個人之利益，因此無法

由該原則推導出人民之主觀公權利。對於採否定說者，陳氏表示，就該問題不

應過於概括的論斷，也就是不應該僅以單一或複數之基本權利或憲法原則，即

全面肯認或否認人民具有憲法上知的權利，並提出其看法，認為毋寧應就各基

本權是否賦予人民憲法上請求權，分別提出不同論據來決定。最後肯認，在人

民於各種程序(例如：行政程序、訴訟程序…等)作為當事人時，「為有效主張其

地位、維護其權利，要求相關資訊之公開實屬必要」的情況下，「有利害關係之

人民」確實應該有直接透過憲法規定得出的，請求公開政府資訊之主觀公權

利，意即有限度承認人民具有憲法上知的權利，對於該見解，本文亦表贊同。 

    又，知的權利之權利主體當係人民，而非新聞媒體，新聞媒體雖然享有新

聞自由，但其之所以能主張知的權利得作為新聞自由之基礎，是因為新聞媒體

就知的權利而言屬於人民之「代理人」，應對於政府之公開資訊進行適當報導，

提供人民正確資訊而達參與民主政治的目的，如果其代理人之角色產生失能的

                                                        
77 葉俊榮，同註 68，頁 8-10。 
78 陳愛娥，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的憲法基礎，月旦法學雜誌第 62期，頁 24-35，200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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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政府亦應基於人民知的權利，對媒體進行監督，總的來說，新聞自由與

知的權利，具有彼此和諧與相互抗衡之張力 72F

79。 

 

第四款 對於犯罪事件的「知的權利」 

    而就犯罪新聞報導之內容而言，人民對於犯罪事件的「知的權利」究竟是

否存在？本文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最簡單的原因在於，犯罪事件除了大多攸關

人民的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個人法益之侵害之外，同時也可能與民主政

治之適當運作相關(例如貪污治罪條例所列之罪)，又後者正是知的權利之所以

被重視而加以保障的主要目的，故要求人民對此不聞不問，亦或強制蒙上其雙

眼，試圖營造虛假的和平社會，都是一種不切實際而且完全不合理的作法。因

此，最重要的問題在於，人民對於犯罪事件，其雖有「知的權利」，但界限究應

為何？基本上，依照憲法第 23條之意旨，無絕對之自由權利，無論是否肯認知

的權利得作為憲法上基本權利，都應受此限制，除此之外，亦應合於法律保留

原則與比例原則，且「原則公開，例外保密」，也因此，為合理限制人民對於犯

罪事件之知的權利，即衍生出一定的規範性界限 73F

80。此處所指的規範性界限，

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 245條明示之「偵查不公開原

則」以及依此法所設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然而偵查不公開原則在實務上

有諸多問題，與新聞自由之衝突亦所在多有，容後詳述。 

 

第四項 小結 

    犯罪新聞之報導因為其內容之高度敏感性，而時常引起爭議，在過去也不

乏有基於犯罪報導可能助長犯罪、妨礙犯罪者改過自新或是對於犯罪者的無辜

親友造成傷害等理由，認為報導犯罪事件有百害而無一利，故不應報導，甚至

                                                        
79 王正嘉，同註 60，頁 1231。 
80 王正嘉，同前註，頁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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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極端之見解將犯罪無法停止的原因，歸咎於新聞報導對犯罪事件的「廣告宣

傳」81。然從新聞自由的脈絡下觀察，無論是基於第四權理論，或是人民對於

犯罪事件之知的權利，都能得出新聞媒體報導犯罪新聞，確實受到新聞自由保

障之結論，因此不可能也不得從根本上將其加以禁絕，至多僅能在謹守憲法第

23條之誡命，於合乎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的情況下，對其進行限制。然

而，在討論如何限制犯罪報導以前，必須先思考最基礎的問題，即「為何以及

應否限制」？為了究明此問題，實有必要全面且具體地從正反面探討伴隨著犯

罪報導而來的各種正面及負面影響，也就是犯罪報導的價值與問題。 

 

第二節 犯罪報導之價值 

第一項 對公權力之監督與協力 

    新聞媒體報導犯罪新聞，對於處理犯罪事件之國家公權力，同時具有監督

以及協力之效用。國家對於犯罪事件，從事件發生到執行刑罰之處理順序，通

常可以簡單描述為：事件發生→進入偵查程序→檢察官決定起訴與否→審判程

序→判決宣示→雙方上訴與否→判決確定→執行，而新聞媒體於上述各程序

中，即有可能依狀況發揮其作用。 

 

第一款 偵查階段至起訴階段 

    在事件甫發生時，新聞媒體能夠對於位在執法單位前線的警察權進行監

督，以確保其有於第一時間進行適當的處理，無論是對於事件被害人的態度，

亦或是對於系爭事件的處理積極度，只要媒體持續追蹤，執法單位就較不易產

生在以前資訊不發達的社會時常出現的「吃案」情況，一旦發生，並經由新聞

媒體報導引起社會注意，相關單位也必須面對來自於大眾的輿論，進而迅速出

                                                        
81 王應機，犯罪新聞報導及其法律責任，載：新聞法律問題，頁 231-233，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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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解釋詳情以供人民檢驗 74F

82，如果所受指控與實情不符，亦有自清作用 75F

83。 

    而案件進入偵查程序後，新聞媒體則能對於檢警之強制處分進行監督，諸

如拘提、逮捕、搜索、扣押、對嫌疑人之訊問…等，以督促檢警在偵查時能夠

確保其行為合於正當法律程序，避免因為違法之強制處分，面臨日後檢察官在

訴訟中因為刑訴法第 158條之 2與第 158條之 4的規定導致證據被排除的危

險。又，於偵查階段聲請的羈押，也會受到新聞媒體的監督，此時決定羈押與

否的法院亦為被監督的對象，因此，檢察官是否有盡力提出足夠之聲押理由，

院方是否有對檢辯雙方之主張本其職責進行審慎評估以避免追訴困難或是濫押

而侵害被告人身自由，都會是新聞媒體關注之焦點，也是人民對於司法權作用

進行評價時的參考資料，當然，此些評價是否客觀中肯，則有待商榷 76F

84。惟新

聞媒體就前述之程序中處分進行報導，明顯與偵查不公開原則產生了衝突，就

該問題，本文將於第三節討論，暫且不贅。除了監督以外，新聞媒體亦能以強

大的資訊傳播能力，協助檢警追查逃犯或疑犯，如通緝犯，依照刑訴法第 86條

之規定，於具備必要性時，通緝書得以登載報紙或以其他方法(例如公布於警政

署之官方網站)以公告周知 77F

85；而警察機關新聞發布暨傳播媒體協調聯繫作業規

                                                        
82 近期的案例如 2018年 5月爆發的「所長要求基層寬鬆執法」事件。據報稱，內容約略為：

新北市中和警分局積穗派出所所長遭所內員警投訴，其於開會時暗示所內員警於執法(例如：道

路酒測勤務)時對於特定人士放寬門檻，不要隨便開單或逮捕，該事件曝光後所長亦被調離主管

職並接受督察組調查。參考自：「大咖不用酒測？ 所長被爆料要求員警包庇」，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426986，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83 例如 2019年 11月於台中市發生的一起酒後衝突事件。據報導，嫌疑人之一的王男，因不滿

其明明對另一方係告以殺人未遂與搶奪罪嫌，然警方卻以傷害罪嫌處理，遂於臉書貼出報案三

聯單並質疑警方吃案，而警方亦以監視器畫面與現場蒐證之結果，佐證其處理並無吃案情事，

以維護執法單位之聲譽。參考自：「影／Gay酒吧起衝突互毆 咬人男指控台中警吃案」，聯合新

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15/4173979，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84 然而於我國，或因人民法治教育不足，或因媒體報導時的濫情渲染，使檢方聲請羈押未果

時，人民多會對法院大肆抨擊，認為其未盡職責，將疑犯放歸社會，令人失望透頂，甚至會有

「沒羈押就是無罪」的荒謬評論；而如檢方聲押成功，社會便會充斥「聲押成功=有罪」的先

入為主之有罪推定，這也是我國於引入人民參審制度以前，需要審慎考慮的一點。 
85 刑事訴訟法第 86條：「通緝，應以通緝書通知附近或各處檢察官、司法警察機關；遇有必要

時，並得登載報紙或以其他方法公告之。」該條規定所代表的含意為：「發布通緝時將通緝書內

容，即被通緝之人的詳細資料告知媒體並非通例」，而所謂「必要性」，經筆者詢問實務界人士

以及觀察與通緝相關之新聞報導，多半係於受通緝之人涉犯重罪如強盜、殺人等而認定其對於

社會安全有重大潛在危害性之虞，或是該人已逃亡海外，始滿足必要性之要件而得公布之。惟

一般人透過警政署之通緝犯查詢系統亦得以受通緝之人之姓名與身分證字號進行查詢確認其是

否受通緝，考慮到通緝係對於人之名譽有重大影響之強制處分，此種重視個人名譽與個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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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 5條第 6項亦規定，警方為便於追查犯罪嫌疑人，得適時發布犯罪嫌疑人

之相片或畫像，以求早日偵破刑案 78F

86。以上資訊若經由新聞媒體廣泛傳遞，使

社會大眾一同協助，對於提升檢警之辦案效率亦為一大助力。 

 

第二款 審判階段 

    在犯罪事件經檢方起訴進入審理程序後直至宣示判決，基於法院組織法第

86條之公開審理原則，在沒有但書所列之例外情形而使審判長決定不予公開審

判時，民眾皆得進入法庭旁聽，記者當然也包含在內，而法院旁聽規則第 4條

亦規定，法庭得設記者旁聽席專供記者旁聽，因此於重大矚目案件進行審理

時，能使新聞媒體不會因為法庭內有限的旁聽席與旁聽證制度而被排除，同時

亦確保了其能夠將法院之審理於結束後的第一時間整理、編輯成新聞以使未到

場旁聽的民眾得知審理內容，以盡其作為知的權利之代理人責任，同時使民眾

能夠得知審理內容並進行評價而達監督之效，惟此並不代表其具有未經同意進

行錄音或攝影之特權，記者於旁聽時仍需遵守法院組織法第 90條 79F

87之規定。而

法院之判決經由媒體報導以後，某一程度上也向社會展示了對於類似案件，司

法權所可能採取的對應態度，人民如果對於判決有所不滿，輕則於各式媒體上

進行評論與抨擊，重則可能以集會遊行等手段，要求司法權或立法權有所作

為，近代最顯著之例，即為社會大眾對於高雄地院與最高法院與幼童性交罪之

兩則刑事判決結果極度不滿而引發的 2010年 9月 25日白玫瑰運動抗議遊行，

雖然在該遊行舉行前半個月，最高法院即已作成爭議極大的 99年第 7次刑事庭

會議決議 80F

88，試圖順應民意，惟此種作法不僅無太大成效，甚至有違反罪刑法

                                                        
法值得肯定。 
86 警察機關新聞發布暨傳播媒體協調聯繫作業規定：「五、新聞發布與新聞處理原則及具體作

法：（六）為便於指認犯罪嫌疑人早日偵破刑案，得適時發布犯罪嫌疑人之相片或畫像。」 
87  第 90 條：「(第一項)法庭開庭時，應保持肅靜，不得有大聲交談、鼓掌、攝影、吸煙、飲

食物品及其他類似之行為。(第二項)法庭開庭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錄音。必要時，得

予錄影。(第三項)在庭之人非經審判長許可，不得自行錄音、錄影；未經許可錄音、錄影者，

審判長得命其消除該錄音、錄影內容。(第四項)前項處分，不得聲明不服。」 
88 據該決議之意旨，與 7歲以下幼童性交之行為，無論是否合意，皆一律適用刑法第 222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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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則之疑慮，而遭國內刑法學界強力批判與反彈。由新聞媒體作為民眾與司

法權溝通之橋梁並非壞事，在正確客觀的報導下所帶動之對話，確有可能促進

司法之進步，但如因新聞媒體對於法律之錯誤解讀，而將輿論導向法官之失職

時，不僅非盡責之監督，提供人民片面錯誤的資訊，亦有害大眾知的權利，也

因此，新聞媒體在進行相關的報導時，自應審慎為之。 

 

第二項 對法治社會之正面功能 

第一款 提升人民守法意識 

    新聞媒體在對於犯罪新聞進行報導的同時，經常會附帶性的宣導法治觀

念，使閱聽者對於該類行為有觸法之疑慮有所認識，達到促使大眾遵守法律的

效果。尤其現今科技發達，民眾可能因為使用新型技術之故，致其並未充分認

知到自身行為與違反刑法之關聯，而沒有觸法的自覺。以下試提出幾例，如：

(1)以「統一發票兌獎」APP的線上掃描領獎功能對於他人拍照上傳之中獎發票

之 QRcode進行掃描，進而以該應用程式為盜領獎金之行為，可能觸犯刑法第

339條之 3之違法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罪 81F

89。在沒有智慧型手機與大

量便利的手機應用程式(App)問世以前，僅是為了炫耀或與親朋好友分享喜悅，

將中獎發票拍照上傳並不會發生被人盜領的情況，但我國財政部為了便民所開

發之線上兌獎 App僅需掃描電子發票上的 QRcode便能領取小額的 5、6獎，且

將獎金直接撥入中獎人帳戶，不諳法律又貪圖小利之部分民眾如利用此方式盜

領他人獎金，即有可能觸犯刑法卻不自知，惟該行為是否會符合刑法第 339條

之 3之構成要件，筆者認為容有疑慮，但無可否認，透過新聞媒體之報導對於

提升人民之守法意識與減少投機心理確實有所助益。 (2)於使用網路服務而被

                                                        
1項第 2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而非刑法第 227條第 1項與未滿 14歲之人性交罪之規定，主要

遭非議之點，係因決議內容所設定之性行為同意能力的年齡區分比照民法，毫無法理依據，亦

有違罪刑法定原則之嫌。儘管我國已廢除決議制度，然此決議所造成的影響與爭論對於我國司

法史仍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89 經濟日報，「盜領發票下場慘 獎金追回被告還遭檢調調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6710/4126943，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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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填寫身分證字號時，利用身分證字號產生器等程式，製造虛偽的身分證字

號並作為資料使用，已有可能觸犯刑法之偽造準私文書罪 82F

90。現代人重視個

資，卻又因為網路這把雙刃劍而難以守護個資，此時即有可能運用簡易、快

速、安全無成本的「偏方」來達到原本的目的，本例即屬一典型，因為對行為

人來說，經由電腦程式生成之「虛偽」身分證字號，可能對於他人卻是「真

實」的，以該虛偽資訊填寫資料的行為，在有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情況

下，即難謂其合法，也因為系爭行為的實行門檻非常低且容易發生，透過新聞

媒體報導對大眾宣導自有其必要，且能預期會有不錯成效。(3)在網路上公開留

下表示其將於捷運上進行隨機殺人之預告，有可能觸犯刑法第 151條之恐嚇公

眾罪及刑法第 305條之恐嚇危安罪 8 3F

91。隨著時代演進，言論自由的實行範圍從

物理空間至紙筆，再延伸至電視廣播，最後是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此時某些

罪的射程範圍也跟著變廣，惟部分並未意識到這點的民眾，在網路上時常有如

轉換人格一般，透過鍵盤道出平時無法說出口的言論，亦可能以為躲在網路匿

名性的保護傘下便能毫無限制的暢所欲言，進而認為犯罪預告也會受到言論自

由的保護或是難以被追查，但實際上當然並非如此，當民眾之網路言論有可能

違反前述刑法上之罪時，警方透過追查 IP等方式仍然能夠進行追緝，同樣的，

該罪的實行門檻非常低，實際案例亦不在少數，而透過新聞媒體對相關新聞之

報導，則能夠促使大眾謹言慎行，並養成為自己的網路言論負責之自律風氣。 

 

第二款 加強人民之危安意識 

    在新型態的犯罪手法出現時，例如：(1)將毒品包裝成咖啡包、果凍、軟糖

等看似無害的外觀，因為與傳統毒品具有印象上的落差，除了降低被查緝的風

                                                        
90 ETtoday新聞雲，「用「身分證產生器」避免個資外洩 檢察官：犯偽造文書」，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606/1185030.htm#ixzz67oIrTGMK，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

月 6日。 
91 聯合新聞網，「捷運板南線預告殺人 刑大科偵隊介入偵辦」，

https://udn.com/news/story/7315/3945998，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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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以外，亦能夠降低民眾之戒心，吸引好奇的民眾購買吸食 84F

92。(2)以新型詐欺

手法，如冒用衛生局人員向民眾招攬肝癌篩檢進而賺取篩檢費用 85F

93、於臉書、

LINE等社群媒體創設多個假帳號，同時對於買家及賣家進行三方詐騙 86F

94、民事

訴訟法關於支付命令修法以前遭不肖人士利用作為「合法詐騙」之手段 87F

95…

等，新聞媒體如能對其進行即時性、長期性的報導與追蹤，能夠提高使民眾注

意到該類犯罪手法的機率，並對此提高警覺，避免受到危害。另外，如涉嫌殺

人、強盜等對於個人生命身體法益有重大損害重罪之被告 88F

96，或因犯相類重罪

而入獄服刑的受刑人脫逃的情況出現時 89F

97，基於系爭犯罪所彰顯出該人對一般

大眾之所具有之高度潛在危險，新聞媒體的即時報導，除了前述提及之能有協

助警方早日將其緝拿歸案的效果以外，亦能夠提醒民眾在情況獲得控制以前，

應多加注意自身安全。 

 

第三項 商業價值 

第一款 新聞事業簡史與營利模式 

    新聞事業，如採狹義解釋，係指將新聞與新聞評論介紹給大眾之一切事業

                                                        
92 自由時報，「黑幫設毒品分裝場 新型毒果凍、軟糖、咖啡包統統有」，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641414，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93 今日新聞 NowNews，「假冒衛生局 醫檢所詐騙民眾遭法辦」，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1029/3719502/，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94 自由時報，「網購三方詐欺！被害人如法炮製「買實、賣空」騙人被逮」，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771056，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95 在民事訴訟法關於支付命令的規定修法以前，曾有詐騙集團利用相關規定，向法院聲請核發

支付命令寄予受害人，並在受害人不予理會而未於 20天內提出異議後，以該與確定判決具同一

效力之支付命令作為執行名義，而對受害人之財產進行強制執行。該手法因為形式上完全合

法，使得受害人求助無門，法院亦愛莫能助，僅能依靠修法使支付命令失去確定力僅留下執行

力作為因應。雖然該例於修法前後都不會成立詐欺取財，然性質仍與詐欺相似，故其雖非犯罪

事件，但本文仍提出作為一例。相關報導參：SETN三立新聞網，「小心合法詐騙！法院認證的

「支付命令」 恐讓你家破人亡」，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5444，最後瀏覽日

期：2020年 7月 6日。 
96 自由時報，「射傷 2警嫌犯 左手僅剩拇指 此人凶殘 查緝專刊籲大家小心」，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254332，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97 聯合新聞網，「花蓮注意！高風險性侵假釋犯 拆電子腳鐐溜了」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3587132，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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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而言 90F

98。觀察新聞事業之歷史，新聞的傳播能夠最原始的「口述新聞」，到

「手寫新聞」時代，小範圍擴散傳遞的「新聞信」模式，轉變為讓普羅大眾都

能輕易從報紙獲得新聞資訊的一門「行業」與「專業」，最關鍵的因素即是因為

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 91F

99。而握有印刷技術的人便成立報社，發展報業。隨後因

為傳播科技的推陳出新，新聞事業亦已不限於報業之形式，以廣播電視公司、

網路傳媒公司等形式存在著。而現代新聞事業，無論其媒介是印刷(報紙、雜

誌)、電子(廣播、電視)或是網際網路，雖然營利並非也不該係其唯一目的，然

無可否認，經營傳播媒體確實需要一定的資金，始有辦法確保組織正常運作，

以產出品質優良的新聞報導。至於新聞事業最大宗的收入來源，必然是「廣

告」，報紙會在報上刊登平面廣告，廣播電視則會於新聞節目播放時穿插廣告，

或是將廣告置入到報導中，網路新聞則是前述方式的集大成並再進化，例如：

將廣告以常駐式視窗直接置於報導頁面、以彈出式視窗使閱聽人在點擊新聞時

同時開啟報導頁面與廣告頁面、將廣告置於新聞影片開始的前幾秒…等。而廣

告商向新聞事業購買版面刊登商業訊息以謀其利益，新聞事業由此得到的收入

亦有益其財務收支，同時降低大眾接收新聞的成本 92F

100。但是，新聞如果沒有人

閱讀、收看，廣告也不會有曝光的機會，廣告商在決定是否向新聞事業購買版

面時，理所當然會考慮到此點，要是報紙的銷量、新聞的收視率或點擊率不

佳，就會影響到廣告商投放廣告之意願，也因此，如何吸引民眾購買報紙、收

看新聞與點擊報導網頁，以達提升營收與確保廣告來源之效，從而得到資金，

便是新聞事業經營決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換言之，考慮到新聞事業的核心在

於報導新聞，若以此為出發點，「報導社會大眾『喜歡看』的新聞」即為達前述

目的之一項極為有效的方法，而符合條件的題材，除了娛樂八卦、政治醜聞以

外，犯罪新聞可以說是最為「吸睛」的一類，極具價值。 

                                                        
98 錢震，同註 8，頁 75。  
99 李茂政，同註 7，頁 33-36。 
100 李茂政，同註 16，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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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黃色新聞學 

    要討論犯罪新聞的商業價值，則不得不提所謂的「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黃色新聞」並非指色情相關的新聞，而是指以充分運用「激情

主義(Sensationalism)」同時佐以其他手法進行報導所產出之新聞，其主要目的

在於拉高報紙的銷量。「激情主義」於此之意義係指新聞著重「刺激、煽情、趣

味性」等要素，並將其誇張化，常稱為「煽色腥新聞」93F

101。寫作黃色新聞之手

法，則可以歸納成以下幾種102：(1)煽動性高的大標題，富刺激性(2)圖片、照片

之濫用甚至偽造(3)運用欺騙手段，如捏造新聞(4)於副刊刊登彩色漫畫或粗淺文

章(5)對弱勢表示虛偽同情，並倡導社會運動，表示其利於人民利益之一方。 

    至於黃色新聞之起源，要追溯到 1895年至 1901年，美國兩大報業鉅子赫

斯特(Williams Randolph Hearst)的「紐約新聞報」與普立茲(Joseph Pulitzer)的

「世界報」之間的報戰，當時兩大報為了提升銷量都十分強調犯罪新聞，而效

果也確實顯著，在 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以後也著重在戰爭之報導，此時雙方報

紙之銷量都突破百萬，最後在 1900年達到高峰，多家報社跟進效仿，其「黃色

新聞」之稱，則來自原本在世界報刊載，後來亦載於紐約新聞報之漫畫「黃童

子」主角所穿的黃色衣服，該色在報戰時成為了激情主義的象徵，也使得雙方

被報界人士稱為「黃色報紙(Yellow Press)」，再變成「黃色新聞」 95F

103。 

 

第三款 犯罪報導之商業價值 

    從上述對於黃色新聞的介紹，可以明顯看出，犯罪新聞在黃色新聞的內容

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換言之，犯罪新聞對於報紙的銷量確實是具有正向影

響的，是新聞事業吸引民眾的主戰力之一。如果以我國近代新聞業為例，最為

相似的當屬 2003年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對於台灣新聞業的衝擊，當時蘋果日報

                                                        
101 錢震，同註 8，頁 425。 
102 李瞻，新聞學，頁 108-109，1991年 8月，11版。 
103 錢震，同註 8，頁 426-43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3

34 
 

維持其於香港時主打之「煽色腥」新聞路線，不同於其他報紙，時常將犯罪新

聞搭上大字聳動標題配以血腥圖片打上馬賽克刊登於頭版以博取目光提升銷

量，而內容也不乏將犯罪過程、手法進行鉅細靡遺地描繪，加上其全彩印刷卻

以低廉價格販售，使得蘋果日報雖然時常遭受批評非議，甚至曾連霸過「平面

媒體金芭樂獎」96F

104，但銷量卻居高不下，以 2007年 4-6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傳

媒稽核認證會(ABC)的稽核報告為例，雖然其平均之日發行數 523,376份 97F

105，

輸給排名第一的自由時報 719,744份 98F

106，差距有近 20萬份，然而觀察行銷通

路，便能發現蘋果日報的月均零售量，足足比以大量訂戶取勝的自由時報要高

出 1000萬份，由此可見，主打極富刺激性的犯罪新聞報導，確實能給銷量帶來

正面回饋；同樣，在網路媒體，犯罪新聞也是點閱率名列前茅的新聞種類，如

同前述，點閱率作為廣告商花錢投放廣告的最主要因素，高點閱率對於新聞媒

體所帶來的收益即成正比。雖然現在包含蘋果日報在內，各家新聞媒體對於前

述黃色新聞式的犯罪新聞報導方式都有所收斂，但無可否認，這些銷量、點擊

率的提升與收益，正是犯罪新聞報導所具有之商業價值。 

 

第四項 小結 

    在民主法治國家，新聞媒體的犯罪報導在各個層面上，無論係防止國家暴

力濫權與公權力失控，協助政府推動人民法治觀念的深化及強化，或是促進公

眾對於刑事立法、執行等相關政策的討論，都具有顯著作用，扮演了相當重要

的角色。一個具高度獨立自主性的新聞媒體，其所具有的強大傳播力，使其不

但能夠代替人民監督國家，也能夠作為讓民主社會更臻進步的催化劑。但是，

置身於自由市場經濟中的新聞業，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也有可能會迷失自

                                                        
104 該獎主要頒給自律不足，需要多加改正缺點之新聞媒體。可參考：自由時報，「第六屆平面

媒體金芭樂獎 蘋果日報六連霸」，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539340。 
10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傳媒稽核認證會，2007年 4-6月《蘋果日報》有費報紙發行量報告，
https://www.abc.org.tw/upload/report/cb2cf-2007-4-6-.pdf 
10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傳媒稽核認證會，2007年 4-6月《自由時報》有費報紙發行量報告，

https://www.abc.org.tw/upload/report/ddae0-2007_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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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而忘記自身之責任與義務，尤其犯罪新聞又是最能夠吸引大眾觀看的新

聞類別，其商業價值自然無法忽視，為了營利無所不用其極地提升閱聽人對於

犯罪報導之觸及率，最後所產生的結果，對於新聞媒體來說，的確是會呈現在

點閱率、營收上十分具體的「正面價值」，然對於整體社會而言，則不一定會帶

來同樣正面的效果。 

 

第三節 犯罪報導可能造成之問題 

第一項 與偵查不公開之衝突 

第一款 偵查不公開之意義 

第一目 目的與內涵 

偵查不公開原則(又稱為秘密偵查原則)，明文規定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 99F

107，該條第一項即開宗明義規定「偵查，不公開之。」；第二項與第四項規

定辯護人之在場權，以確保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受律師協助之權利，不會因為

偵查不公開原則受到損害；第三項列舉受到偵查不公開原則拘束之主體，並確

立偵查事項「原則保密，例外始得公開或揭露」；第五項則是偵查不公開作業辦

法之授權母法。而其內涵，如以一言蔽之，係指「對於犯罪事件之偵查，其程

序、內容與所得之心證，原則上不應公開 100F

108」。至於偵查不公開的目的，依偵

                                                        
107 刑事訴訟法第 245條：「偵查，不公開之。(第一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

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

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第二項)檢察官、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

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

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第三項)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

將訊問之日、時及處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第四項)第一項偵查不公開作

業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第五項)」 
108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7條：「偵查不公開，包括偵查程序、內容及所得之心證均不公

開。」該條係舊辦法之第 4條第 1項，原內容並未規定不得公開心證，然參照該條之修法理

由，「基於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及貫徹無罪推定原則，避免輿論引發未審先判之現象」，

不得公開心證亦應為偵查不公開之內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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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2條關於立法目的之規定 1 01F

109，可以分成三部分： 

(1) 確保偵查程序順利進行，以達真實發現。 

因偵查中，偵查機關所掌握之資訊多寡往往是破案關鍵，如果資訊洩漏

導致其失去資訊優勢，則有可能提高犯罪嫌疑人為躲避追緝而逃亡或滅

證之機率，從而妨礙偵查機關追查犯嫌或蒐集、保全證據之行動 102F

110。 

(2) 避免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訴訟關係人之人格權與人身安全受到

影響或侵害。 

在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部分，係能預防如其嗣後受不起訴處分，可免於

在偵查期間內名譽、隱私權受到侵害 103F

111。而訴訟關係人，如有向偵查

機關透漏案件資訊，亦有可能因此影響其本人或他人之名譽、隱私甚或

身家性命，則於起訴以前，其應享有免於資訊外流之信賴利益 104F

112。 

(3) 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在案件受起訴進入訴訟程序前，許多要素(如：起訴前程序是否合法、

證據之價值與證明力、被告之犯罪嫌疑乃至其是否有罪等)都尚未經由

合法之審判程序進行檢驗，如果偵查中事項無保留的開放予社會大眾知

悉，有很高的機率使被告受到輿論的有罪預斷，導致「媒體公審」、「輿

論公審」的產生，甚至無形中給予承審法官壓力，而有可能影響被告受

公平審判之權利。值得一提的是，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於 2019年修法

前，並未明文規定其有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權利之目的，也因此常為學

界所詬病，故修法後新增該目的並明定於第 2 條以杜爭議 105F

113，值得肯

                                                        
109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2條：「為維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與保障被告、犯罪

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安全，並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以落

實無罪推定原則，偵查不公開之。」 
110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七版，頁 14，2013年 9月。 
111 王兆鵬、李榮耕、張明偉，刑事訴訟法(上)，二版，頁 573，2013年 9月。 
112 林鈺雄，同註 110，頁 14。 
113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2條修正說明：「一、偵查不公開為刑事訴訟法之原則，係為使國家

正確有效行使刑罰權，並保護犯罪嫌疑人及關係人憲法權益之重要制度(司法院釋字第七三七號

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而依正當法律程序受公平審判，以獲得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乃訴訟權

保障之核心 (司法院釋字第六五三號、第七五二號、第七六二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自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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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二目 例外 

偵查不公開的例外，除了刑訴法第 245條第 2 項前段、第 3項除書以及第 4

項前段之規定以外，2016 年司法院大法官公布之釋字第 737 號，亦對刑事訴訟

中關於保障被告防禦權帶來重大突破。原本依照修正前之刑訴法第 33 條第 1 項

106F

114，辯護人僅於審判中具有閱卷權，偵查中則無，使得被告如遭檢察官聲押，在

羈押庭中縱有辯護人協助，也會因為對於卷證資料的缺乏而難以進行有效的防禦，

被告與辯護人僅能依修正前之刑訴法第 101 條第 3 項 107 F

115，從法官處得知檢方係

基於何種事實聲押，至於其他證據或是聲押理由之具體內容則付之闕如。舊法之

所以如此規定，可以想見係為貫徹偵查不公開原則，維護偵查中檢方所具有之資

訊優勢以防止蒐證及追訴之困難。然釋字第 737 號中，大法官認為前開二條文

「致偵查中之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得從而獲知者，僅為聲請羈押事由所依據之

事實，並未包括檢察官聲請羈押之各項理由之具體內容及有關證據，與上開憲法

所定剝奪人身自由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不符。」同時申明：「至偵查

不公開為刑事訴訟法之原則，係為使國家正確有效行使刑罰權，並保護犯罪嫌疑

人及關係人憲法權益之重要制度。然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

護人獲知必要資訊，屬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涵，係保護犯罪嫌疑人憲法權益所必要；

且就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資訊之範圍，上開解釋意旨亦已設有除外規定，

                                                        
告之重要憲法權利。因此，確保公平審判，應與維護偵查程序順利遂行及保障訴訟關係人之名

譽、隱私、安全，並列為偵查不公開之三大目的，彼此重要性無分軒輊。」 
114 2019年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 33條：「(第 1項)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

攝影。(第 2項)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但筆錄之內容

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

院得限制之。」 
115 2017年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 1項)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

有左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

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第 2項)法官為前項之訊

問時，檢察官得到場陳述聲請羈押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第 3項)第一項各款所依據之事

實，應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並記載於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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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能兼顧犯罪嫌疑人及關係人憲法權益之保護及刑罰權之正確行使。在此情形下，

偵查不公開原則自不應妨礙正當法律程序之實現。」明確表示了在偵查中之羈押

審查程序給予被告與辯護人閱卷權，在沒有事實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

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時，並未與偵查不

公開原則相衝突。其後，依該號釋字之意旨，立法院亦於 2017 年修正刑事訴訟

法第 93條、第 101條，並增訂第 33條之 1108F

116，確保偵查中羈押程序之閱卷權被

排除在偵查不公開原則之外，從而成為了該原則的例外之一，惟除羈押審查程序

以外，偵查中之閱卷權並未被全面承認，筆者以為實乃現階段被告防禦權與偵查

機關為使偵查順利進行所需資訊優勢間不得不存在之妥協。 

 

第二款 與新聞自由的衝突與矛盾 

然而，犯罪新聞之報導與偵查不公開原則之間，有著許多「剪不斷，理還

亂」的複雜情結，雙方平時互相對立，但有時卻又因為新聞媒體與偵查機關利

益一致或是其他原因，使得後者放寬例外得公開偵查資訊的標準 109F

117，故於該原

則下，無論是公開與否之標準，抑或決定公開之主體，都時常受到外界批判。 

                                                        
116 刑事訴訟法第 33條之 1：「(第 1項)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

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四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

者，不在此限。(第 2項)前項選任辯護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或

律師。(第 3項)前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於第一項情形準用之。」 
117 該標準明定於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案件在偵查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審

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得適度公開或揭

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但其他法律有不得公開或揭露資訊之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對於國家安全、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重大災難或其他社會矚目案件，有適度公開說明之

必要。 

二、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 

三、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要。 

四、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認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

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要。 

五、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藏匿或不詳，為期早日查獲

或防止再犯，籲請社會大眾協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或懸賞緝捕。 

六、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之證據，為被告、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而請求社會大

眾協助提供證據或資訊。 

七、對於媒體查證、報導或網路社群傳述之內容與事實不符，影響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之名譽、隱私等重大權益或影響案件之偵查，認有澄清之必要。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七款得適度公開或揭露之偵查程序及偵查內容，應經去識別化處理，

且對於犯罪行為不得作詳盡深刻之描述或加入個人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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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偵查不公開之規範對象 

至於偵查不公開原則與新聞自由的衝突，首先須從規範對象談起。依刑事

訴訟法第 245條第 3項以及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5條之規定，受該原則拘束

之對象為「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

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110F

118，由此觀察，新聞媒體既非偵查

不公開原則之規範對象，則本不應受其拘束，我國實務上亦無以新聞媒體違反

偵查不公開原則而認其犯有刑法第 132條第 3 項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

罪或第 310條之誹謗罪之先例存在；且以常理推論，假設偵查機關將偵查中應

秘密之事項告知媒體，姑不論其形式係合法或違法，即無論是否合於不公開之

例外而為告知，該行為都已經符合了「公開或揭露」，而使系爭偵查資訊不屬於

秘密 111F

119，再者，基於新聞媒體作為傳播資訊予大眾之媒介的性質，報導其於執

行業務上所獲得的資訊情報乃是權利亦為義務，其對於偵查資訊並不負守密義

務，如認新聞媒體的報導行為屬於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中所規定的公開或揭

露，不僅行為主體不該當，且等於是令新聞媒體陷入違背自身執業義務的窘

境。亦有論者認為，除非新聞媒體與公務員共同將秘密洩漏予第三人，而依刑

法第 31條第 1項成立共同正犯外，因洩密之公務員與新聞記者雙方為對向關

係，新聞記者本身即為洩漏對象，自無從構成該罪 112F

120。 

而在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於 2019年修正前，有論者認為，舊辦法中第 5條

第 3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得告知被告、犯罪嫌疑

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並曉諭勿公開或揭露偵

查中知悉之偵查程序及內容。」以及第 10條第 1項：「違反偵查不公開而洩密

                                                        
118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5條：「(第一項)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

(第二項)前項所稱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及告訴代理人以外，依其法定職務於偵查程序為訴訟行為或從事輔助工

作之人員。」 
119 如最高法院 17年度決議(二)：「已經洩漏之秘密不為秘密。」之意旨，雖決議制度已經廢

除，但該見解仍有其指標性。 
120 王正嘉，同註 60，頁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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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妨害名譽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三百十六條或第三百十條處斷；其

他法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兩條規定綜合以觀，會產生「偵查機

關對原不受偵查不公開原則拘束之人曉諭勿公開偵查資訊時，已使其受該原則

適用範圍所包含，從而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甚或一般

人民，在公開或揭露偵查秘密時，便會成為洩密罪或是妨害名譽罪的處罰對

象」的疑慮，如此限制人民或是新聞記者之傳播或新聞自由，已有違罪刑法定

原則 113F

121。確實，依照原本的條文規定以及立法理由 114F

122，難以確切理解「曉

諭」所生之效果為何，此種擔憂其來有自，然如同筆者於前所述，刑事訴訟法

第 245條第 3項既已明定偵查不公開原則所規範之主體，則自應以所列舉之人

為限，且參酌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5條第 1 項之立法理由：「應遵循偵查不公

開原則之規範主體，限於本法第 245條第 3項規定之人，不及於其他」，應可認

為立法者無意賦予偵查機關隨意擴張偵查不公開原則拘束範圍之權限，且「曉

諭」一詞之意義係為「明白告知，使人領會。」，當中並未隱含強制的意味，其

主要作用在於「使對方知悉」，而無擴張偵查不公開規範對象範圍之效果。新修

正的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6條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

法警察得告知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

規定，並得曉示如公開或揭露偵查中所知悉程序或內容對案件之可能影響。」，

參其修正理由：「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固非應遵循偵查

不公開原則之人員，惟為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司法警察於訊問或詢問時，得告知受訊(詢)問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

定，亦得告知如公開或揭露所知悉之偵查程序或內容，可能對案件偵辦之負面

影響，俾相關人員配合，爰酌為修正文字修正。」可以看出其再次強調被告、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並非偵查不公開之規範對象，而曉示即

                                                        
121 張明偉，以偵查不公開規範傳播自由之探討，法學叢刊，第 237期，頁 102，2015年 1月。 
122 修法前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5條第 3項立法理由：「為使「偵查不公開」能落實，於第三

項明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得告知並曉諭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俾相關人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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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告知之意，其效果也僅有「使對方知悉，如不配合偵查不公開，可能會導致

的負面影響」而已，如此解釋亦能消除該辦法使新聞媒體落入偵查不公開原則

規範對象之疑慮。綜合上述，認為新聞媒體不受偵查不公開原則之直接拘束，

應無問題。 

 

第二目 偵查不公開與公開之決定標準 

既然新聞媒體並不受偵查不公開原則所拘束，何以認為該原則與新聞媒體

具有衝突？重點在於前揭原則的規範對象(尤其是偵查機關)是新聞媒體進行犯

罪報導時，最主要的消息來源，如果對於資訊源頭的對外言論進行限制，自然

會影響其報導的內容，此時便會形成偵查不公開與新聞自由兩者間之角力。於

此，實有必要從本章首節論及之新聞自由的權利保障基礎—第四權理論與知的

權利—進行探討。 

蓋從媒體作為第四權之角色定位觀察，偵查機關對於犯罪之偵查，既屬於

國家之公權力行使，則媒體對其即具有進行監督之權力與義務，惟國家基於偵

查不公開而就偵查事項原則上保密不對外公開的作法，不僅阻攔新聞媒體獲取

進行監督所需的資訊，同時也讓新聞媒體失去監督的基礎，從而形成了對第四

權的限制。 

又，從人民知的權利之觀點來看，如本文於前所述，人民既對於犯罪事件

具有一定程度的知的權利，則政府原則上應將犯罪事件的內容公開，並經由作

為人民知的權利代理人—新聞媒體的報導，使民眾知悉相關資訊，以保障人民

知的權利。而偵查不公開對於偵查事項的內容進行封鎖，使人民無法透過媒體

獲得犯罪事件的訊息，此時人民知的權利即已受到限制。 

    惟依憲法第 23條之規定，基本權利之行使，在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而「有必要」時，並非不得

對其加以限制，以第四權理論或知的權利強化理論基礎的新聞自由亦同，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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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刑事訴訟法第 245條所規定之偵查不公開原則在符合憲法第 23條之規定

下，得作為新聞自由的規範性界限而存在。不僅是刑事訴訟法，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 18條第 1項之規定：「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

不予提供之：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

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二、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

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也表

明了相同的立場，。 

    然而，偵查不公開原則縱能作為新聞自由之規範性界限而得對於偵查資訊

之公開範圍進行限制，亦不能毫無例外，此即為刑事訴訟法第 245條第 3項除

書：「除依法令(於此主要應係指具有具體規定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或為維護

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以及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第 1項

「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所定之得例外公開

之情形。如進一步解釋系爭標準，可以將之歸納為須具備以下要件，始得公

開： 

(1) 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第 1項所列舉之各項情形之一 

(2) 公開係為維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 

(3) 為達前開目的而有公開之必要性 

(4) 無其他不得公開或揭露資訊之特別規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第 1

項但書) 

    如此以觀，該標準似乎十分詳細明確，惟最具爭議的部分即在於何謂「維

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以及「必要性之有無」。此二主要標準係採取抽象實質

認定方式，亦即法條用語高度抽象，在個案係以實質認定是否符合要件，並無

客觀、形式、外觀的判斷標準 115F

123。正因該標準之內涵過於模糊而難以捉摸，於

實務上十分難以判斷，造成偵察機關在考慮是否公開偵查秘密時，謹慎者會對

                                                        
123 「偵查中案件資訊公開或揭露之界限—以公共利益為中心」論壇會議紀錄，法學叢刊第 237

期，頁 70，李榮耕教授之發言，2015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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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下狀況是否屬於例外得公開之情形存有疑慮，致其於應公開時，卻因害怕

違反該原則故選擇不公開，形成消極的自我封口；而對系爭原則存有誤解或是

單純將其當成方便工具的偵查人員，在需要媒體為其執法成果進行宣傳、塑造

執法機關優良形象或其他公開有助於社會產生對其有利之輿論，甚或與媒體有

私下的利益交換時，就會放寬上述公開之門檻，即便不符合要件亦會選擇公

開，此時媒體既然有能獲取偵查資訊進而報導的機會，當然是高舉雙手歡迎，

難以想像會有拒卻的可能，陳運財教授亦將上述情況，稱為「司法與媒體之共

生關係」116F

124；惟欲封鎖消息時，縱使在符合應公開之要件的情況下，偵查人員

亦會選擇不公開。 

    總的言之，偵查公開或不公開，因為標準模糊曖昧的關係，一定程度上或

會流於偵查人員的恣意，從而使偵查資訊公開標準浮濫不一的現象更趨嚴重。

程序面上，對於偵查人員所為之不公開的決定，有論者認為，立法者應該要設

置適當的司法救濟程序，蓋對於某事件應否公開，其既涉及相關散布、傳播之

人是否觸犯刑法第 132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等罪，但在請求公開偵查資訊未果

時，卻無司法救濟管道，並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117F

125。而就偵查人員被認為違反

公開標準之洩密行為，在訴訟中就「是否屬於得公開之事項」之問題有所爭執

時，有論者認為，由於系爭規定中所使用之「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

必要者」，文字上係為不確定法律概念，基於法條文字之多義性，於個案適用

時，本即容許有廣泛之裁量空間，除非原機關之判斷與涵攝有重大明顯違法與

恣意，否則法院與其他機關都應該尊重原機關的認定。因此，在解釋偵查中事

項時，具有決定權限者之行政機關，作為真正行為者，且在具體事件中更較司

法機關具專業性，對於前揭標準之判斷，於某特定範圍內自應許其享有廣大的

                                                        
124 媒體與司法（偵查不公開之再省思），月旦裁判時報第 53期，頁 135，陳運財教授之發言，

2016年 11月。 
125 張明偉，淺談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之修正，台灣法學雜誌，第 369期，頁 36，2019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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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餘地，而排除司法審查之餘地 118F

126。 

    總和上述，高度浮動的公開標準雖給予了偵查人員極大的彈性，卻也成為

偵查不公開原則與新聞自由間產生衝突的最主要來源，在 2019年修法以後，系

爭標準由法條觀察並未有太大的變化，故也難以期待這個問題短期內能夠有顯

著的改善。 

 

第二項 影響法院之審判 

    在討論犯罪報導所帶有的缺點時，「可能影響法院審判」也是常見的論點之

一。最主要的理由，在於犯罪新聞之報導，其內容多半係對於被告或嫌疑人所

涉犯罪之犯案動機、情節、手法、結果等不利於其之事項進行描述，而容易使

社會大眾在閱聽以後，產生有罪預斷的輿論，進一步則可能影響法院的審理，

從而有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也與無罪推定原則背道而馳。 

    惟，「公平審判」係一涵蓋範圍廣泛的概念，於其之下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法

律原則與基本權利，有鑑於此，前述之簡略理由實無法準確地指出被告受公平

審判的權利，究竟是哪些部分受到或可能受到犯罪新聞報導的侵害；而無罪推

定原則與公平審判之關係，也有必要釐清，始能更確切的討論犯罪報導對於法

院之審理以及被告權利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以下將就公平審判與無罪推

定原則之內涵進行爬梳，並探討犯罪新聞報導究可能對其造成何種影響。 

 

第一款 公平審判原則 

    所謂的公平審判，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在刑事訴訟中，對於法院來說其為

必須遵循之原則，對於被告來說則是應享有的權利，而內容看似簡單明確，惟

欲細究則非易事。如前所述，公平審判的概念範圍十分廣泛，要準確定義其內

                                                        
126 楊雲驊，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與刑法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之關係－－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一○二年度矚易字第一號刑事判決為例，月旦裁判時報，第 27期，頁 42-43，201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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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十分困難，亦有論者認為，公平審判原則只能根據個案情節認定，而無法明

確認定其概念內涵或為概念上之區分，故將該原則作為調整個案利益之操作工

具，較能符合其所具有之程序功能127。惟本文仍嘗試先從憲法與國際法層次探

尋公平審判之概念，以勾勒出其具體內涵。 

 

第一目 憲法意義上之公平審判 

    於釋憲實務上討論公平審判與憲法上基本權利之關係，首見於大法官釋字

第 256號，該號理由書中明確表示：「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

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其後，釋字第 418號

解釋亦重申此一立場，依該意旨，依法提起訴訟之權利與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係為憲法第 16條訴訟權所保障之核心內涵；而在釋字第 789號解釋，大法官更

首次於解釋文中肯定公平審判原則之憲法地位：「法院於訴訟上以之(按：指依性侵害

防治法第 17 條第 1 款所作成之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警詢陳述)作為證據者，為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

蒙受潛在不利益，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以

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之防禦權損失。」 

    至於「受公平審判之權利」，陳新民教授將其稱為「得由法院給予公平審判

之權利」，並認該權利作為訴訟權最重要與核心之部分，包括了：(1)公正的聽

審權，與(2)公平的攻擊與防禦權 119F

128。公正之聽審權係指，人民有獲得法官承審

其案件之權利，因人民訴訟權之實踐仰賴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故保障人民訴訟

權者應係憲法意義上之法官，而非法定賦予裁決權者已足 120F

129。又聽審權亦涉及

「法定法官原則」，依照釋字第 665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法定法官原則之內容

包含：法定法官之內容，應以事先一般抽象之規範，明定案件之分配，不得將

案件恣意操控由特定法官承審，從而干預審判。該原則係法治國家所應依循之

                                                        
127 何賴傑，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刑事訴訟法上一個新的法律原則？，憲政時代，第 25:4期，頁

37，2000年 4月。 
128 陳新民，憲法學釋論，修訂八版，頁 409，2015年 5月。 
129 陳新民，同前註，頁 4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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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原則，我國憲法基於訴訟權保障及法官依法獨立審判，亦有相同之意旨。

而公平的攻擊防禦權，陳氏認為，該權利為訴訟程序中，人民在對抗公權力之

侵犯時，所享有似於私權訴訟中基於雙方當事人平等與當事人進行主義所強調

的「武器平等」121F

130。觀察我國釋憲實務，就刑事訴訟中關於被告之攻擊防禦權

之保障，以人民享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為論理基礎之解釋，如：刑事被告於訴

訟中對於共同被告對質詰問權 (釋字第 582號解釋)、以對於受羈押被告與律師

接見時之監聽錄音所得內容，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有害被告受辯護

人協助之防禦權之行使(釋字第 654號解釋)、保障審判中被告之卷證資訊獲知

權(釋字第 762號解釋)。 

    而許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 654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中，對於公平審判於我

國憲法上防禦權審查體系之定位亦有詳盡的說明。依其見解，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係訴訟權之操作法則，從其內涵則能夠推導出公平審判原則。而公平審判原

則之內涵包括了被告防禦權有效行使與法官保留原則之確實遵守。對於刑事被

告而言，公平審判的首要任務就是保障被告防禦權之充分有效行使，又防禦權

作為訴訟權之核心內涵，如果遭到侵害，訴訟權即遭侵害，故憲法所保障之訴

訟權，對於刑事被告來說，所要保障的即為其防禦權。至於被告之防禦權的核

心內涵有三，即：不自證己罪、受辯護人協助、無罪推定。而為保障被告之防

禦權，自應嚴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下的法官保留原則，與作為其下位概念的法

定法官原則、法官獨立原則、法官中立原則。 

 

第二目 國際法上之公平審判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於 2009年經立法院議決，肯認具有我國內國法效力 122F

131之公民與政治權利

                                                        
130 陳新民，同前註，頁 414。 
131 兩公約施行法第 2條：「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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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其於第 14條 12 3F

132

明定了許多對於刑事被告之權利保障影響重大之內容。該條第一項即規定：「任

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

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簡短的一句話即涵蓋了法官獨立原則、法官中立原則、

法定法官原則、公開審理原則等概念。第二項則是無罪推定原則之規定。第三

項則以保障被告防禦權為主，明列諸如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速審權、答辯

權、對質詰問權、不自證己罪等刑事訴訟中被告享有的重要權利。第五項至第

七項則是關於被告之上訴權、刑事補償請求權與一事不再理原則，規範內容十

分詳盡。 

    雖然公約中並未明示該條與公平審判(fair trial)之關係，然觀其規範內容，

即能明顯看出本條之目的即在於使被告於刑事訴訟中應享有一定權利，俾能受

公平之審判，故有論者稱本條為公平審判條款，並指出，儘管公平審判原則之

概念內涵廣泛而較為模糊，但依照該條款所定內容，至少能夠肯認，「法官之無

                                                        
132 公政公約第 14條：「一、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

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法院得因民主社會之

風化、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關係，或於保護當事人私生活有此必要時，或因情形特殊公開審判

勢必影響司法而在其認為絕對必要之限度內，禁止新聞界及公眾旁聽審判程序之全部或一部；

但除保護少年有此必要，或事關婚姻爭執或子女監護問題外，刑事民事之判決應一律公開宣

示。 

二、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 

三、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 

（一）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 

（二）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 

（三）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 

（四）到庭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

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 

（五）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

證； 

（六）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 

（七）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四、少年犯罪之審判，應顧念被告年齡及宜使其重適社會生活，而酌定程序。 

五、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 

六、經終局判決判定犯罪，如後因提出新證據或因發見新證據，確實證明原判錯誤而經撤銷原

判或免刑者，除經證明有關證據之未能及時披露，應由其本人全部或局部負責者外，因此判決

而服刑之人應依法受損害賠償。 

七、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

判或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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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頗性或中立性」124F

133、「不自證己罪原則」125F

134與「無罪推定原則」126F

135皆屬公平

審判原則之核心內涵。 

 

二、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 

    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簡稱「歐洲人權公約」，其作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區域人權公約，

歐洲理事會共計 47個會員國皆在該公約之規範效力範圍內，幾乎涵蓋整個歐

洲，我國雖然並未包含在歐洲人權公約效力所及之範圍內，然此公仍有供吾人

借鑑、比較之價值。 

    而在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其亦規範了被告於刑事訴訟中所享有的權利。

與公政公約不同的是，歐洲人權公約明確表示本條係為保障「受公平審判之權

利(Right to a fair trial)」。條文臚列如下： 

第一項 在決定某人的公民權利與義務或在決定對某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時，任

何人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到依法設立的獨立、公正的法庭之公平與公開

的審訊。判決應公開宣布，但為了民主社會中的風化、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

關係，而該社會中為了少年的利益或保護當事各方的私生活有此要求，或法

院認為在其種特殊的情況下公開將有損於公平的利益而堅持有此需要，可以

拒絕記者與公眾旁聽全部或部分的審判。 

第二項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證明有罪之前，應被推定為無罪。 

第三項 凡受刑事控告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權利： 

(一) 立即以其所能了解的語言詳細地告知其被控何種罪名與被訴原因； 

(二) 為準備辯護，應予其適當的時間和便利； 

(三) 由其本人或本人選擇的法律協助為其自身進行辯護，或如果其無力支付

                                                        
133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七版，頁 101，2013年 9月。 
134 林鈺雄，同前註，頁 162。 
135 林鈺雄，同前註，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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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協助的費用，則為謀求公平利益有需要時，可予免費； 

(四) 訊問不利於其的證人，並在與不利於他的證人相同的條件下，使有利於

他的證人出庭受訊。 

(五)如果其不懂或不會講法院所使用的語言，可以請求免費的通譯協助 

 

    相較於公政公約第 14條，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所明定的範圍縮小了許多，

惟在第 1項其規範內容與公政公約第 14條第 1項、第 2項基本上大同小異，都

規範了法官獨立原則、法官中立原則、法定法官原則、公開審理原則與無罪推

定原則，而第 3項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被告之防禦權。 

    透過以上就我國憲法與釋憲實務以及國際公約對於公平審判原則之詮釋，

本文認為，在討論犯罪新聞報導對公平審判之影響時，確有必要擴大「公平審

判」的涵蓋範圍，從較宏觀的角度觀察並細緻化出犯罪報導與其產生衝突的部

分，故參照前述，在公平審判原則的架構下，有可能與犯罪新聞報導衝突者，

法官獨立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是較為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對象。 

 

第二款 法官獨立原則 

第一目 法官獨立原則之內涵 

    所謂法官獨立原則，包含事物獨立性與人身獨立性。事物獨立性之基本要

求規定於憲法第 80條：「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

干涉。」，以確保進行審判時法官能夠依法論斷，並享有免受任何命令之自由與

不受外力干預之裁判自由，此處所指之外力，也包含了司法行政之上級(如法院

院長、司法院院長)、行政或立法之官員等國家機關。而事物獨立性不僅僅是憲

法對法官之保障，同時亦為憲法對法官所課予之高度義務 127F

136。至於人身獨立

性，則規定於憲法第 81條：「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

                                                        
136 林鈺雄，同前註，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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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也就是對於法官之

人事身分事項給予特殊保障，並作為事物獨立性之後盾而存在 128F

137，蓋如法官無

人身獨立性，則實難有效保障其事物獨立性，易言之，當法官的身分未受特殊

保障而可能因為上級之人事壓力影響其判決時，法官獨立性即蕩然無存。 

    法官獨立原則之適用範圍，涵蓋所有法官保留之事項，除了憲法第 77條所

規定之司法權核心領域之事項以外，審判以外如刑事偵查中之強制處分事項(對

被告之羈押處分、搜索票的核發等)亦受該原則之拘束與保障。 

    然而上述所指之法官獨立，只涵蓋了外部獨立，亦即法規範能夠確保的，

僅有法官的事物獨立與人身獨立，至於法官本身受到無形之外力干預而影響其

情緒、見解與判決時，則非法規範所能直接干涉，也因此有論者謂此為法官之

「內部獨立性問題」129F

138。想當然耳，犯罪新聞報導無法對於法官之外部獨立性

產生影響，惟當媒體審前不斷針對案件進行報導且內容多不利於被告時，一旦

帶動社會輿論，使大眾形成有罪預斷的共識，甚或白熱化為媒體公審的情況，

即有可能對於承審法官造成壓力，進而動搖其內部獨立性。此處舉一例進行說

明，即 2012年初於我國鬧得沸沸揚揚的「川島茉樹代等人毆打計程車司機案」

(下簡稱Ma案)。 

 

第二目 實際案例 

    該案發生於 2012年 2月 2日晚間，藝人川島茉樹代(Makiyo)與其日籍友人

友寄隆輝、演藝圈好友王湘瑩、曾瓊慧四人，飲酒後搭乘林姓司機所駕之計程

車，在乘車時因川島要求司機加速行駛而與該名司機產生口角，下車後川島認

為林姓司機態度不佳並阻止其友人付款，隨後雙方產生些許肢體接觸，川島因

此憤而踹踢毀損計程車門，接著友寄便攻擊林姓司機，而川島亦一同以腳踢傷

害林姓司機，兩人之行為造成林姓司機受有頭部外傷、腦膜下腔出血與腦震

                                                        
137 林鈺雄，同前註，頁 100。 
138 林鈺雄，同前註，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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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左胸腔部骨膜斷裂及胸部挫傷等傷害 130F

139。 

    該案發生時，因為川島其藝人身分之知名度而引起社會大眾高度矚目，媒

體亦於該事件甫發生時進行密切追蹤，除了對於案發經過進行詳盡有如身歷其

境的描述以外，也迅速起底被告友寄隆輝之身家背景 131F

140，並施加聳動的標題，

同時連日報導社會大眾對該事件的評論與反應。而各家名嘴也不落人後，紛紛

對於Makiyo 進行抨擊 132 F

141、以仇恨言論試圖引起民眾反日情緒 133F

142，並直接在政

論節目上對於案件內容進行有如法庭審判的討論，更甚者還試圖模擬案發經

過，例如：東森新聞台的新聞評論節目「關鍵時刻」，來賓馬西屏、彭華幹二人

以實際動作演示林姓司機被毆經過，至於演出的「腳本」係基於司機太太轉述

林姓司機之說法，主持人劉寶傑則在旁加以評論川島、友寄兩人之惡性重大程

度 134F

143；TVBS新聞台的新聞評論節目「2100全民開講」，主持人李濤亦於節目

中連線記者，在案發現場停放一輛計程車並佐以記者在旁的口述與動作比劃，

「還原」案發經過 135F

144。這樣的節目內容，筆者認為基本上已經超出所謂新聞評

論的範疇，而帶有高度主觀性報導的性質。 

    鑒於上開媒體作為所帶起的社會輿論與注目，檢方也一反常態，高效率的

在案發第 8日(2 月 10日)火速以重傷害罪嫌起訴川島、友寄二人，一審法院判

決則認為兩人無重傷害犯意，從而變更起訴法條，以傷害罪處斷，在判決 1年

                                                        
139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矚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 
140 自由時報，「《毆運將案》友寄隆輝來頭不小 為日本知名夜店社長」，https://news.ltn.com.tw

/news/society/breakingnews/599633，最後瀏覽日：2020年 7月 6日。 
141 可參考：中時電子報，2012/02/08「Makiyo喝茫快閃 慣性上演英雄救美」之報導內容： 

「Makiyo「醉惡」有跡可循！名嘴許聖梅在新聞節目引述《壹週刊》直擊她上月參加夜店尾牙

時的報導，認為該報導就是「運將挨Makiyo日友毆」翻版，「她就是愛喝酒，酒後需要護花的

慣犯」，兩挑釁事件僅差半個月。…」，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20208000690-2

60107?chdtv，最後瀏覽日：2020年 7月 6日。 
142 可參考：自由時報，「李濤邱毅炒過頭 網友批瘋了-名嘴辦案邊演戲 煽動反日」之報導內

容：「邱毅在他中天的節目出現用台語說『氣到吃不下飯』、『日本有錢人欺負台灣人、污辱台灣

人』、『糟蹋台灣人的日本鬼』、『台灣人最有骨氣不要哈日，不要因女的漂亮，男的有錢，台灣

人要有尊嚴、骨氣、勇氣』」，https://ent.ltn.com.tw/news/paper/559566，最後瀏覽日：2020年 7

月 6日。 
143 原影片參考自：關鍵時刻，「Makiyo、友寄隆輝「打人喊告人」揭秘！？」，第 1250集 2012

年，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Bc_oaiDU，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44 原影片參考自：2100全民開講，2012年 2月 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aEp

WFam6M&list=PLE67589962E895FDC&index=3，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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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0月有期徒刑下分別給予兩人 3年及 4年之緩刑，判決一出，第一時間該案

之蒞庭檢察官亦發表個人意見，表示其認為法院判決合理，被問及是否上訴

時，亦表示雖要等待檢方內部討論始能決定是否上訴，惟其亦言：「檢察官不該

成為愚蠢的酷吏！136F

145」，頗有向檢方喊話不要上訴的意味。然而社會大眾對於

系爭判決結果，尤其是緩刑的部分非常不滿，或許是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檢

方在經過內部討論後，仍於 5月 10日以兩人係基於重傷害犯意犯重傷害未遂為

由，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而高等法院並未變更見解，維持一審判決駁回檢方

上訴，全案塵埃落定。 

    在這個案件中可以發現，檢方無論是在起訴之速度(案發至起訴僅 8天)、

起訴法條的選擇與求刑刑度(相類行車糾紛細故導致鬥毆之案件，以重傷害起訴

的例子十分稀少，更遑論求處重刑)，甚至是上訴之決定與其理由，都有可能受

社會輿論以及新聞媒體的壓力影響，儘管法院並未在實體部分讓步，而堅守原

本之見解，未使新聞報導影響其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然而，在量刑的部分，

法院縱未宣告檢方所求處的兩年與一年四月之有期徒刑，惟參其量刑理由：「…

本案發生後，被告川島茉樹代於第一時間竟意圖掩蓋真相，未能坦然認錯，被

告友寄隆輝亦隱瞞被告川島茉樹代亦涉案之情節，迭經媒體大幅報導，已造成

社會大眾不良之示範，被告友寄隆輝、川島茉樹代所生危害非輕。」可以觀察

到，新聞媒體的報導，對於法院在考量被告之量刑科處時仍有一定影響，認為

判決應予以回應新聞媒體與當下社會輿論以及民意，而仍有從重量刑之跡象

137F

146，且「經媒體大幅報導造成不良示範」，是否能作為判斷被告犯行所生危害

之輕重的理由，實有疑問，蓋如採肯定之見解，則無非承認量刑之標準會隨著

新聞媒體的報導力度產生變化，極端一點的說，假設有被告 A、B二人，分別

                                                        
145 自由時報，「不該成愚蠢酷吏」 檢方傾向不上訴，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

579253，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46 劉邦繡，媒體過度報導犯罪新聞對刑事司法的影響──以「Ma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

年度矚訴字第一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一年度上字第二○八號上訴書來探

討，月旦裁判時報，第 29期，頁 93，2014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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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案件以完全相同的行為觸犯同一種罪名，所造成之法益侵害結果也完全

相同，且由同樣的法院進行審判時，在其他客觀、主觀條件皆相同的情況下，

若僅因為 A的身分屬於公眾人物故行為較受矚目而有被媒體大幅報導，從而判

定 A之行為所生危害較重，並以此作為 A所受宣告刑重於 B的理由之一，則

明顯難以服人。 

    綜上所述，雖然筆者對於我國絕大多數法官之素養給予高度肯定與信任，

認為經過專業訓練的法官們多能於審判時恪守應遵循之基本原則，不使輿論動

搖其判決之公正度，惟前揭案例仍提醒吾人，不應忽視新聞媒體侵蝕或動搖法

官獨立審判的可能性。 

 

第三款 無罪推定原則 

第一目 於法律體系中之定位 

    無罪推定原則係指：「被告受追訴之犯罪，在法律上被證明有罪以前，應推

定其無罪」，其作為刑事訴訟程序中重要的基礎原則，在世界上多數法治國家亦

為共通之原則，無論何種法系皆然，惟具體運用上有所不同而已。然而，該原

則於法體系上之定位，究竟僅係訴訟法原則，抑或是有其憲法地位，而不僅僅

是原則，甚或具有權利的本質，實有爭議。因我國憲法並無明文規定無罪推

定，又參前述，雖許玉秀大法官認為無罪推定原則為被告防禦權之一環，同屬

憲法第 16條訴訟權所保障之核心內涵，而許宗力大法官更曾直接於意見書中表

述：「無罪推定乃在要求，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依法受有罪之判決前，應視為無

辜。這在我國無疑具有憲法位階，亦為普世人權的基本內涵 138F

147」、「無罪推定原

則是高貴的憲法原則 139F

148」，惟釋憲實務上有明確提及無罪推定原則之大法官釋

字第 653、654、665號，仍未明示無罪推定具有憲法地位。 

    對於該問題，有論者認為，儘管前揭釋字中大法官並未於形式上直接指出

                                                        
147 司法院釋字第 670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148 司法院釋字第 665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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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上」所保障之無罪推定，但是本質上大法官已將無罪推定之理念納入了

憲法解釋中，雖然這三號解釋皆與刑事訴訟程序有關，惟仍不能因此即認定無

罪推定只是訴訟法層次之理念；又，從憲法以及國際人權法的發展與內容觀

察，確認無罪推定的憲法地位確有實質必要性，故由前揭解釋之內涵以觀，應

可確認無罪推定之憲法地位 140F

149。而確認了無罪推定不僅是訴訟法原則，同時亦

具有憲法上的地位後，便須探尋其憲法上之依據。對此，除了前述有提及之憲

法第 16條訴訟權已將無罪推定原則納入公平審判之核心內涵之見解以外，亦有

將憲法第 8條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或是法治國原則作為無罪推定之憲法依據

之說法 141F

150。 

 

第二目 無罪推定僅為原則或係權利 

    關於無罪推定的性質，透過前揭之討論，本文認為，無罪推定並不僅僅係原

則而已，而是獨立具有憲法上地位之權利。原因有二： 

    其一，如果依照憲法第 16 條之訴訟權保障能夠導出公平審判原則之核心內

涵，又該內涵的重心之一包含被告須受無罪推定之保障時，何以能不承認無罪推

定作為被告防禦權之一環，獨立以權利之形式而存在？亦即，被告受刑事控訴時，

應具有「受無罪推定之權利」，始能落實其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從而保障其訴訟權，

若被告無此權利，則當無罪推定原則被違反時，尚需探尋被告因此而被侵害了什

麼權利，如此一來，無罪推定對於被告防禦權之保護，效果即大打折扣。 

    其二，儘管公政公約在我國法律體系中係屬於法律之位階而非憲法位階，

然鑒於其重要性以及規範內容多為基本人權，故仍有參考之價值。公政公約第

14條第 2項係有關無罪推定之規定，官方中文版本雖無使用權利二字，惟考其

原文：「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149 廖福特，無罪推定之權利——三角法律論證，載：《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九輯，頁

522-523，2017年 4月。 
150 同前註，頁 52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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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確實明示了無罪推定係

作為一種「權利」而存在。 

    綜上，無罪推定除了係憲法原則、訴訟法原則以外，同時也應是屬於刑事

訴訟中被告所享有之基本權利。 

 

第三目 新聞媒體是否係本原則之適用主體 

    在結束對於無罪推定之定性後，仍有一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當新聞媒體

在犯罪發生的第一時間進行報導，並於報導內容中，將尚未接受依正當程序所

進行之審判的嫌疑人/被告，以對其受控訴之行為進行詳盡、戲劇性的描述，佐

以蒐集到的事證，配合上聳動的標題，塑造並加強有罪之形象的時，應如何待

之？能否認為新聞媒體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易言之，新聞媒體是否適用無罪

推定原則，而承認其能夠作為侵害被告受無罪推定之權利之主體？ 

    該問題於日本法上曾有相關討論，主要有三說： 

(1)適用說 

    有論者認為，以承認基本權對於第三人具間接效力(基本權第三人效力間接

適用說)為前提，無罪推定之法理亦得適用於新聞媒體 142F

151，也因此，除了對於

被逮捕之人不加敬稱(呼び捨て)的實名報導，已將被逮捕人與一般人做出區別

而與有罪確定者等同視之，違反了無罪推定法理以外，採被報導者係「有力嫌

疑人(有力容疑者)」或「犯人」之立場所作出之「視為有罪之報導(有罪視報

道)」，事實上也明顯違反了無罪推定之法理 143F

152。 

(2)不適用說 

    新聞從業人員與報導自由論者基於「無罪推定法理之保障僅適用於刑事程

序，報導機構既係作為私人於刑事程序外進行報導活動，自無須適用該原則」

                                                        
151 田中輝和，刑事事件報道の実態と刑事訴訟法東北の三大再審無罪事件の場合，東北学院大

学論集 法律学，27号，頁 2-3，1985年 10月。 
152 田中輝和，同前註，頁 7-9。惟田中輝和教授後來改變見解，採取其認為界於不適用說與適

用說中間的「關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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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由，而多半採取反對的立場。更進一步說明，有論者認為，無罪推定原則

的目的，本就是為了防範國家刑事司法權的恣意，也因此直接受到此原則規制

的亦僅有代表國家進行訴追的法院與公家機關而已；且無罪推定原則之射程範

圍亦未遠至連「主張有罪」都禁止，否則檢察官連起訴都無法成立，而新聞媒

體的報導就算在報導中以被告/嫌疑人即為真正犯人的立場進行報導，亦只是

「主張其有罪」而非將其作為有罪者進行「處理」，畢竟新聞媒體本來就沒有使

被報導者受有罪處遇或處理的能力，因此，無罪推定原則，本非直接對於新聞

報導具有約束力，至多只是「報導倫理或報導基準的構成要素之一」144F

153。亦有

類似的見解認為，無罪推定之法理無法直接適用於新聞媒體，但對於新聞媒體

來說仍是必須考慮的重要法理 145F

154，而採所謂「關係說」之見解，惟與不適用說

之間並無太大差異。 

(3)履行義務說 

    而有論者提出，被告受無罪推定法理所保障之本質，係受正當程序之權

利，並能以此得出判斷刑事程序是否『公平』之指標，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

之權利(公平な裁判所による裁判を受ける権利)，並分別就系爭權利得否適用

基本權第三人效力論之間接適用說(下稱間接適用說)與基本權保護義務論進行

討論。然而就間接適用說而言，因為能夠侵害受公平法院審判之權利之主體，

僅限於法官或是裁判員，而報導機構能做的至多只有「使事實認定者侵害該權

利」而已，故該權利並不適用間接適用說 146F

155。至於基本權國家義務論的部分，

該理論之主要內容係，國家對於私人之基本權遭他人侵害時，有提供法律手

段，使其可能實現阻止該侵害或是回復因該侵害所生之損害之義務，惟此係以

私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存在作為前提，在刑事程序上之權利(受公平法院審判之

                                                        
153 飯室勝彦，取材・報道と「無罪推定の原則」，自由と正義，45巻 8号，頁 47-48，1994年

8月。 
154 田中輝和，刑事「事件報道」と刑訴法との関係，東北学院大学論集 法律学，1998年 3

月。 
155 渕野貴生，適正な刑事手続の保障とマスメディア，頁 231-232，2007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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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受無罪推定之權利)的情況，試圖回復私人間的損害本即係不可能之事，

也因此無法適用基本權國家義務論 147F

156。然而，這並不代表新聞媒體即可完全自

外於無罪推定原則，當報導機構透過有罪視報導，使法院產生預斷而侵害了被

告之受公平法院審判之權利或受無罪推定之權利時，國家為了履行己身義務，

確保正當程序之進行，作為必要的手段，並非不得對於新聞媒體以一定之法規

範進行限制 148F

157。 

    參考上述見解可以看出，要求新聞媒體需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約束，甚或

以法律強制課以其遵守之義務，不僅在主體性的部分有疑問，於法理上亦有難

以忽視的障礙。觀察我國法制現況，亦無基於落實無罪推定而對於新聞媒體所

制訂之法規範，較有關連的僅廣播電視法第 22條：「廣播、電視節目對於尚在

偵查或審判中之訴訟事件，或承辦該事件之司法人員或有關之訴訟關係人，不

得評論；並不得報導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惟考其立法理由：「本條規定

旨在避免廣播、電視節目內容，影響審判之獨立。」並非為使媒體遵守無罪推

定所設，且前段亦係針對評論而非報導之規定。至於要求新聞媒體須遵守無罪

推定原則之相關規定，多為媒體自律之規範形式，例如由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

員會所通過之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第 4條第 2項，以及中華民國電視道德規

範第 9條第 2項皆明示：「犯罪案件在法院判決前，須假定嫌犯無罪，採訪報導

時，應尊重其人格。」，除此之外，各家大型新聞電視台亦多有於自家之自律規

範中為相類之規定 149F

158，惟從一般新聞實務上觀察，此些規範仍時常被聳動的標

題與高度煽情的內容所淹沒，縱使違反自律規範，也幾乎沒有任何負面代價，

效果極其有限。故本文認為，當新聞媒體之自律已經失能，甚至將犯罪新聞之

報導以有罪推定為原則，而對被告受無罪推定之權利產生實際之負面影響時，

依嚴重程度而定，國家之法規範並非全然無介入之餘地。 

                                                        
156 渕野貴生，同前註，頁 234-238。 
157 渕野貴生，同前註，頁 238。 
158 如：中天新聞台之中天專業倫理規範第 4章第 2項第 1款、TVBS新聞台之 TVBS新聞道德

與採訪守則第 6項第 1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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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犯罪新聞對於司法人員執行職務之影響 

    儘管採取認定無罪推定原則不適用於新聞媒體之見解，也沒有辦法否認，

新聞媒體就犯罪事件所採取的過激報導，確實有可能會影響第一線處理案件的

司法人員。從檢方的角度來看，如果其就重大矚目案件，未聲押、起訴嫌疑人/

被告或未向法院求處重刑時，實不難想像來自社會的譴責聲浪之劇烈程度，且

檢警在偵查時仍有借助新聞媒體之力的需求(如偵查相關資訊之情報蒐集、建立

與維護檢察體系之正面社會形象等等)，故無可避免地須與媒體保持良好關係；

加上檢察一體的制度使然，承辦案件之檢察官，其獨立性自無法與法官比擬，

就算其自身不受影響，也難保上級不會因為社會壓力而在偵查階段以指揮監督

權介入；最後，因最終決定被告有罪與否、刑度高低之人亦非檢方，也可能使

其在選擇起訴法條或求刑時採取從重的策略，以滿足社會大眾的期望。基此，

新聞媒體對於檢方的影響顯而易見。又，檢方受上述種種因素之左右而「從善

如流」就重大矚目案件進行聲押、起訴或向法院求處重刑的同時，也會將透過

新聞媒體所接收的，來自於社會的龐大壓力，轉移給法院。 

    而從法院之角度，首先，案件承審法官於檢方起訴前閱聽相關犯罪報導

時，對於案件即會產生第一印象，儘管筆者信任我國絕大多數法官之專業素養

應不致使該印象對其獨立審理案件產生影響，惟仍無法排除有罪預斷或其他不

利因素出現的可能。有一則分別針對法官與檢察官進行調查的實證研究指出，

對於自己承辦的案件，不會選擇迴避閱聽相關新聞報導的檢察官佔 58.2%，而

法官則佔 65.3%，可以看出審檢雙方對於自身執行職務不受新聞媒體影響皆具

有相當的自信，然而有趣的是，當問題變成「整體而言，是否認為媒體之報導

型態會對『個案』之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產生影響」時，近六成的檢察官

(57.6%)與法官(56.0%)都給出了「會產生負面影響」的答案，至於影響程度，如

以 1~10分量化，檢察官的平均分為 5.3，法官則是 5.6，結果皆為過半 150F

159。綜

                                                        
159 林永翰，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之衝突—以犯罪新聞報導之媒體公審現象為核心，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2-76，2018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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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看出，多數法官與檢察官雖認為自己能夠不受媒體影響，但也不因此認

為犯罪新聞報導不會影響審檢之認事用法。 

    承前所述，當法院承受了由檢方所轉移之社會輿論時，對於其審理案件勢

必會產生龐大的心理壓力，雖說法官之職責本即應與其抗衡從而做出公正之判

決，然法官乃血肉之軀而非聖賢，難保在輿論重壓下判決不會有失其公正之危

險。以頂新劣油案為例，一審宣告判決時，無罪之結果震驚社會，然而判決書

的最末段，深刻的表達了法官在審理時對抗社會壓力有多麼不易：「本院仍然想

要重申：法官的工作並非順從輿論，我們的任務是保障各種基本權利，使之符

合憲法所揭示的核心價值。如果我們做了不一樣的判決，也許民眾會比較高

興，但我們不能媚於輿論，只為了大快人心而做出令民眾歡欣鼓舞的討好判

決，被告在刑事程序上的基本權利，不應是作為安撫民意的祭品。輿論激情只

在一時，追求程序正義卻是永恆。我們不能為了追求實質正當，而放棄了程序

正義。歷歷回首本案審理過程，吳豪人教授在某篇文章中所提：「全世界的冤

獄，結構都是一樣的：殘忍的犯罪，聳動的媒體報導，激憤的輿論，先入為主

的警察，代罪羔羊的鎖定，刑求逼供得來的唯一證據──卻是「證據之王」的自

白，跟隨警察起舞的檢察官，面對社會壓力的法官。『無罪推定』，從來就不是

刑事訴訟的基本精神。『給社會一個交代』才是」等語，本院心有戚戚焉！

151F

160」司法公正的追求，是否應當承受本於激情失去理性的輿論壓力？而長期在

此般壓力下所生之判決，最終與公平審判的距離是拉近，抑或是漸行漸遠，結

果不言而喻。 

 

第三項 對被告及被害人權利之侵害 

第一款 對被告及嫌疑人權利之侵害 

    被告/嫌疑人可能受到犯罪新聞報導侵害之權利，除了本文於前已討論過的

                                                        
160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訴字第 314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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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公平審判的權利、受無罪推定之權利以外，其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亦

時常因媒體捕風捉影的報導而受到侵害。蓋新聞媒體為提升犯罪報導的閱聽

率，往往會以高度聳動、煽動性極強的標題吸引大眾閱覽，並佐以對犯案過程

繪聲繪影之描述甚或摻入主觀臆測或評價，從而豐富報導內容，形塑被告或嫌

疑人十惡不赦之形象，這類狀況在刑事程序中，從案發至法院宣布判決結果的

整個過程中屢見不鮮。尤其發生在偵查程序時，所造成之侵害更為嚴重，因此

時檢察官尚未決定起訴與否，相較審判程序，案情多處於尚未明朗的模糊狀

態，此時媒體如果對於嫌疑人進行過度渲染、失去客觀性的報導，就會引起社

會大眾之激憤情緒，進而引發「人肉搜索」，接著以灌爆該人社群媒體(如

Facebook或 Instagram)並大肆謾罵之行為，形成所謂的網路私刑，從而侵害嫌

疑人之人格權。以下以 2017年 3月發生之南港小模姦殺案作為事例。 

    該案之被害人陳女於 2017年 3月 1日被發現於台北市南港遭人強制性交後

殺害，經檢警調查後，於 3月 3日逮捕具情侶關係之嫌疑人程男與梁女，並於

3月 4日羈押兩人。此時，新聞媒體以程男於警詢以及檢方複訊中主張「梁女

為共犯」之陳述為主要基底，對於該案進行煽動式、劇情式的報導，並在標題

以「蛇蠍女」152F

161「冷血閨密」153F

162等煽情用詞代稱梁女，更有甚者直接以「父才

過世未滿 50天 梁○○殺人不眨眼」為題。上述報導也引起社會的激憤，梁女的

臉書被大量網友搜得並轉傳，接著萬人湧入並以「垃圾」「不要臉」等字眼對其

百般辱罵 154F

163，結果 3月 6日，案情急轉直下，檢警調查結果認為梁女並非監視

器所攝得之女子，檢察官即向法院聲請撤銷羈押，將梁女釋放並無保請回，並

於同年 6月 20日獲不起訴處分。 

    先撇除新聞媒體為何能夠得知程男於警詢與檢方複訊中陳述之偵查單位未

                                                        
161 自由時報，虐殺過程小模醒來 蛇蠍女拿手電筒砸頭，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

er/1083411，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62 自由時報，打燈看男友性侵 冷血閨密還 PO文裝傻，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

er/1082958，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63 鏡周刊，【閨密誘殺小模】涉設局性侵殺人 梁女臉書被網友灌爆，https://reurl.cc/g7v8RN，

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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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守偵查不公開原則的問題，觀察該案，儘管多數報導在描述案情時，內容中

仍有引用梁女主張自己無罪的說法，但篇幅完全無法與引用程男供述之部分比

擬，且從其標題用詞多帶有高度主觀性之形容詞(冷血、蛇蠍)等即可觀之，新

聞媒體的立場都已將梁女視為有罪之人，則縱使其有引述梁女之說法，單以程

男之說詞即對於梁女進行負面報導甚至抨擊其人格，亦無法認其有盡平衡報導

之職責，儘管其係根據檢警所提供之資訊進行報導，應符合釋字第 509號揭櫫

之合理查證原則，而難認其成立刑法上公然侮辱罪或誹謗罪，然而實無法否認

此些報導已對於梁女之名譽造成損害。至於根據這些報導即在梁女臉書上對其

以侮辱性字眼進行人身攻擊的網友則有成立公然侮辱罪之可能。又，在報導中

公布梁女之本名與照片，使網友得以對其肉搜並起底更多其他個人資訊，亦侵

害其隱私權甚鉅。除此之外，案發兩年多後，這些報導對於梁女的生活仍有相

當大的影響，許多網友仍會對其進行惡意留言而干擾其網路直播工作之進行

155F

164，由此可見其社會復歸之權利行使亦間接受到新聞媒體的負面影響。 

 

第二款 對被告/嫌疑人家屬之影響 

    除了對於被告/嫌疑人本身權利之侵害以外，過度激烈的媒體報導也會影響

到被告/嫌疑人之家人，甚至造成另類的公審，將被告/嫌疑人所涉之罪與所生之

侵害歸咎於其上。近年最典型也最著名的事例即屬 2014年 5月 21日發生之北

捷隨機殺人案，該案被告鄭捷之父母在案發後並未立即出面，此點遭到媒體高

度關注並以「鄭捷父母神隱」等標題進行報導，其後鄭捷父母在 5月 23日透過

市議員發布道歉信，經媒體轉載使社會大眾周知，而網友也對於道歉是否「有

誠意」在網路上熱烈討論，這些回應又再經媒體報導，其後兩人於 5月 27日至

捷運站祭拜死者同時下跪道歉，遭圍觀的民眾怒罵 156F

165，情況宛如遊街公審，另

                                                        
164 三立新聞網，捲小模命案！重獲清白仍處處碰壁 梁思惠嘆：影響我一生…，https://www.se

tn.com/News.aspx?NewsID=402037，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65 自由時報，北捷血案頭七 鄭捷父母 下跪道歉，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827

28，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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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受媒體採訪之警方與精神科醫師也先後發表「孩子有這樣的偏差父母也脫

不了責任 157F

166」、「看重自己遠超過小孩 158F

167」等欠缺實質證據支持的負面評論，

媒體採訪這些言論並大力報導，頗有將被告家屬妖魔化的意味，且前揭報導之

出現時間大多在案發後一周內，除了使正在激憤頂點的社會輿論針對被告家屬

並對其產生極大的壓力以外，在第一時間試圖將案發原因簡單化也會讓社會盲

目，而無法及時就案件背後其他更為重要的問題進行探討與改善。 

 

第三款 對被害人權利之侵害 

    犯罪報導對於被害人權利之侵害，亦多為名譽權及隱私權之部分，而不僅

是被害人，其家屬之隱私權亦有可能因為媒體之過度報導而受到影響。又依情

況之不同，被害人亦有可能會遭受大眾一定程度的公審，甚或是形成檢討被害

人的社會輿論。 

 

第一目 對被害人人格權之侵害 

    以 2012年的李宗瑞性侵偷拍案為例，當時新聞媒體在報導該案件時，都盡

可能的在報導中佐以偷拍影片截圖，以提升報導的可看性吸引閱聽人。而中國

時報的四位工作人員(副總編兩位、主任與記者各一位)即因為在報導中使用了

網路上流傳之性侵偷拍影片之截圖兩張，搭配「變態淫魔硬上月事妹」等聳動

標題，並置於該報頭條位置進行報導之行為，被檢察官以散布竊錄之非公開活

動及身體隱私部位內容罪起訴。 

    在審判中，四人在一 159F

168、二審 160F

169，以下列理由主張其行為無罪： 

(1)上開報導係為駁斥乙○○(李宗瑞)所宣稱其性行為都是經過女子同意之說

                                                        
166 自由時報，北捷喋血》鄭捷偏差 警方認為父母脫不了責任，https://news.ltn.com.tw/news/soc

iety/breakingnews/1018579，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67 自由時報，北捷喋血》精神科醫師：鄭捷父母愛己勝過愛小孩，https://news.ltn.com.tw/news/

society/breakingnews/1018826，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6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年訴字第 173號刑事判決。 
169 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上訴字第 2054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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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2)監督檢調單位及 NCC儘速處理網路上大量流傳偷拍影片之不法犯行，具

有行使新聞自由及公益上之正當性，符合刑法第 22條業務上正當行為之阻卻

違法事由。 

(3)其所用之圖片實無法辨認被害人之身分，故並未侵害被害人之隱私權。 

(4)其所用之圖片僅攝及被害人之肩部，並非身體隱私之部位。  

    惟法院認為，該報導中既反覆出現「迷姦」、「性侵」等用語，依經驗法則

以及被告 4人均為具有相當資歷之新聞從業人員以觀，對於被害人無可能同意

攝錄此等畫面之情事應有一定理解並存疑；且「監督檢調單位及 NCC應儘速處

理網路上大量流傳『偷拍』影片之不法犯行」之主張，更能見被告 4人已知悉

系爭影片之攝錄並未經被害人同意，而有侵犯其隱私權之情事。再者，刑法第

315條之 2、之 3所保障之隱私權，並不限於「身體隱私之部位」，「非公開之活

動」亦於保護範圍內，系爭報載照片既為被害人享有合理隱私期待之非公開活

動，自屬隱私權之範圍，如該活動逸脫本人之自主控制而被揭露，足使本人感

到困窘及痛苦，即屬侵害隱私權，故其等主張本案圖片 2張對於不具可辨識

性，而無侵害被害人隱私權犯意之抗辯並不足採。基於上述理由，法院認定被

告四人皆犯刑法第 315條之 2第 3項之散布竊錄之非公開活動內容罪，本案上

訴至最高法院後遭駁回並確定。 

 

第二目 對被害人家屬隱私權之影響 

    在重大案件甫發生時，社會大眾往往對於被害者家屬寄予同情，或是希望

知道被害人家屬的感受，而透過媒體關注被害人家屬的後續動向，也因此媒體

便會收集資料試圖聯絡被害人家屬並進行採訪以製作報導，惟如被害人家屬不

想被社會所關注希望保有隱私，但媒體又為了報導需求而全力蒐集情報時，此

時則可能造成媒體的過度報導，而有影響甚至侵害被害人家屬隱私權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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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9年日本所發生之京都動畫工作室縱火案為例，該工作室於 7月 18

日遭人縱火，共 36名工作人員因此死亡。其中 25名被害人之家屬於 7月 22日

透過工作室，向京都府警方傳達希望暫時匿名之要求，理由在於「希望靜靜地

迎接 49日 161F

170的到來」、「公開死者姓名可能使其家屬之隱私權遭受侵害，而有

承受重大傷害之可能性」等，故警方例外地並未依循以往發生重大死亡案件之

慣例馬上公布死者之姓名，對此，媒體即對警方施壓，要求警方應該公布，以

使其能夠對被害人家屬進行採訪，惟此舉引來日本社會的撻伐，認為媒體並不

尊重被害人家屬之隱私 162F

171，從而產生媒體之新聞自由與被害者家屬隱私權之衝

突。而在日本社會上引起輿論以後，各家媒體也提出之所以要求公開死者姓名

之理由 163F

172，例如朝日新聞：「為了共同承擔每一條珍貴的生命被奪走的如此沉

重的現實，自有以實名報導的必要。」讀賣新聞：「基於實名所為之取材，佐以

對於警方所發布事實之確認，以提升報導的正確性，是報導者之使命。」

NHK：「為了能夠傳達該事件的重大性與生命之重量。」等。儘管能夠理解媒

體希望實名報導的理由，然而被害人家屬的擔憂亦非無的放矢，至少在案件剛

發生時，生活劇變的被害人家屬一定會感到害怕，對於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不

安也是理所當然的，故此時應先尊重被害人家屬之意向，更何況該案中被害人

家屬僅是要求暫時不要公布，而非永遠不公布死者姓名。本文認為，在類似重

大案件發生時，新聞媒體的採訪對於被害人家屬多半是一種壓力，故實不應該

打著新聞自由的大旗，而對警方施壓或刺探被害人家屬的情報，否則即有侵害

被害人家屬隱私權之可能。 

 

 

                                                        
170 為日本傳統之法事，期間為死者死亡起算，至 49日後結束。 
171 朝日新聞，京アニ犠牲者、実名か匿名か 残る２５人、京都府警が公表の時期探る，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13729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72 朝日新聞，犠牲者の実名、どう報道 京アニ放火事件、各社の対応は，https://www.asahi.c

om/articles/DA3S1417117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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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對於被害人之輿論公審 

    對於被害人之輿論公審，如果用較為通俗的語言表達，就是「檢討被害

人」，此類狀況在各類案件中都有出現的可能，惟常見於性侵害案件之類型，故

以此為例。如果被害人於案發當時有自陷於危險之行為(如於行為人家中喝醉不

省人事、深夜於無人的暗巷獨行、與陌生人約在不熟悉的地方並自行赴約)，經

媒體報導後，時常能發現會有閱聽人提出「被害人自己不檢點，所以也應負

責」的評論，此即Melvin J. Lerner 所提出之「正義世界信念(believe in a just 

world)」理論，易言之，因為一般人心中多半認為「世界是公平且正義的」，故

相信人會因自己的所作所為得到相應之結果，進而將犯罪結果一定程度上歸咎

於被害人，並以此建構自己理想中安全的世界 164F

173，反映在前述案件中，抱有此

類心態的閱聽人便會產生「會被性侵一定是自己有錯在先所導致」這種實際上

對於被害人並不公平的想法與評論，並參雜對被害人人格上之汙衊，此類言論

一旦增長從而上升為輿論時，便形成對被害人之公審，使被害人承受本不應受

之社會壓力，猶如二次被害。 

 

第四節 小結 

    受到新聞自由所保障的新聞媒體，對於一個正常民主法治國家的運作來說，

係絕對不可或缺的存在，因此原則上國家應該要給予並保障其最大限度的自由，

而不得任意限制之，在犯罪新聞報導的部分亦當如是，惟如前揭所述，新聞自由

並非絕對不可限制，如有憲法第 23 條所定之情況，仍得以法律限制之。因此，

當新聞媒體無法遵守自己所訂下的自律規範已經成為常態，而有極大可能影響法

院之審判獨立，或是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時，應認此時國家即有以他律介入之

必要以及正當性。 

                                                        
173 林忠霆，正義世界信念：一般人與犯罪人對被害人的態度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所碩

士論文，頁 2-3，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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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對於我國來說，最為關鍵的變因，便是「國民法官法」之制定與施行。在

此之前，新聞媒體對於犯罪案件的報導，並未對於具體案件之審理造成過大的影

響或衝擊，甚至有學者認為，我國因並未採取陪審制，輿論審判所生之弊害較少，

故實不應限制媒體之評論，而應該回歸法官自身之道德與職業操守以及媒體自律，

至於前述所提的廣電法第 22 條則應該被認定違憲而需刪除174。前開見解在我國

未採國民法官制以前或許有其見地，但現在國民法官制已經立法並將於 2023 年

施行，情況自不可同日而語，而新聞媒體對於未來參與審判之國民法官所造成之

影響便成為了不容忽視的問題。當然，對於由陪審團獨立判斷是否有罪且無庸附

理由的陪審制來說，媒體報導對於參與國民所可能造成的影響確實可能較採行別

種審判制度時為大，但這並不當然表示在非陪審制的其他國民參審制中，就完全

無庸擔心媒體的審前或審判中報導，原因在於，如果採行國民法官制度的目的，

真係如國民法官法第 1條175所揭示，係為了「提升司法之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

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時，那麼不讓國民法官在進入審判

以前就受到媒體的偏見報導所影響或污染，或是防止國民法官之決斷因為媒體之

審判中報導而受影響，就應該係為達成前開目的所必要之一環，否則，何以能謂

被新聞媒體所影響的國民法官能夠反映出國民的「正當法律感情」？又，就算國

民法官法中採行與日本裁判員制相同之有罪判決需至少有職業法官一人表示同

意的制度，在國民法官受到媒體影響而認為被告有罪，但職業法官一致認為被告

無罪的情況下，恐怕國民法官對於司法也會離「瞭解」與「信賴」更為遙遠。 

  

                                                        
174 陳新民，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一個比較法制上的觀察與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29卷第 3期，頁 128-130，2000年 4月。 
175 國民法官法第 1條：「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

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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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國法之借鏡—對於犯罪報導規制之強度 

    在進入各國法制之介紹以前，有必要先就本文選擇之標準進行說明。以下

對於外國法制之介紹順序，基本上係以各國對於媒體犯罪報導的規範強度為標

準，由強至弱依序探討。澳洲法院對媒體能夠發布禁制令限制或禁止其報導，

且亦有相關刑罰規定，可以說是最強力的規範，故本文將其置於第一順位；而

美國雖然也有類似之制度，惟基於憲法第一修正案、普通法上關於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之「明確而立即之危險的判準」，以及 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 v. 

Stuart 一案所確立之三階段審查標準，要對媒體報導進行限制，門檻十分嚴

格，故本文將其列於次位；至於奧地利則是採取以媒體專法進行規範的方式，

並在目的係為保護新聞自由之媒體法中，同時設有保護嫌疑人或被告受公平審

判與受無罪推定之權利之規定，儘管當中有刑事規定，但並非針對新聞媒體，

只要是媒體使用者都受此規範，且實務上仍以民事規定為主，因此本文列於三

位討論；而置於最末位討論者則係日本，現行法上，日本就防止犯罪報導影響

裁判員的問題，並未以法律規範之，而係採取媒體自主規範之方式，但在裁判

員法之立法歷程中卻也不乏對媒體進行規範的聲音出現，故此部分之探討，本

文會著重於立法歷程與日本媒體自律組織的運作方式。 

 

第一節 強力規範—澳洲 

第一項  概說 

第一款 澳洲陪審制度簡介 

    澳大利亞(下稱澳洲)自十八世紀中葉(1770)後，被英國佔領及殖民一百餘

年，直至 1901年制憲，成立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成為英國的自治領

(Dominion)。在獲得高度自治權後，澳洲便開始逐步脫離英國之控制，於 1931

年，基於英國國會所頒布之《西敏寺法令》(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澳洲

就外交、國防等事務具有獨立管制與立法權限，僅主權形式上屬於英國，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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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獨立僅一步之遙。最後，英國與澳洲於 1986年各自通過《澳洲法案》

(Australia Act 1986)，終止了英國國會於澳洲之立法權，澳洲完全脫離了英國的

憲政體制並正式獨立，終審權也從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實質上回歸澳洲聯

邦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 165F

176。儘管澳洲已經成為獨立國家，但作為英

國法的繼受國，適用英國法百年之久，其司法體系有陪審團制度之適用乃屬當

然。 

    而澳洲聯邦憲法第 80條，明定人民受陪審團審判之權利：「關於觸犯聯邦

法律之控訴案件，其審判應有陪審團；且應於犯罪地所在之州行之。如犯罪地

不在任何一州時，則應由議會指定地點審判之。」具體規範則由各州以州法制

定。本文以新南威爾斯州為例，簡單介紹澳洲之陪審制度。 

    新南威爾斯州之刑事訴訟陪審制度，主要依照《1977陪審法》(Jury Act 

1977)與《2010陪審法修正案》(Jury Amendment Act 2010)運作。陪審團之構成

人數，在正常狀況下為 12人，惟如法院依法作成命令，則能進行追加陪審員之

選任，並由該 12人與追加之人數共同組成陪審團(至多 15人)166F

177。 

    而州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或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的刑事訴訟，若無

特殊情況，皆應由陪審團審判 167F

178。至於犯罪是否應由陪審團審判，其決定基準

在於有無被正式起訴(indictment)，只要屬於可公訴罪行 (indictable offence)，由

檢察官以律政部長(或稱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或檢察長(Director of Public 

                                                        
176 雖然依照澳洲憲法第 74條，理論上仍有案件能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但澳洲法案

第 11條針對向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所提之上訴，設下了極其嚴格的門檻，且澳洲聯邦高等法院亦

於 Kirmani訴 Captain Cook Cruises Pty Ltd案中，明確表示不會再批准對樞密院之上訴，因此該

制度雖明定於憲法，但實質上已失去其功能。相關內容可參考：楊崇森，澳洲法律制度運作概

觀，法令月刊，第 67卷第 8期，頁 34，2016年 8月。 
177 Section 19(1) of the Jury Act 1977(NSW):Numbers of juror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1)  Except as provided by section 22, in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the Supreme Court or the 

District Court that are to be tried by jury, the jury is to consist of— 

 (a)  12 persons, or 

 (b)  if the Court makes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2) for the selection of additional jurors—12 

persons together with the number of additional jurors ordered by the Court, 

returned and sel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178 Section 131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ct 1986 (NSW): Trial by jury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the Supreme Court or the District Court are to be tried by a jury,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i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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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utions)之名義，於州最高法院或地方法院正式起訴時，即須由陪審團進行

審判 168F

179。可公訴罪行係指包含普通法罪行在內，得對之提起公訴之犯罪，如僅

能以簡易程序起訴(summarily)之輕罪(summary offence)，則非屬可公訴罪行

169F

180，兩者最主要之判斷標準在於罪行的輕重，例如最重法定刑兩年以下之罪，

除非有特別規定須提起公訴以外，即屬於簡易罪而僅能依簡易程序起訴 170F

181，無

須由陪審團審理。 

    陪審團如欲作成有罪裁決，於陪審團由 11 人或以上組成時 171F

182，有兩種類

型，分別是「多數決(majority verdict)」與「一致決(unanimous verdict)」172F

183。前

者係指：(1)由 12名陪審員組成之陪審團中有 11名陪審員同意的裁決，或(2)由

11名陪審員組成之陪審團，其中 10名陪審員同意的裁決，該類型僅適用於觸

犯州法之犯罪，目的在於避免特立獨行之陪審員所導致之陪審團僵局(hung 

                                                        
179 Section 8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ct 1986 (NSW):Prosecution of indictable offences 

 (1)  All offences shall be punishable by information (to be called an indictment) in the Supreme 

Court or the District Court, on behalf of the Crown, in the nam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r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2)  Such an indictment may be presented or filed whether or not the person to whom the indictment 

relates has been committed for trial in respect of an offence specified in the indictment. 

 (3)  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offences that are required to be dealt with summarily.  

 (4)  This section does not affect any law or practice that provides for an indictable offence to be dealt 
with summarily. 
180 Section 3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ct 1986 (NSW): Definitions 

indictable offence means an offence (including a common law offence) that may be prosecuted on 

indictment. 
181 Section 6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ct 1986 (NSW):Certain offences to be dealt with summarily 

 (1)  The following offences must be dealt with summarily— 

 (a)  an offence that under this or any other Act is required to be dealt with summarily, 

 (b)  an offence that under this or any other Act is described as a summary offence, 

 (c)  an offence for which the maximum penalty that may be imposed is not, and does not include, 

imprisonment for more than 2 years, excluding the following offences— 

(i)  an offence that under any other Act is required or permitted to be dealt with on indictment, 
(ii)  an offence listed in Table 1 or 2 to Schedule 1. 

(2)  An offence may be dealt with summarily if it is an offence that under this or any other Act is 

permitted to be dealt with summarily or on indictment. 
182 Section 55F(1) of the Jury Act 1977 (NSW): This section applies in respect of a verdic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where the jury consists of not less than 11 persons. 
183 Section 55F(3) of the Jury Act 1977 (NSW): In this section— 

 majority verdict means— 

 (a)  a verdict agreed to by 11 jurors where the jury consists of 12 persons at the time the verdict is 

returned, or 

 (b)  a verdict agreed to by 10 jurors where the jury consists of 11 persons at the time the verdict is 

returned. 

unanimous verdict means a verdict agreed to by all members of the 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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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y)173 F

184。而後者則係指陪審團全員同意之裁決，所有違反聯邦法律之犯罪都必

須適用一致決 174F

185。而陪審團在考量事實與證據以後，如作成有罪裁決，則法官

須依該結果進一步為量刑之裁判。 

 

第二款 澳洲新聞自由之現況 

    澳洲憲法不同於英國憲法，係以成文法之形式訂定，然其亦與我國或美國

憲法的權利法案不同，並未於憲法中明文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儘管從少數規定

中能夠推出幾項權利或自由，例如前述之受陪審團定罪之權利、受公正補償之

權利(第 51條 31項)、他州居民權利不受剝奪或歧視之權利(第 117條)以及宗教

自由(第 116條)，並由澳洲高等法院透過判例 175F

186確立人民依照憲法第 7條以及

第 24條擁有隱含之「政治交流自由(freedom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但澳

洲高等法院亦於 2019年的 Comcare v. Banerji案中，申明該權利與作為個人權

利之言論自由並不相同 176F

187，因此綜觀整部澳洲憲法以及判例，實難找到從憲法

層級或同等位階之法律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法源依據，更遑論新聞自由。 

    由於法律保護之不完備，使得澳洲政府時常被批評對於新聞自由之保障不

足，甚至有侵害新聞自由的嫌疑，近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為 Smethurst 訴

Commissioner of Police 案。於該案中，澳洲警方認為，任職於澳大利亞新聞集

團之記者 Annika Smethurst 於 2018 年 4月所發表一篇描述澳洲政府正秘密進行

一項監控人民的計畫之報導，其內容因涉嫌違反《1914年犯罪法》(Crimes Act 

1914)第 79條 3項洩露國家機密資訊之規定，而於 2019年 6月 4日依治安法官

James Lawton所核發之搜索令，對其住宅進行搜索，範圍涵蓋其筆電與手機，

                                                        
184 參考自：Majority Verdicts – How do they Work?，https://lylawyers.com.au/majority-verdicts-

how-do-they-work-1/，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85 Section 55F(4) of the Jury Act 1977 (NSW): A verdict that the accused is guilty of an off

ence against a law of the Commonwealth must be unanimous.此處有必要說明的是，澳洲的州

法院對於違反聯邦法的刑事案件大多亦有管轄權，詳細內容可參考：黃麟倫、蔡如琪、吳祚

丞，澳洲司法制度考察報告，http://jirs.judicial.gov.tw/judlib/EBookQry04.asp?S=U&scode=U&pag

e=6&seq=116，頁 15，2011年 10月，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186 Australian Capital Television Pty Ltd & New South Wales v Commonwealth [1992] HCA 45 
187 Comcare v Banerji [2019] HCA 2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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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搜索行動使澳洲新聞界為之震驚並引發輿論，認為政府侵害新聞自由甚鉅，

Smethurst 與澳大利亞新聞集團亦委任律師，以澳洲聯邦警察(AFP)與治安法官

為被告，向澳洲高等法院提訴，主張搜索令所附之理由，對於被搜索人涉犯之

罪之描述並不充分且理解有誤，且犯罪法第 79條 3項因侵害人民政治交流自由

之憲法權利而違憲，故搜索令亦違憲，從而搜索所得之資訊亦應全數刪除，並

不得作為證據於訴訟中使用。2020年 4 月 15 日，高等法院作出裁定 177F

188，七名

大法官一致認為該搜索令就達成搜索目的之理由未臻明確，未充分告知

Smethurst 其被搜索之原因與令狀之有效範圍，故原告之主張有理由，該搜索令

無效，警方亦應就其侵權行為賠償原告。惟法院對於系爭罪名是否違憲並未給

出解釋，且多數見解認為警方能夠保留搜索中所取得之資訊而無須刪除，因此

該記者日後仍有被起訴之風險。從該案可以看出，澳洲新聞自由現況確有其嚴

峻之處。 

 

第三款 澳洲刑事程序中對於媒體之規制手段 

    由於澳洲於刑事訴訟中採行陪審制，為避免陪審員之心證受到媒體的不當

干擾而影響判決的公正性，再加上其對於新聞自由並未以給予憲法地位之保

護，故於限制媒體就刑事訴訟進行報導時，便會採取相較於其他亦有行國民參

與審判制度的民主國家強度更高之規範，除了常見於普通法系的藐視法庭罪

(Contempt of court)以外，為了維護司法的權威與公信力，亦有承襲英國法制之

誹謗法庭罪(Scandalising the Court)，該罪內涵係指 178F

189：「對法院、司法機關或

法官為誹謗行為，屬藐視法庭的一種形式，包括發表攻擊司法機關且可能損害

司法行政的陳述。」而典型的事例 179F

190有：在媒體面前稱法官為「笨蛋、白癡

(cretin)」、暗示個人或一群人(例如工會)能夠影響法官的決定、指控法官是種族

                                                        
188 Smethurst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2020] HCA 14 
189 The Law Commission, Contempt Of Court: Scandalising the Court,1, LAW COM No 335 (2012). 
190 Victor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 Contempt of Court: Consultation Paper MAY 201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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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致使其決定受到影響、指控司法人員腐敗、有偏見、譴責司法裁決…

等。惟英國已於 2013年廢除該罪，澳洲則直至 2019年都還有媒體人士因觸犯

該罪而被起訴 180F

191。另外，還有「披露禁制令(suppression order)」與「公開發表

禁制令(non-publication order)」之制度，此同時也是本節之重點。該制度於多數

州皆有類似之規定，如新南威爾斯州之《2010法院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禁制令法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維多利亞州之《2013

公開法庭法(Open Courts Act 2013)》、南澳州《1929證據法(Evidence Act 

1929)》第 69A條至第 69C條，至於聯邦法層級，則有《1976澳洲聯邦法院法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Act 1976)》第 VAA章以”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專章規定之。該制度對於新聞媒體之犯罪報導，係非常

直接的規制方式，且依情況之不同，會具有事前以及事後規制之效果，內容頗

為特殊，故本文以此作為介紹之主軸，並觀察是否有足以借鑑之處。 

    儘管有聯邦法層級之規定，然因新南威爾斯州之案例較多，且規範亦相對

完整，故本文以下仍以新南威爾斯州之法院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禁制令法進行介

紹。 

 

第二項  2010法院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禁制令法 

第一款 立法背景與目的 

第一目 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發表禁制令之演進 

一、 普通法 

在普通法上，澳洲之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發表禁制令之雛型，最早可以追溯

至 1821年英國之 R v Clement 一案，在該案中，法院認為，於某些情況下，為

了有助於案件日後於法院之審理程序，其有權作成延遲報導訴訟程序之命令；

而 1913年，對於公開審理原則具有重要指標性意義的 Scott v Scott 案中，

                                                        
191 id,at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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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count Haldane大法官與 Atkinson法官亦贊同前揭見解；惟於 1986年新南威

爾斯上訴法院的 John Fairfax & Sons Ltd v Police Tribunal一案，則否定前開見

解，認為 R v Clement 案無法作為賦予法院就保護司法運作(protec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得作成約束公眾命令之權限的判決先例 181F

192。也因此，新

南威爾斯州之普通法上，是否有賦予法院得以對於「法院以外之人」作成公開

發布禁制令之權限，長期存在爭議，較為主流的見解係偏向否定，McHugh法

官於前述之 John Fairfax & Sons Ltd v Police Tribunal案中即表示 182 F

193：「法院沒有

作成約束法庭外人民之行為的命令之一般性權限。與司法權有關者，係紛爭之

確定，而依此作成之命令，則係與參與訴訟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有關。法庭

命令確實對於法庭上的當事人、證人及其他人具有約束力。惟使此種命令作為

一般性規則運作，並對於人民產生拘束力，則已為立法權而非司法權之行

使。」而該州之判決先例也多半同意該見解，因此法院基於普通法上的固有權

限所作成之公開發布禁制令，並不會直接拘束法庭以外之人，尤其是新聞媒

體。 

 

二、 成文法 

為了彌補普通法的不足，各州亦有關於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發表禁制令之明

文規定，並散見於不同的法律中。在新南威爾斯州，披露禁制令之規範模式分

為兩類。一類是推定禁止公開或是絕對禁止公開之模式，例如：1900年犯罪法

(Crimes Act)第 578A條規定，原則上禁止公開發布足以識別性犯罪之被害人身

分之資訊，但符合某些例外時(如：被害人滿 14歲且經其同意)，則不在此限；

1995年證據法(Evidence Act)第 41條與第 195 條則規定，某些問題之提出因為

帶有誤導性、混淆性，或過度使人感覺被騷擾、恐嚇、冒犯、壓迫或侮辱，亦

                                                        
192 New South Wales Law Reform Commission,Discussion Paper43 CONTEMPT BY 

PUBLICATION, 309(2000). 
193 John Fairfax & Sons Ltd v Police Tribunal (NSW) 5 NSWLR 465,at 477(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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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問之基礎除了刻板印象外毫無其他依據……等性質，而被法院認定為不當

之問題，並禁止於訊問中提出或是告知證人無須回答，且在未經法院明確許可

下，不得公開發布該類問題。 

至於另一類，則是原則上公開，但給予裁決者(法院)裁量權以決定是否禁

止公開發布之模式，例如原 1900年犯罪法第 578條 183 F

194(於 1999年廢除)，賦予

法官於審理該條所列之罪(多為性犯罪)之刑事訴訟程序時，得作成命令，禁止

公開發布證據或有關證據之任何報導、陳述，除非被告或檢察官表明希望系爭

證據所示之特定事項應公開發布，此時法官即不得作成公開發布禁制令。儘管

本條有列舉得適用之罪名，但配合同法第 3條以及表 2之規定，可以發現該條

之適用範圍，已經擴張適用至所有罪名與所有新南威爾斯州之法院，因此該條

實給予法官相當大的權限以禁止刑事訴訟之證據公開。 

 

三、專法之制定 

    也因為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發布禁制令的規範零散，缺乏統一的立法，猶如

多頭馬車，不僅使新聞媒體對於刑事訴訟中能否報導何種資訊在範圍上難以拿

捏，甚至在禁制令的適用對象上也有爭議，因此，新南威爾斯州法律改革委員

                                                        
194 Section 578 of the Crimes Act 1900 (NSW):Publication of evidence and other matters may be 

forbidden in certain cases(Rep 1999 No 94, Sch 3 [17].) 

(1)Any Judge presiding at the trial of any person for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61B, 61C, 61D, 61E, 61I, 

61J, 61K, 61L, 61M, 61N, 61O, 63, 65, 65A, 66, 66A, 66B, 66C, 66D, 66F, 67, 68, 71, 72, 72A, 73, 74, 

76, 76A, 78A, 78B, 78H, 78I, 78K, 78L, 78M, 78N, 78O, 78Q, 79, 80, 80A, 81, 81A, 81B, 86, 87, 89, 

90, 91A, 91B, 91D, 91E, 91F or 91G or an offence of attempting, or of conspiracy or incitement, to 

commit an offence under any of those sections may at any stage of the trial and from time to time make 

an order forbidding publication of the evidence therein or any report or account of that evidence 

either as to the whole or portions thereof or publication of, or publication of any report or 

account of, any other matter relating to the trial: 

Provided that if the accused or counsel for the Crown indicates to the Judge that it is desired that any 

particular matter given in evidence or any other matter relating to the trial should be available for 

publication, no such order shall be made in respect of that matter. 

(1A)    (Repealed) 

(2)  Any person who commits a breach of an order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on conviction before 

two Justices, be liable to a penalty of 20 penalty units. 

(3)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re subject to any Act or law under which evidence relating to a 

child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or a report or account of that evidence, may not be published. 

(4)  A reference in this section to the Judge presiding at a trial includes a reference to a Justice 

presiding at committal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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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New South Wales)在針對藐視法庭罪之制度進行審

議時，亦有研究前揭問題，隨後在 2003年提出報告《Report 100: Contempt by 

Publication》，並於第 10章認為就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發布禁制令之制度應訂定專

法，同時就以下幾個重要問題提出具體之建議，如：如何定義「公開發布

(Publication)」、何人應受禁制令之拘束、受禁制令拘束之人是否應負嚴格責

任…等。而新南威爾斯律政部(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亦於其在 2008年

所提出的《Report on Access to Court Information》報告中肯定專法有其必要性。

這兩份報告對於 2010法院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禁制令法(下稱禁制令法)之訂定具

有極大影響力，許多建議被州議會參考而於本法中明文化，該法亦為澳洲第一

部，就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發布禁制令進行統一立法之專法，故具有一定之指標

性意義。 

 

第二目 立法目的 

    禁制令法之立法目的最主要有二，其一，係為防止或限制訴訟當事人、證

人的身分、與其有關之事項、訴訟程序中所提供的證據或與證據有關之資訊，

被公開或披露，故明文賦予法院以禁制令限制訴訟中資訊公開之權限。其二，

將前開權限內容進一步明確化，從而落實公開審理原則(the principles of open 

justice)，並提高公眾獲取法院資訊之能力，同時於公開審理原則、司法公正以

及個人隱私三者間取得平衡 184F

195。 

 

第二款 禁制令之種類 

第一目 公開發表禁制令 

    依禁制令法第 3條之規定 1 85F

196，公開發表禁制令(non-publication order)係

                                                        
195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Bill 2010: 2R Speech LA 
196 Section 3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Definitions 

In this Act: 

non-publication order means an order that prohibits or restricts the publication of information (but that 

does not otherwise prohibit or restrict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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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禁止或限制資訊公開發布之命令（但不禁止或限制資訊的披露）。」此處

有必要加以解釋之用語有二，即「資訊(information)」與「公開發布

(publication)」。 

    此處所指之資訊，包含任何形式之文件(document) 186F

197。至於資訊之類型，

依第 7條 187F

198之規定，能夠大略分為「具有揭露法院訴訟中任何一方、證人、涉

及前述之人，或與其有關連之任何個人身分之傾向的資訊(a項)」與「於法院訴

訟程序中所提出之證據，或與證據有關之資料。(b項)」兩種，即針對「身分」

資訊與「證據」資訊分別規定。 

    而公開發布則須回歸動詞”publish”進行解釋，依本法第 3條 188F

199，該行為包

含：「通過任何方式，對公眾或部分公眾散布或提供存取權」，並例示以下四種

態樣： 

（a）出版書籍，報紙，雜誌或其他平面出版物 

（b）通過廣播或電視播送 

（c）公開展示 

（d）通過網路進行播送或公開發布 

    如透過以上方式，使公眾得以獲取前述之「資訊」時，即符合公開發表禁

                                                        
197 Section 3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Definitions 

In this Act: 

information includes any document. 
198 Section 7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Power to make 

orders 

A court may, by making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n grounds permitted by this Act, 

prohibit or restrict the publication or other disclosure of: 

(a) information tending to reveal the identity of or otherwise concerning any party to or witness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or any person who is related to or otherwise associated with any party 

to or witness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or 

(b) information that comprises evidence, or information about evidence, given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199 Section 3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Definitions 

In this Act: 

publish means disseminate or provide access to the public or a section of the public by any 

means,including by: 

(a) publication in a book, newspaper, magazine or other written publication, or 

(b) broadcast by radio or television, or 

(c) public exhibition, or 

(d) broadcast or publication by means of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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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令所欲限制或禁止之「公開發表物(publication)」。 

 

第二目 披露禁制令 

    依禁制令法第 3條之規定 1 89F

200，披露禁制令(suppression order)之定義為：

「禁止或限制資訊披露之命令（無論係透過公開發布或其他方式）。」 

    此處所指之披露，儘管在本法中並未明定其意義，然透過與公開發表禁制

令的定義交互參照，可以明顯看出，在作成公開發表禁制令時，並不一定會帶

有禁止披露的效果，但如果作成披露禁制令，則公開發布亦同時被限制，換言

之，披露禁制令的作用範圍，較公開發表禁制令更為廣泛，實質上是大包小的

關係。又，再參考第 15條 1 90F

201法院人員於披露禁制令作成時披露系爭資訊之例

外規定：「如非透過公開發布之方式披露資訊，且該人係於執行職務中，或基於

職責，或係以公職人員身分，於下列情況行使其職權，則該資訊之披露。不受

披露禁制令禁止： 

（a）涉及訴訟程序之管理，或就訴訟程序中所課予之任何處罰為追徵或執

行，或， 

（b）按照法院所採取之任何程序，向新聞媒體機構告知法院所作成之披露禁

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之存在及內容。」 

可以看出，披露與公開發布之最大差別，在於「該行為是否使一般大眾得以獲

取相關資訊」，對新聞媒體披露系爭資訊之行為，儘管依新聞媒體係傳遞資訊予

大眾之主體的角色性質以觀，而看似與公開發表無異，但該披露行為目的在於

                                                        
200 Section 3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Definitions 

In this Act: 

suppression order means an order that prohibits or restricts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publication or otherwise). 
201 Exception for court officials 

A suppression order does not prevent a person from disclosing information if the disclosure is not by 

publication and is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ing functions or duties or exercising powers in a public 

official capacity: 

(a) in connection with (1)the conduct of proceedings or (2) the recovery or enforcement of any penalty 

imposed in proceedings, or 

(b)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rocedure adopted by a court for informing a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of 

the existence and content of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ade by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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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新聞媒體，其因禁制令之作成所應負義務，係不得不為之必要程序，故本

質上自仍與公開發布有別。 

 

第三目 移除令 

    移除令(take-down order)係一種發展於實務上，而未明定於法律的命令形

式。因為多數係應用在刪除特定的網路文章或資訊，因此實務上亦有以”internet 

order”、”internet take-down order”等稱之。 

    此種命令在新南威爾斯州之作成，首見於 2011年 2月 16日新南威爾斯最

高法院於 R v Perish; R v Lawton; R v Perish案中所為之中間裁定 191F

202，當時禁制

令法雖已立法完成，但尚未施行，因此本案命令之作成無該法之適用。該案之

事實為：Anthony Perish、Matthew Lawton被控謀殺 Terrence Falconer，而

Andrew Perish則被控與兩人共謀，故三人作為共同被告接受審判，該案將於

2011年 2月 21日審理，陪審團亦將於該日前選任。在 2011 年 2 月 2日、3

日，Anthony Perish、Andrew Perish先後各自向法官聲請，請求其作成從網路上

移除特定之新聞文章之命令，而審理本案的 Price法官亦於聲請當日即作成移除

令，要求擁有系爭新聞文章的 Nationwide News Pty Limited、News Digital Media 

Pty Limited跟 Fairfax Media Publications Pty Limited 三家新聞媒體，應刪除網路

上共計 8篇之特定新聞文章，Matthew Lawton也於 4日向法官聲請作成刪除 1

篇網路新聞文章的命令，但法官並未即時回應該聲請。隨後，三家新聞媒體於

7日提出動議通知，向法官聲請撤銷前開命令。該案於 16日進行聽證，並於 17

日作出決定，Price法官認為，系爭數篇新聞文章將被告三人與其並未被訴的許

多犯罪進行連結，為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實有作成”internet order”之必

要，因而駁回媒體請求撤銷命令之聲請，並對於系爭新聞內容作成移除令與公

開發布禁制令，直至三人之審判結束，或有新的命令作成為止。比較特別的

                                                        
202 R v PERISH; R v LAWTON; R v PERISH [2011] NSWSC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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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案法官並未採取前述 John Fairfax & Sons Ltd v Police Tribunal案對於法院

基於普通法作成之命令無法約束法庭以外之人的見解，而認為州最高法院基於

1970年最高法院法第 23 條 192F

203之規定，為維護司法之運作而有必要，享有任何

管轄權，此為最高法院擁有固有管轄權(inherent jurisdiction)之依據，其中也包

括了在具有必要性時，作成非公開命令與移除令之權限 193F

204。 

    其後，最高法院在 2011 年 10月，於 R v DEBS一案，首次依照該法作成

移除令。被告 Bandali Michael Debs涉嫌殺害 Donna Hicks而準備在最高法院受

審，在此之前，其已於維多利亞州因殺害兩名警察與 Kristy Harty，被審判與定

罪而正在服刑，新聞媒體 Nine Network亦製作相關專題播出。故其向法院提出

聲請，要求在審判開始前應就前開不利其公平審判之資訊作成公開發布禁制

令，10月 24日，法院准許被告之聲請，依該法第 7條與第 8條，對於前開資

訊作成移除令 194F

205，並就申請之原因事實、程序、證據等內容作成公開發表禁制

令。 

    而在 2016年的 R v Qaumi & Ors案中，最高法院雖然對於法院係依成文法

或普通法而有權作成移除令，確有疑問，但並未於裁定中處理該問題，亦未否

定法院作成移除令之權限，隨後更引用前開作成類似之命令之二裁定，加上反

對該聲請的新聞媒體亦未質疑法院有作成移除令之權限 195F

206，而應被告之聲請，

對於特定之新聞文章作成移除令，但並未明確指出係基於普通法或成文法之何

者作成。 

    綜合判斷上述實務對於移除令之見解，本文認為，考量到披露禁制令與公

開發布禁制令的作成，本係為了防止有害公平審判之資訊對被告之影響，且基

於許多有害公平審判之資訊都是在法院與當事人來得及對應前就被新聞媒體公

                                                        
203 Section 23 of the Supreme Court Act 1970(NSW): Jurisdiction generally 

The Court shall have all jurisdiction which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New 

South Wales. 
204 R v PERISH; R v LAWTON; R v PERISH [2011] NSWSC 1102 [39]-[41]. 
205 R v DEBS [2011] NSWSC 1248 [48]. 
206 R v Qaumi & Ors (No 16) (Internet “take down” orders) [2016] NSWSC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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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表，如認為其僅具對將來之效力，而對過去所公開發表之資訊無拘束力，

則該法之效果將大打折扣，再加上法條內對於「公開發表物(publication)」並沒

有明文規定命令作成前被公開發表的內容無法被限制，而有其解釋空間，故只

要範圍與時間有於判決中特定，應認法院依本法具有作成移除令的權限，屬於

事後之管制。 

 

第三款 作成禁制令之要件 

第一目 公開審理原則之審酌 

    首先，有鑑於本法之目的之一，係為公開審理原則之落實，同時，欲於該

原則、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與個人隱私權之維護三者間求其平衡，且當法院

於公開法庭作成禁制令時，無論命令種類為何，都勢必與公開審理原則產生衝

突，故本法第 6條 196F

207便課予法院義務，在作成禁制令以前，應一併審酌作為司

法運作(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基本原則之公開審理原則的公共利益。易言之，

法院須考量，在為了維護被告受公正審判之權利或參與訴訟之人的安全或隱私

權的情況下，公開審理原則之公益是否應有一定限度的退讓，而非只要作成命

令有利於維護前揭權利時便能隨意為之，並視公開審理原則為無物。 

 

第二目 限制資訊之性質 

並非所有與審判相關之資訊，都能夠作為禁制令所限制之內容，否則未免

失之過廣，且將賦予法院過大之言論管制權限。從而立法者於第 7條規定了能

夠以禁制令限制的資訊類型，即「身分」資訊(a項)與「證據」資訊(b項)，條

文內容前已述之，故於此不再重述。 

 

                                                        
207 Section 6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 in open justice 

In deciding whether to mak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a cour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at a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to safeguar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open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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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作成命令之理由 

依照禁制令法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法院在有以下理由之一或複數理由

時，始得作成禁制令；第 2項則規定法院須於裁定中將作成該命令之理由予以

特定 197F

208： 

a.對於防止損害適當之司法運作 198F

209，具有必要性。 

所謂適當之司法運作(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在意義上或許能

夠與司法公正等同視之 199F

210，而其內涵之廣非能以一言蔽之，惟能夠確定的

是，公平審判之原則絕對是其核心之一。有論者謂，在澳洲法上，公正審

理本即係雋刻於普通法中之基本法理，而刑事案件中司法運作之適當性，

尤其在必須確保公平審判這部分，更是能作為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環被推導

出來 200F

211；新南威爾斯州法律改革委員會在審議藐視法庭罪時，亦於其意見

中明示:”Fair trial as an element of 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公平審

判係適當之司法運作的要素之一)201F

212。 

 

 

                                                        
208 Section 8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Grounds for 

making an order 

(1) A court may mak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grounds: 

(a) the order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prejudice to 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 the order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prejudic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onwealth or a State or 

Territory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 the order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any person, 

(d) the order is necessary to avoid causing undue distress or embarrassment to a party to or witnes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volving an offence of a sexual nature (including an act of indecency), 
(e) it is otherwise necessar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the order to be made and that public interest 

significantly outweighs the public interest in open justice. 

(2)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ust specify the ground or grounds on which the order 

is made. 
209 本文參考余雪明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號解釋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之譯法，亦

將”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譯為「司法之運作」，故”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即譯為

「適當之司法運作」。 
210 亦有將“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譯為「司法公正」或「司法妥善運作」。參考自：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編印，司法倫理(外國篇)，四版，頁 80，2016年。 
211 細田啓介，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おける刑事陪審公判と報道の関係を中心する手続の公正と公

表の関係について(上)，判例タイムズ，No.1127，頁 5，2003。 
212 New South Wales Law Reform Commission,supra note192, at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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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就防止損害聯邦或州或自治領地於國家安全或國際安全之利益，具有必要

性。 

 

c.就保障任何人之人身安全，具有必要性。 

 

d.為避免在涉及性侵害（包括猥褻行為）的刑事程序中，對當事人或證人造

成不應有的痛苦或尷尬，具有必要性。 

 

e.為了公共利益而有作成命令之必要性，且該公共利益顯著超出公開審理之

公共利益。 

該款從其大量使用諸如「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必要性

(necessary)」「顯著超出(significantly outweighs)」等並不明確的用詞，即能

看出係為使法院能夠依情況彈性訂定命令，而採取高度抽象立法之方式，

且須注意者係，基於第 6條之規定，法院本即應審酌公開審理之公共利

益，然於此再次重申，其作用應係欲明示，該款不僅僅要審酌與權衡禁制

令與公開審理原則之衝突，而是要作成禁制令之公益，能夠「顯著超出」

公開審理原則之公共利益時，始能作成命令，此可以算是立法者對於該款

之情況所設之特別門檻，而不使該抽象立法成為法院恣意濫權的墊腳石。 

至於何謂「顯著超出」，因立法者並未於立法理由中以例示之，故僅能從實

務上觀察，例如： 

1. R v Hraichie 案：遏制恐怖主義言論，避免影響社會之公益 

本案中，被告 Bourhan Hraichie 就檢方對其涉犯恐怖主義相關罪行之指

控均認罪，審判進入量刑程序，2019年 3 月 25日，其辯護人向法院聲

請，請求就被告於 2016年 9月 14日由澳洲聯邦警察對其進行訊問之錄

影、訊問筆錄以及某些起訴書附件中雙方一致同意之事實陳述，作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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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表禁制令，檢方亦贊同其聲請。其原因在於，被告於上述資料中之

陳述中包含了許多誇大用語，容易被理解為促進極端主義之行動，甚至

以伊斯蘭國之名義支持暴力聖戰，如果相關資料使大眾得以知悉，支持

者會以此宣傳暴力聖戰，反穆斯林人士則會以此大作文章，而加深族群

分裂，因此禁止相關言論被大眾知悉的公益顯著超出公開審理原則之公

益，故依第 8條第 1項 e款為理由聲請 202F

213，法院同意上述論點，並依

聲請做成公開發表禁制令。 

2. R v Musleh案：保護警方之偵查技巧，維持追緝犯罪能力之公益 

該案之聲請人為澳洲聯邦警察局長，在該裁定中，因訴訟中的某些資料

涉及警方許多重要且敏感的反恐偵查技術，警方認為，如果這些敏感資

訊在訴訟程序中以不被控制的方式遭到披露，則不僅是對澳警反恐調查

與組織犯罪調查的嚴重損害，同時對澳洲的國家安全亦會造成損害

203F

214，故向法院聲請就系爭資訊做成披露禁制令。就關於反恐偵查技術

的敏感資訊，法院同意警方的聲請理由，認為對犯罪之調查與起訴，的

確具有重大的公共利益，而保護高度敏感的警察偵查技術、能力和程序

亦然，保護此些資訊的公共利益顯著超出公開審理之公益，因此就前揭

敏感資訊，同意依第 8條第 1項 e款作成披露禁制令 204F

215。 

    最後，綜觀上述五款理由，顯而易見的是，共通點在於「必要性」，此亦為

禁制令作成中最重要的一個要件，標準亦十分複雜，故本文將於本節第三項透

過對於實務之觀察，試圖解析並探尋其內涵。 

 

 

 

                                                        
213 R v Hraichie (No. 1) [2019] NSWSC 319 [12]-[21]. 
214 R v Musleh (No 2) [2018] NSWSC 1221 [3]-[5] 
215 Id,at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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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形式要件—限制資訊之特定 

    依第 9條第 5項 205F

216之規定：「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中，就適用於

該命令之特定資訊，必須充分說明細節，以確保禁制令係為達到作成該命令之

目的所為之。」此應為作成禁制令之形式要件，蓋欲限制或禁止之內容如未特

定，將使受拘束之對象難以理解自身因該禁制令所負之義務，同時確保限制資

訊之手段確有助於其目的之達成。 

 

第四款 作成禁制令之程序 

第一目 聲請權人與有權陳述意見之人 

    依第 9條第 1項 206F

217之規定，有權向法院聲請作成禁制令者有二，即訴訟程

序中之當事人(a項)，或法院認為對作出該命令有充分利益的任何其他人(b

項)。至於當事人(party)，依第 3條之規定，包括： 

1. 刑事訴訟中的申訴人或受害人（或宣稱為受害人） 

2. 在訴訟程序中所提供之證據裡被指明(named)的任何人 

3. 已結束之訴訟，則係指於訴訟程序結束前是訴訟當事方的人 

    而法院除了依上述之人所提出之聲請作成禁制令以外，亦有主動作成禁制

令之權限。另外，無論係州最高法院、土地及環境法院、工業法院、地方法

院、地區法院、兒童法院，或任何其他法院或法庭，或有行使司法權的人或法

人，為本法的目的，明文規定有作為法院之地位者，皆屬於本法所稱之法院，

而有作成禁制令之權限 207F

218。 

                                                        
216 Section 9 (5)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ust specify the information to which the order 

applies with sufficient particularity to ensure that the order is limited to achieving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order is made. 
217 Section 9 (1)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Procedure for 

making an order 

(1) A court may mak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n its own initiative o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concerned, or 

(b) any other person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to have a sufficient interest in the making of the order. 
218 Section 3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court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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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有權於禁制令之聲請中出庭並陳述意見之人，依第 9條第 2項 2 08F

219之規

定，有： 

1.該禁制令的聲請人 

2.訴訟程序中之當事人 

3.聯邦或州或自治領地的政府（或政府之代理人）， 

4.新聞媒體組織 

5.法院認為對於是否應作出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具有充分利益之任

何人 

    其中，最重要者當屬新聞媒體組織，蓋禁制令所限制對象之大宗，本即係

以公開發表、傳播資訊為職志之新聞媒體，而依第 3條 209F

220，新聞媒體組織之定

義為：「從事廣播，或發布新聞業務的商業企業(commercial enterprise)，或通過

公共新聞媒體參與新聞傳播的公共廣播服務。」 

 

第二目 作成禁制令之程序 

    聲請權人在依前述之規定向法院提出作成禁制令聲請後，法院便會審查其

聲請所指定之資訊是否符合第 7條之規定，與是否有第 8條所列之理由，同時

亦會通知有權出庭陳述意見之人參加程序，就算沒有通知，在新聞媒體收到禁

                                                        
(a) the Supreme Court,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 Industrial Court, District Court, Local Court or 

Children’s Court, or 

(b) any other court or tribunal, or a person or body having power to act judicially, prescribed by the 

regulations as a cour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219 Section 9 (2)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Each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is entitled to appear and be heard by the court on an application for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a) the applicant for the order, 

(b)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concerned, 

(c) the Government (or an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r of a State or Territory, 

(d) a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e) any other person who, in the court’s opinion, has a sufficient interest i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should be made. 
220 Section 3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means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that engages in the business of broadcasting 

or publishing news or a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that engag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s through 

a public news mediu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3

86 
 

制令以後，亦能透過複審與上訴之方式進行救濟。而法院如認為聲請人有理

由，或本身認為符合作成禁制令之要件，即會作成禁制令並產生效力。依 15條

第 2項之例外規定亦能看出，法院在作成拘束新聞媒體之禁制令以後，有進行

對其通知之程序，以確保禁制令目的之達成。 

 

第五款 禁制令之作用期間與範圍 

禁制令之有效期間，係由法院決定，其範圍須於禁制令中訂明。又，法院

對於有效期間之劃定，應確保其不會超出達到該禁制令所欲達成之目的之合理

範圍，而法院設定最後之期限，能夠以已確定的、可確定的，甚或特定未來事

件之發生，作為到期日 210F

221。除了明定到期日以外，最常見的兩種態樣係：(1)法

院作成新命令(2)判決結束。 

而禁制令的適用範圍，依第 11條第 1項之規定，原則上應僅適用於法院於

禁制令中所特定之地區之資訊披露或公開發布。然而，同條第 2項明示，禁制

令之適用範圍，能夠擴展至整個澳洲聯邦不限於新南威爾斯州，但從第 3項所

設之規定能夠看出，禁制令適用於州外之情況，須符合法院確信，在新南威爾

斯州以外適用禁制令，對於達到作成禁制令之目的確有其必要性時始可為之

211F

222。易言之，只要法院認為只有適用於他州才能達到禁制令之目的時，依州法

所作成之禁制令，便能夠於整個澳洲生效，最明顯的態樣即為網路移除令，蓋

                                                        
221 Section 12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Duration of 

orders 

(1)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perates for the period decided by the court and 

specified in the order. 
(2) In deciding the period for which an order is to operate, the court is to ensure that the order operates 

for no longer than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is made. 

(3) The period for which an order operates may be specified by reference to a fixed or ascertainable 

period or by reference to the occurrence of a specified future event. 
222 Section 11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Where an order 

applies 

(1)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applies only to the disclosure or publication of 

information in a place where the order applies, as specified in the order. 

(2)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is not limited to applying in New South Wales and can 

be made to apply anywhere in the Commonwealth. 

(3) However, an order is not to be made to apply outside New South Wales unless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having the order apply outside New South Wales is necessary for achieving the purpose for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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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有害公平審判資訊之網路新聞，縱使伺服器主機位於他州，然於新南威爾

斯州仍能夠透過網路進行存取，如此時僅將禁制令之作用範圍限於新南威爾斯

州，事實上並無太大實益，亦對於達成目的毫無助益，此時即可能有使禁制令

適用於州外之必要性。 

 

第六款 違反效果與救濟 

第一目 違反效果 

第 16條 212F

223規定了違反禁制令之法律效果。第 1 項規定，行為人如有違反

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之行為，且對於其是否違反禁制令，主觀上具輕

率(reckless)時，即為犯罪。至於其法定刑上限，個人係 12個月之監禁，得併科

最高 1000罰款單位 213F

224之罰金，而法人團體則為 5,000 個罰款單位。又，依第

2、3項之規定，行為構成本條之罪，同時也構成藐視法庭罪時，無論係依何者

為依據皆能處罰之，但依第 5項規定，僅能擇一而不可重複處罰。 

 

 

 

                                                        
223 Section 16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Contravention 

of order 

(1) A person commits an offence if the person engages in conduct that constitutes a contravention of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and is reckless as to whether the conduct constitutes a 

contravention of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aximum penalty: 1,000 penalty units or imprisonment for 12 months, or both, for an individual or 

5,000 penalty units for a body corporate. 

(2) Conduct that constitutes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may be punished as a contempt of court even 

though it could be punished as an offence. 

(3) Conduct that constitutes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may be punished as an offence even though it 

could be punished as a contempt of court. 
(4) If conduct constitutes both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and a contempt of court, the offender is not 

liable to be punished twice. 
224 須特別說明的是，此處之罰款單位，係澳洲法律體系在計算行為人違反成文法時之罰款金額

所使用的單位。運用該計算方式的目的在於減少通貨膨脹對於法定刑所帶來的影響，簡單來

說，如果因幣值漲幅之影響致使法定刑有修法對應的必要，亦無須逐條修法，僅須就規定罰款

單位對應金額之條文即可。各州的每一罰款單位所對應之金額並不相同，於新南威爾斯州，依

1999年刑事量刑程序法(the Crimes (Sentencing Procedure) Act 1999)第 17條之規定，1罰款單位

所對應金額係 110澳幣，折合新台幣約 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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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救濟途徑 

一、 複審(重新審查) 

為了使被禁制令所拘束之對象有聲明不服的機會，該法第 13條 214F

225規定了

對於禁制令的複審程序(Review of orders)，有權就禁制令提出複審聲請之人有： 

（a）禁制令的聲請人 

（b）與該禁制令有關之訴訟程序之一方 

（c）聯邦或州或自治領地的政府（或政府之代理人） 

（d）新聞媒體組織 

（e）法院認為對於是否應作出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或是禁制令之

效力應否延長，具有充分利益之任何人。 

法院基於主動，或上述聲請權人聲請複審時，得就該已作成之禁制令進行

複審，又，此處之法院係指作出系爭禁制令的原審法院。至於使禁制令聲請人

亦能聲請複審，目的應係為使其有修正或追加所欲限制資訊之範圍所設。而此

條亦使新聞媒體在收到法院之禁制令時，有正式成為禁制令作成程序之當事人

的機會，而非如最初之程序中僅能出庭及陳述意見。 

於複審程序，法院得就禁制令進行確認、更改或撤銷，且得另外作出法院

依該法有權作成的其他任何命令。 

 

                                                        
225 Section 13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Review of 

orders 

(1) The court that mad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ay review the order on the 
court’s own initiative o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 person who is entitled to apply for the review. 

(2) Each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is entitled to apply for and to appear and be heard by the court on the 

review of an order under this section: 

(a) the applicant for the order, 

(b)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the order was made, 

(c) the Government (or an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r of a State or Territory, 

(d) a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e) any other person who, in the court’s opinion, has a sufficient interest i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should have been made or should continue to 

operate. 

(3) On a review, the court may confirm, vary or revoke the order and may in addition make any other 

order that the court may make under thi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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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訴 

第二個救濟途徑則為上訴，主要規定於第 14 條 215F

226。此部分較為複雜，故

須詳細說明之。 

首先，得作為上訴之客體者，依第 14條第 1 項之規定，有三種： 

(1)(原審)法院對於是否作成禁制令所為之決定(decision) 

(2)原審法院對於其所作成之禁制令在複審程序中所為之決定 

(3)原審法院不為複審之決定。關於此類決定，因依第 13條第 1項之規定，

法院對於是否開啟複審程序本即有決定權，故法院並不一定要准許複審之聲

請，但如其否定進行複審程序，則對於該決定亦應有提出不服之管道，即為

上訴。 

 

而對於上訴具有管轄權之上訴法院，係指原審法院的最終判決或命令之上

訴審法院，如無前述之法院，則由州最高法院管轄(第 2項)。於上訴程序，上

訴法院之權限，其能夠確認、更改或撤銷上訴所針對的禁制令或決定，並得根

                                                        
226 Section 14 of the 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SW): Appeals 

(1) With leave of the appellate court, an appeal lies against: 
(a) a decision of a court (the original court) to make or not to mak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r 

(b) a decision by the original court on the review of, or a decision by the original court not to review,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ade by the court. 

(2) The appellate court for an appeal under this section is the court to which appeals lie against final 

judgments or orders of the original court or, if there is no such court, the Supreme Court. 

(3) Each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is entitled to appear and be heard on an appeal under this section: 

(a) the applicant for the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b)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in which the order or decision subject to appeal was made, 

(c) the Government (or an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r of a State or Territory, 

(d) a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e) any other person who, in the appellate court’s opinion, has a sufficient interest in the decision that is 

the subject of appeal. 

(4) On an appeal under this section, the appellate court may confirm, vary or revoke the order or 

decision subject to the appeal and may make any order or decision under this Act that could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rst instance. 

(5) An appeal under this section is to be by way of rehearing, and fresh evidence or evidence in 

addition to, or in substitution for, the evidence given on the making of the decision may be given on the 

appeal. 

(6) If judgments or orders of the original court are subject to review by another court (rather than 

appeal to another court), this section provides for a review of the original court’s decisions instead of 

an appeal and in such a case references in this section to an appeal are to be read as references to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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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法，作出任何得於初審作出的禁制令或決定(第 4項)。 

至於上訴權人，該條並未明定，第 3項僅規定有權出庭並陳述意見之人，

但可以確定的是，就原審法院是否作成禁制令之決定，該程序之當事人應為當

然之上訴權人。此處要特別說明的是，新聞媒體對於禁制令並非當然之上訴權

人，如果其於禁制令作成程序中並非當事人，則其自無提出上訴之權利，故如

欲就禁制令尋求救濟，須先向法院聲請複審，如未被准許，再就該決定提起上

訴，反之，如法院准許複審之聲請，而後在複審程序中決定作成禁制令，而新

聞媒體不服，則對此其亦能提起上訴。 

而依本條所提出的上訴，須以重新審理(rehearing)之方式進行，故上訴程序

中，亦得提出新證據、追加證據或替換證據(第 5項)。  

然同條第 6項之規定：「原審法院的判決或命令，如應受另一法院之複審

（而非對另一法院之上訴），則本條所規定者係對原審法院的決定之複審而非上

訴；又，於該情況下，就以本條提起上訴之案件，應視為提起複審。」其意義

與目的十分難以理解，實務上對於該項之適用亦鮮有見解，僅 2012年 Fairfax 

Digital Australia & New Zealand Pty Ltd v Ibrahim 案中，最高法院刑事上訴法院

就該項之「複審(review)」一詞嘗試提出解釋。法院認為，該項所指複審，其內

涵與第 13條之複審不同，而是規定一種沒有從相關法院上訴（排除依最高法院

之監督管轄權或第 14條第 2項所規定向最高法院所為之上訴），但對另一法院

或法庭有「法定複審權」的情況 216F

227，惟法院亦表示此種狀況實際上很難存在，

僅表示是一種法定上訴的替代形式(an alternative to a statutory appeal) 21 7F

228，而未提

出具體事例。因該項重要性並不高，實務也很少使用，本文亦不再多加詳述。 

 

 

 

                                                        
227 Fairfax Digital Australia & New Zealand Pty Ltd v Ibrahim [2012] NSWCCA 125 [5] 
228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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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必要性」之判斷標準於實務上之流變 

於前所述，法院在考量是否應該作成禁制令時，最重要的判斷標準即為

「必要性(necessary)」。然此為抽象之標準，故仍須透過實務探其內涵，本文以

下將透過對於案例之觀察，嘗試描繪「必要性」之輪廓。 

 

第一款 基礎內涵 

對於必要性在第 8條第 1項中的字面意義，最高法院刑事上訴法院在

Fairfax Digital Australia & New Zealand Pty Ltd v Ibrahim案中有詳細的解釋，其

先引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819年於 McCulloch v Maryland 案中對於「必要性」

一詞之詮釋： 

「必要性具有不同層次的含意，其並非『特有的固定性質』，而是『容許存有

程度上的比較空間』……觀察該詞在世上普遍狀況下，或被認可的著作中之

使用，便能發現其所代表的含意，通常不會超出『一事對於另一事係便利

(convenient)、有效(useful)或不可或缺(essential)』的範疇」218F

229。 

 

    而後，法院進一步闡釋 219F

230：「(在禁制令法中)『必要』的含義取決於使用的

情況。在第 8條第 1項中，其與法院的命令，或者實際上，與被聲請的命令有

關，其確立了作成命令之前，法院所必須被滿足的標準。於系爭規定之各款，

『必要』一詞係用於描述被聲請的命令與特定目的之間的聯繫。依個案，其意

義在可變動之範圍內可能不會代表相同意涵。於（a）款，該命令的目的係『防

止損害適當司法運作』。進一步來說，其用字遣詞具有取決於情況的特性。『損

害(prejudice)』可以是具可能性，或具確定性的；又，如果最終發生(損害)了，

其影響或許很小，但亦可能大至使審判失敗的程度。同樣，『預防』將涉及程度

問題：被聲請的命令可能會減少損害之風險，也可能會完全消除這種風險。所

                                                        
229 Id, at [45]. 
230 Id,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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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變數都可能影響在特定情況下的『必要性』。」 

    而在 R v AB案中，Rothman法官就必要性所代表之意義亦有提出見解，表

示「當『必要』一詞涉及法院之權力運用時，其通常並不代表『不可或缺

(essential) 』，依照長久以來的判決先例，其通常係用來檢驗『對於實行特定

救濟係屬合理需求(reasonably required)或屬於法律上輔助(legally ancillary)之命

令的作成權力』」220F

231。 

    綜上，可以看出，「必要性」並非一成不變的標準，其會根據聲請理由之不

同、個案差異與預期影響大小的因素，而具有一定範圍內的變動彈性。又，本

文關注之領域係犯罪報導對公平審判之影響，故應聚焦的問題係：在何種情況

下，法院會認為作成禁制令對於「確保公平審判之進行」或「維護被告公平審

判之權利」具有「必要性」？ 

 

第二款 具體案例 

第一目 R v DEBS 

一、 背景事實： 

    被告 Bandali Michael Debs(下稱 Debs)，被控在 1995年 4月 22日謀殺

Donna Hicks，並在 2010 年 10 月 11日於新南威爾斯最高法院被起訴，中間經

過數次延遲審理，在 2011 年 10 月 17日其再次被提審，且陪審團亦經選任，惟

同月 20日陪審團被解散，該案再度延遲審理，10月 26日法院就該案之中間事

項進行處理，並至 10月 31日再次選任陪審團。而 10月 17日，被告律師向法

院聲請要求作成公開發表禁制令，同時亦對澳聯社(AAP)、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費爾法克斯傳媒(Fairfax Media)等九家大型媒體發送聲請通知232。 

    在此之前，被告 Debs已經於維多利亞州因謀殺兩名警察與 Kristy Harty而

分別於 2002年以及 2007年被定罪判刑，並於維多利亞州服刑中。 

                                                        
231 R v AB (No 1) [2018] NSWCCA 113[75] 
232 R v DEBS [2011] NSWSC 124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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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開發表禁制令限制範圍 

    被告律師於聲請中要求法院就有揭露下列資訊之傾向的相關資訊，應作成

公開發表禁制令233： 

1. 被告於 1997年及 1998年謀殺 Kristy Harty與兩名警察而被定罪之情事。 

2. 被告目前正於維多利亞州服刑之情事。 

3. 被告是 the Nine Network於 2011年 2 月 7日播出的電視節目(犯罪影集)的

主題，標題為”Underbelly Files:Tell Them Lucifer was Here”。 

4. 被告人的 DNA已被列入維多利亞州 DNA資料庫以及國家犯罪調查 DNA

資料庫。 

5. 被告之 DNA與從發現 Kristy Harty屍體之犯罪現場中所獲得的 DNA符

合。 

 

    為證明被告在澳洲所受到的長年、廣泛之關注之程度，被告律師亦在聲請

中提出了以下證據以支持其聲請234： 

1. 以搜尋引擎”Google”對被告之姓名(Bandali Debs與 Bandali Michael Debs)進

行搜尋，分別顯示了 3200個、12200個結果，其中，以 Bandali Debs進行搜

尋的前十個條目中，有兩個來自維基百科，另外四個則是太陽先驅報、世紀

報、雪梨晨鋒報、和澳洲新聞等澳洲大型媒體旗下之報社。至於以 Bandali 

Michael Debs進行搜尋的前十個條目中，第一個條目來自維基百科，其他五

個條目來源則是澳洲人報、太陽先驅報、世紀報、雪梨晨鋒報。另外還有

ABC News、澳聯社等媒體的文章。 

2. 搜尋引擎於澳洲之使用狀況：2010年 9月至 2011年期間，三大搜索引擎

—“Google”、”Bing”、”Yahoo”在澳洲的使用率依序為「94.45％、3.66％、

1.45％」。其他搜索引擎的使用率較低。被告律師提出該數據係為以此表示前

                                                        
233 Id, at [3]. 
234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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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搜尋結果所帶有之普遍性及代表性。 

 

三、法院之裁定及理由 

    法院准許被告之聲請，基於禁制令法第 8(1)a、e兩款理由，作成移除令與

公開發表禁制令，移除令係針對被告聲請中所指之資訊，公開發表禁制令則是

對於聲請所依據之具體事實、證據以及理由所為之公開發表限制。 

    而法院作成裁定之具體理由，最主要的原因係為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

利，蓋法院認為： 

1. 於 Harty案之量刑程序，承審法官 Kaye將被告描述為「麻木無情、邪惡、

暴力且危險」，再加上上述三個案件的相關資訊之內容，在即將進行的審判中

(即 Hicks案之審理)，對於被告非常不利，如果陪審團注意到前案之犯罪細

節，則被告就不可能得到公平審判 221F

235。因此，避免陪審團接觸被告於此次聲

請中所指之資訊，對於防止損害適當之司法運作具有必要性 222F

236。 

2. 法院雖然能夠指示陪審團不得就案件相關之資訊進行自主調查，如陪審員

忽視指示而為之，根據《陪審法》第 68C條，將構成犯罪並可能被判處最高

2年監禁，但陪審團不依指示而作成不當裁決的狀況亦不乏先例，故認為其

不會發生並不實際 223F

237。 

3. 再者，法院採用 R v Perish案 Price法官之見解：「法官應盡其所能保護被

告享有公正審判的權利，從而確保程序的正當性。…又，信任全體陪審團的

廉正性，並不代表法律應放棄其作為保護陪審團免受此種正直性考驗的傳統

角色。縱使吾同意陪審團會遵守吾之指示，但吾認為吾應盡力協助簡化其工

作。即使文章年代已久，然透過鍵入被告姓名便能立即於原告之網站上進行

存取，吾認為這確實存在損害被告享有公正審判權利之風險。」224F

238 

                                                        
235 Id, at [16-17] 
236 Id, at [26]. 
237 Id, at [30-32]. 
238 Id,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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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必要性之部分，法院則認為： 

1. 首先，依 R v Perish案之見解：「『必要性』一詞並非代表『絕對不可或缺

(essential)』，而係指『服從合理性的試金石(subjected to the touchstone of 

reasonableness)』。關於合理必要條件之概念則應以常識(common sense，或可

理解為一般通念)的方式處理。」 

易言之，本法所謂之必要性並非絕對，只要通過合理性的檢驗標準，即可

謂具有必要性。 

2. 而重點在於，作成命令如無實益(futility)，是否能認為符合必要性之要件？

本案，法院認為 225F

239： 

「如果所有負責在網路上放置或存取資訊的人，都遵守了在新南威爾士州的

公開禁制令，那麼顯然，該命令將具有效用。即便只有搜索引擎這樣做，該

命令仍可能顯著降低陪審員存取網路資訊的可能性。…也可以合理地推斷

出，媒體組織在網路上放置的許多資訊是由媒體組織在收到本申請通知後為

之，如果其刪除了放置於此處的資訊，則陪審員存取的機會也將減少。…當

然，無可否認，還有其他人公布了此類資訊—例如維基百科、被告律師在

Google搜索的 2頁內提到的其他網頁之所有者…等。但沒有理由認為，前開

負有責任的組織或實體，在得到命令通知，以及如不服從所可能受到的處罰

後，仍不會採取刪除相關資訊之措施。儘管期望所有發布者必然會這樣做並

不現實。因此，依本院之見，吾須以本院之任何命令並無法消除所有偏見資

訊為前提。…如推斷該命令不會被澳大利亞媒體組織和本院指定的三個搜索

引擎所遵守，尚非適當。因受通知之人如果不遵守，將面臨巨大風險。在這

種情況下，依本院之見，當命令顯著降低了任何陪審員選擇不服從『不以網

路查找任何重要資訊』的禁令之可能性時，便很可能具有實益。」 

 

                                                        
239 Id, at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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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R v NK 

一、背景事實 

被告 NK(假名)因涉嫌犯下加重強盜、傷害、運輸及持有毒品、謀殺等罪，

經檢方起訴後向法院認罪而 2015年 9月 3日被判刑。於審判中，被告證稱，其

屬於犯罪組織「生命兄弟會(Brothers 4 Life)」的成員，之所以犯有上述罪行，

皆係出於聽從組織上層之命令而不得不為之，因其若不聽命行事則有生命危險

之故，且被告亦於警詢中就組織中他人所犯之罪有詳細的描述，並明示於判決

書中。涉犯有重罪之 9人(8 男 1女)亦已經起訴，將於日後進行審理，且被告之

後將以「Witness L(證人 L)」的身分就系爭案件出庭作證 226F

240。 

也因此，為了確保日後將作為證人之被告的人身安全，以及為了日後另案

被告之公平審判之權利，檢方以及本案被告皆向法院聲請作成公開發表禁制

令。 

二、禁制令所聲請限制範圍： 

首先必須要說明的是，該案法院已於 2015年 8月 20日基於維護適當司法

運作與保護被告之目的（第 8條），依禁制令法第 7條 a項，就與被告以及另外

兩位家屬之身分相關之資訊（包括任何影像、圖片或敘述，以及任何可能揭露

前揭人士當前行蹤之資訊），作成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發表禁制令。並根據同法第

7條 b項，就被告關於他案對檢警偵查所提供之協助，作成披露禁制令（但檢

察署(the office of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簡稱 DPP)於訴訟中基於法定義

務所為之披露不在此限）227F

241。 

而法院在作出本案判決的同時，雙方當事人便進一步聲請，就有關被告

（即證人 L）之有罪判決理由，應作成公開發表禁制令。檢方認為，由於另案

9名被告之審前程序(Pre-trial proceedings)以及審判程序預定將分別於 2015年 11

月 2日及 2016年 2月 29日開始，審判期間預計達 6個月，屆時許多證人將被

                                                        
240 R v NK (No 2) [2015] NSWSC 1282 [1] 
241 R v NK [2015] NSWSC 128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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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喚。又本案之相關內容在此前曾有被廣泛傳播之情事，因此能夠預見，判決

理由勢必有引起媒體關注之可能性。而此種媒體關注或報導則可能影響被告獲

得公正審判之能力，亦有可能影響證人之人身安全，從而有害適當之司法運

作，如延遲審理亦有害司法運作而不符公益。對於上述意見被告律師基本上亦

表贊同 228F

242。 

最終，法院依當事人之聲請作成公開發表禁制令，然其亦有設定例外，准

許以下三點事項得公開之243： 

(1) 生命兄弟會的一名前成員已被判刑，其刑期與被訴原因。 

(2) 被告將於另案作證。 

(3) 法院對於判決書以及有關被告和其他相關人士身分之資訊作成披露禁

制令。 

三、法院裁定之理由： 

法院作成系爭禁制令之理由，主要可略分為以下二點： 

1. 防止損害適當的司法運作： 

在同意檢方所提出之理由之外，法院亦進一步表示，本案之判決理由，係基

於假定訴訟中雙方所提出之意見一致的事實陳述(an agreed statement of facts)

正確，而前揭陳述主要源於被告之警詢記錄。但這些警詢記錄的正確性、真

實性和可靠性，除了「被告之殺人行為是否係蓄意為之」此一具體問題以

外，都尚未在訴訟程序中得到檢驗，且系爭事實之內容在未來的另案審判中

勢必會有強烈爭議，如果本案承審法官在判決中之意見被報導，則將顯示其

對一些被指控犯有重罪然尚未得到審判的人形成了不利看法，正如檢方所指

出，系爭內容如果被公開發表，的確存有損害九名被告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

之真實風險。除此之外，預定的審判期日、審前聽證、陪審團選任等重要司

                                                        
242 supra note 240,at [6-7] 
243 Id,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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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事項也都會被影響 229F

244。 

2. 保護日後將作為證人的本案被告與其他證人 

除了前述之理由，法院亦表示，受威脅之證人包括但不限於證人 L本人，甚

至在量刑程序中，亦有民眾對被告出聲辱罵。觀此，自有保護證人之必要

230F

245。 

    至於必要性，於本裁定中，法院對此並未多加著墨，似乎是表明，以前揭

理由即足以滿足必要性之要件。 

 

第三目 R v Qaumi & Ors 

一、 背景事實 

被告 Farhad Qaumi、Mumtaz Qaumi、Jamil Qaumi、Mohammed Zarshoy、

Mohammed Kalal五人，被控犯有以下罪行而被檢方起訴： 

(1)謀殺Mahmoud Hamzy（Mohammed Hamzy的表弟）(2)對 Omar Ajaj犯重

傷害罪(3)共謀欲殺害Mohammed Hamzy。 

至於Mohammed Hamzy則亦因被控犯有其他重罪(謀殺)而被起訴，預計將

於 2016年 6月 14日於最高法院開庭審理246。 

首先須說明者係，本案係犯罪集團「生命兄弟會」的兩大派系之間地盤鬥

爭的一部分，案情複雜，涉案人員眾多，光審前程序便歷時長久，而承審法官

亦於審前程序以及審理程序中，就除了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發表禁制令以外的相

關程序事項作出多個裁定，這些裁定以”R v Qaumi & Ors”為名並加上編號，總

數達到 67項，本文僅就與禁制令以及受公平審判權利有關的部分進行介紹。主

要的裁定有三，分別是：檢方聲請的公開發表禁制令以及披露禁制令(以下稱裁

定 A)、被告 Farhad Qaumi、Mumtaz Qaumi所聲請的公開發表禁制令(以下稱裁

                                                        
244 Id, at [11-13]. 
245 Id, at [14]. 
246 R v Qaumi & Ors (No 12) [2016] NSWSC 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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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B)以及被告 Jamil Qaumi所聲請的移除令(以下稱裁定 C)。 

二、 裁定 A247 

(一) 聲請原因及所欲限制之範圍 

    前述已提及，本案係黑幫鬥爭的一部份，而本案被告被控欲殺害的對象

Mohammed Hamzy亦即將因另案受審判。惟檢方為確立本案之指控，包含說明

黑幫鬥爭的前因後果，將於日後審判中提出與 Hamzy有關的證據，證明其為該

幫派之分部負責人，以及欲謀殺本案被告之一，Farhad Qaumi之事實。檢察署

的意見是，關於 Hamzy的此類資訊，如果被公布，將使其難以，甚至是不可

能，獲得不受偏見影響的公正審判(the release of such information in respect of 

Mohammed Hamzy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him, perhaps impossible, to obtain a 

fair trial free of prejudice)。因此，檢察署聲請法院作成命令，以確保此類證據

和資訊，或至少將能夠識別Mohammed Hamzy為此類犯罪行為參與者的資訊進

行控制，使其在 Hamzy經過審判後才進入公共場域 231F

248。 

    基於上述原因，檢方為保障另案被告Mohammed Hamzy受公平審判的權

利，以及其他顯著超出公開審理公共利益之公益，就以下資訊向法院聲請公開

發表禁制令與披露禁制令249： 

(1) 禁止 Hamzy的名字、別名或暱稱被公布。(公開發布禁制令) 

(2) 禁止有關 Hamzy身分的證據或陳述被披露，其範圍包括但不限於任何

具體描述、照片、其據稱於生命兄弟會 Bankstown分部中所擔任的職

位、與Mahmoud Hamzy的關係、Anthony Elkadi(Hamzy案之被害人)被

槍殺的地址、其即將接受最高法院之審判與其被訴之罪名。(披露禁制

令) 

 

                                                        
247 R v Qaumi & Ors (No 12) [2016] NSWSC 294 
248 Id, at [4-6]. 
249 Id,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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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院裁定之理由 

    法院原則上認同檢方所提出之意見，認為 Hamzy擔任黑幫分部負責人的角

色，以及檢方將於審判中提出，所欲證明導致多起槍擊案之黑幫鬥爭中，

Hamzy參與並涉嫌共謀和謀殺未遂之事實的證據，可能會影響 Hamzy獲得公

正審判的能力 232F

250。 

    又，前揭資訊的公開發表，甚或可能會導致其審判被延後。而該具有重大

意義的審判，如因相關案件之訴訟程序所導致有違公平性的資訊公開，而再次

延後，則有害公共利益，且該公共利益顯著超出公開審理之實質公共利益。此

外，該命令對於防止損害適當司法運作，具有必要性 233F

251。 

    因此，法院基於第 8條第 1項 a、e款之理由，對於檢方所聲請所欲限制之

範圍，作成公開發表禁制令，但並未作成披露禁制令252。 

 

三、裁定 B253 

(一) 聲請原因及所欲限制之範圍 

    本案被告 Farhad Qaumi與 Mumtaz Qaumi(下稱 Qaumi兄弟)除了被控犯前

揭之罪以外，在檢察官原本的起訴書中還被控謀殺 Joseph Antoun(下稱 Antoun

案)，然法院以分離訴訟之裁定 234F

254，將 Antoun案與前開訴訟分別審判，其中所

代表的含意是，陪審團也會分別選任。至於 Antoun案之審判，將會在本案審判

結束後接著進行，法院將此稱為「連續審判(back-to-back trials)」255。 

    因此，為了不使前案中提出之證據影響後案之審理，Qaumi兄弟向法院提

出聲請，請求就本案中之證據以及與其被控之罪相關之資訊作成公開發表禁制

令，而檢方亦支持該禁制令之聲請，但參與訴訟之新聞媒體則認為系爭禁制令

                                                        
250 Id, at [13]. 
251 Id, at [14]. 
252 Id, at [15]. 
253 R v Qaumi & Ors (No 15) (Non-publication order) [2016] NSWSC 318 
254 R v Qaumi & Ors (No 3) (Severance and separate trial) [2016] NSWSC 15 
255 supra note 253,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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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必要性而採取反對之立場256。 

 

(二) 法院裁定之理由 

    法院主要依據以下理由而裁定應作成被告所聲請之公開發表禁制令： 

1. 如不對本案之證據進行公開發表之限制，將使分離訴訟的裁定失去意義 

    蓋如前述，法院對於 Antoun案作成了分離訴訟的裁定，其本意即係

為使本質上獨立之案件能夠分開審理，因本案屬於黑幫鬥爭，各案件間

確係有關連而能合併審理，但 Antoun案則否。因此法院認為。如對於本

案之證據沒有某種形式的公開發表限制，則大眾將對以下事實有所認

識：Qaumi兄弟係「生命兄弟會」犯罪組織 Blacktown分部的領導人，

指揮該組織的活動，其中包括了最嚴重的犯罪，如數起槍擊事件，造成

一名男子死亡，多人受重傷，包含一名無辜兒童在家中受到槍擊而受

傷。如果於 Antoun案進行審理時，陪審團知道這些資訊的全部或一部，

則此毫無疑問，將對於被告所享有公正審判之權利產生不利的影響，且

會使分離審判的命令變得毫無意義，亦不可能指示陪審團克服偏見進行

審理 235F

257。 

2. 限制於本案審判中提出之證據的公開發表，對於保障被告在 Antoun案

審理中所享有的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以及被告與被害人對於妥速審判的

利益，具有必要性 

    參與訴訟之新聞媒體認為，在有其他手段可以保障被告於 Antoun

案中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時，不應該對於本案作成公開發表禁制令，可行

的手段例如 236F

258：(1)在本案判決後設定一段合理期間，延後 Antoun案之

審理(2)改變 Antoun案之審理地點(3)如本案由法官單獨審理，而 Antoun

                                                        
256 Id, at [7-9] 
257 Id, at [25-26] 
258 Id, at [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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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陪審團審理，則可調換審理順序使 Antoun案先行審理(4)為使被告

身分不被公開，法院可以僅就此部分作成公開發表禁制令或假名令即

可。因為這些替代手段的存在，被告所聲請的禁制令並不具必要性。 

對於上述意見，法院分別作出了回應，首先，就第一種方案，法院認

為，如同檢方所說，被害者及其親友與作為告密者的證人們，都希望

Anton案的審理能盡快進行。對於前者，係希望正義得以盡早伸張。而

對於後者，則代表其越早結束此義務，便能愈快回歸自己的生活，無論

最後其是否需要服刑，且案件在法院審理的時間越長，其越容易成為社

會大眾關注的焦點，從而對其造成危險。又，被羈押中之被告亦有權及

時解除所受之指控。因此如為了實現公開審理的公共利益，而在這種情

況下延後 Antoun案的審理，洵非適當 2 37F

259。 

    而變更審判地，法院亦表示此非可行方案。一來可改變的地點於地

理上受到限制，同時亦無任何跡象表明，預期中的媒體報導不會影響新

南威爾士斯州其他地方的陪審團，此外，該案於雪梨發生，自應由雪梨

之陪審團進行裁決 238F

260。 

    至於調整審理順序，因為 5名被告就本案依刑事訴訟法第 132條聲

請法官單獨審理已被駁回，再加上起訴之順序係屬檢察署與檢察官的職

責，而非屬法院，更遑論新聞媒體，且檢方亦已表示，基於本案有 3名

被告聲請保釋被拒而正在羈押中，本案自應優先審理之意見，法院亦認

同該見解，故本方案並不可行 239F

261。 

    最後，第四種方案是法院認為最有可能實行的，並詳細探討了其可

行性。但被告律師表示，不可能以此種命令保護被告，因為兩案間存在

「大量唯一特定性標籤，即使有禁制令，陪審團也能將輕而易舉的將兩

                                                        
259 Id, at [74-77] 
260 Id, at [78] 
261 Id, at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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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審判相連結。」並提出其間之共同事實，如犯罪組織的名稱、組織成

員主要是阿富汗人、同案被告的身分，以及於兩案中皆負作證義務的 5

名相同證人。至於證據之外的共同特徵，例如審理法院、法院大樓、律

師身分和承審法官，皆屬之。法院認同被告律師的看法，認為在兩次審

判間，證據與所涉事件確實具共同點，無法想像 Antoun案審判中的候

補陪審員不會輕易察覺到證據的共同特徵。且法院也無法事先預測可能

會使潛在陪審員意識到兩名聲請人被控指示謀殺 Antoun且作為犯罪集

團之首之身分的每項證據的確切內容，故此方案亦非可行 240F

262。 

 

    考慮到上述替代方案皆無法達到保護被告於 Antoun案中受公平審

判之權利的效果，法院認為作成公開發表禁制令確實具有必要性，從而

依禁制令法第 8條第 1項 a、e款之理由就被告所聲請之資訊範圍作成公

開發表禁制令。但其亦承認，該禁制令對於新聞媒體就審判提供公正、

全面的報導之能力確實造成重大影響，惟此能力並非絕對，而公眾儘管

因該禁制令而難以關切此事，但在審判結束後，其仍能夠就審判得到公

正完整的媒體報導，這對公眾來說亦不失為一種好處，同時法院為了有

力化其論點，將該禁制令的效果定性為「延後」而非「完全禁止」公開

發表，以表示該方案對於媒體已經是侵害最小的手段 241F

263。但本文認

為，儘管法院表示其僅係延後媒體對於案件的報導而已，然實際上該禁

制令的效果係對於媒體在「一定期間內」就「特定內容」不得「公開發

表(報導)」所為之限制，實難看出其與完全禁止的區別實益，故似無必

要特別為此定性。 

 

 

                                                        
262 Id, at [82-89]. 
263 Id, at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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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裁定之後續 

    對於本裁定所作成的公開發表禁制令，雖經媒體上訴至新南威爾斯州最高

法院刑事上訴法院請求撤銷，但被駁回而仍有效力，惟最後由於 2016年 11月

11日法院就 Antoun案作成法官單獨審判之裁定 242F

264，公開發表禁制令從而失去

其達成防止候補陪審團被污染的目的之必要性，被法院裁定撤銷 243F

265，但由此仍

可以看出，是否能保護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係法院在裁定作成禁制令時判

斷必要性的重要標準。 

 

四、裁定 C266 

(一) 聲請原因及所欲限制之範圍 

    本案被告 Jamil Qaumi基於對陪審員可能會於網路上搜索被告之姓名或有

關於案件的其他詳細資訊，並進而發現與被告或該事件有關之任何被指控之內

容（其中大多具有煽動性和偏見性），認為進行此類網路搜尋的陪審員，日後將

無法公正地考慮審判中所要確定的問題，故向法院聲請作成移除命令(take-down 

order)，請求將移除各類網頁上之特定內容 244F

267。並提出 25篇網路新聞文章以及

以三大網路搜尋引擎進行搜索所得出的結果作為證據 245F

268，以支持其聲請。 

    檢察官基本上亦對於該聲請表示支持 246F

269。但可想而知，三家媒體組織作為

參加訴訟人 (Nationwide News、Fairfax、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當然表示反對，認為被告之聲請欠缺必要性，故法院不應作成移除令。 

 

(二) 法院裁定之理由 

    法院基於以下之理由同意被告之聲請，並對於 25篇文章中的 10篇作成移

                                                        
264 R v Qaumi & Qaumi [2016] NSWSC 1473 
265 R v Qaumi & Ors (No 67) [2016] NSWSC 1601 
266 R v Qaumi & Ors (No 16) (Internet “take down” orders) [2016] NSWSC 319 
267 Id, at [2] 
268 Id, at [11-13] 
269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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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令： 

1. 聲請人所欲移除之文章，的確有能力影響閱讀之陪審員 

    前述提及，被告律師提出了 25篇新聞文章，同時根據其性質分為

A~G類共 7種，而法官認為其中 B(將被告與其他未於本案中審理之犯罪連

結之文章)、C(提到被告先前曾被控謀殺而後無罪釋放之文章)、D(提及被

告之保釋狀態、前科及暴力傾向之文章)、E(顯示其餘被告之影片連結的文

章)、F(提及高級警官對於應由陪審團決定之事項表示意見的文章)五種性質

的文章，的確有能力影響閱讀其中內容的陪審員，然影響程度應個別判

斷。同時法院將上述五種文章再細分為三個重要注意類別，分別為「有關

Joseph Antoun被謀殺的文章」、「提到被告 Farhad Qaumi犯有先前的謀殺罪

之文章」以及「以聳動的方式提及 Zarshoy之前科與嚴重暴力傾向的文

章。」247F

270 

 

2. 移除系爭文章並非無實益，為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移除令確實

具有必要性 

    本裁定最重要的部分便在於作成移除令是否具有實益之問題，媒體認

為，系爭文章至少有四篇已經在網路上廣泛複製流傳，其中不乏海外網

站，此已超出了澳洲法院的管轄範圍，從而無對發布者執行之可能；再

者，這些資訊的一部或全部多半都被保留在網路上，例如快取(cache)之形

式，如果一個陪審員堅決違反法院之指示與陪審法之規定而執意搜尋，仍

能存取相關資訊；最後，無人於訴訟中代理搜尋引擎(如 google)所有者發

表意見，且其所在地位於美國，非該命令可執行之範圍。因此，法院的移

除令縱使作成，亦係徒勞無功而不具實益，從而欠缺必要性。 

    法院對於上述意見，首先引用了 Basten法官在 Fairfax v Ibrahim案第 76

                                                        
270 Id,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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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意見 248F

271，表示：「如果命令無實益，則亦將無法通過必要性檢驗。但命

令不一定會因為資訊能夠以快取的形式或於海外網站上取得，就一定無實益，

在快取的部分，當資訊源網頁被刪除，該文章亦會隨之刪除。搜索顯示大量

結果之事實，並不一定代表犯罪相關資訊容易被找到。考量搜尋排序較為前

面的結果有其必要性。」 

    而法院亦指出，有證據能夠推斷，移除某些最具有潛在偏見性的文章的

確能得到預期效果。例如系爭文章中有一篇提及了本案證人 L 之姓名、照

片、律師以及其他資訊(應包含被告之姓名)，但於發布者自行刪除以後，被

告律師以被告姓名進行搜尋時，該篇文章至少未出現於前四頁搜尋結果中，

除非以黑幫組織名稱或完整文章名稱才能搜尋得到 249F

272。意即，以被告姓名

或其他類似條件搜尋都無法導向至該網頁，這代表至少就保護告密者證人的

目的來說，該刪除行為並非無實益 250F

273。再者，儘管以被告之姓名進行搜尋

仍會顯示上萬個結果，故對約 25 篇文章作成移除令看似無關緊要，且移除

令亦可能導致其他具冒犯可能性之文章的搜尋結果更為前置，惟法院仍然採

取被告律師的意見，即從前開文章之刪除後以三大搜尋引擎進行搜尋所得出

的結果都顯示此種命令的確具有一定作用，並引述 Price 法官於 R v Perish

案之見解，表示：「即便法院無法刪除所有違法文章，並不當然得出尋求救

濟的規定即無實益之結論。」251F

274 

    而後，法院提出四宗陪審員違反法院指示進行自主搜尋的案例，表示鑑

於進行陪審團審判的案件數量，以及陪審團行為不當的例子數量並不多，的

確能夠適當假設絕大多數的陪審員都會基於其宣誓、法律、以及承審法官之

指示來履行其義務 252F

275。惟即使如此，法院仍引述 Price法官於 R v Perish案

                                                        
271 Id, at [34] 
272 至於為何原文章刪除後仍然能搜得同篇文章，裁定中並無說明，但可以推論，或許係有人對

該篇文章進行全文複製並轉貼，而轉貼者並非熱門之網站擁有者，故不會出現在搜尋結果較靠

前之頁面。 
273 supra note 266, at [15] 
274 Id, at [39] 
275 Id, at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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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解：「法官應盡其所能保護被告享有公正審判的權利，從而確保程序的

正當性。…又，信任全體陪審團的廉正性，並不代表法律應放棄其作為保護

陪審團免受此種正直性考驗的傳統角色。縱使吾同意陪審團會遵守吾之指示，

但吾認為吾應盡力協助簡化其工作。即使文章年代已久，然透過鍵入被告姓

名便能立即於原告之網站上進行存取，吾認為這確實存在損害被告享有公正

審判權利之風險。」以及 R v Debs案中 Hulme法官「儘管接受陪審員不會

故意違反法院指示，但當有此種明顯危險(appreciable risk)，加上為保護陪審

員免受此種正直性考驗，以及保護被告受公正審判之權利時，仍有必要作成

命令」的見解，而認為有必要就前述三種性質的文章作成被告聲請之移除令

253F

276。 

 

3. 移除令並不構成對公開審理原則或公眾知情權的重大干預 

    最後，法院表示其認同刪除文章可能代表發布者在審判結束後基於商

業和經濟原因，而選擇不重新發布文章。但是，鑑於這些文章已經在線了

幾個月甚至幾年，並且考慮到媒體將能夠在適當時期充分報導審判本身的

證據與審判結果，故其認為這並不構成對公開審理原則或大眾「知情權」

的重大干預 254F

277。 

 

(三) 本裁定之後續 

    本裁定之參加訴訟人(及媒體組織)對於本裁定不服，並上訴至新南威爾斯

州最高法院刑事上訴法院，而法院亦准許其上訴，並作成與本裁定意見相左之

判決，即第四目之 Nationwide News Pty Limited v Qaumi案。 

 

                                                        
276 Id, at [53-55] 
277 Id, a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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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Nationwide News Pty Limited v Qaumi278 

    如同前述，本案係媒體組織對於最高法院在 R v Qaumi & Ors案所作成之

公開發表禁制令以及移除令有所不服進而上訴，並由最高法院刑事上訴法院所

為之裁定，背景事實前已述之，於此不贅。而因為公開發表禁制令的部分，法

院係維持原判，移除令之部分則作出不同裁決，故以下僅就後者之上訴理由與

法院裁定理由分別述之。 

 

一、上訴之理由 

    媒體上訴之主要理由，係質疑原審法院是否能夠僅以陪審員可能違反法官

「不得進行搜尋」之指示即作成移除令？且該移除令要求媒體刪除之資料，在

網路上其他地方都能找到類似內容 255F

279。 

 

二、法院裁定之理由 

    本案，刑事上訴法院認為，儘管原審對於移除令之作成十分謹慎，但移除

令不會導致系爭文章從網路上被充分地移除，進而使移除令有效作用。易言

之，其認為作成移除令並無實益，故不符合必要性之要件。 

    刑事上訴法院進一步說明，縱使原審有證據表明，刪除一篇文章對於減少

搜尋者於網路上能夠存取的資訊具有一定作用，然基於以下兩個原因，其仍然

得出移除令並無實益之結論。首先，系爭許多文章都過於陳舊。再者，上訴法

院認為，承審法官於審判時，應能夠向陪審團為適當指示，要求其必須根據提

示予法院之證據進行審理，並相信陪審團以負責任的態度遵其誓言進行審理，

其中包含遵守承審法官之指示 256F

280。 

 

                                                        
278 Nationwide News Pty Limited v Qaumi [2016] NSWCCA 97 
279 Id, at [13] 
280 Id, at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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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對於後續移除令裁定之影響 

    在本裁定於 2016年 5月作成以後，在同年 10月的 AW v R281一案，刑事上

訴法院亦採取前開裁定之見解，同樣以被告聲請所欲刪除之資訊過於陳舊282，

以及沒有證據證明陪審團不會遵守法院指示283之理由，駁回了被告請求作成移

除令之上訴。 

 

第三款 必要性判準之確立 

    觀察上述所舉之法院見解，可以看出，在為保護被告之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而依禁制令法第 8條第 1項 a款作成禁制令時，關於必要性的審查，其具體考

量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二點。 

 

1. 評估系爭資訊對於陪審團之影響 

    首先法院要審酌者係，系爭資訊之內容，是否有可能影響日後陪審團於

審理中之判斷。基本上關於被告之前科、詳細的犯案內容以及被告之人格特

徵等資訊，法院通常都認為有可能使陪審團形成偏見，而影響公平審判。新

聞媒體對於此點最主要的反對意見便係，承審法官既對於陪審團具有指示之

權力，從而得對於違反法官指示進行私下搜索的陪審員課以刑責，則自無以

禁制令限制新聞媒體報導之必要性，對此反對意見，肯否兩說最高法院皆曾

採之，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是否信任陪審團能夠遵守法官之指示，易言之，

即係信心問題，採肯定見解者基於陪審團有不當行為的案件十分稀少，加上

就算發生也能夠以刑罰制裁，而對陪審團的自律抱有較高的期待，並以此認

為禁制令欠缺必要性；採否定見解者則認為，即便陪審團有不當行為之案例

稀少，惟事實上仍然存在，且無法從假設裡排除其再發生之可能性，加上法

                                                        
281 AW v R [2016] NSWCCA 227 
282 Id, at [58] 
283 Id, at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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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本即有協助陪審團減輕其職務負擔的義務，而讓陪審員避免因為受到公正

性的考驗便是其中一項，從而無法以法院有指令權即認為必要性不存在。 

     

    本文認為，考慮到現今科技與資訊傳輸的發達程度，陪審員要避法院之

耳目私自進行相關資訊的查詢本非難事(除非陪審員在擔任其職務期間手機皆

須沒收此種極端的方式)且極難被發現，且肯定說的看法毋寧係忽略了系爭資

訊之公開後對於潛在陪審團之影響，尤其在重大矚目案件，透過媒體的大幅

報導所存於閱聽者腦中之偏見更不易消除或淡忘，因此否定見解較為可採。

然而，觀察新南威爾斯州近年來有關於移除令的裁定，就此問題最高法院似

乎較偏向於採取肯定之見解。 

 

2.禁制令必須具有實益 

    禁制令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反面來說，作成禁制令是否毫無實益，

亦為審查重點之一，蓋作成禁制令如無實益，自無法稱該禁制令具有其必要

性。參考前揭案例，通常在為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之保障而作成披露禁制

令與公開發表禁制令時，法院對於該問題的考慮並不會著墨太深，只要能夠

合理推斷作成披露或公開發表禁制令確實能有助於防止損害適當的司法運

作，便會認為其具有實益。但在移除令的情況，是否具有實益即會成為一大

爭點。法院認為移除令無實益的理由多為：(1)系爭資訊過於陳舊，縱使刪除

效果亦有限(2)相關資訊過多，致使法院即便作成移除令，亦無法將偏見性文

章充分刪除，有心者能仍從他處尋得相同資訊，因此作成移除令係為徒勞。

對於這兩個問題，法院亦有相反見解，認為：(1)儘管資訊存於網路時日已

久，然有鑑於現代網路搜索功能之強大與便捷，縱為舊聞，亦仍能輕鬆查得 

(2)無法刪除所有資訊，或是該資訊仍能從他處尋得，亦不當然代表移除令無

實益，如能證明移除令確實能有一定效果，則仍可能具有實益而通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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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查。 

 

    本文認為，法院認為移除令無實益的理由(2)，確實有其見地，蓋此種狀

況作成移除令，亦難防止積極查詢相關資訊的陪審員，然而此時或許應將重

點放在「移除系爭資訊，是否能使查詢之困難程度提升」，如同 R v Qaumi & 

Ors一案之移除令裁定中所指出，一篇原始文章被刪除後，至少在搜尋結果

的前四頁都無法再查得其內容，即能得知搜尋的困難度確有提升，按現代人

的網路使用習慣，排序在後的頁面，其觸及率勢必較低，觸及率低，便代表

接觸此資訊之網路使用者較少，而得推論該有可能影響公平審判之資訊被刪

除後，一定程度上應能降低潛在陪審員被汙染之風險，此時其應認其具有實

益。 

 

第四項 制度之評析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之披露與公開禁制令制度，十分注重禁制令與公開審理

原則之間的關係，從禁制令法第 6條，以及第 8條第 1 項 e款即可觀之，畢竟

落實公開審理原則本即係訂定本法之目的之一，將公開審理原則設為作成禁制

令之門檻，以防法院恣意之用心，值得肯定，而這也符合了本文前述在討論人

民就犯罪事件所擁有知的權利時，所提及之「原則公開，例外保密」的準則。 

 

    又，原本新南威爾斯州於訂定禁制令法以前，法院欲作成禁制令，倘無特

別之成文法可遵，便僅能用普通法之判決先例作為命令基礎，如此一來無論在

效力、範圍、甚至是作成命令之權限主體，都容易產生爭議，且效果亦弱於成

文法，而在制定禁制令法以後，不僅效力、範圍與權限主體得到了較為明確之

規範可遵，禁制令所能達成的效果亦進一步得到提升，法院從以前僅能對與訴

訟相關之人作成規範，到在具有必要性時亦能對新聞媒體進行限制，這對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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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上，不啻為一道堅實的防壁。 

 

    然而在該制度下，相較於公開審理原則之備受重視，言論自由之保障則未

受到太多注意，本文所舉之事例中，法院於審酌是否作成禁制令時，幾乎未曾

提及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僅 Fairfax Digital Australia & New Zealand Pty Ltd v 

Ibrahim一案中有稍加著墨，該案法院表示「儘管普通法上的言論自由不容忽

視，然其對於作成防止損害適當司法運作之禁制令之阻礙並不大」257F

284，參其言

下之意，似能將其理解為「在符合防止損害適當司法運作之必要性時，幾乎無

須審酌言論自由」，這樣的態度對於作為普世人權之言論自由確實過於輕率，之

所以如此，也必須歸因於言論自由並非澳洲憲法明文保障之基本權，故在權衡

時其重要性便容易被忽略，此毋寧是十分可惜之處，但也對於有意借鑑該法者

起了提醒作用，即除了公開審理原則以外，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也應納入考

慮，且其重要性不亞於，甚或高於公開審理原則。 

 

第二節 嚴格門檻—美國 

第一項 概說 

第一款 美國陪審制度簡介 

    與前述之澳洲相似，作為英國法之繼受國，美國亦有陪審團制度的適用，

而從人民受陪審團公正迅速審判之權利，受到美國憲法第 3條第 2項 258F

285、第五

                                                        
284 Fairfax Digital Australia & New Zealand Pty Ltd v Ibrahim [2012] NSWCCA 125[49] 
285 美國憲法第 3條第 2項：「一切罪案，除彈劾案外，應以陪審團審判之。該項審判應於發生

該項罪案之州舉行之，但罪案非發生於任何州時，該項審判應在國會以法律所定之地點舉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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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F

286、第六 260F

287、第七 261F

288修正案明文保障觀之，該權利受重視之程度可見一斑。

美國陪審團制度有一特別之處在於，其有「大陪審團」(Grand Jury)及「小陪審

團」(Petit Jury)之區分。大陪審團主要由 12人至 23人組成，目的係於刑事案件

中對檢察官進行監督，其有權審查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並決定是否起訴

(indictment)被告，而伴隨該權力，大陪審團亦有廣泛的調查權 262F

289。小陪審團則

主要由 12人(亦有可能少於 12人，但最高法院於 Ballew v. Georgia案中明示不

得少於 6人 263F

290)組成，其職責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有無(此實質上即代表決定被

告行為是否成罪) 
264F

291，至於適用法律以及量刑則交由職業法官為之。至於何種

犯罪之被告得受陪審團之審判，最簡易之區分方式便係系爭罪名是否屬輕微犯

罪(petty offence)，因聯邦最高法院在 Lewis 訴 United States案中明示，輕微犯

罪之被告不受第六修正案陪審團審判條款之保障，故如被告未放棄此憲法保障

之權利，所有非輕微犯罪之刑事案件審理都應由小陪審團進行審判 265F

292。而有罪

評決之門檻，根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31條 a 項之規定，原則上係採一致決，

如陪審團中有一人為不同之意見，則法院便會宣告流審 266F

293，原本路易斯安那州

267F

294與奧勒岡州 268F

295係全美唯二承認得以非一致決判決被告有罪之州(前者後來在

2018年底通過了州憲法第二修正案，確立重罪案件之陪審團需以一致決始能判

                                                        
286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前段：「非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人民不受死罪或其他不名譽罪之審

判，但戰時或國難時期服現役之陸海軍或國民兵所發生之案件，不在此限。」但大陪審團在美

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7條，准許除死罪以外之罪，於被告放棄由大陪審團起訴時可僅由檢察

官起訴之，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在 1884年的 Hurtado v. California 案中肯認各州政府可決定是否於

刑事訴訟中使用大陪審團制度後，已僅剩約半數州政府使用大陪審團制度。參見：楊崇森，美

國大陪審制度之功能與運作，軍法專刊第 56卷第 3期，頁 186-187，2010年 6月。 
287 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應享受下列之權利：發生罪案之州或區域

之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之公開審判，其區域當以法律先確定之。」 
288 美國憲法第七修正案：「在普通法上之訴訟，其訴訟標的超過二十元者，仍保留其由陪審團

審判之權。陪審團所判定之事實，除依普通法之規則外，不得於美國任何法院中再加審理。」 
289 楊崇森，同註 286，頁 187。 
290 黃國昌，美國陪審制度之規範與實證，月旦法學雜誌第 194期，頁 77，2011年 7月。 
291 張明偉，初探美國陪審制，月旦刑事法評論 2期，頁 39，2016年 9月。 
292 張明偉，同前註，頁 39。 
293 張明偉，同前註，頁 41。 
294 Johnson v. Louisiana, 406 U.S. 356 (1972) 
295 Apodaca v. Oregon, 406 U.S. 404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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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有罪 269F

296)，然在聯邦最高法院於 2020年 4 月 20日，在 Ramos v. Louisiana

一案 270F

297中，以 6:3之多數決推翻了前開判決先例，多數大法官認為源於憲法第

六修正案之陪審團需經一致決始能判被告有罪之原則，除了適用於聯邦刑事案

件之陪審團審判以外，亦適用於州法院之陪審團審判，依此判決，今後美國之

陪審團審理都將適用一致決，多數決自此走入歷史。 

 

第二款 美國新聞自由之現況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規定國會不得立法限制人民言論及出版之自由(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271F

298，儘管該條作為保障新聞自由之憲法依據在

美國學說實務上並無爭議，然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是否同義而僅係形式不同，

或者新聞自由係獨立於言論自由的另一種權利，則無一致之見解 272F

299，惟無論如

何，都能肯定新聞自由在美國係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之一。 

    然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每年出具之「新聞自由指

數」(Press Freedom Index)排名，美國近十年來大多都落於 40-49名的區間，甚

至在 2018至 2019年，從原本黃色的「還不錯」(fairly good)變成橘色的「有問

題的」(problematic)，而最新的排名中，該組織則指出，鑒於川普政府對於記者

並不友善的態度，使反新聞的情緒(anti-press sentiment)擴散至全國，加上白宮

戰略性地以限制媒體提問之方式取代傳統上媒體獲取資訊的形式，都顯示新聞

自由近幾年在美國的低潮 273F

300。當然，該排名並不當然能完全代表新聞自由於各

國之落實，尤其在犯罪事件之報導自由度上，美國亦不見得低於前一節所介紹

之澳洲，而澳洲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甚至高於美國，故以下仍需進一步探究

                                                        
296 詳細修憲過程可參考：https://ballotpedia.org/Louisiana_Amendment_2,_Unanimous_Jury_Verdi

ct_for_Felony_Trials_Amendment_(2018)，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297 Ramos v. Louisiana, No. 18-5924, 590 U.S. ___ (2020). 
298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之法律：設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限

制或削奪人民言論及出版之自由；削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救濟之權利。」 
299 林子儀，同註 25，頁 70-71。 
300 2020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United States，https://rsf.org/en/united-states，最後瀏覽日期：

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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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於新聞媒體在報導犯罪事件時，究有何種限制或規範。 

 

第二項 美國刑事程序中對於媒體之規制手段 

第一款 藐視法庭罪 

    如同大多數的普通法國家，美國亦有藐視法庭罪之適用，在聯邦法上，其

規定於聯邦法典第 18篇第 401條 2 74F

301，而行為態樣主要能夠分為二種：「不當行

為(Misbehavior)」以及「不服從或違抗(Disobedience or resistance)」。前者係任何

人當庭或於鄰近法庭之處為妨礙司法權行使之不當行為(第 1項)，亦或對於執

行職務之公務員為不當行為(第 2項)者謂，後者之對象則為法院依法所作成之

令狀、傳票、命令、裁定及指揮等(第 3項)。聯邦法典第 18篇第 402條第 1項

275F

302亦有規定，任何人、企業或組織故意為一定行為，而違反法院所發出之令

狀、傳票、命令、裁定及指揮時，如該行為依聯邦或各州之法律亦會構成刑事

犯罪，則應以藐視法庭罪起訴之。 

    又，刑事藐視法庭有分為直接藐視(direct contempt)及間接藐視(indirect 

contempt)，直接藐視主要係出現在法院面前之不當行為(前段所述之 401條第 1

項即屬之)，例如證人雖出庭但拒絕作證、在法庭內小便、侮辱法官及陪審員等

行為，間接藐視則多係指未於法院內所為之妨礙司法行為 276F

303。 

    儘管於實務上，法院的確能依藐視法庭罪之規定對於新聞媒體在審判期間

就案件所為之報導或評論進行處罰，然因涉及言論與新聞自由之衝突而有相當

大的爭議，故聯邦最高法院在 Bridges v. California277 F

304、Pennekamp v. 

                                                        
301 18 U.S. Code § 401. Power of court 
302 18 U.S. Code § 402. Contempts constituting crimes 

Any person, corporation or association willfully disobeying any lawful writ, process, order, rule, 

decree, or command of any district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court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by doing any act or thing therein, or thereby forbidden, if the act or thing so done be of 
such character as to constitute also a criminal offense under any statu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under 

the laws of any State in which the act was committed, shall be prosecuted for such contempt as 

provided in section 3691 of this title and shall be punished by a fine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ment, 

or both. 
303 邱忠義，妨害司法公正罪之再建構，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93-94，

2016年 6月。 
304 Bridges v. State of California, 314 U.S. 252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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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da2 78F

305、Craig v. Harney2 79F

306三件記者被法院判處藐視法庭罪的案件中，都以

1919年 Schenck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 Holmes Jr 大法官所提出之「明顯而立即

之危險」標準(Clear and Present Danger)，認為系爭評論皆未對於審判造成明顯

而立即之危險，從而判決媒體方勝訴，而 Douglas大法官於 Harney案中更表

示，儘管系爭文章欠缺準確性，但這種情況十分常見，實非犯罪，其內容或許

過分、激烈，甚至不公平，但這對於司法權之運作並無立即之危害。 

 

第二款 針對媒體之禁聲令—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 v. Stuart 

    各州法院在案件涉及重大社會爭議，具有高度敏感性時，對於媒體亦有事

前限制之手段，即為「禁聲令(gag order)」，其內容可能包含：拒絕媒體進入法

庭或攜帶記錄設備、直接禁止媒體報導可能誤導大眾之相關案件資訊，以確保

公平審判之進行 280F

307。然而禁聲令係對媒體直接進行事前規制之手段，與新聞自

由高度衝突，聯邦最高法院一直沒有正面處理過該問題，直至 1976年的

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 v. Stuart308一案。 

 

 

                                                        
本案之背景事實簡述如下：勞工領袖 Harry Bridges以電報威脅美國勞工部長，如果該州於勞資

爭議中強制執行其決定，將會發動罷工，而該電報後來被報紙刊出，時代鏡報公司於其旗下之

洛杉磯時報刊載有關聲明之社論，被法院認為 Bridges與時代鏡報公司犯有藐視法庭罪。 
305 Pennekamp v. Florida, 328 U.S. 331 (1946) 

本案之背景事實簡述如下：邁阿密先驅報(Miami Herald)的編輯 John Pennekamp因為對於法院

之刑事判決以兩篇社論與一篇漫畫進行批評，因此被佛州法院依藐視法庭罪處罰之，而

Pennekamp與該報就該判決不服並抗辯其違反第一修正案，上訴至佛州最高法院，惟仍被駁

回，故最後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306 Craig v. Harney, 331 U.S. 367 (1947) 

本案之背景事實簡述如下：三名德州媒體從業人員(出版商、社論作家與記者)就一宗強行滯留

(forcible detainer)的案件發表對於法官的批評，例如法官以前曾是牧場主，其法律專業度不夠，

應多受培訓等。系爭案件中，法官兩度拒絕陪審團之裁決，並指示其應為何種裁決，陪審團亦

兩度拒絕，但最後仍屈服於法官的指揮，並表示該裁決係在法欲院的強制下違背其良知而做

出。而被批評的法官 Browning便認為該三人犯藐視法庭罪。該案經上訴後德州刑事上訴法院亦

認為系爭報導與評論「的確妨礙司法行政，並使法官感到困窘」，最後三人將該案上訴至最高法

院。 
307 林永翰，同註 159，頁 133。 
308 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 v. Stuart,427 U.S. 53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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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案例事實 

    1975年 10 月 18日，內布拉斯加州發生一家六口於自宅被殺害之案件，隔

天，嫌疑人 Simants被逮捕，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報導，案發三日後，檢察

官與被告之辯護人共同表示，選任公平公正的陪審團雖非不可能，但極為困

難，且能夠預測日後會不斷出現大量可能妨礙公平審判的偏見報導，故向法院

聲請針對媒體的禁聲令，而法院亦依其聲請，認為該案的確有「明顯而立即之

危險」，故其作成對於媒體的概括性禁聲令，新聞媒體則表示不服，認為該命令

無效309。內州最高法院對於媒體的上訴，採取了修正前開命令的方式，將禁止

範圍縮小為被告對於執法人員或第三人所為之供述或自白(如被告係對於新聞媒

體所為之則不在此限)，以及與被告「高度牽連(strongly implicative)」的事實，

以調和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與媒體對於審判前所生事情進行報導的利益，但

新聞媒體仍然不服，最後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310。 

 

第二目 法院意見 

    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判決內州新聞協會勝訴，法院於判決理由中表明，

儘管言論自由並非絕對不可限制，權利法案制定者亦未明示第六修正案與第一

修正案何者優先，故對於犯罪報導之事前限制並非絕對禁止，但應保持高門

檻，且原則上會被推定違憲311。而內州最高法院在作成禁聲令時，對於可以保

護被告權利之替代手段並未多加考慮，且雖然其已限縮初審法院原本做成的禁

聲令範圍，但「牽連(implicative)」一詞其內涵過於模糊且範圍過廣，無法通過

第一修正案之審查312，又該案亦無足夠證據能夠證明，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進

行進一步的報導，是否會嚴重影響潛在陪審團之心證，致使無法順利選任陪審

團進行公平審理，或是實際作成禁制令是否能夠達到其預期目的313，因此，系

                                                        
309 id, at 542. 
310 id, at 545. 
311 id, at 561. 
312 id, at 568. 
313 id, at 56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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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禁制令並未通過門檻，應推定其違憲。另外，主筆的 Burger首席大法官亦提

出三項作成事前限制時必須審查的事項：(1)審前報導的性質和範圍(2)是否有其

他替代手段可能減輕未受限制之審前報導所造成的影響(3)應證明禁制令如何有

效地運作以防止系爭危險之威脅 281F

314。而 Brennan 大法官亦有提出補充意見，其

在以事前限制保障嫌疑人或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的部分，採取對於新聞自由

絕對保護的立場，認為：「儘管受公正陪審團審判之權利，無庸置疑，是權利法

案賦予被告最珍貴且神聖的權利，但為了保障該權利而對於新聞自由進行事前

限制，則是憲法所不允許的手段，基於法官已經有多種手段與權限可以確保被

告受到公平審理，在自由社會中大眾對於所關心事項之討論不應繫於司法權所

給予之『暫時施恩(preliminary grace)』下，同樣地也沒有必要過於激烈的侵害

憲法對於基本權利之誡命。」282F

315。 

 

第三目 對於後續實務之影響 

    在聯邦最高法院作成前開判決，並舉出具體審查基準以後，已大幅拉高對

於犯罪報導的事前限制門檻，使其十分難以成立，從後續的下級審裁判中，便

能觀察出此點，例如 United States v. McKenzie 案 283F

316中，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

院認為，地區法院禁止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以任何方式，播放其預定播放與

某審理中之刑事案件有關的新聞節目之禁聲令，未符前開判例中 Burger首席大

法官所設立的三階審查基準，違反第一修正案對於新聞自由之保障而違憲，應

停止執行之 284F

317；C.B.S Inc v. U.S. Dist. Court for Cent. Dist. of California 一案中

285F

318，第九巡迴法院亦採用三階審查基準，認為地區法院禁止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以電視傳播任何政府在搜查階段時所作成之監視錄影帶的禁聲令，因為無任何

                                                        
314 id, at 562. 
315 id, at 573. 
316 United States v. McKenzie, 697 F.2d 1225 (5th Cir. 1983) 
317 id, at 1227. 
318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s, Inc. v. U.S. Dist. Court for Cent. Dist. of California,729 F.2d. 

1174(9th Ci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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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能證明如不禁止更進一步的宣傳報導，將會扭曲潛在陪審員之心證以致無

法選任公正陪審團進行審判，故未符合第一修正案對於新聞自由之保障而違憲

286F

319，應撤銷之。 

 

第三項 制度之評析 

相較於同為英美法系的澳洲來說，美國法上對於報導犯罪案件媒體的規

制，力道弱上不少，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其對於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之言論自

由與新聞自由之重視，故法制上雖然仍然保有藐視法庭罪與禁聲令之制度，然

而 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案之判決作成以後，因為法院得以下達禁聲令的門

檻被拉高，連帶的也不可能以媒體對於犯罪新聞之報導違反禁聲令而以違反法

院命令之藐視法庭罪繩之，易言之，在對於新聞媒體審前或審判中報導的規制

上，前開制度已經變成「備而不用」的規範。又，儘管聯邦最高法院僅係把對

新聞媒體之事前限制的門檻提高，並非認為絕對違憲，故仍無法排除以後有滿

足條件使法院得對媒體發布禁聲令之情形，惟在陪審團制度因認罪協商與認罪

答辯制度的泛用而日漸式微的情況下，適用陪審團審判的案件極少，以後要再

看到禁聲令於美國刑事司法實務上運作的機率並不高。 

本文肯定美國法上對於新聞自由之重視，在這一點上其與澳洲法展現出完

全不同的態度，兩者處於光譜的兩端，毋寧說美國法的處理方式更貼近自由民

主國家所應有之表現，然而，此也正是我國在參考該法制時會遇到的難題，當

該制度在法源國本身運作上已因嚴格門檻而被實質架空，則師法之難度也會提

高，本文認為，在「禁聲令如何有效地運作以防止系爭危險之威脅」之審查階

段，聯邦最高法院之標準稍嫌過苛，在這部分或許能夠稍微放寬，與澳洲法之

標準相互協調，並從中求取對於新聞自由不會過度限制，而又能有效保障被告

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及維護司法公正的規制方式。 

                                                        
319 id, at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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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媒體專法—奧地利 

第一項 概說 

第一款 奧地利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簡介 

    奧地利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明定於其聯邦憲法第 91條 287F

320，第一項規定了

人民具有參與審判之義務，第二項則規定重罪與政治性犯罪須由陪審團審理，

第三項為參審制之規定，基此，奧地利之人民參審係採陪審制與參審制併行之

雙軌制。陪審制度在 1848年以爆發於歐洲各地的武裝革命為契機被引入當時尚

為帝國的奧地利，中間雖然曾被皇帝以提高國內法之統一性為由廢除，但在

1860年後半，由於一連串的戰爭，奧地利帝國與匈牙利一同改革為奧匈帝國，

而陪審團制度也跟著恢復，且運用於高比例的刑事審判，至 1918年奧匈帝國解

體建立共和國，加上 1920年引入混合法庭(即參審制)後，陪審制的重要性才降

低 288F

321；而 1933年的奧地利內戰，使新的右翼政權(奧地利法西斯主義)上台，並

於 1934年修正刑事訴訟法，使陪審團於執行職務時須受到法官之監督，包含有

罪與否的裁決，此時陪審制幾乎跟參審制無異，最後在同年底，陪審制被正式

廢除 289F

322，一直到 1945年二戰結束，1920奧地利憲法再度生效，陪審制才再度

於奧地利實施 290F

323。又，奧地利的參審制雖係在各邦的區法院實施 291F

324，然而，

陪審法庭於決定有罪與否以前，當所有職業法官認為有必要，且經陪審團之簡

單多數決同意，或是陪審團主動提出要求時，則能夠轉化為參審法庭 292F

325，此時

職業法官即可參與決定有罪與否的評議，此種人民審判制度之程序中變換的例

子實屬少見。 

 

                                                        
320 Bundes-Verfassungsgesetz Artikel 91. 
321 Greg Taylor, Jury Trial in Austria,New Criminal Law Review (2011) 14 (2):286-288. 
322 id, at 290. 
323 id, at 292. 
324 沈宜生，歐洲委員會各國之人民參與刑事審判（上），司法周刊，第 1854期，頁 2，2017

年。 
325 沈宜生，歐洲委員會各國之人民參與刑事審判（下），司法周刊，第 1855期，頁 2，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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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員組成上，不同於英美陪審制，奧地利的陪審團係由兩個小組構成，

分別是 8名陪審員，以及 3位職業法官，當然職業法官並不參與有罪無罪之評

議，此仍係陪審團之職責；而參審法庭，則是由 2位參審員與 1位職業法官組

成 293F

326。至於有罪裁決之門檻，奧地利陪審制係採簡單多數決，意即 8位陪審員

只要有 5位認為有罪，即可作成有罪判決，但是無罪判決如非一致決，職業法

官將有權撤銷該判決 294F

327；參審法庭之有罪判決，亦由參審員與審判長就是否有

罪以及如認定有罪之刑度進行多數決，但在罪責部分，參審員不得與法官之意

見相左並認定被告有罪 295F

328。 

 

第二款 奧地利之新聞自由現況 

    早在現行的 1920奧地利憲法制定以前，1867年所制定之「十二月憲法」

中主要規定國民一般性權利的「國民基本權利基本法」(即權利法案)，其第 13

條便已經明定保障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之權利，儘管十二月憲法在 1920重新制

憲以後被廢除，但權利法案並未一同廢除，而是繼續沿用至今，因此在現行的

奧地利憲法中，對於基本人權看似並無明文保障，但實際上透過權利法案，其

仍有受到憲法層級之保障。 

    而在無國界記者組織所出具之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奧地利一直以來都算

是名列前茅，多落於 7至 12名，但近兩年因為政府與媒體間的緊張關係，使得

其排名略下滑至 18名329，而同樣作為 NGO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

2019年提出的奧地利自由程度評估報告中，就媒體自由與獨立程度的部分，也

因為認定奧地利政府有獨厚特定媒體之傾向與限制反對派媒體之採訪而從原本

                                                        
326 瑪莉娜．史特格－希特布朗 著、許政賢 譯， 奧地利參審及陪審制度（上），司法周刊，第

1473期，頁 2，2009年。 
327 沈宜生，同註 324，頁 2。 
328 瑪莉娜．史特格－希特布朗，同註 326，第 1473期，頁 3，2009年。 
329 2020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austria，https://rsf.org/en/austria，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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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分 4分降至 3分330。但整體而言，新聞媒體在奧地利所享有之新聞自由仍

舊是相對充分的。 

 

第二項 新聞與其他出版媒體法 

    1981 年，奧地利制定了保障媒體權利，但也同時規範了媒體應盡義務的專

法，即「新聞與其他出版媒體法(Bundesgesetz die Presse und andere publizistische 

Medien)」(下稱媒體法)。該法開宗明義即點出：「本聯邦法律旨在保證充分之媒

體自由，以維護言論和資訊自由權。而對於媒體自由的限制（行使這些權利需要

承擔義務與責任）也僅在《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第 2款中規定的範圍內為之。」

當中所提到的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 2 96F

331，係對於言論自由之保障與得以對言論進

行限制所需之條件。 

    而媒體法中，本文較為關注者，即第 7至 7C條，以及第 23條之規定。前者

係民事規定，其就媒體對於他人嚴格私人領域(höchstpersönlichen Lebensbereiches)

有侵害之行為、於特殊情況下公開他人身份、違反無罪推定，或未經授權公布特

定資訊時，該篇規定賦予受侵害人得向媒體請求賠償之權利；而第 23 條則是為

禁止可能影響未決案件之訴訟結果之評論所設之刑事規定，以下就這五條規定之

內容進一步介紹。 

 

 

 

                                                        
330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Austria，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austria/freedom-

world/2019，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331 歐洲人權公約 第 10條 表意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 

第一項：「人人皆有表意自由之權利。此權利應包括保有己見之自由，與在不受公共機關干預和

不分國界的情況下，接受並傳播資訊和思想的自由。本條不應阻止各國對廣播、電視、電影等

企業規定許可證制度。」第二項：「上述自由的行使，伴隨責任及義務，在民主社會中為了：國

家安全、領土完整或公共安全之利益，防止混亂或犯罪、保護健康或道德、維護他人的名譽或

權利、防止機密情報之洩漏，或為了維護司法之權威與公正性，而有必要時，得以法律所規定

的程式、條件、限制或懲罰約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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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媒體法第 7條至第 7C條 

    媒體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如果有一媒體(medium)以損害他人名譽之方

式，公開討論或呈現(erörtert oder dargestellt)他人之高度私人領域 

(höchstpersönliche Lebensbereich)，則該人有權向該媒體擁有者 297F

332請求賠償，同

條第 2項則規定了免責事由，如系爭內容係基於議會中之公開陳述所作成、內

容為真實且與公眾生活直接相關(具公共性)、於該種情況下有理由認為受影響

人會同意其公開行為，或是發布者並未忽視其作為新聞工作者之注意義務，則

受侵害人不得求償。又，如得請求賠償，其上限不得超過 2萬歐元。 

    媒體法 7a條第 1項規定，如果媒體所公布之姓名、圖片、或其他資料，可

能會向大眾公開下列之人的身分：(1)犯罪之受害人(2)犯罪之嫌疑人或已被定罪

之人(3)於奧地利國民議會之調查委員會中作為證人之人，且前開所指之人之利

益，因此類公開發表物而受有侵害，則在公布該資訊之公共利益，未超過前者

利益時，受影響者得向媒體擁有者請求損害賠償。於犯罪嫌疑人或已被定罪之

人的部分，同條第 2項第 2款將其範圍限縮在未成年人、輕罪、或可能不合理

地損害受影響者的未來生活時，始得認為其利益受有侵害。至於本條亦有免責

事由，其內容大致上與前條相同，但有多出一款，即媒體係根據官方之指示而

公布關於該人的資訊，特別是出於刑事司法或維護安全之目的時，亦得免責。 

    而第 7b條則是與保護尚未受審之嫌疑人或被告最為相關之規定，其第 1項

規定：「如果在任何媒體中，被指控犯有可被法院判處但尚未終局判決之罪行之

人，已被視為有罪或該罪的行為人，而不僅僅是嫌疑人，則受影響人有權就所

受損害，向媒體所有者請求賠償。」而同條第 2項所定之免責事由，除了基於

                                                        
332 依媒體法第 1條第 1項第 8款，所謂媒體擁有者係指：(1)經營媒體事業或媒體服務之運

作，或(2)以其他方式經營或使第三方從事媒體內容之創作、生產和傳播，或(3)除前開情況外，

電子媒體經營或使第三方從事媒體內容之創作、生產和傳播，或(4)除前開情況外，為後續之傳

布、使其可供下載或傳播之目的，從事媒體內容之創作之人。依該條之規定，其涵蓋的範圍除

了新聞媒體以外，所有使用各式媒體進行創作之人，只要其目的在於公開傳播，都可以算是媒

體擁有者，故於 Facebook上發表公開言論、在 Youtube上傳公開影片者，客觀上應皆能認為受

該定義所涵蓋，範圍十分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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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中之公開陳述所作成、未違新聞工作者之注意義務以外，在內容係：(1)根

據一審判決之真實法庭記述，且明示該判決並非終局判決，或(2)受影響人已認

罪且無撤回於公開場合或對媒體代表所作出之陳述，或(3)媒體係對於第三方之

陳述為真實引用之情況，且公眾對於獲得被引用之資訊具有優勢利益時，媒體

所有者亦得免責。 

    最後，第 7c條是規範媒體未經授權之公布行為。第 1項規定，如果媒體公

布以 (1)依刑事訴訟法第 134條第 3款所為之通訊監察，或(2)以科技設備對人

進行光學或聲學監視(錄影或監聽)，所得之圖片內容或謄本之資訊，且此類文

件並未於公開法庭聽證會中使用時，任何受保護利益受到侵害之人，有權就所

受損害向媒體擁有者請求損害賠償。本條之免責事由則與 7a條完全相同。至於

賠償金額上限則為 5萬歐元(如果公布可能破壞被影響人之社會地位，則上限可

達 10萬歐元)，明顯高於第 7至 7b條的 2萬歐元上限。 

 

第二款 媒體法第 23條 

第一目 條文規定 

    本條規定：「法院對於，無論係起訴書生效力後之審判程序，或在地區法院

法官單獨審理之訴訟程序中，或在一審判決宣佈前的公開聽證會安排後的地區

法院訴訟程序中，對刑事訴訟的預測結果或證據證明力，以媒體發表在某程度

上可能影響刑事訴訟結果之評論的任何人，應處以 180日以下 298F

333之罰金。」可

以明顯看出，該條目的在於防止大眾之評論影響刑事訴訟之判決結果，與我國

廣播電視法第 22條之規定相似，但差別在於我國之規定僅具有行政罰之效果，

該條之效果則係刑罰。 

    本罪之構成要件，任何人皆得為行為主體，至於法人是否包含在內，條文

                                                        
333 奧地利係採「日額罰金制」，在該制度下，法官於罰金量刑時有決定「日數」及「日額金」

兩個階段，前階段僅會考量犯罪之不法與罪責，後階段則會考量行為人之經濟能力。而關於奧

地利的罰金制度。參考自：薛智仁，罰金刑體系之改革芻議，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7卷

第 2期，頁 798，2018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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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並未明文規範，惟參考 Worm v. Austria一案334中，關於該案在維也納上訴

法院的判決結果，可以得知法院能夠要求新聞媒體事業與行為人就罰金刑部分

共負責任335，故似未排除法人作為該條之受罰主體。行為情狀則係刑事訴訟程

序進行中，而本罪並不要求有行為結果，只需行為人以媒體對於訴訟結果或證

據證明力所為之評論行為，可能影響刑事訴訟之結果時，客觀構成要件即被滿

足，單就條文以觀，其性質應較偏向具體危險犯(行為須可能影響訴訟之結果，

即造成影響訴訟結果之具體危險)，但實務上則認為該罪屬於抽象危險犯，只要

對於結果或證據進行評論，即可推定該評論能夠影響訴訟結果 299F

336；至於主觀構

成要件的部分，則需行為人具有影響訴訟結果之故意而為之始該當。需要特別

注意的是，本罪的「評論」，不僅包含對被告不利之評論，對其有利之評論亦包

含在內。 

    本罪係奧地利對於防止刑事訴訟受到包含媒體在內之大眾影響所定之較為

嚴格的規定，其與言論自由的衝突也十分明顯，果不其然，在該法訂定的 10年

後，終於出現了記者因為違反此罪被起訴，並於最後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的例

子，即前述之 Worm v. Austria一案，在該案中，歐洲人權法院對於本罪與言論

自由的關係進行了階段性的審查，並認為該罪並未違反歐洲人權公約對於言論

自由之保障，而判決奧地利政府勝訴，其事實及內容，詳於下述。 

 

第二目 實際案例—Worm v. Austria 

一、 案例事實 

    申請人 Alfred Worm係一名為政治性期刊”Profil”工作的記者，其對於涉及

逃漏稅案件奧地利前副總理及財政部長 Hannes Androsch，進行了調查與報導，

並在 1991年 7月在”Profil”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內容包含 Androsch之偽證罪前

                                                        
334 ECHR, Worm v. Austria , Judgement of 29/08/1997, Application no. 22714/93. 
335 id,at [15]. 
336 Worm v. Austria 中，維也納上訴法院所認可檢方之法律見解。id,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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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及於維也納地區刑事法院中，由參審法庭所審理的逃漏稅案件之程序(尤

其是聽證會)的過程，並且有許多關於案件的推測、分析，以及對 Androsch的

態度與人格上之批判，最後，Worm因為該篇文章被認為違反媒體法第 23條而

被起訴337。在一審，法官認為 Worm的文章無法影響對於 Androsch的訴訟結

果，且無證據指出 Worm有影響 Androsch之訴訟結果之故意，而判 Worm無罪

338；該案經檢方上訴後卻大逆轉，上訴法院認為本案屬抽象危險犯，從而認為

初審法院之見解有誤，並指出，在 Androsch這種案件的訴訟程序中，參審員常

常會去閱讀平常不會看的報導，毫無疑問，至少對於參審員而言，閱讀該文章

確能影響訴訟結果，且從 Worm在文章中對於 Androsch的陳述進行批判以及預

測訴訟結果之行為，都能明顯看出其具有影響訴訟結果之故意，其中最明顯的

語句係：「從七個帳戶(包含未向稅務機關申報之帳戶) 中的金流來看，不存在

除了『Androsch為逃稅行為』的其他解釋」339。基於以上理由，上訴法院判決

Worm有罪。而 Worm便以該判決侵害其受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所保障之言論

自由，在 1993年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申請，請求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 

 

二、 歐洲人權法院之見解 

    對於系爭判決是否有違公約第 10條對於言論自由之保障，法院依序以三個

階段進行審查：(1)對於言論自由之干預是否「於法有據」(2)此干預之目的「是

否正當」(3)此干預在民主社會中「是否必要」。並透過以下之理由，以 7票對 2

票，判決奧地利政府勝訴。 

    在第一階段，儘管申請人否認其文章屬於媒體法第 23條所定之範圍，但法

院認為，原審法院就該案適用媒體法第 23條，並無超出得以合理預見之範圍，

故其判決於法有據340；接著第二階段，法院表示，系爭判決係為維護司法之權

                                                        
337 id,at [10]-[11]. 
338 id,at [12]. 
339 id,at [14]-[22]. 
340 id,at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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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與公正性(公約第 10條第 2項)，其目的洵屬正當，並重申，在理解「維護司

法之權威與公正性」時，必然要將公約第 6條(即公平審判之保障)之內涵一併

考量之341。 

    而第三階段則是最具爭議之部分，即系爭判決是否必要。歐洲人權委員會

在接受申請時，便認為原審法院沒有權衡「防止媒體對未決的刑事訴訟產生不

當影響」及「公眾對於官員逃漏稅之資訊獲知權」兩者間之公共利益，且原審

法院亦未通盤審酌申請人之文章，蓋申請人於文章中應該只是對於 Androsch逃

稅一事「有所懷疑」，並對於檢察官於審判時之陳述進行闡釋而已，故系爭判決

於民主社會中並非必要342。奧地利政府則認為，申訴人之行為已經超出了對於

未決案件報導的允許範圍，即便考量文章之全部，其表示「不存在除了

『Androsch為逃稅行為』的其他解釋」，也無疑屬於媒體對被告之典型有罪預

斷，如該句係引用檢察官的陳述，也必須在文章中表明，但其並未為之343。 

    對於上述意見，法院首先聲明，任何限制言論自由之手段都必須確立其必

要性，而國家在評估是否限制時，則具有一定的裁量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鑒於歐洲人權法院的功能係在審查國家之決定是否在該裁量餘地

之範圍內，故本案中，法院必須確定國家限制言論之理由是否「具關聯性且充

分(relevant and sufficient)」344。關聯性審查的部分較為容易，原審法院認為系爭

文章客觀上能影響訴訟結果，且能夠從文章中推斷出申請人具有取代法官位置

進行審判的故意，故其判決理由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維護司法之權威與公正

性)確具有關聯性345。至於干預的理由是否充分，法院則認為，關於訴訟程序的

報導與評論，只要不逾越為保護適當之司法運作(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所設之界限，媒體自然有義務傳遞相關資訊和觀點，大眾亦對此有接收之權

利，在涉及公眾人物，如本案之政府官員時更是如此，但是公眾人物亦應享有

                                                        
341 id,at [39]-[42]. 
342 id,at [44]. 
343 id,at [46]. 
344 id,at [47]. 
345 id,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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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第 6條之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記者在對未決刑事訴訟作出評論時必須注

意，允許評論之範圍可能不會延伸到帶有偏見之陳述346。 

    在考量上述意見以後，法院認為，原審法院之判決並非為限制申請人「以

客觀的方式」向大眾傳達有關 Androsch一案的進展之權利，但申請人的批評本

質上已經是對於 Androsch於審判時陳述所為之不利評論，此為媒體法第 23條

之客觀構成要件之一，且申請人係以絕對的描述方式向讀者傳達「法院除了判

Androsch有罪以外無其他可能。」347；又原審法院亦有從客觀證據評估參審員

閱讀該文章的可能性並推導出申請人影響訴訟結果之故意，再加上無法排除大

眾習慣進行媒體審判之常態，長遠來看，此對於法院作為判斷被告是否有罪之

適當場域會產生極為負面的後果，因此原審法院將該罪解釋為抽象危險犯，並

未減少其干預之正當性，基此，原審之判決理由對於公約第 10條第 2項來說已

臻「充分」348。而對於申請人的處罰(40日之罰金)亦未與其所追求之正當目的

比例失衡，故應認為該干預於民主社會中，為維護司法之權威與公正性，係屬

必要349。 

 

第三項 制度之評析 

    奧地利透過媒體法之制定，對於媒體的保護與規範起到了相當不錯的作

用，不但避免了不同形式之媒體規定不一的問題，從 1981年後制定該法但在近

年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仍能位居前排這點，也能夠看出，媒體法並非係對於

媒體一味進行限制，而是調和新聞自由之保障與一般人之權利，讓新聞自由在

發揮其功能的同時也能謹守不過度侵害他人之自由之界線。 

    而其中，最為特別之處，在於媒體法就媒體違反無罪推定之情形，設有民

事賠償機制，在比較法上這算是比較少見的立法，而有研究指出，在實務上，

                                                        
346 id,at [50]. 
347 id,at [52]. 
348 id,at [54]-[56]. 
349 id,at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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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特定的程序性限制以及當事人所能獲得的賠償之不同，相較於刑事訴訟，

民事訴訟反而是對應審前不利報導最為有效的方式，大多數的判決都是基於第

7a與第 7b條作成的，而以第 23條所作成之判決則相對少見350。至於其第 23

條之立法，與我國廣電法第 22條較為相似，在行為情狀以及構成要件行為的部

分，其規定得十分詳盡，然其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方式，以及刑罰作為法律效

果，在奧地利的審判制度底下，或許有其必要性，如我國欲師法之，則可能有

過苛以及處罰時點過於前置之疑慮。 

 

第四節 媒體自主規制—日本 

第一項 概說 

第一款 日本裁判員制度之簡介 

    日本在大正 12年(1923)曾經制定公布「陪審法」，並在昭和時代前期(1926-

1943)施行，只是在 1943年因為二次大戰的關係，以「陪審法停止法(陪審法ノ

停止ニ関スル法律)」將陪審制度凍結並預訂於戰後再度施行 300F

351，故日本其實

曾經採行過陪審制度，且目前尚未廢除，而係停止施行而已。而在戰爭結束以

後，司法制度作為戰後改革的一環，人民參審的部分亦受到討論，除了主張恢

復戰前的陪審法之意見以外，有認為應將陪審團制度入憲，亦有認為應乾脆廢

除陪審制，至於主張應改採參審制度者亦有之，也因為支持陪審、參審兩者之

聲音僵持不下，最後頒布之日本國憲法中，並無人民參與審判的相關規定 301F

352。

此後，儘管有關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討論無論在實務界或學術界都未曾停歇，

但後續亦無具體之作為，直至 1999年，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成立，而人民參與

審判制度之建立便係其成立之主要目標之一，透過數年的討論，2004年裁判員

                                                        
350 Giorgio Resta,Trying Cases in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Overview, 71 LAW & CONTEMP. 

PROBS. 44-45 (2008). 
351 陪審法ノ停止ニ関スル法律第 3条：「陪審法ハ今次ノ戦争終了後再施行スルモノトシ其ノ

期日ハ各条ニ付勅令ヲ以テ之ヲ定ム」 
352 詳細的過程可參考：張永宏，我國引進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之研究—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

借鏡，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頁 92-94，201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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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裁判員の参加する刑事裁判に関する法律)終於制定公布，並於 5年準備期

後於 2009年施行。 

    依裁判員法第 3條第 1項之規定，適用裁判員制度之犯罪，為重罪(法定刑

為死刑或無期懲役或禁錮之罪)或法定合議審理案件 302F

353且造成他人死亡之故意

犯罪(法定刑為一年以上懲役或禁錮之罪)。裁判員制度本質上與參審制較為相

似，但組成人數則較德式參審制為多，在一般情況下，其合議庭係由 3名職業

法官與 6名裁判員所組成，除非公判前整理程序中關於公訴事實之爭點及證據

整理並無爭執，加上考量案件之其他因素而認為適當時，在確認被告、辯護

人、檢察官無異議之情況下，合議庭得由 1名職業法官與 4名裁判員組成之

303F

354。至於有罪評決，則係由職業法官與裁判員全體於評議後以絕對(或稱特別)

多數決進行投票，合議庭 9名成員中只要有 5 名認為被告有罪，即可為有罪判

決，但須法官與裁判員雙方都至少有一位認為被告有罪 304F

355，否則即應為被告無

罪之判決。又裁判員亦會參與量刑之評決，惟量刑不同於有罪無罪可以單純二

分，因此在合議庭 9人對於量刑之意見產生歧異而無法產生過半數之意見時，

便會將所有人的量刑意見按對被告不利的程度依序列出，並取最中間之意見作

為被告之刑度 305F

356。 

 

第二款 日本之新聞自由現況 

    日本國憲法第 21條明文保障了言論、出版及其他一切之表現自由，大眾媒

體亦受該條之保障，其中，關於報導機關之表現自由，在最高裁判所承認知的

權利論以後，除了原本注重「表現」的自由以外，「接收」資訊自由之法理也逐

漸發展，在此概念下，應將表現自由理解為對於「採訪→表現→接受表現」整

個過程的保障，再加上報導行為本身特殊不可或缺之功能，因此憲法第 21條保

                                                        
353 裁判所法第 26條第 2項第 2款。 
354 裁判員法第 2條第 2項、第 3項、第 4項。 
355 裁判員法第 67條第 1項。 
356 裁判員法第 67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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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之範圍亦涵蓋報導自由(「報道の自由」，意義近似於我國之新聞自由)，於日

本已蔚為通說 306F

357。也因此，日本的新聞自由基本上受到保障。 

    至於近代日本新聞自由與政府之衝突，最具標誌性者乃 2000年代接連被提

出，並被媒體統稱為「媒體規制三法」而加以抨擊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人權擁

護法案、青少年有害社會環境對策基本法案，當中除了個人資料保護法在 2005

年施行以外，另外兩部法案則因有侵害報導自由與言論自由之疑慮，而遭到廢

案或是根本未於國會提出。另外，2013-2014年通過並施行的特定秘密保護法

(特定秘密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也因為其內容賦予政府過於廣泛的權力，去

定義何謂特定秘密並不予公開之，加上對於洩漏秘密者(具體意義上包含吹哨

者、記者)的高刑度罰則 307F

358，故儘管其在第 22 條 308規定：「(第一項)適用該法時

不得擴張解釋而不當侵害國民之基本人權，且為保障國民之知的權利，應充分

考量報導及取材之自由。(第二項)出版或報導從業人員之取材行為，以目的專

為公益且未違背法令或以不當方法為之時，應認為係基於正當業務之執行」，但

仍然被廣大新聞媒體、憲法學者、刑事法學者、法曹團體等認為侵害國民之知

的權利甚鉅而強烈反彈。該法之實施所帶來的影響也反映在新聞自由指數上，

日本的排名從 2013年以前穩定的 20幾名，一口氣下降至 60-70位 309 F

359。 

 

 

                                                        
357 松井茂記 著，蕭淑芬 譯，媒體法，第三版，頁 19-25，2004年 11月。 
358 特定秘密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第 23条：「(第一項)特定秘密の取扱いの業務に従事する者が

その業務により知得した特定秘密を漏らしたときは、十年以下の懲役に処し、又は情状によ

り十年以下の懲役及び千万円以下の罰金に処する。特定秘密の取扱いの業務に従事しなくな

った後においても、同様とする。(第二項)第四条第五項、第九条、第十条又は第十八条第四

項後段の規定により提供された特定秘密について、当該提供の目的である業務により当該特

定秘密を知得した者がこれを漏らしたときは、五年以下の懲役に処し、又は情状により五年

以下の懲役及び五百万円以下の罰金に処する。第十条第一項第一号ロに規定する場合におい

て提示された特定秘密について、当該特定秘密の提示を受けた者がこれを漏らしたときも、

同様とする。(第三項)前二項の罪の未遂は、罰する。(第四項)過失により第一項の罪を犯した

者は、二年以下の禁錮又は五十万円以下の罰金に処する。(第五項)過失により第二項の罪を

犯した者は、一年以下の禁錮又は三十万円以下の罰金に処する。 
359 2020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Japan，https://rsf.org/en/japan，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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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日本刑事程序中對於媒體規制之手段 

    儘管日本之新聞自由看似落入困境，但在犯罪報導的部分，日本新聞媒體

並未受到直接規制，無論係裁判員制度實施前後皆然。而從限制刑事案件資料

來源之間接規制的角度以觀，其亦無如我國偵查不公開原則之制度，就訴訟資

料應否公開或揭露之問題，日本所採取的方式是不分偵查或審判階段，一律回

歸公法上之政府資訊之公開與揭露法則 310F

360，該法則之具體化，即為行政機關保

有個人資訊保護法(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下稱個

資保護法)，與行政機關保有資訊公開法(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関

する法律，下稱資訊公開法)之落實。 

    在個資保護法中，個人資訊係指姓名、出生日期或得以之識別特定個人之

資訊者謂 311F

361，另外還有為了防止歧視、偏見或其他不利益，在使用時須特別謹

慎考量之「特別考量個人資訊(要配慮個人情報)」，諸如人種、病歷、犯罪經歷

(前科、作為被告或嫌疑人而受逮捕、搜索之刑事程序)等；至於個資之利用與

提供予他人，原則上行政機關僅能就特定目的自行使用，只有在符合以下例外

事由時，始得將個資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或提供予他人 312F

362，如：(1)有特別規定

(2)得本人同意或向本人提供(3)於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限度內且具相當理由時，

行政機關內部之利用(4)受提供之機關、獨立行政法人、地方公共團體或地方獨

立法人，於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必要限度內且具相當理由(5)對於前述所指其他對

象為提供，需係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或提供行為明顯有利於本人，或具

特別理由 313F

363。 

    而資訊公開法則規定，任何人皆有權對於行政機關之首長請求開示行政機

                                                        
360 朱朝亮，偵查中案件資訊公開及揭露之界限，法學叢刊，第 237期，頁 113，2015年 1月。 
361 行政機關保有個人資訊保護法第 2條第 1項。 
362 行政機關保有個人資訊保護法第 8條。 
363 此處所指之特別理由，限定在：(1)具有與提供給其他行政機關同等之公益性(2)受提供者於

蒐集個資有顯著困難或其他事務需為緊急處理(3)受提供者如無法取得係爭資訊則其事務目的之

達成即有困難(如向媒體提供報導資訊)。以上參：朱朝亮，同註 360，頁 115，2015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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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所保有的行政文書 314F

364，而行政機關之首長在沒有第 5條所定之不開示事由存

在時，即應依申請人之請求開示資訊，其中第 4款即規定「因公開而有妨礙犯

罪之預防、壓制、偵查、(檢察官)公訴活動之進行、刑之執行或其他公共安全

與秩序之維護時，行政機關之首長認為基於相當理由應不開示之資訊」。 

    另外，亦有學者指出，日本犯罪報導的困境在於其媒體的「發表依存體

質」，詳言之，日本的主流新聞媒體基本上採取「客觀報導主義」，即不太有自

己的主張或意見，單純針對事實進行客觀報導，而在犯罪報導的情況下，便是

完全依照警察單位所給的資訊進行報導，而不主動進行採訪，至於嫌疑人的說

法則多忽視之，因此於日本，嫌疑人於審前即被認定為有罪之狀況所在多有，

再加上日本的「記者俱樂部(記者クラブ)」制度，其實際上為政府提供記者資

訊之管道，如記者或媒體違反與政府間的協定，則可能被禁止採訪或是除名，

如此一來亦使媒體對政府之依存體質更加惡化 315F

365。 

    綜合上述，日本並未因採用裁判員制度，而以防止新聞媒體之犯罪報導污

染或影響裁判員之心證為由制定相關的限制規範，然而，這並不代表立法當時

並未擔憂過該問題，故以下將爬梳裁判員法立法時，關於媒體報導規制之討

論，嘗試從中了解曾被提出的規範方式，與最後為何放棄規制手段，以供我國

立法之參考。 

 

第二項 裁判員法之立法歷程中對於限制媒體報導之相關規制討論 

第一款 事務局原案 

    2001年，以制定裁判員制度為目的之一的「司法制度改革推進本部」成

立，其下有設「裁判員制度刑事檢討會」，在 2002年的第五次檢討會，首次對

於媒體之規制法案展開討論，其中有一委員發言如下：「由於裁判員會有被施加

                                                        
364 行政文書，依同資訊公開法第 2條第 2項本文，係指「行政機關之職員於職務上作成或取得

之文書、圖畫及電磁紀錄，並作為該當職員為組織性使用之目的由行政機關所保有之物者謂」，

因此在行政機關保有個人資訊保護法中之個人資訊，亦於其定義範圍內。 
365 松井茂記，同註 357，頁 10-12，2004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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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壓力之可能性，故需要一種能夠保護裁判員免於此種不當壓力之制度，以

及確保公正審判能夠進行的系統。」考其場合與發言之脈絡，不難看出其有限

制媒體犯罪報導，以防止對於裁判員之壓力的想法，而最後推進本部事務局亦

認為此問題雖然非常困難，但仍具有重點考量之必要 316F

366。 

    同樣於該檢討會中擔任委員，法學部出身的媒體人土屋美明，敏感地認為

這對於媒體之報導自由會是危機，因此在第六次檢討會中向事務局提出了自己

的意見書，除了要求希望能夠避免建立會對媒體之取材及報導有所規制之制

度，以及在設立限制媒體之規定時能夠聽取媒體相關團體(如新聞協會)之意見

以外，就防止媒體報導可能使裁判員產生預斷之問題，其表示：「排除裁判員預

斷，維持公平審判固然重要。但實無法贊成對於刑事事件之報導為一般性的禁

止。如果無法報導真實發生之事，則媒體亦無存在之理由。較為妥適的作法，

應係作為訓示規定，規定「報導機關應努力不作出會讓與特定刑事事件有關之

裁判員或是候補裁判員形成預斷或抱有偏見的報導。」，也就是所謂媒體的「努

力義務」317F

367。這份意見書不但提升了媒體方對於此事的警覺及關注，在立法過

程中亦有相當之影響力。 

    隨後，事務局在 2003年的第 13次檢討會，就媒體規制之部分，提出了原

案(たたき台)以供進一步討論，其中，在「禁止妨礙公平審判之行為」的部

分，便採用了土屋的意見，在考量案件報導對於國民知的權利之重要功能與無

法否定預斷產生之可能性以後，規定：「(第一項)任何人不得為使裁判員、補充

裁判員或候補裁判員產生關於案件之偏見或其他有妨礙公平審判之虞之行為。

(第二項)報導機關依該義務，在進行有關案件之報導時，為不使裁判員、補充

裁判員或候補裁判員產生關於案件之偏見，應慎重為之。」，該條亦無任何罰

則，單純為訓示規定 318F

368。 

                                                        
366 土屋美明，裁判員制度と報道―公正な裁判と報道の自由，頁 110-112，2009年 5月。 
367 土屋美明，同前註，頁 114。 
368 裁判員制度‧刑事檢討会第 13回配布資料 1：「裁判員制度について」の説明，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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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媒體之反應 

    然而日本新聞協會對於這樣的結果並不滿意。在第 17次檢討會中，協會幹

事提出了媒體方對於裁判員制度之見解，並以可能導致運用恣意 319F

369為由要求刪

除所有關於偏見報導禁止之規定，同時，提出了報導機關自主規則，表明之後

會針對裁判員制度作出取材與報導之指導方針。而日本民間放送聯盟(民放連)

也針對同一部分，以其對於嫌疑人或被告進行採訪或報導時有尊重無罪推定，

且裁判員預斷之防止應由法官在訴訟中以指導為之的理由，要求刪除。最後，

日本雜誌協會的意見則認為，因報導所生之偏見，應以裁判官在裁判員之選任

程序中以質問排除之，同樣要求刪除禁止偏見報導的規定 320F

370。 

 

第三款 刑事檢討會之討論與定案 

    經過前述的討論以及各方意見的彙整以後，在第 25次檢討會上，該問題可

以分成三大類別 321F

371： 

(1)贊成設置法律之訓示規定(以京大刑訴學者酒巻匡為首) 

贊成訓示規定之立法者，基本上認為訓示規定僅是提醒媒體「應為考量」，避

免偏見報導或過激報導而矣，且參考過去所生之過激事件報導之事例，可以

發現在報導中，誰為主謀、誰為實行犯都十分確定，同時也會帶給讀者此即

為事實之印象。酒巻亦特別提出，表現自由當然應該高度保障，但公平審判

亦與其有同樣的憲法價值，自不應受到侵害，也因此才以無罰則，亦無課以

媒體特別的法律上義務之方式設置訓示規定。 

(2)觀察媒體自主規制之發展再討論是否設置訓示規定(東京地裁代理院長池田

修為首) 

                                                        
369 新聞協會就此點較為詳細的理由在於，儘管此為訓示規定，但實質上仍可能對於案件或審判

之相關報導形成規定，且何謂偏見亦不明確，故有導致恣意運用之問題。詳細可參：土屋美

明，同註 366，頁 128。 
370 土屋美明，同前註，頁 125-127。 
371 土屋美明，同前註，頁 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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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刪除法律規制條文(以律師四宮啓、九州大刑事法學者大出良知為首) 

     

    儘管在第 27次檢討會中，贊成設置訓示規定的人數最多，但於第 28次之

檢討會，作為主席的井上正仁，在其所提出的主席報告(座長ペーパー)中，並

未直接肯定刪除系爭規定，僅表示需要再研議，這也遭到媒體再次的反對，最

後，系爭規定於政府所提出的裁判員制度概要中完全被刪除，於裁判員制度

中，對於媒體報導直接規制之討論也至此為止。 

 

第三項 媒體自主規制之方式 

   日本新聞媒體在裁判員制度的立法過程中，就偏見報導禁止之部分打了漂亮

的一仗，但相對的，其也必須提出具體的自主規制，以應對裁判員制度的施

行。因此，日本新聞協會在 2008年提出了「對應裁判員制度之始的取材與報導

方針」322F

372，其中對於避免審前報導使日後之裁判員產生過度預斷與侵害嫌疑人

之權利，聲明：「在偵查階段之關於(被告)供述之報導，在大部分情況下多為透

過偵查機關與律師等人間接傳達，根據提供者的立場其重點也會有所不同，隨

著時間經過也會有所變化，因此在新聞的撰寫上會慎重考慮，不給閱聽人留下

『全部內容都是真實不變之內容』的印象。犯罪嫌疑人的人際關係、成長過程

等資料，也會以了解案件之性質與背景為前提於必要的範圍內報導，至於前

科、案底也會一樣慎重待之。而專家對案件的評論和分析，也會充分注意，以

免使閱聽人產生嫌疑人係犯人之印象。」 

    而民放連亦於前開方針公布後隔日提出「關於裁判員制度下之案件報導」

323F

373，並就其媒體所負之社會責任、國民知的權利，以及正當刑事訴訟程序三者

間之調和，表明報導應遵守以下八點：「(1)應傾聽嫌疑人或被告之主張(2)避免

                                                        
372 日本新聞協会，裁判員制度開始にあたっての取材・報道指針，

https://www.pressnet.or.jp/statement/report/080116_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373 日本民間放送連盟，裁判員制度下における事件報道について，https://j-

ba.or.jp/category/topics/jba100657，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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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面，帶有施加社會性制裁報導(3)在判斷並未欠缺對於事件之本質與背景之

理解並進行報導時，亦應尊重當事人之名譽及隱私 (4)考慮多方意見，留心多

角化的報導(5)在排除預斷之情況下傳達當時之事實，並在不違反消息來源保密

原則的範圍內闡明消息來源。又，未經證實之資訊應清楚表明之。(6)關於裁判

員，應依裁判員法之意旨進行取材及報導，有應檢討之事項發生時應與法院充

分協議之(7)盡力報導刑事訴訟之原則，以使大眾更能理解刑事司法(8)以審判是

否公正進行之視角保持意識，並進行採訪和報導。」 

    另外，日本放送協會(NHK)與民放連，基於保護言論、表現自由之同時亦

保障視聽者之基本人權之目的，亦共同設立「放送倫理・番組向上機構(BPO，

下稱放送倫理機構)」，以處理大眾對於廣播電視之申訴，或廣播電視違背放送

倫理的問題，我國 NCC亦具有相似之功能，但放送倫理機構作成之委員會決定

僅具有指導之功能，而無任何強制力。在該組織內設有三個委員會，分別為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放送人權委員會」與「青少年委員會」324F

374。民眾因

放送導致名譽或隱私受有侵害時，得向放送人權委員會進行申訴，而委員會也

會就該申訴作成決定並公布；至於廣播電視是否違背放送倫理則非民眾所能申

訴，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會就違反倫理之放送局的報告、視聽者的意見、關係

人的批評與報章雜誌之報導進行調查並討論最後作出「意見」「勸告」「見解」

等不同種類的決定，並開記者會公布之。查此二委員會至目前為止之決定，關

於審前或審判中報導被委員會認為侵害人權或違反放送倫理的相關事例，有

1998年聖地牙哥事件報導、1999年大學橄欖球員涉嫌施暴案件報導、2008年

光市母子殺害事件之更審報導、2010年偽鈔詐欺事件違法取材、2017年公務員

涉嫌猥褻事件報導等。儘管放送倫理機構所作出的決定並無任何強制力，但事

實上仍有其「實質影響力」。有媒體曾經為文探討，並指出，節目被申訴以後，

縱使最後並未被判定違反倫理或是侵害他人權利，然而在「進入(委員會)審

                                                        
374 BPO放送倫理・番組向上機構，BPOとは 説明と組織図，https://www.bpo.gr.jp/?page_id=91

2，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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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時點，節目的形象就已經惡化，並使贊助商望之卻步，且被審議的節目

還需要製作與提交大量的資料，從而對於業務造成妨礙375，也因此，節目多半

都會進行自我審查，以避免受到申訴。 

 

第四項 制度之評析 

    不同於澳洲、美國、奧地利或多或少都對於媒體之犯罪報導具有直接規制

的手段，日本在經過審議後認為即便施行裁判員制度，也無須對於媒體之審前

報導進行限制，甚至連訓示規定也未訂立，使系爭問題全部回歸媒體自律，並

佐以第三方組織之監督以為補強，此方式確實不失為一解方，且能夠最大限度

的保障媒體進行報導之新聞自由，如果媒體失控，也能期待放送倫理機構發揮

其媒體自主規制的關鍵作用，但一切前提，皆繫諸於新聞媒體之群體，對於報

導價值極高的犯罪新聞，是否都能夠把持自我，適切遵循為因應裁判員制度由

媒體自身所訂下的遊戲規則，避免為了追逐利益而落入過激報導的漩渦，否則

即便違反報導倫理，在「違反倫理才是常態」的情況下，實難謂自主規制還能

夠有其作用。 

  

                                                        
375 NEWSポストセブン，「番組制作現場や TV局上層部に BPOへの恐怖心が蔓延」，https://w

ww.news-postseven.com/archives/20160825_438065.html?DETAIL，2016.08.25，最後瀏覽日期：2

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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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法之反思 

第一節 我國法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於媒體規制之進程 

第一項 法制史—出版法第 33條 

    我國以前曾實施出版法，限制報章雜誌、書籍等出版品之出版與發行，後

來以新聞局重新通盤檢討該法而發現幾乎整部法律都需要修正且有相當困難度

為契機，1998年，行政院得出廢除本法之決定，並於 1999年 1月經立法院無

異議通過廢除出版法後 325F

376，被稱為黨國時代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之惡法也劃下句

點。 

    然而被廢除的出版法中，有一條文與維護司法獨立，防止輿論審判甚為相

關，即第 33條對於偵審中之訴訟事件不得評論之規定。本條規定：「出版品對

於尚在偵查或審判中之訴訟事件，或承辦該事件之司法人員，與該事件有關之

訴訟關係人，不得評論，並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如果違反，

依同法第 37條，情節輕微者得僅予以警告 3 26F

377，在連續警告三次以後仍無效者

則得定期停止其發行 327F

378；惟如情節重大，則依同法第 39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

定，得禁止該出版品之販售或散布，有必要時亦得扣押 328F

379。可以發現，出版法

第 33條之規定內容與現行廣播電視法第 22條以及公共電視法第 36條第 6款幾

乎完全一樣，差別僅在媒介之不同，與「登載」、「報導」二用詞之差異而已，

故以下關於出版法第 33條內容之詮釋，於規定相同之部分，亦能套用於廣電法

第 22條及公共電視法第 36條第 6款。 

                                                        
376 張海靜，自由與挑戰 〈出版法〉廢除後的觀察與思考，文訊雜誌，頁 12，1999年 1月。 
377 出版法第 37條：「出版品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三款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情節輕微者，得予以

警告。」 
378 出版法第 40條：「(第一項)出版品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定期停止其發行：…六 出版品經

依第三十七條之規定連續三次警告無效者。(第二項)前項定期停止發行處分，非經行政院新聞

局核定不得執行，其期間不得超過一年。違反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者，得同時扣押其出版

品。」 
379 出版法第 39條：「(第一項)出版品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禁止其出售及散佈，必要時，並得

予以扣押。…四 出版品之記載，違反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情節重大者。(第二項)依前項規定

扣押之出版品，如經發行人之請求，得於刪除禁載或禁令解除時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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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關於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禁止登載(在另外二法中則為報導)的

部分，蓋新聞媒體能對於訴訟中之事實與程序進行報導，主要原因即為公開審

理原則之落實，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已有述之，因此法院在訴訟程序符合法院組

織法第 86條但書或其他依法不應公開之情況而不為公開審理時，應認同時也有

意從源頭限制新聞媒體對於系爭案件之報導，如不為公開審理但媒體仍能夠對

其進行報導，則公開審理之例外亦毫無意義，故此部分之限制較無爭議。但對

於偵審中之訴訟事件、承辦之司法人員及訴訟關係人不得「評論」之部分，則

曾引起爭議。 

    第一個問題係，「偵審中之訴訟事件」之範圍究竟為何，係僅針對實體部分

(如犯罪事實、證據、雙方之辯論等)，亦或連程序面(包含搜索、逮捕、羈押等

強制處分)亦包含之？單從法條表面觀之實無法確定其範圍。對此問題，有論者

認為，不得評論之訴訟事件的範圍，應僅包含實體問題部分，而不包含程序問

題部分，理由在於，如不得對審判程序進行評論，公開審理原則的目的之一—

使公眾監督審判是否公平公正—將無法達成，且可能造成司法專制而與民主主

義相悖，並使司法獨立與言論自由難以調和 329F

380，然程序實體相互牽連時，對於

程序問題所為之評論亦可能影響法官對實體問題之見解，就此範圍公眾仍不得

擅加評論，但在程序顯然違法或有重大不當時則不在此限 330F

381。本文亦認為，對

於刑事程序問題之批評，既非對於案件本身之評論，則相對於評論實體部分，

對審判所帶來的影響應較小，兩者實難謂得一概而論，且刑事程序之進行作為

公權力之執行，原則上即應受大眾監督其中是否有違法失職之情事，而評論即

為監督的具體表現，故前開見解值得贊同。 

    第二個問題係，「評論」之內涵為何？參考出版法當時的主管機關行政院新

聞局所作之解釋 331F

382：「所謂評論，依其表現方式包括社論、短評、專欄、特

                                                        
380 黃東熊，論出版法第 33條—審判獨立與言論自由之關係，輔仁法學第 6期，頁 40-41，

1987年 1月。 
381 黃東熊，同前註，頁 43。 
382 行政院新聞局 編輯，出版法相關法條、行政裁判、行政解釋、判例解釋彙編，頁 13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3

141 
 

寫、專訪、漫畫、圖片及其說明文字，含有批評、議論性質之新聞報導，其以

讀者投書、更正、辯駁書、廣告等方式，登載於出版品者，應受同等之限

制。」其中，從「含有批評、議論性質之新聞報導」可以看出，主管機關對於

評論應係採取實質認定，儘管形式上為新聞報導，但內容已經屬於對該條所指

對象之評論時，亦於本條所限制之範圍內。 

    另外，對於承辦人員及訴訟關係人之評論，本文認為，我國新聞媒體時常

在報導之標題或內容中，對於嫌疑人或被告之人格以大量負面用詞進行標籤或

批判，此類行為，應明顯屬於對訴訟關係人之評論。 

 

第二項 現行法 

第一款 廣播電視法第 22條 

    本條之內容於第二章已有提及，其規範之對象，係「廣播、電視」中對於

進行中案件及其相關司法人員與訴訟關係人之「評論」，與禁止公開訴訟辯論的

「報導」，在後者，其採用了與出版法第 33條相異之用詞，其所表彰的意義在

於，立法者明確的認知「評論」與「報導」並不相同，且用報導一詞，更明示

了其目的在於對新聞媒體進行限制。違反本條的效果，依同法第 43條之規定，

得對於該廣電事業處以罰鍰並停止系爭節目或廣告之播送 332F

383，單純就法條觀

察，其效果似乎十分強烈，惟我國大量新聞節目或評論節目，在報導或討論刑

事案件時對於嫌疑人或被告之人格進行批判或是以有罪之角度進行報導或評論

的事例層出不窮，卻從未聽聞有電視台因此受到罰鍰之裁罰，更別說是停播節

目，本文認為，本條於我國實務上之象徵意義已經大於實質意義，甚至其是否

對於新聞媒體具有嚇阻效力都有待商榷，當然本文可以理解，在崇尚言論自由

                                                        
1988年。 
383 廣播電視法第 43條：「(第一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電視事業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

元以下罰鍰；廣播事業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三、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七條至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或第三十四條之二規定者。(第二項)廣播、電視事業因播送節

目或廣告受前項規定處分者，得停止該一節目或廣告之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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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社會，對於媒體進行裁罰並不容易，尤其在重大案件發生時，要求新聞

媒體不對案件進行報導及評論更是十分困難，但這並不代表嫌疑人與被告之權

利就應該因此被犧牲。 

    出版法第 33條因出版法之廢除而廢止以後，內容幾乎相同的廣電法第 22

條並未隨之廢止，可以想見立法者並未因出版法之廢止而否定該條之存在，然

而弔詭的地方在於，立法者認為廣播、電視上對於進行中案件之評論應該受到

限制，但是在出版物的部分卻沒有因為出版法之廢止而以其他替代方案代之，

使得同樣的規範客體，僅因為媒介之不同，而在法規範上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

遇，這樣的真空狀態是否真是立法者所樂見，亦或立法者係有意忽視，吾人不

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對於法之一致性，以及廣電法第 22條立法目的之

達成，都不會有正面的影響。 

 

第二款 公共電視法第 36條第 6款 

    公共電視法第 36條規定：「節目之製播，應遵守下列規定：…六、對於尚

在偵查或審判中之訴訟事件，或承辦該事件之司法人員或有關之訴訟關係人，

不得評論；並不得報導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其內容前述所介紹之法規

範基本上相同，本法之規範主體僅有公共電視，而違反的效果，依同法第 46條

之規定，民眾得作為申訴人，於 15日內以書面向電台申訴，如對於電台之回應

不服，則得進而以書面向董事會申請覆議，董事會則需於一個月內作成決定並

通知申訴人、節目製作人及總經理 333F

384，由此觀之，該規範方式較偏向由媒體進

行自主規範，而未以其他強制力介入，其效果相較於廣電法第 22條可以說是非

常微弱，然而諷刺的是，綜觀我國新聞報導及評論節目製播之現況，就犯罪案

                                                        
384 公共電視法第 46條：「(第一項)民眾對於電視節目，認為有違反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條之

規定者，得以書面指陳具體事實，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內向電臺申訴。電臺應於接到申訴後一

個月內以書面附具理由及不服處置時之覆議方法通知申訴人。(第二項)電臺未履行前項義務，

或申訴人不服電臺前項之處理者，申訴人得於一個月內以書面向董事會申請覆議。董事會接到

覆議之申請後，於一個月內作成決定，以書面附具理由，送達申訴人、節目製作人及總經理。

(第三項)節目製作人不服第一項電臺之處置者，亦得依前項規定申請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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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報導與評論，公共電視係遵守系爭規定最為徹底之媒體。其原因或許出在

其公營背景，使其在節目之製播上無須與商業性媒體一樣考慮到營利，故亦不

用以違反系爭規定的方式來搶佔收視率以提升營收。 

 

第三款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關於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本文第二章已就其規範之範圍進行討論，並得

出新聞媒體並不在該辦法以及偵查不公開原則之規範對象範圍內之結論，但並

未否定該辦法在限制新聞媒體之消息來源上，的確有間接規制的效果在，因此

仍然將其置於本節而認其屬於刑事程序中以法規範規制媒體的手段之一，至於

其內涵與相關規定本文於前介紹過，於此不贅，故以下將以 2019年修法前後之

新舊法比較為重點，作一簡單之介紹與分析。 

    該辦法自 2012年制定以來，作為偵查不公開原則落實於實務上之明文準

則，經過數年的施行，也受到為數不少的批評，因此於 2017年司法改革國是會

議上被提出討論，並在 2019年迎來了重大修正，其中，第 8條至第 11條可謂

係本次修正之重點，也是與新聞媒體最為相關之修正。 

 

第一目 不公開與得公開事項之精確化 

    修正前之第 8條與第 9條，依序係對於不得公開與得公開之要件及事項所

為之規定，在體系上原有錯置，使例外得公開之情形反而遭濫用化為常態，因

此本次修正便將二規定條次互換，第 8條規定例外得公開事項，第 9條則規定

縱使得公開但仍有不得公開之部分，使整個規範體系成為「原則(偵查不公

開)—例外(得公開)—例外之原則(符合例外時仍須遵守之底限)」的形式 334F

385。 

                                                        
385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9條之修正理由：「…二、偵查不公開，乃實施偵查之原則性規定，

僅有在依法律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時，例外方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

或內容。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九條之規範體例，在實務運作上，易使偵查不公開之原則遭限

縮，而例外得公開之情形遭過度使用，是宜本於修正條文第二條所揭櫫之偵查不公開原則，先

於修正條文第八條明定得例外公開或揭露偵查資訊之事由，修正條文第九條則規定在修正條文

第八條例外得公開之情形下，第九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事項仍禁止公開，以求允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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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第 8條的可貴之處在於，其不單注意到與媒體間的關係，同時亦考

量到現今多元媒體之發達，與嫌疑人、被告等訴訟關係人之權利之保障，並基

此將原本的第 1項第 6款之規定作了更細緻的改動，修正後之第 7款規定：「對

於媒體查證、報導或網路社群傳述之內容與事實不符，影響被告、犯罪嫌疑

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之名譽、隱私等重大權益或影響案件之偵查，認

有澄清之必要。」，相較原來僅規定「對於媒體報導與偵查案件事實不符之澄

清。」確實更為周詳。又，同條第 2項關於去識別化之規定，亦展現對於被公

開者個資、名譽、隱私等權利之重視。關於犯罪行為之詳細描述，也從「不

宜」改為具強制性之「不得」，由此能夠看出主管機關為試圖避免偵查人員言論

過度影響審前報導所為之努力。 

    至於修正後第 9條之規定，大致上都相較於舊法進行了更精確的規範，第

4項也針對帶媒體辦案、不當使被告或嫌疑人受媒體採訪拍攝或以公開聲明作

出有罪預斷等事項有禁止之規定。儘管制度面看似完善，惟本文以為，至少在

第 1項第 1、6、7款之部分，從修法後至目前為止，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或

落實。就第 1款關於被告或嫌疑人之具體供述及是否自首或自白之部分，無論

係修法前後，都很常能夠在新聞上看到被告或嫌疑人在偵查中對檢警所為之具

體供述或表示認罪之供述被報導，而且很明顯能夠看出其根本不是媒體直接對

嫌疑人或被告所取得之資訊，同時亦無法看出哪裡有例外之依法令得公開之情

形，則何以新聞媒體有辦法報導相關訊息，勢必係透過偵查人員取得後始得為

之。而第 6款，關於偵查中卷證不得公開之規定(除非依同法第 2項之規定符合

第 8條第 1項第 1款或第 7款而有必要時經去識別化得適度公開者)，特地新增

了「影音資料」一項，然諷刺的是，於 2020 年 3月 13日於新店發生之隨機殺

人案之偵查中，該款就受到了極嚴重的違反，案發不到一天，本應由警方保管

的行車紀錄器畫面便流出至網路上，且完全未經處理，閱聽者能夠完整看完案

發經過，媒體也當然會將其拿來做為報導的素材，在影片流出後，警方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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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來自各方諸如實務人士、立委、學者之質疑與批評，由此以觀，偵查人員

對於落實偵查不公開所應具備之職業道德與守法意識，尚有極大之改進空間。

最後是第 7款的規定，新聞媒體在進行犯罪報導並就嫌疑人或被告進行介紹

時，幾乎多能指出該人有何前科(最常見如毒品、竊盜前科等)，以「加深」對

於該人之刻劃，然弔詭之處係，儘管我國判決書皆係公開任何人皆得查詢，且

絕大部分案件中被告也是以實名載之，然檢警於偵查中既受偵查不公開去識別

化之限制而原則上不得對新聞媒體公開嫌疑人或被告之姓名等足以識別個人之

資訊，那麼媒體也應該難以就嫌疑人或被告之前科進行查詢，在沒有符合同條

第 3項得公開嫌疑人前科之例外時，何以新聞媒體能夠得知嫌疑人或被告之前

科？實令人匪夷所思，故僅能認為偵查人員對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並未徹底落

實。 

 

第二目 媒體對應規範化與究責機制之建立 

    第 10條 335F

386及第 11 條 336F

387，前者係偵查機關在面對新聞媒體時所應採之對

應方式的具體規定，例如新聞發言人之指定、採訪禁制區之劃定等；後者規定

設置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督導小組，其目的當係對於違反偵查不公開者之究

                                                        
386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10條：「(第一項)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應指定新聞發言人。(第二

項)依第八條、前條第二項、第三項得公開之事項，應經各該機關首長、新聞發言人或依個案受

指定人員審酌考量後，統一由發言人或受指定人員發布。(第三項)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除

前項人員外，對偵查中之案件，不得公開、揭露或發布新聞。(第四項)偵查輔助機關對於已繫

屬偵查機關之案件，偵查中有發布新聞之必要者，應事先徵詢偵查機關意見。(第五項)各機關

應設置適當處所作為媒體採訪地點，並應劃定採訪禁制區。」 
387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11條：「(第一項)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首長，應指定該機關有關

人員三人至五人，組成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由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之人負責召集，就當季媒體

報導該機關有關偵查案件等之新聞加以檢討。遇有重大事故，得隨時召集之；當季無新聞者得

免召開。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會議，必要時得報請上級機關派員列席。(第二項)上級機關首長

應指定其有關人員三人至五人，組成偵查不公開督導小組，由上級機關首長為召集人，於發現

所屬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於偵查中有違反本辦法，認有必要時，應即予調查並採取有效防

止措施。(第三項)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對未遵守本辦法之人員，應報請機關首長，依各該應負

之行政、懲戒或其他法律規定之責任，送交各權責機關依法官法、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

績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處理。如涉及刑事犯罪者，應向偵查機關告發。(第四項)偵查機關及偵查

輔助機關發現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從事輔助工作之人員違反本辦法者，應送交權責機關

依律師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處理。如涉及刑事犯罪者，應向偵查機關告發。(第五項)第一項檢

討報告及第三項查辦處分情形，偵查機關及各偵查輔助機關應定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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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機制之建立與強化，而此二條皆係為落實司改國是會議之決議所新增。雖然

說是新增，但其基本骨幹係分別從「檢察、警察、調查暨廉政機關偵查刑事案

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 2點與第 6、7點修改而來，故應可認偵查機關在修法

以前就有一定程度之義務遵循前揭要點，但因為要點本身並無太大效力而被忽

視，本文認為，新增此二條之具體意義在於，將其規範性質從原本之行政規

則，轉化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法規命令，促使偵查人員對此部分更為重視並

進而實行，而非僅係「注意」而已。順帶一提，第 13條規定偵查機關不得將案

件之媒體曝光度當作績效考評之依據，其亦係為落實司改國是會議的決議 337F

388所

設，但即便違反單從法條上也無法看出會產生何種效果，因此其應為訓示規

定，至於憑此規定是否就能一改偵查機關與媒體之間陳年的共生關係，則需要

時間來觀察。 

 

第三項 我國關於妨礙司法公正罪之討論 

    妨礙司法公正罪近年來於我國受到了不小的關注，但其實在 1987年法務部

便曾想過於刑法修正草案中基於維護司法審判獨立及司法尊嚴，擬議增訂刑法

第 141條之 1：「對於偵查或審判中之訴訟案件，公然加以指謫或批評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惟後來經媒體報導後引起許多批

評，如條文之語意不清、涵蓋範圍過廣、侵害人民言論自由甚鉅等，最後該案

並未被立法院採納 338F

389，無疾而終，直至司改國是會議之召開，相關議題才又成

為議論焦點之一。 

    在 2017年 3月 28日所召開之司改國是會議第一分組第三次會議中，法務

部針對媒體公審與妨害司法罪之評估提出報告，並在比較英美香港三國之相關

                                                        
388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 14-2：「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等相關偵查機

關）對於執法人員的升遷，應避免以媒體曝光度或移送罪名為考量因素，而應考量相關人員遵

守偵查不公開與無罪推定原則等在刑事司法實務上的人權保障成效。」 
389 尤英夫，新聞法論，上冊，8版，頁 89-90，200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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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例後，得出「不建議制訂妨害司法公正罪(媒體藐視法庭罪)」之結論，其

理由在於：「本罪係英美法系國家產物，我國目前仍採取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

義，法官在刑事程序中之定位與功能，與英美法系法官有相當區別，英美法系

法官僅為純粹的聽眾，但我國的法官負有一定程度的真實發現義務，在法制不

同之情況下，是否適合引進？更容有疑義」並建議以其他替代手段如：加強偵

查不公開原則之落實、強化媒體自律、考量建立特殊受害個案之救濟與處理機

制等，代替針對媒體的藐視法庭罪。 

    儘管在上開會議兩天後於 30日所召開的司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第三次會議

中，法務部就妨害司法公正罪之制定所提出之報告，對於美國之藐視法庭罪亦

有詳細介紹，且表示會「接續研議是否增訂藐視法庭及訴訟目的外不當使用訴

訟資料之處罰。」，然考其提出報告之脈絡，應可認為其所指之藐視法庭罪係針

對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而非針對媒體而言。又，在法務部提出前開報告以

後，民進黨團與國民黨團先後分別就妨礙司法公正罪提出了草案，民進黨的版

本中主張應就妨害刑事調查、干擾證人、報復檢舉人或證人以及不法關說之妨

害司法行為進行規範，從而主張應增訂刑法第 172條之 1、172條之 2之規定，

其中並無針對媒體所定之相關規範；而國民黨的版本則主張增訂刑法第 364至

368條，其中第 367條即為藐視法庭罪之規定：「於法官審判時，任何人為下列

不當行為或不服從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

金：一、於法庭前或近法庭處有不當行為而影響司法程序之進行者。二、對法

院人員於執行職務範圍內有不當行為者。三、不服從或反抗法院依法核發之令

狀、傳票、命令、指揮或裁定者。四、違反法庭所為隱私保護者。」在該條之

說明中，亦有將「違反法院所發禁止法庭外陳述之禁聲令」，由此似可認，「法

院對於媒體發布禁聲令」也包含在該草案之射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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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實務應改善之部分與可能之規範方式 

    在探討外國相關法制以及檢討我國現行法制以後，為了使將來已確定將於

我國實施之國民法官制度，能夠達到原本所欲達成，讓人民更接近司法的目

的，同時亦保障嫌疑人或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新聞媒體之偏見報導或是過

激報導對於國民法官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實難忽視，故本文以下試提出可能的方

案以供參考。 

 

第一項 偵查不公開之落實與內部自我監督的再強化 

    在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11條於 2019年 6月 15日施行以後，依規定，偵

查機關應組成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而上級機關則應組成偵查不公開督導小

組，且應定期公布檢討報告查辦處分情形，偵查機關及各偵查輔助機關應定期

公布。該法施行至目前已一年有餘，而經筆者觀察我國各地之地檢署與分局就

該制度之實際運作，發現並非所有偵查機關皆有依法成立檢討小組，以新北地

檢署為例，於其官方網頁上無法搜得與成立檢討小組有關之資訊、頁面或文

稿，其亦未公告任何檢討報告，蓋辦法第 11條第 1項雖規定檢討小組「當季無

新聞者得免召開」，然以新北地檢署轄區之大，案件之多，不可能在一年內都沒

有媒體就其偵查案件進行報導，同樣的問題在新竹地檢署、台中地檢署亦有發

生，而非單一個案，由此觀之，檢討小組之設立，在形式面上就已經沒有得到

充分落實，更遑論實質面之執行。 

    而在檢討報告的提出部分，雖然辦法中並未硬性規定檢討報告之格式與應

包含之內容，因此各偵查機關所作成之檢討報告，在內容之詳細程度上便產生

了不小的落差，但常見的報告內容，在檢討小組認為無違反偵查不公開之情

況，多僅以一兩個表格列出當期之檢討件數、違反件數、查辦處分之件數與人

數後便結束 339F

390，或是簡單表示皆未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為由簡單帶過，而未有

                                                        
390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依「偵查不公開作業務法」就媒體報導有關偵查案件等之新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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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進一步的實質檢討，如果有違反偵查不公開之情況，才會附上理由及後續

之處理。 

    由此觀之，實務上對於檢討偵查不公開的態度，似有偏向流水帳的情況，

蓋正常狀況下的檢討報告，本文以為，至少應該闡明，偵查機關於對媒體公開

偵查資訊時係依何種事由為公開，而非草草帶過，畢竟「偵查不公開」仍是原

則，「例外」始得公開，既然例外需要符合特定事由，何以檢討報告毋庸對其進

行實質檢討？因此，為了避免偵查不公開之內控制度流於形式而無實際作用，

除了各偵查機關在形式面上要成立檢討小組與定期提出報告以外，在實質面亦

應對於例外公開之事項加以檢討並附上理由，對此，上級機關之督導小組亦有

監督之義務。 

 

第二項 專法規範 

第一款 媒體法 

    對於防止媒體報導或評論導致輿論審判，我國法制上十分奇特的一件事就

是出版媒體、廣電媒體以及電子媒體(網路媒體)，同樣作為大眾傳播媒體，規

範卻完全不相同，出版媒體與電子媒體甚至沒有明確的法規範可以遵循，如果

廣電法第 22條之留存，代表了立法者並未放棄以法律防止或減少媒體公審影響

審判獨立，則出版媒體與電子媒體又何能僅因媒介不同而自外於該規範之外？

另外，也有可能產生廣電媒體製作了新聞節目或評論節目，但並未於廣播、電

視上播放，而選擇在官方的臉書或是 Youtube 頻道播放該節目，此時，縱使其

內容有違反廣電法第 22條之規定，也會因為臉書跟 Youtube根本非屬廣電法第

2條所定義之「廣播、電視」340F

391，而非該法之規範主體，身為主管機關的通訊

                                                        
討報告，https://www.tpc.moj.gov.tw/media/217491/%E5%85%AC%E5%91%8A1-

%E5%81%B5%E6%9F%A5%E4%B8%8D%E5%85%AC%E9%96%8B%E6%96%B0%E8%81%9E

%E6%AA%A2%E8%A8%8E%E5%A0%B1%E5%91%8A%E5%85%AC%E5%91%8A.pdf?mediaD

L=true 
391 廣播電視法第 2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廣播：指以無線電進行聲音之播送，以供

公眾收聽。二、電視：指以無線電進行視訊之播送，以供公眾收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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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委員會，當然無裁罰或限制之餘地。 

    因此，本文認為，考量到現今大眾對於媒體閱聽習慣的轉變，就多元媒體

的保障與應負之義務，應仿奧地利之法制，制定媒體法，統一對於各種形式的

媒體進行規範，而對於新聞媒體在其公開播送之內容中有侵害嫌疑人或被告受

無罪推定之權利，或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時，亦應使其負有相對的民事責任，當

然，亦需規定免責事由，以最大限度的在言論、新聞自由與嫌疑人或被告之權

利間取得平衡。另外，亦有學者認為，此處之民事責任，於我國可以嘗試轉化

為行政罰，以罰鍰作為法律效果，並由主管機關，甚至是直接由刑事法院管轄

裁罰程序392，本文認為亦是一種值得參考的做法。 

    至於奧地利媒體法第 23條，對於透過媒體評論證據或預斷訴訟結果之人，

法院得以刑罰約束之，該規定如欲適用於我國，是否有過苛之嫌，值得思考。

蓋刑罰係國家對於人民所得課予之影響最深，終極且嚴重的法律效果，在考慮

是否應針對特定行為施加刑罰時，該行為侵害何種法益，以及該侵害法益之行

為，是否有必要發動刑罰，或仍有其他侵害較有之制裁替代手段能夠達成相同

之目的(即刑法之最後手段性原則)341F

393，是最重要的兩點。在法益認定的部分，

該條所欲保護之法益，最主要係國家司法權之正確運作，我國當然亦有為保障

該法益所制定之刑法規範(如偽證罪)，因此承認國家司法權之正確運作作為法

益之地位並不困難，至於最後手段性的部分，在奧地利或許係因其所採行之陪

審制與參審制，皆未如同日本裁判員法或是我國國民法官法中，對於有罪評決

設有職業法官至少有一人同意之規定，而重視媒體輿論可能對陪審員或參審員

造成影響或心證之污染，致影響審判之結果，故認以刑罰規範具有最後手段

性，尚屬合理。而我國之國民法官法，最後係採有罪評決需法官與國民法官雙

方都同意之立法，乍看之下，在有職業法官作為保險絲，使刑事審判於一定程

度上能夠避免國民法官受媒體影響以作成之有罪判決的情況下，似乎難以推定

                                                        
392 何賴傑，2018年 1月 23日通訊傳播委員會公聽會書面意見，頁 3。 
393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3版，頁 10-11，201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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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保護法益的國家司法權之正確運作，會因系爭行為有受到侵害的高度危

險，而達到必須以刑罰規範的程度，然而，考慮到我國廣電法第 22條以罰鍰與

停播作為違反之法律效果，加上主管機關怠於執行之故，可以明顯看出此機制

有其極限與缺陷，故本文認為，如果要綜合考量我國廣電法第 22條以及奧地利

媒體法第 23條之規定，並制定新法以作為國民法官制度的配套措施，則最終的

法律效果，罰鍰可能無法達到該法之目的，以罰金刑作為法律效果或可強化其

功能，而係值得考慮的方式。另外，我國法上雖不承認法人有犯罪能力，但並

不否定其作為受罰主體之地位，對法人科處罰金的規定也散見於我國各部法律

中，因此對於違反規定之新聞媒體事業科處罰金亦屬可行。 

 

第二款 禁制令法 

    為避免輿論審判以及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對媒體所為之直接、

事前之限制，由於侵害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甚鉅，因此在美國已近乎消失，於

奧地利與日本更是毫無相關規定，僅澳洲有制定專法賦予法院對於媒體作成禁

制令的權力。本文完全同意保障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之重要性，也認為對於新

聞媒體之事前限制，只有在非常特別的情況下，如保護未成年人、人口販運或

性犯罪之被害人、精神的名譽及隱私權時始得為之 342F

394。於目前仍由專業法官職

司刑事訴訟審理之我國，亦無就新聞媒體之審前或審判中報導進行事前規制的

合理性、急迫性與必要性。然而同樣，本文所考慮者係日後如通過國民法官

制，對於我國刑事訴訟審理可能造成的變革與衝擊，屆時新聞媒體對於該制度

會造成的影響實不容忽視。 

    具體的說，即使在偵查中所為之審前報導，因為落實偵查不公開的關係，

                                                        
394 我國對於媒體報導之事前限制，除了本文中所介紹的廣電法 22條與公共電視法第 36條以

外，尚有：人口販運防制法第自殺防治法第 16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14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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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法第 12條、長期照

顧服務法第 43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條之 1、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第 19

條、精神衛生法第 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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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降低其影響潛在國民法官心證之危險，但在檢察官起訴以後，因為進入了

審理程序，依照公開審理原則，訴訟程序都會公開，新聞媒體也會進行報導。

而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係，檢察官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以前，這中間的程

序也是新聞媒體能夠報導的對象(除了國民法官選任程序以外 343F

395)，在沒有偵查

不公開的束縛以後，新聞媒體能夠獲取比偵查中更多的資訊並加以報導。而在

這當中，準備程序亦為原則應公開之程序 344F

396，因此也在新聞媒體可報導之範

圍，儘管準備程序原則上僅能就程序事項進行補正與安排，以及整理審判期日

所要調查的證據，而不得對於證據進行調查，但在整理時，一定程度上會與實

體事項或事實相牽連，甚至在符合例外情況時也能在準備程序中進行期前訊

問、期前勘驗等調查證據之程序，然準備程序中，國民法官並無到庭之義務

345F

397(此時國民法官甚至可能尚未被選任)，縱使已經被選任，因為國民法官法係

採取卷證不併送(即俗稱的起訴狀一本主義)346F

398制度之故，在第一次審判期日以

前，國民法官亦無法接觸卷證，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產生的結果就是，新聞媒

體對於準備程序進行報導，而已經或尚未被選任的(潛在)國民法官們，在接觸

到審前報導以後心證被污染，並對於案件產生預斷，從而卷證不併送之目的也

無法達成。當然，有個很簡單的方法或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只要法官依同法

第 50條第 1項第 3款在聽取各方意見後裁定準備程序不予公開即可，但新聞媒

體只要能夠獲取資訊，就仍然能夠對於準備程序進行報導(蓋不公開之準備程

序，應非廣電法第 22條所稱「禁止公開訴訟案件之辯論」)最後仍可能對國民

法官造成影響。 

 

                                                        
395 國民法官法第 25條第 1項：「國民法官選任程序，不公開之；非經檢察官、辯護人到庭，不

得進行。」 
396 國民法官法第 50條第 1項：「準備程序之進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於公開法庭行

之：一、法律另有規定。二、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經裁定不予公開。

三、為期程序順利進行，經聽取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予公開。」 
397 國民法官法第 50條第 3項：「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於準備程序期日無須到庭。」 
398 國民法官法第 43條第 1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檢察官起訴時，應向管轄法院提出起

訴書，並不得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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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第一次審判期日開始，國民法官接觸卷證開始審理以後，問題便會產

生轉換。詳言之，此時要擔心的，是案件經媒體報導以後，社會上所生之輿

論，如果輿論過於激烈，亦有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對於案件的思考及意志。 

    因此，為了防止上述情況之發生，本文以為，或許能夠有限度的參考澳洲

法制，立法賦予法院得對於新聞媒體至少第一審結束以前，能夠就關於案件的

報導進行限制之權限，以盡量確保國民法官在參與審判時，能夠以空白心證親

身面對卷證，並在審判過程中不受媒體干擾，依自身所見所聞作成決定。至於

要像澳洲以專法定之，或是直接在國民法官法中以專章定之皆可。惟本文亦無

法否認，單就上述規定以觀，以我國之違憲審查基準，容易得出違憲之結論，

因此在立法上，必須就其適用範圍與法律效果為嚴格之限縮，並就規範之對象

予以充分明確之特定。 

    進一步說明，本文認為，如要賦予法院限制審前報導之權限，或許能夠揉

合澳洲法例與美國 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 案中所確立之審查基準，以嘗試訂

立適用要件。首先，在形式要件的部分，必須要：(1)系爭案件須為適用國民法

官制度之案件(2)被告(或其辯護人)或檢察官有向法院請求作成禁制令(3)禁制令

所欲限制之內容須明確特定；而實質要件，則需系爭禁制令係：(1)為保障被告

受無罪推定之權利或公平審判之權利，而具有必要性(2)沒有其他替代方法可供

使用，具最後手段性。至於性質屬事後限制之移除令，本文認為於形式及實質

要件的部分都與前面相同，至於規範客體，應該限縮在「具嚴重偏頗性而足以

影響國民法官心證之偏見報導」，如果系爭報導內容客觀公正而無偏頗，則自無

移除之必要。 

    首先，鑑於禁制令制度之目的之一在於確保公平審判，尤其是人民參與刑

事審判之進行，為了調和與新聞媒體自由權利之衝突，其範圍自應限縮在國民

法官制之案件始得適用。又，前開建議之所以與澳洲法不同，未使法院得主動

作成禁制令的原因，係為確保在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時，能避免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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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作成流於法院之恣意。至於必要性的具體內涵，則可以從「系爭報導是否

有高度可能性影響國民法官之決定」以及「作成禁制令後是否具有實益」著

眼，請求權人自應對於前開實質要件負舉證之責任。 

    關於程序面，參考澳洲法，法院應該在有人請求並決定受理時，對於各大

媒體或相關之媒體為通知，使新聞媒體能夠出庭並表達意見，而如法院作成禁

制令之裁定，亦應給予受限制之新聞媒體針對該禁制令為抗告之權利，此時，

就因禁制令所生之裁定，新聞媒體亦有當事人之地位。另外，有別於澳洲能夠

以獨任法官一人作成禁制令之裁定，本文以為，禁制令對於受規範對象之權

利，有著強力之限制效果，因此，裁定應由行準備程序之受命法官搭配本案以

外之兩名法官以三人合議行之，較為妥適。 

    最後是違反禁制令之法律效果的部分，與前面奧地利媒體法第 23條的規定

一樣，對於違反法院所作成之禁制令是否應以刑罰規範亦係問題。考慮到違反

法院之禁聲令在英美法上都屬於違反藐視法庭罪之範疇，以刑罰作為法律效果

並非全然不得為之，加上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範圍非常狹窄，且皆屬重大案

件，審判之結果對於被告或嫌疑人之自由權或生命權影響甚鉅，此時保護其審

判能夠公平進行不受干擾的正當性更為強烈，因此本文認為，基於上述理由，

以罰金刑作為其法律效果較為妥適。 

 

 

第三項 強化自律機制—新聞評議會之改革 

    如果就日後我國採行國民法官制，媒體方無法接受任何形式的，無論是

民、刑、行政罰等他律規制，亦不希望通傳會對於犯罪新聞之報導改其一貫

「不聞不問」之態度，則新聞媒體之自主改革，將更具有高度必要性，而強化

媒體之自律機制自為重中之重。 

    回顧我國之新聞媒體自律組織—「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聞媒體自律協會」，

其下設有「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其組織章程第 3條，規定：「基於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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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宗旨，成立『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 獨立、超然行使職權；受理新

聞、評論、節目、廣告所涉及之當事人之陳訴，或社會各方人士之檢舉，經調

查、聽證後作出裁定。」如此以觀，其與日本之放送倫理機構的功能十分相

似，且評議範圍並不限於廣播、電視，即便是平面媒體亦包含在內，惟考其運

作情形，至少在過去 10年來，以網路能夠查詢到經該評議會裁定之案例僅有

106年的兩件申訴案，同時亦無其他該協會的出版品可供查詢，又，因為其性

質屬於「自律」機制，故作成之裁定當然亦無強制性，如此之運作成效，可以

說是毫無存在感的自律組織，實與日本的放送倫理機構相去甚遠，更遑論發揮

與其比肩之影響力。 

    因此，本文認為，我國之新聞評議會實有改革之必要，於制度面上，或許

能夠參考日本放送倫理機構，可採行的具體措施如：(1)參考放送倫理檢證委員

會運營規則第 8條399，在作成裁定時應舉辦記者會，邀請各大媒體之記者出

席，對於系爭裁定進行說明以讓媒體進行報導，而非只是上傳網路了事，且如

此一來也能透過媒體對大眾傳達新聞倫理之重要性，同時讓大眾得知還有該管

道能夠進行申訴。(2)將所有裁定、評議過程以及每個月的會議紀錄公布於網路

上，並定期編製出版品，使大眾便於查詢。(3) 參考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運營

規則第 9條400，賦予評議會得要求違反倫理或自律規範之媒體，提出再犯防止

計畫(再発防止計画)以及報告計畫之落實情況的權力。 

 

 

                                                        
399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運營規則第 8條：「(第 1項)委員會就關於作為審議對象之節目之傳播

內容是否有放送倫理之問題應為審理，並就系爭放送倫理問題以「勸告」或是「見解」為統

整，以書面通知該傳播事業者或節目審議會並公開之。又，該內容應向機構之成員報告。(第 2

項)公開，應以記者會或其他合適之方法為之。(第 3項)委員會得向系爭傳播事業者要求將審理

結果進行播送使觀眾得以知悉。」 
400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運營規則第 9條：「(第 1項)委員會於其提出之「勸告」或是「見解」

中，對於系爭傳播業者，得要求其提出再犯防止計畫。(第 2項)被要求提出再犯防止計畫的業

者，應於一個月內擬定並對委員會提以書面提出，同時將其公開。(第 3項)系爭業者依前條提

出計畫以後，於三個月內應就計畫之實施狀況以書面向委員會為報告。(第 4項) 委員會就再犯

防止計畫及其實施狀況，得分別對於系爭業者陳述意見。委員會在陳述意見時，應將其公開，

並對機構成員報告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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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在刑事程序中對於新聞媒體之犯罪報導進行限制，於多數採行陪審制或是

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國家，多設有一定程度之法規範或是媒體自律機制，以避

免人民在進入審判以前就被新聞媒體的報導污染心證，從而維護被告受公平審

判之權利以及司法權的公正運作機能。縱使是並未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我

國，也設有如廣電法第 22條之規定，來防止媒體帶動輿論影響司法獨立審判之

機能，至於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則主要以偵查不公開原則之落實，來達到

防止媒體不當審前報導影響起訴後之審理的效果，前開制度看似對於被告或嫌

疑人之保障已臻足夠，實則不然，無論是在規範面的一致性，或是執行面的消

極性，都在在顯示出我國現行法制的缺陷，尤其在我國之司法改革浪潮，已確

定朝讓人民進入審判之制度的方向前進時，系爭問題的重要性與急迫性更明顯

提高，因此，實有必要針對刑事程序中的犯罪新聞報導，進行一個較為全面的

分析，並確立現行法制的問題及預測未來法制改變以後可能會碰到的難題，方

能作出應對以未雨綢繆。 

    因此，本研究便從犯罪報導在新聞自由之框架內定位為始，先從正面立

論，並肯認無論係基於第四權理論，或是作為人民知的權利之代理人，新聞媒

體報導犯罪新聞確實具有不可抹滅的正當性，而從犯罪報導對於公權力同時具

有監督與協力的雙重面向，以及具有能夠提升人民法治觀念與危安意識的功

能，亦彰顯了犯罪新聞報導的正面價值，然而，伴隨前開種種優點而來的，時

常是對於被告或嫌疑人之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或是被害人之人格權的無形侵害，

同時也提升了法院獨立審理案件的困難度，尤其在重大矚目案件更為明顯，筆

者認為，新聞自由固然重要，但這並不代表被告或嫌疑人亦受憲法訴訟權所保

障的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受無罪推定之權利，就應該理所當然的被犧牲，因

此，當僅僅依靠自律機制已經無法制衡新聞媒體之失能，而使其過激或高度偏

見性的報導行為已侵害前開之人基本權甚鉅時，應有國家以他律介入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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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探尋可能的規範方式時，考慮到未來我國將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為了提升參考價值以及在法制比較上具有一定之基準，本文亦以有採陪審制、

參審制及裁判員制的四個國家作為參考之對象，並按各國法規範對媒體之規制

強度，依序進行介紹。 

    在澳洲法的部分，本文著重之處為其特有的，已成文法化的禁制令制度，

並以發展較為成熟的新南威爾斯州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新南威爾斯州的「法

院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禁制令法」對於禁制令的種類、發布要件、限制對象及範

圍、程序以及救濟途徑，都有明確的規範，使新聞媒體在受到法院之禁制令限

制時，亦能夠有表示不服，甚至作為當事人表述己身意見之機會，以為其捍衛

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手段，然過於忽視言論及新聞自由的保障，也是該法最

有疑慮之處。 

    而美國法的部分，本文則簡單介紹了美國對於媒體之禁聲令制度以及藐視

法庭罪的實施現況，並以 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 v. Stuart 一案作為主要的研

究對象，因為該判決就對於新聞媒體作成禁聲令之事前限制，提出了除「明顯

而立即之危險判準」以外最為重要卻也嚴格的三階段審查基準：(1)審前報導的

性質和範圍(2)是否有其他替代手段可能減輕未受限制之審前報導所造成的影響 

(3)禁制令如何有效地運作以防止系爭危險之威脅。該基準係因美國對於言論及

新聞自由之重視所應運而生，與澳洲法有相當大的反差。 

   接著是以專法特別對於媒體同時進行規制及保護的奧地利，其在媒體法中對

於媒體侵害人民受無罪推定之權利，設有相當特殊的民事求償機制，且搭配了

數款免責事由，使新聞自由與被告之權利能夠得到權衡而不會過度偏向一方，

係十分值得肯定與師法的立法方式。至於刑事規範，則與我國廣電法較為相

似，儘管該罪之設立並未被歐洲人權法院認定有違歐洲人權公約，而本文亦贊

同法院之見解，但我國如以刑事規範限制相同之行為，可能會引起疑慮，惟考

慮到過往實務經驗，我國採行行政罰之效果有限，改採罰金刑並改由法院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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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或許會是可以考慮的方式。 

    最後是日本，儘管其並未特別立法規範刑事程序中媒體報導犯罪新聞，而

係回歸媒體自律機制，但因為我國國民法官法主要係參考裁判員法所制訂，因

此仍有研究之必要與價值，故本文於此著重在日本裁判員法之立法過程中，就

限制新聞媒體所為相關討論之爬梳，以及日本媒體自律組織「放送倫理機構」

的運作與相關自律規範，並認為，日本的媒體自律機制相較於我國，其對於媒

體的實質拘束力明顯強大許多，如果我國欲改革媒體自律機制，應可師法日本

進行強化。 

    綜合上述，結束對於比較法之介紹與分析後，便是對於我國現行法制之檢

討，在偵查不公開的部分，儘管我國於 2019 年有針對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有進

行大規模的修正，能夠看出法務部欲匡正該原則下「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

外」不良風氣的企圖，而媒體對應規範化與建立內部究責機制也都是不錯的改

動，但是觀察這一年來於執行面上的成果，本文認為並修法並沒有帶來太大的

成效。另外，廣電法、公共電視法等對於媒體的直接規制方式，較大的問題有

二：其一，是規範面上基於媒體形式不一的不一致，使同樣的內容如果是透過

非廣播、電視的形式傳遞或散布，便無法可管的奇特現象，其二，則是主管機

關通傳會從未對於違反廣電法第 22條之媒體進行裁罰的消極態度，使該條基本

上幾乎只剩下訓示之功能。 

    因此，為了解決前開問題，本文認為，在偵查不公開的部分，檢警應徹底

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自是基本，而作為內控機制的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與偵查

不公開督導小組，無論是在組織之建立以及實際的運作，都應該充分落實，至

於由該內控機制所產生之檢討報告，也不應該只是流水帳，而是應該詳述偵查

機關在對媒體公開偵查資訊時，係依何種事由為公開，以避免偵查不公開之內

控制度流於形式而無實際作用。 

    而在規範面上基於媒體形式不一所生之規範不一致的問題，本文則認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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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仿奧地利訂定媒體專法，使同樣是大眾傳播媒體的出版、廣電、電子媒體，

不會因為形式不同就受到規範上的差別待遇，且在現代社會資訊高速交換與流

通的情況下，大眾的閱聽習慣早已產生質變，故僅僅規範廣播與電視，不但不

合時宜，也毫無道理可言。另外，該法中有關媒體侵害嫌疑人或被告受無罪推

定權利的民事賠償機制之設立，亦為相當值得我國參考之立法方式。 

    而對於在我國採行國民法官制度以後，是否應就新聞媒體之審前或審判中

報導進行事前規制的問題，本文則認為，有鑑於現今媒體自律機制不彰，使對

於嫌疑人或被告大量的偏見報導或過激報導橫生，如果同樣情況在採行國民法

官制度以後仍未改變，則無法排除以他律介入之可能性，參考澳洲制定禁制令

法便是其中一種手段，但本文認為，基於對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的保障，如要

賦予法院限制審前報導之權限，有必要就適用範圍與法律效果為適當限縮，並

明確特定規範之對象，至於禁制令之發布，或許能夠揉合澳洲法例與美國 

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案中所確立之審查基準，在形式要件的部分，除了採

法官保留原則乃屬當然以外，必須要系爭案件係適用國民法官制度之案件，且

當事人之一方有向法院請求作成禁制令，而禁制令所欲限制之內容亦須明確特

定；至於實質要件，則需禁制令為保障被告受無罪推定之權利或公平審判之權

利，而具有必要性且沒有其他替代方法可供使用，具最後手段性時，方能進行

限制。而違反禁制令的效果，基於行政罰之效果有限，採罰金刑會是可以考慮

的方式。 

    最後是媒體自律機制的部分，我國雖設有新聞評議會，但該組織存在感稀

薄，對於媒體的影響力也非常弱，自律成效自然不彰，因此，實有強化新聞評

議會之必要性，於此可以參考日本的放送倫理機構，讓新聞評議會就對於媒體

之申訴作成裁定時，可以舉辦記者會邀請大型媒體記者，並對於裁定進行說明

讓記者能夠進行報導，除了增加其曝光度，也能使大眾對於申訴機制以及媒體

的自律情況有所瞭解，以作為閱聽選擇之參考，而會議紀錄、裁定過程及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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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亦應以出版品或電子資料對大眾公布之。另外亦可考慮賦予評議會得要

求違反倫理或自律規範之媒體，提出防止同樣事態再生之檢討計畫與追蹤系爭

計畫之落實情況的權力。 

    本文雖然對於新聞媒體之犯罪報導採取一個較為嚴格的審視角度，但此並

不代表本文認為硬性限制犯罪報導是保護被告受公平審判權力或維護司法獨立

唯一且絕對的解方，如同本文於前一再重申的，只有在媒體自律機制失能的情

況下，國家才有以他律介入之正當性與必要性，如同司法為了提升人民的信

任，考量各種使人民貼近甚至參與審判的制度一般，新聞媒體在遵守新聞倫

理，將客觀公正的新聞報導呈現給大眾這一點上，也應該要嘗試贏回大眾的信

任，而本文最主要的目的之一，係為拋磚引玉，希望能以此促使新聞媒體正視

自身所享有之權利，所握有的權力，以及應負之社會責任，並在沒有他律作為

壓力的情況下自我省思，進而為自發性的改革，展現作為第四權之風骨。另

外，國民的法律素養以及媒體識讀能力，也應該要有相對應的提升，否則好的

媒體不管如何自律，在追逐點擊率與收視率的惡性環境下，成效也仍然有限，

這部分則須仰賴國家教育資源的投入，儘管路途漫長，看似遙遙無期，但如果

上述理想都能實現，那麼我國將會真正成為一個充滿溫柔、理性的民主法治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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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 2010法院披露禁制令與公

開禁制令法部分條文401 

第一章 序言(Preliminary) 

第 3條 名詞定義(Definitions) 

In this Act: 

於本法中： 

1. court means: 

(a) the Supreme Court,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 Industrial Court, District 

Court, Local Court or Children’s Court, or (b) any other court or tribunal, or a 

person or body having power to act judicially, prescribed by the regulations as a 

cour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法院，係指： 

（a）州最高法院，土地及環境法院，工業法院，地方法院，地區法院、兒

童法院，或（b）任何其他法院或法庭，或有行使司法權的人或法人，為本

法的目的，明文規定有作為法院之地位者。 

2. information includes any document. 

資訊，包括任何文件。 

3.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means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that engages in the 

business of broadcasting or publishing news or a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that 

engag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s through a public news medium. 

新聞媒體組織，係指從事廣播或發布新聞業務的商業企業(commercial 

enterprise)，或通過公共新聞媒體參與新聞傳播的公共廣播服務。 

                                                        
401 原條文之規定可參：Court 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Act 2010 No 106，

https://legislation.nsw.gov.au/#/view/act/2010/106/full，最後瀏覽日：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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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on-publication order means an order that prohibits or restricts the publication 

of information (but that does not otherwise prohibit or restrict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公開發布禁制令是指禁止或限制資訊公開發布的命令（但不禁止或限制資訊

的揭露）。 

5. party to proceedings includes the complainant or victim (or alleged victim)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any person named in evidence given in proceedings and, 

in relation to proceedings that have concluded, means a person who was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proceedings concluded. 

當事人包括刑事訴訟中的原告或受害人（或據稱為受害人）以及於訴訟程序

中所提示之證據中被指明的任何人，又，就已經結束的訴訟而言，指在訴訟

程序結束前係訴訟當事方的人。 

6. proceedings means civil or criminal proceedings. 

訴訟程序係指民事或刑事訴訟程序。 

7. publish means disseminate or provide access to the public or a section of the 

public by any means,including by: 

(a) publication in a book, newspaper, magazine or other written publication, or 

(b) broadcast by radio or television, or 

(c) public exhibition, or 

(d) broadcast or publication by means of the Internet. 

發布係指，通過任何方式，對公眾或部分公眾的傳播或提供存取權之行為，

包括：（a）出版書籍，報紙，雜誌或其他書面出版物，或（b）通過廣播或

電視播送，或 （c）公開展示，或（d）通過網路進行播送或公開發布。 

8. suppression order means an order that prohibits or restricts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publication or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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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禁制令是指禁止或限制資訊披露的命令（無論係透過公開發布或其他方

式）。 

第 4條 法院的固有管轄權和權限不受影響(Inherent jurisdiction and powers of 

courts not affected) 

This Act does not limit or otherwise affect any inherent jurisdiction or any powers that 

a court has apart from this Act to regulate its proceedings or to deal with a contempt 

of the court. 

本法不限制或以其他方式，影響法院因本法以外所享有之管理訴訟程序或處理

藐視法院行為之任何固有管轄權或權限。 

第 5條 其他法律不受影響(Other laws not affected) 

This Act does not limit or otherwise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a provision made by or 

under any other Act that prohibits or restricts, or authorises a court to prohibit or 

restrict, the publication or othe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proceedings. 

本法不限制或以其他方式，影響基於其他法律禁止、限制、授權法院禁止或限

制與訴訟有關之資訊公開發布或其他披露之規定的效力。 

第二章 披露禁制令與公開發布禁制令(Suppression and 

non-publication orders) 

第 6條 維護公開審理之公共利益(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 in open justice) 

In deciding whether to mak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a cour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at a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to 

safeguar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open justice. 

法院於決定作成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時，必須審酌司法運作的基本目

的，係維護公開審理之公共利益。 

第 7條 作成命令之權限(Power to make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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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rt may, by making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n grounds 

permitted by this Act, prohibit or restrict the publication or other disclosure of: 

(a) information tending to reveal the identity of or otherwise concerning any party to 

or witness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or any person who is related to or otherwise 

associated with any party to or witness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or  

(b) information that comprises evidence, or information about evidence, given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法院得基於本法允許的理由作成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以禁止或限制

以下內容的公開發布或其他披露： 

（a） 該資訊，具有揭露法院訴訟中任何一方，或證人，或涉及前述之人或與

其有關連之任何個人的身分之傾向，或 

（b）該資訊係於法院訴訟程序中所提出之證據，或與證據有關之資料。 

第 8條 作成命令之理由(Grounds for making an order) 

(1) A court may mak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grounds: 

(a) the order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prejudice to 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 the order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prejudic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onwealth 

or a State or Territory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 the order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any person, 

(d) the order is necessary to avoid causing undue distress or embarrassment to a 

party to or witnes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volving an offence of a sexual nature 

(including an act of indecency), 

(e) it is otherwise necessar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the order to be made and that 

public interest significantly outweighs the public interest in open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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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院可基於以下之單一或數個理由，作成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 

（a）該命令，對於防止損害司法公正，具有必要性， 

（b）該命令，就防止損害聯邦或州或自治領地於國家安全或國際安全之利

益，具有必要性， 

（c）該命令，就保障任何人之人身安全，具有必要性， 

（d）該命令，為避免在涉及性侵害（包括猥褻行為）的刑事程序中，對當事

人或證人造成不應有的痛苦或尷尬，具有必要性， 

（e）為了公共利益而有作成命令之必要性，且該公共利益遠大於公開審理之

公共利益。 

(2)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ust specify the ground or grounds 

on which the order is made. 

(2)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必須特定出作成命令之單一或數個理由。 

第 9條 作成命令之程序(Procedure for making an order) 

(1) A court may mak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n its own 

initiative o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concerned, or 

(b) any other person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to have a sufficient interest in the 

making of the order. 

（1）法院可主動，或依下列人士之聲請，作成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 

（a）訴訟程序中之當事人，或 

（b）法院認為對作出該命令有充分利益的任何其他人。 

(2) Each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is entitled to appear and be heard by the court on an 

application for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a) the applicant for the order, 

(b)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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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Government (or an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r of 

a State or Territory, 

(d) a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e) any other person who, in the court’s opinion, has a sufficient interest i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should be made. 

（2）下列人士，就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之聲請，均有權出庭，並向法

院陳述意見： 

（a）該命令的聲請人， 

（b）訴訟程序中之當事人， 

（c）聯邦或州或自治領地的政府（或政府之代理人）， 

（d）新聞媒體組織， 

（e）法院認為對於是否應作出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具有充分利益之

任何人。 

(3)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ay be made at any time during 

proceedings or after proceedings have concluded. 

（3）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於訴訟程序期間，或訴訟程序結束後皆得

作成。 

(4)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ay be made subject to such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as the court thinks fit and specifies in the order. 

（4）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可受法院認為合適且於命令中所特定之例外

情況所規限。 

(5)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ust specify the information to 

which the order applies with sufficient particularity to ensure that the order is limited 

to achieving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order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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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中，就適用於該命令之特定資訊，必須充分

說明細節，以確保禁制令係為達到作成該命令之目的所為之。 

 

 

第 10條 臨時禁制令(Interim orders) 

(1) If an application is made to a court for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the court may, without determining the merits of the application, make the order 

as an interim order to have effect, subject to revocation by the court, until the 

application is determined. 

（1）如果向法院聲請作成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法院得於聲請之實質

依據尚未確定的情況下，使該命令作為臨時命令生效。但直到聲請確定以前，

仍得由法院撤銷。 

(2) If an order is made as an interim order, the court must determine the application as 

a matter of urgency. 

（2）如果禁制令以臨時禁制令之形式作成，法院必須確定該聲請係為緊急事

項。 

第 11條 禁制令適用範圍(Where an order applies) 

(1)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applies only to the disclosure or 

publication of information in a place where the order applies, as specified in the order. 

（1）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僅適用於命令聲請地的資訊披露或公開發

布，如命令中所特定之地。 

(2)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is not limited to applying in New 

South Wales and can be made to apply anywhere in the Commonwealth. 

（2）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不僅限於在新南威爾斯州聲請，也可以在

聯邦的任何地方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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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wever, an order is not to be made to apply outside New South Wales unless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having the order apply outside New South Wales is necessary for 

achieving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order is made. 

（3）但，除非法院確信，於新南威爾斯州以外適用禁制令，對於達到作成禁制

令之目的具有必要性，否則不得適用於新南威爾斯州以外。 

第 12條 禁制令持續期間(Duration of orders) 

(1)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perates for the period decided by 

the court and specified in the order. 

（1）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之有效期間，由法院決定，並於禁制令中訂

明。  

(2) In deciding the period for which an order is to operate, the court is to ensure that 

the order operates for no longer than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is made. 

（2）法院就禁制令有效期間之決定，須確保該命令的有效期間，不超出達成該

禁制令之目的所需要的合理範圍。 

(3) The period for which an order operates may be specified by reference to a fixed or 

ascertainable period or by reference to the occurrence of a specified future event. 

（3）禁制令之有效期間，可審酌確定或可確定的期間，或特定未來事件之發

生。 

第 13條 複審禁制令(Review of orders) 

(1) The court that mad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ay review the 

order on the court’s own initiative o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 person who is entitled to 

apply for the review. 

（1）作出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的法院，得主動，或於有權聲請複審之

人為聲請時，就該禁制令進行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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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ach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is entitled to apply for and to appear and be heard 

by the court on the review of an order under this section: 

(a) the applicant for the order, 

(b)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the order was made, 

(c) the Government (or an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r of 

a State or Territory,  

(d) a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e) any other person who, in the court’s opinion, has a sufficient interest i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should have been 

made or should continue to operate. 

（2）下列人士，就對於依本章作成之禁制令之複審，皆有權進行聲請、出庭以

及向法院陳述意見： 

（a）禁制令的聲請人， 

（b）與該禁制令有關的訴訟程序的一方， 

（c）聯邦或州或自治領地的政府（或政府之代理人）， 

（d）新聞媒體組織， 

（e）法院認為對於是否應作出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或是禁制令之

效力應否延長，具有充分利益之任何人。 

 (3) On a review, the court may confirm, vary or revoke the order and may in addition 

make any other order that the court may make under this Act. 

（3）於複審時，法院得確認，更改或撤銷該禁制令，並可另外作出法院依本法

得作成的其他任何命令。 

第 14條 上訴(Appeals) 

(1) With leave of the appellate court, an appeal lies against: 

(a) a decision of a court (the original court) to make or not to make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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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decision by the original court on the review of, or a decision by the original court 

not to review,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made by the court. 

（1） 經上訴法院准許之上訴，其對象係： 

（a）法院（原審法院）作出或不作出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的決定，

或 

（b）原審法院，對於法院所作成之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是否進行複

審，所為之決定。 

(2) The appellate court for an appeal under this section is the court to which appeals 

lie against final judgments or orders of the original court or, if there is no such court, 

the Supreme Court. 

（2）就本條所定上訴進行審理之上訴法院，係對原審法院的最終判決或命令提

出上訴的法院，或，如無前述之法院，則由州最高法院審理。 

(3) Each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is entitled to appear and be heard on an appeal 

under this section: 

(a) the applicant for the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b)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in which the order or decision subject to appeal was 

made, 

(c) the Government (or an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r of a 

State or Territory, 

(d) a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e) any other person who, in the appellate court’s opinion, has a sufficient interest in 

the decision that is the subject of appeal. 

（3）下列人士，依本條規定之上訴，皆有權出庭以及向法院陳述意見：  

（a）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之聲請人，  

（b）於作成作為上訴對象之禁制令或決定之訴訟程序中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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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聯邦或州或自治領地之政府（或政府之代理人），  

（d）新聞媒體組織， 

（e）上訴法院認為，就作為上訴主體之決定，具有充分利益的任何人。 

(4) On an appeal under this section, the appellate court may confirm, vary or revoke 

the order or decision subject to the appeal and may make any order or decision under 

this Act that could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rst instance. 

（4）在根據本條提出的上訴中，上訴法院得確認，更改或撤銷上訴所針對的禁

制令或決定，並得根據本法，作出任何得於初審作成的禁制令或決定。 

(5) An appeal under this section is to be by way of rehearing, and fresh evidence or 

evidence in addition to, or in substitution for, the evidence given on the making of the 

decision may be given on the appeal. 

（5）根據本條提出的上訴，須以重新審理之方式進行，並得於上訴程序中，提

供新的證據或證據，以作為作出相關決定之證據的補充或替代。 

(6) If judgments or orders of the original court are subject to review by another court 

(rather than appeal to another court), this section provides for a review of the original 

court’s decisions instead of an appeal and in such a case references in this section to 

an appeal are to be read as references to a review. 

（6）如果原審法院的判決或命令，得作為另一法院複審之主體（而非對另一法

院之上訴），則依本條之規定，對原審法院的決定應進行複審而非上訴。又，於

該情況下，其對於複審之規定，應準用本條對於上訴之規定。 

第 15條 法院職員之例外(Exception for court officials) 

A suppression order does not prevent a person from disclosing information if the 

disclosure is not by publication and is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ing functions or duties 

or exercising powers in a public official capacity: 

(a) in connection with (1)the conduct of proceedings or (2) the recovery or 

enforcement of any penalty imposed in proceeding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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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rocedure adopted by a court for informing a news 

media organisation of the existence and content of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

publication order made by the court. 

如非透過公開發布之方式披露資訊，且係於執行職務中，或基於職責，或以公

職人員身份於下列情況行使權限，則披露禁制令不會阻止個人披露資訊： 

（a）涉及訴訟程序之管理，或就訴訟程序中所課予之任何處罰為追徵或執

行，或， 

（b）按照法院所採取之任何向新聞媒體機構告知法院所作成之披露禁制令或

公開發布禁制令之存在及內容之程序。 

第 16條 違反命令(Contravention of order) 

(1) A person commits an offence if the person engages in conduct that constitutes a 

contravention of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publication order and is reckless as to 

whether the conduct constitutes a contravention of a suppression order or non-

publication order. 

Maximum penalty: 1,000 penalty units or imprisonment for 12 months, or both, for an 

individual or 5,000 penalty units for a body corporate. 

（1）任何人如構成違反禁止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的行為，且對於行為是否構成

違反披露禁制令或公開發布禁制令具主觀上輕率，即屬犯罪。 

刑罰上限：個人：1,000個罰款單位或 12個月之監禁，或併罰。法人團體：

5,000個罰款單位。 

(2) Conduct that constitutes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may be punished as a 

contempt of court even though it could be punished as an offence. 

（2）構成本條所定罪行的行為，即使可以作為一項罪行受到處罰，也可能因藐

視法庭受到處罰。 

(3) Conduct that constitutes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may be punished as an 

offence even though it could be punished as a contempt of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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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構成本條所定罪行的行為，即使得因藐視法庭而受處罰，也可被認為犯罪

而受處罰。  

(4) If conduct constitutes both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and a contempt of court, 

the offender is not liable to be punished twice. 

（4）如果行為構成本條所定之罪與藐視法庭罪，則行為人不會受到兩次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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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奧地利媒體法部分條文402 

 

第 1條 定義 

(1) Im Sinn der Bestimmungen dieses Bundesgesetzes ist 

(1)於本法中，以下用詞所指之意義為： 

1. „Medium“: jedes Mittel zur Verbreitung von Mitteilungen oder Darbietungen mit 

gedanklichem Inhalt in Wort, Schrift, Ton oder Bild an einen größeren Personenkreis 

im Wege der Massenherstellung oder der Massenverbreitung; 

1.媒體：任何將資訊或思想表達以文字、著作、聲音或圖像之形式，對於廣泛

閱聽人量產或大量發行之公開發表物。 

1a. „Medieninhalte“: Mitteilungen oder Darbietungen mit gedanklichem Inhalt in 

Wort, Schrift, Ton oder Bild, die in einem Medium enthalten 

1a 媒體內容：媒體中所含有的，以文字、著作、聲音或圖像呈現之資訊或思想

表達； 

2.„periodisches Medium“: ein periodisches Medienwerk oder ein periodisches 

elektronisches Medium; 

2.週期性媒體產物：週期性的媒體產物或電子媒體； 

3.„Medienwerk“: ein zur Verbreitung an einen größeren Personenkreis bestimmter, in 

einem Massenherstellungsverfahren in Medienstücken vervielfältigter Träger von 

Mitteilungen oder Darbietungen mit gedanklichem Inhalt; 

3.媒體產物：以大量流通為目的，並為了大眾傳播而被大量製造的任何資訊或

思想表達之載體 

                                                        
402 原條文之規定可參：Federal Act on the Press and other Publication Media (Media Act – 

MedienG)，https://www.ris.bka.gv.at/Dokument.wxe?ResultFunctionToken=d5aea205-7a24-4079-a48

2-e3a02f4c7050&Position=1&SkipToDocumentPage=True&Abfrage=Erv&Titel=&Quelle=&ImRisSe

itVonDatum=&ImRisSeitBisDatum=&ImRisSeit=Undefined&ResultPageSize=100&Suchworte=media

+act&Dokumentnummer=ERV_1981_314，最後瀏覽日：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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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ruckwerk“: ein Medienwerk, durch das Mitteilungen oder Darbietungen 

ausschließlich in Schrift oder in Standbildern verbreitet werden; 

4.印刷媒體：專以書面或靜態圖像之形式傳播資訊或表示的媒體產物； 

5.„periodisches Medienwerk oder Druckwerk“: ein Medienwerk oder Druckwerk, das 

unter demselben Namen in fortlaufenden Nummern wenigstens viermal im 

Kalenderjahr in gleichen oder ungleichen Abständen erscheint und dessen einzelne 

Nummern, mag auch jede ein in sich abgeschlossenes Ganzes bilden, durch ihren 

Inhalt im Zusammenhang stehen; 

5.週期性媒體產物或印刷媒體：以相同名稱連續發行的媒體產物或印刷媒體，

每周年至少四次，不論間隔相等或不均，且發行內容相互關聯，即使各期代表

一個完全獨立之單元； 

5a. „periodisches elektronisches Medium“: ein Medium, das auf elektronischem Wege 

a)ausgestrahlt wird (Rundfunkprogramm) oder 

b)abrufbar ist (Website) oder 

c) wenigstens vier Mal im Kalenderjahr in vergleichbarer Gestaltung verbreitet 

wird (wiederkehrendes elektronisches Medium); 

5a 週期性電子媒體：電子化媒體如： 

a）廣播（廣播節目）或 

b）可供下載（網站）或 

c）每年至少四次以類似排版之形式傳播（循環性電子媒體） 

6. „Medienunternehmen“: ein Unternehmen, in dem die inhaltliche Gestaltung des 

Mediums besorgt wird sowie 

a) seine Herstellung und Verbreitung oder 

b) seine Ausstrahlung oder Abrufbarkeit 

entweder besorgt oder veranlass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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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媒體事業：從事或使第三方從事媒體內容編輯，以及(該媒體內容之) 

a）生產和傳播 或 

b）散布或供人下載 

之事業。 

7.„Mediendienst“: ein Unternehmen, das Medienunternehmen wiederkehrend mit 

Beiträgen in Wort, Schrift, Ton oder Bild versorgt; 

7.媒體服務：定期為媒體事業提供文字、著作、聲音或圖像的事業； 

8.„Medieninhaber“: wer 

a)ein Medienunternehmen oder einen Mediendienst betreibt oder 

b)sonst die inhaltliche Gestaltung eines Medienwerks besorgt und dessen Herstellung 

und Verbreitung entweder besorgt oder veranlasst oder 

c)sonst im Fall eines elektronischen Mediums dessen inhaltliche Gestaltung besorgt 

und dessen Ausstrahlung, Abrufbarkeit oder Verbreitung entweder besorgt oder 

veranlasst oder 

d)sonst die inhaltliche Gestaltung eines Mediums zum Zweck der nachfolgenden 

Ausstrahlung, Abrufbarkeit oder Verbreitung besorgt; 

8.媒體所有者/事業主： 

a）經營媒體事業或媒體服務之運作，或 

b）以其他方式經營或使第三方從事媒體內容之創作、生產和傳播，或 

c）除前開情況外，電子媒體經營或促使第三方從事媒體內容之創作、生產和傳

播，或 

d）除前開情況外，為後續之傳布、使其可供下載或傳播之目的，從事媒體內容

之創作； 

之人 

9.„Herausgeber“: wer die grundlegende Richtung des periodischen Mediums 

besti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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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編輯：週期性媒體中決定(傳播)基準之人； 

10.„Hersteller“: wer die Massenherstellung von Medienwerken besorgt; 

10.製作人：從事媒體產物的大規模生產之人； 

11.„Medienmitarbeiter“: wer in einem Medienunternehmen oder Mediendienst an der 

inhaltlichen Gestaltung eines Mediums oder der Mitteilungen des Mediendienstes 

journalistisch mitwirkt, sofern er als Angestellter des Medienunternehmens oder 

Mediendienstes oder als freier Mitarbeiter diese journalistische Tätigkeit ständig und 

nicht bloß als wirtschaftlich unbedeutende Nebenbeschäftigung ausübt; 

11.審稿人：於媒體事業或媒體服務中作為新聞工作者被聘僱，從事媒體內容編

輯工作；或作為永久性的自由專業人士，而非無給之兼職，從事類似之新聞活

動之人 

12. „Medieninhaltsdelikt“: eine durch den Inhalt eines Mediums begangene, mit 

gerichtlicher Strafe bedrohte Handlung, die in einer an einen größeren Personenkreis 

gerichteten Mitteilung oder Darbietung besteht. 

12.媒體內容犯罪：基於媒體內容所犯之罪，應受到法院之處罰，系爭內容包括

指向多數他人之資訊或陳述。 

(2) Zu den Medienwerken gehören auch die in Medienstücken vervielfältigten 

Mitteilungen der Mediendienste. Im übrigen gelten die Mitteilungen der 

Mediendienste ohne Rücksicht auf die technische Form, in der sie geliefert werden, 

als Medien. 

（2）媒體產物還包括以媒體形式重製的媒體服務出版物。除此之外，任何媒體

服務出版物均視為媒體，無論它們以何種技術形式提供。 

 

第 7條 對高度私人領域之侵害(Verletzung des höchstpersönlichen 

Lebensbere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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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rd in einem Medium der höchstpersönliche Lebensbereich eines Menschen in 

einer Weise erörtert oder dargestellt, die geeignet ist, ih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bloßzustellen, so hat der Betroffene gegen den Medieninhaber Anspruch auf eine 

Entschädigung für die erlittene Kränkung. Der Entschädigungsbetrag darf 20 000 

Euro nicht übersteigen; im übrigen ist § 6 Abs. 1 zweiter Satz anzuwenden. 

(1)如果有一媒體以一種損害他人名譽之方式，公開討論或披露他人之高度私人

領域事務，則該人有權向該媒體擁有者索賠以補償其所承受之侮辱。該賠償不

得超過 20000歐元；除此之外，應適用第 6條第 1項後段。 

(2) Der Anspruch nach Abs. 1 besteht nicht, wenn 

(2) 於第 1項之情形，如有以下事由，則不得請求賠償 

1.es sich um einen wahrheitsgetreuen Bericht über eine Verhandlung in einer 

öffentlichen Sitzung des Nationalrates, des Bundesrates, der Bundesversammlung, 

eines Landtages oder eines Ausschusses eines dieser allgemeinen Vertretungskörper 

handelt, 

1.如其係基於聽取一公開之國民議會、聯邦議會、聯邦會議、邦議會或是任何

類於上述之機關之會議中之陳述所為之真實報告， 

2.die Veröffentlichung wahr ist und in unmittelbarem Zusammenhang mit dem 

öffentlichen Leben steht, 

2.如該出版物係為真實且與公眾生活直接相關， 

3.nach den Umständen angenommen werden konnte, daß der Betroffene mit der 

Veröffentlichung einverstanden war, 

3.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有理由認為受影響的人同意該出版物 

4.es sich um eine unmittelbare Ausstrahlung im Rundfunk (Live-Sendung) handelt, 

ohne daß ein Mitarbeiter oder Beauftragter des Rundfunks die gebotene 

journalistische Sorgfalt außer acht gelassen hat, 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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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是直播，且廣播公司的員工或代理人沒有忽視所應負之新聞注意義務，

或者 

5.es sich um die Abrufbarkeit auf einer Website handelt, ohne dass der Medieninhaber 

oder einer seiner Mitarbeiter oder Beauftragten die gebotene Sorgfalt außer Acht 

gelassen hat. 

5.如果能夠於網站下載，且媒體所有者或其員工或代理人並無未盡其應有之注

意義務之情事。 

 

第 7a條 在特殊情況下防止身分被公開(Schutz vor Bekanntgabe der Identität in 

besonderen Fällen) 

 

(1) Werden in einem Medium der Name, das Bild oder andere Angaben veröffentlicht, 

die geeignet sind, in einem nicht unmittelbar informierten größeren Personenkreis 

zum Bekanntwerden der Identität einer Person zu führen, die 

1.Opfer einer gerichtlich strafbaren Handlung geworden ist oder 

2.einer gerichtlich strafbaren Handlung verdächtig ist oder wegen einer solchen 

verurteilt wurde oder 

3.als Auskunftsperson vor einem Untersuchungsausschuss des Nationalrates angehört 

wurde, 

und werden hiedurch schutzwürdige Interessen dieser Person verletzt, ohne dass 

wegen deren Stellung in der Öffentlichkeit, wegen eines sonstigen Zusammenhanges 

mit dem öffentlichen Leben oder aus anderen Gründen ein überwiegendes Interesse 

der Öffentlichkeit an der Veröffentlichung dieser Angaben bestanden hat, so hat der 

Betroffene gegen den Medieninhaber Anspruch auf Entschädigung für die erlittene 

Kränkung. Der Entschädigungsbetrag darf 20 000 Euro nicht übersteigen; im Übrigen 

ist § 6 Abs. 1 zweiter Satz anzuw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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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媒體公布的姓名、圖片或其他數據，可能導致向未經直接通知的多數人

公開下列之人的身分： 

1.(該人)係可被法院處罰之犯罪的被害人 

2.法院得處罰之犯罪之嫌疑人，或犯此類罪行且已被定罪之人 

3.於奧地利國民議會之調查委員會作為證人， 

如果因此類出版物讓受到保護之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則在出版該資訊之公眾利

益並未超過(前者利益)之情況下，會因為該被提及之人於公眾生活上之地位，

任何其他與公眾生活之連結或其他原因受影響的人可以就其所遭受的損害向媒

體所有者索賠。賠償金額不得超過 20,000歐元，此外還應適用第 6條第 2項。 

(2) Schutzwürdige Interessen des Betroffenen werden jedenfalls verletzt, wenn die 

Veröffentlichung 

1.im Fall des Abs. 1 Z 1 geeignet ist, einen Eingriff in den höchstpersönlichen 

Lebensbereich oder eine Bloßstellung des Opfers herbeizuführen, 

2.im Fall des Abs. 1 Z 2 sich auf einen Jugendlichen oder bloß auf ein Vergehen 

bezieht oder das Fortkommen des Betroffenen unverhältnismäßig beeinträchtigen 

kann. 

(2) 如果出版物(有下列情況)，則被影響人受保護之權利，被認為受有侵害： 

1.在第 1項第 1款的情況下 可能會導致被害人的高度私人領域被侵入或使其

受到損害， 

2.在第 1項第 2款之情況下，指未成年人或僅指輕罪可能不合理地損害受影

響者的未來生活。 

(3) Der Anspruch nach Abs. 1 besteht nicht, wenn 

1.es sich um einen wahrheitsgetreuen Bericht über eine Verhandlung in einer 

öffentlichen Sitzung des Nationalrates, des Bundesrates, der Bundesversammlung, 

eines Landtages oder eines Ausschusses eines dieser allgemeinen Vertretungskörper 

hand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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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ie Veröffentlichung der Angaben zur Person amtlich veranlaßt war, insbesondere 

für Zwecke der Strafrechtspflege oder der Sicherheitspolizei, 

3.der Betroffene mit der Veröffentlichung einverstanden war oder diese auf einer 

Mitteilung des Betroffenen gegenüber einem Medium beruht 

4.es sich um eine unmittelbare Ausstrahlung im Rundfunk (Live-Sendung) handelt, 

ohne daß ein Mitarbeiter oder Beauftragter des Rundfunks die gebotene 

journalistische Sorgfalt außer acht gelassen hat, oder 

5.es sich um die Abrufbarkeit auf einer Website handelt, ohne dass der 

Medieninhaber oder einer seiner Mitarbeiter oder Beauftragten die gebotene 

Sorgfalt außer Acht gelassen hat. 

 (3)於第 1項之情形下，有以下事由，不得請求賠償 

1. 如其係基於聽取一公開之國民議會、聯邦議會、聯邦會議、邦議會或是任

何類於上述之機關之會議中之陳述所為之真實報告， 

2.如果係根據官方指示必須公布關於該人的資訊，特別是出於刑事司法或維

護安全的目的 

3.受影響的人已經同意該出版物，或者其本人將與其有關的資訊傳遞給媒體 

4.如果是直播，廣播公司的員工或代理人沒有忽視所應負之新聞注意義務，

或者 

5.如果能夠於網站下載，且媒體所有者或其員工或代理人並無未盡其應有之

注意義務之情事。 

 

第 7b條 保護無罪推定(Schutz der Unschuldsvermutung) 

(1) Wird in einem Medium eine Person, die einer gerichtlich strafbaren Handlung 

verdächtig, aber nicht rechtskräftig verurteilt ist, als überführt oder schuldig 

hingestellt oder als Täter dieser strafbaren Handlung und nicht bloß als tatverdächtig 

bezeichnet, so hat der Betroffene gegen den Medieninhaber Anspruch auf 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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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chädigung für die erlittene Kränkung. Der Entschädigungsbetrag darf 20 000 

Euro nicht übersteigen; im übrigen ist § 6 Abs. 1 zweiter Satz anzuwenden. 

(1)如果在任何媒體中，被指控犯有可被法院判處但尚未終局判決之罪行之人，

已被視為有罪或該罪的行為人，而不僅僅是嫌疑人，則受影響人有權就所受損

害，向媒體所有者請求賠償。賠償金額不得超過 20,000歐元，此外還應適用第

6條第 2項之規定。 

(2) Der Anspruch nach Abs. 1 besteht nicht, wenn 

1.es sich um einen wahrheitsgetreuen Bericht über eine Verhandlung in einer 

öffentlichen Sitzung des Nationalrates, des Bundesrates, der Bundesversammlung, 

eines Landtages oder eines Ausschusses eines dieser allgemeinen Vertretungskörper 

handelt, 

2.es sich um einen wahrheitsgetreuen Bericht über ein Strafurteil erster Instanz 

handelt und dabei zum Ausdruck gebracht wird, daß das Urteil nicht rechtskräftig 

ist, 

3.der Betroffene öffentlich oder gegenüber einem Medium die Tat eingestanden 

und dies nicht widerrufen hat, 

4.es sich um eine unmittelbare Ausstrahlung im Rundfunk (Live-Sendung) handelt, 

ohne daß ein Mitarbeiter oder Beauftragter des Rundfunks die gebotene 

journalistische Sorgfalt außer acht gelassen hat, 

4a.es sich um die Abrufbarkeit auf einer Website handelt, ohne dass der 

Medieninhaber oder einer seiner Mitarbeiter oder Beauftragten die gebotene 

Sorgfalt außer Acht gelassen hat, oder 

5.es sich um eine wahrheitsgetreue Wiedergabe der Äußerung eines Dritten handelt 

und ein überwiegendes Interesse der Öffentlichkeit an der Kenntnis der zitierten 

Äußerung bestanden ha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3

183 
 

(2) 於第 1項之情形，如有以下事由，則不得請求賠償 

1.如其係基於聽取一公開之國民議會、聯邦議會、聯邦會議、邦議會或是任

何類於上述之機關之會議中之陳述所為之真實報告， 

2.如果它係基於一審刑事判決之真實法庭記錄所作成，並明示該判決並非終

局判決， 

3.如果被影響人已經承認其犯下該罪行 並且沒有撤回在公開場合或對媒體代

表作出的陳述， 

4.如果是直播，廣播公司的員工或代理人沒有忽視所應負之新聞注意義務，

或者 

4a. 如果能夠於網站下載，且媒體所有者或其員工或代理人並無未盡其應有

之注意義務之情事，或者 

5.如果是對第三方所陳述的真實引用的情況，並且公眾對獲得陳述所引用之

資訊具有優越利益。 

 

第 7c條 防止未經授權的發布(Schutz vor verbotener Veröffentlichung) 

(1) Wird in einem Medium eine Mitteilung über den Inhalt von Aufnahmen, Bildern 

oder schriftlichen Aufzeichnungen aus der Überwachung von Nachrichten im Sinne 

des § 134 Z 3 StPO oder aus einer optischen oder akustischen Überwachung von 

Personen unter Verwendung technischer Mittel veröffentlicht, ohne daß insoweit von 

den Aufnahmen oder von den Bildern und schriftlichen Aufzeichnungen in 

öffentlicher Hauptverhandlung Gebrauch gemacht wurde, so hat jeder Betroffene, 

dessen schutzwürdige Interessen verletzt sind, gegen den Medieninhaber Anspruch 

auf eine Entschädigung für die erlittene Kränkung. Der Entschädigungsbetrag darf 50 

000 Euro, ist die Veröffentlichung jedoch geeignet, die wirtschaftliche Existenz oder 

die gesellschaftliche Stellung des Betroffenen zu vernichten, 100 000 Euro nicht 

übersteigen; im übrigen ist § 6 Abs. 1 zweiter Satz anzuw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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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媒體發布以○1依刑事訴訟法第 134條第 3 款所為之通訊監察或○2以科技設

備對人進行光學或聲學監視(錄影或監聽)所得到的圖片內容或謄本之資訊且 在

公開法庭聽證會上沒有使用此類文件時，任何受保護利益受到侵害的受害人，

有權就所其所受之損害向媒體所有者請求賠償。賠償金額不得超過 50,000歐

元，如果出版物可能破壞受影響者的社會地位，則賠償金額不得超過 100,000

歐元 ; 除此之外，第 6條第 1項後段於此亦有適用。 

(2)在第 7a條第 3項所述的情況下，不得依前項提出請求。 

(2) In den im § 7a Abs. 3 erwähnten Fällen besteht kein Anspruch nach Abs. 1. 

 

第 23條 對刑事訴訟之不正影響(Verbotene Einflußnahme auf ein 

Strafverfahren) 

Wer in einem Medium während eines Hauptverfahrens nach Rechtswirksamkeit der 

Anklageschrift, im Verfahren vor dem Einzelrichter des Landesgerichts oder im 

bezirksgerichtlichen Verfahren nach Anordn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Urteil erster Instanz den vermutlichen Ausgang des Strafverfahrens oder den Wert 

eines Beweismittels in einer Weise erörtert, die geeignet ist, den Ausgang des 

Strafverfahrens zu beeinflussen, ist vom Gericht mit Geldstrafe bis zu 180 

Tagessätzen zu bestrafen. 

法院對於，無論係起訴書生效力後之審判程序，或在地區法院法官單獨審理之

訴訟程序中，或在一審判決宣佈前的公開聽證會安排後的地區法院訴訟程序

中，對刑事訴訟的預測結果或證據證明力，以媒體發表在某程度上可能影響刑

事訴訟結果之評論的任何人，應處以 180日以下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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