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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上的新聞自由

•憲法第11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
作及出版之自由。

•「新聞」自由雖未形諸於憲法明文，
惟憲法第11條保障範圍及於新聞自由，
向為學說與實務一致肯認。

•司法院大法官多則解釋，已逐漸勾勒
出新聞自由保障內涵的輪廓。



憲法上的新聞自由

• 釋字第364號(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權)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11條
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
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配，對於人
民「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
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重。

• 釋字第613號(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合憲性)

憲法第11條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其內容包括通
訊傳播自由，亦即經營或使用廣播、電視與其他
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
自由。



憲法上的新聞自由

• 釋字第678號(未經核准擅自使用無線電頻率之
處罰)

重申釋字第613號解釋意旨。

• 釋字第689號(媒體跟追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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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所保障。新聞採訪行為則為提供新聞報
導內容所不可或缺之資訊蒐集、查證行為，自應
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範疇。



憲法上的新聞自由

• 大法官肯認新聞自由受憲法第11條(言論
或出版自由)所保障，其範圍及於新聞採訪、
編輯及報導自由。

• 惟相較於言論或出版自由，可否認為新聞
自由具有獨立性意義，而受有特別保障?



憲法上的新聞自由

• 肯定說:在第四權理論下，新聞自由最主要意義
在於保障新聞媒體的獨立、自主，以發揮監督、
制衡政府的功能。因此，在權利主體與保障範
圍，均與言論自由不同。新聞媒體享有一般人
所無的特權，例如拒絕透露消息來源、採訪特
權等。

• 否定說:新聞媒體主張新聞自由獲得的保障，與
一般大眾基於言論自由所獲得的保障完全相同，
新聞媒體及相關從業人員並未受到憲法特別保
障。肯定說的問題在於，如何定義「媒體」?



憲法上的新聞自由

• 大法官的看法

• 釋字第613號(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合憲性)

通訊傳播媒體是形成公共意見之媒介與平台，
在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具有監督包括總統、行政、
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等所有行使公權力之國
家機關，以及監督以贏取執政權、影響國家政策
為目的之政黨之公共功能。憲法所保障之通訊傳
播自由之意義，即非僅止於消極防止國家公權力
之侵害，尚進一步積極課予立法者立法義務，經
由各種組織、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計，以防止資
訊壟斷，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
之平台表達與散布，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



憲法上的新聞自由

• 釋字第689號(媒體跟追採訪)

• 系爭規定雖限制跟追人之行動自由，惟其係為保
障被跟追者憲法上之重要自由權利，而所限制者
為依社會通念不能容忍之跟追行為，對該行為之
限制與上開目的之達成有合理關聯，且該限制經
利益衡量後尚屬輕微 ，難謂過當。(合理審查標準)

• 系爭規定之制定，原非針對新聞採訪行為所為之
限制，其對新聞採訪行為所造成之限制，如係追
求重要公益，且所採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
質關聯，即與比例原則無違。(中度審查標準)

• 社維法：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



憲法上的新聞自由

• 從以上兩則解釋來看，大法官似乎傾向新聞自由
係屬於制度性保障的權利，且具有其獨立性，而
有特別保障之必要。惟其保障之具體範圍，仍待
後續觀察。

• 至於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部分，大法官於釋字第
689號解釋採實質認定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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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自由的憲法界限

• 憲法第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
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 釋字第407號(猥褻出版品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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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憲法第11條所保障。
惟出版品無遠弗屆，對社會具有廣大而深遠之影
響，故享有出版自由者，應基於自律觀念，善盡
其社會責任，不得有濫用自由情事。其有藉出版
品妨害善良風俗，破壞社會安寧、公共秩序等情
形者，國家自得依法律予以限制。



新聞自由的憲法界限

• 釋字第509號(刑法第310條誹謗罪規定之合憲性)

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
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
護公共利益，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
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至於限制之手段究應
採用民事賠償抑或兼採刑事處罰，則應就國
民守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
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
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
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



新聞自由的憲法界限

• 釋字第689號(媒體跟追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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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所保障。新聞採訪行為則為提供新
聞報導內容所不可或缺之資訊蒐集、查證行為，
自應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範疇。惟新聞採訪自由
亦非絕對，國家於不違反憲法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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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自由的憲法界限

• 準此，新聞自由並非絕對，國家於不違反憲法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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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具體的衡量標準，應視個案情
節而定。以釋字第689號解釋所涉及的跟追採訪為
例，大法官表示:新聞採訪者縱為採訪新聞而為跟追，
如其跟追已達緊迫程度，而可能危及被跟追人身心
安全之身體權或行動自由時，即非足以合理化之正
當理由；如侵擾個人於公共場域中得合理期待其私
密領域不受他人干擾之自由或個人資料自主，其行
為是否受系爭規定所限制，則須衡量採訪內容是否
具一定公益性與私人活動領域受干擾之程度，而為
合理判斷，如依社會通念所認非屬不能容忍者，其
跟追行為即非在系爭規定處罰之列。此或可作為個案
中，如何拿捏新聞採訪、編輯及報導尺度之思考方向。



新聞自由的憲法界限

• 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763號刑事判決

• 新聞自由之本質，亦構成新聞自由權利之界限。
是倘系爭新聞內容與公共意見之形成、公共領域
之事務越相關，而具公共性、越具新聞價值，則
新聞自由應優先保障；倘越屬私人領域之事務，
即越應證明該新聞報導確有優先於個人之隱私權
獲得保障之正當理由。 …倘該新聞內容已觸及性
侵害犯罪被害人被害之際身體隱私部位照片，且
係以竊錄方式所取得者，其較之男女間臥室床笫
間之性愛行為），更屬隱私核心，尚不得僅以滿
足一般大眾窺淫興趣即認有正當之公益，而允許
新聞媒體假新聞自由之名行侵害隱私之實，主張
阻卻違法而不罰。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條：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
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
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
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
件之被告。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4款：
兒童及少年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
被害人者，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
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
識別身分之資訊。

• 其它如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2條第1項、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第13條第1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之1、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4條等，均有類似規
定。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698號判決

• 原告於其網路上刊登系爭報導，除於文字報導楊姓女子
之部分個人資訊（例如：新北市一名18歲楊姓女子……）
外，尚附上新聞影片連結，經點擊該影片播放後，即出
現翻攝自楊姓女子臉書之影像－－包括楊姓女子上半身
照片及臉部特寫照片（雙眼部位以馬賽克方式處
理），…，系爭報導刊登後，楊姓女子周遭之親朋好友、
同儕團體甚或臉書社群朋友，得以綜合系爭報導文字內
容所述楊姓女子之部分個人資訊，以及連結之新聞影片
所翻攝足以揭露楊姓女子身形、髮型、服裝、背景等個
人資訊之上半身照片及臉部特寫照片，並根據其等對楊
姓女子之認識及印象而辨識出楊姓女子之身分，足見原
告系爭報導內容實已達足資辨別被害人身分資訊之程度。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刑法第107條第1項第4款：以關於要塞、軍港、軍營、
軍用船艦、航空機及其他軍用處所建築物或軍略之秘密
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洩漏或交付於敵國者，處死
刑或無期徒刑。(軍事機密)

• 刑法第109條：(第1項)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應
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第2項)洩漏或交付前項之文書、圖畫、消
息或物品於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國防機密)

• 刑法第132條第3項：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
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
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三百元以下罰金。 (公務機密)

•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32條、第33條。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偵查中之資訊＝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

• 如果是屬於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媒體因檢警人員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而
取得，媒體可否報導?

• 1.最高法院 17 年度決議（二） ：已經洩漏之秘密
不為秘密。

• 2.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422號： 「已洩漏之
秘密不為秘密」，係針對洩漏或交付秘密對向行為
之收受者而言，除該對象行為之收受者為公眾外，
若該收受者將秘密洩漏或交付予其他不應知悉秘密
者，仍應成立犯罪。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若無洩密問題，媒體依檢警人員提供之資料
進行報導，是否豁免相關法律義務或責任?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3201號、
96年度訴字第4191號判決

• 修正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3款：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
之節目內容，不得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之情形。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新聞事件之報導，首應衡酌恪守法律規定與事實呈現之
優先次序，必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始得以傳達事實真象。
系爭新聞畫面縱為警方所提供，然新聞來源不論源自何
處，廣電業者對其所播出之節目內容，應善盡注意義務，
對於新聞報導之製播內容亦應嚴加編審、過濾，…原告
製播之新聞報導內容，既有暴力、公然恐嚇等犯罪畫面
情事，自不得以畫面係由警局提供而主張免責。…。系
爭報導播出黑道分子身穿防彈背心，桌上擺放各式長槍
及短槍，對鏡頭公然嗆聲等內容，該等內容呈現尺度，
於普遍級節目時段中播送，顯然不適，且系爭報導播出
嫌犯口出恐嚇言語之畫面，已妨害社會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實不宜於電視頻道播出。 …。(畫面)縱經部分消
音及定格、馬賽克處理，但仍可清楚辨有耍槍叫囂之言
語暴力、公然恐嚇情事，難謂無礙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第2項)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
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 釋字第509號(刑法第310條誹謗罪規定之合憲性)

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事項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
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
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
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
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
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
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廣播電視法第26條之1 ：主管機關應依電視節
目內容予以分級，限制觀看之年齡、條件；其分
級處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電視事業應依處
理辦法播送節目。

•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第3項：第一項之節目級
別、限制觀賞之年齡，第二項之廣告內容、時間
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11條：新聞報導之畫
面，應符合「普」級規定。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22號判決

新聞節目雖依廣播電視法第25條規定，不須送主管
機關審查即得播放，但因其仍屬電視節目之一種，且
播放內容攸關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為保障公眾視聽
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仍須受同法第26條之1 
第1 項之規範。 …原告播放時有將部分畫面以馬賽克
方式處理… ，但綜觀其全部節目內容，明顯符合電視
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9 條附表二例示說明之「任何對
兒童發生不良影響之暴力、血腥、恐怖等情節」「易
引發兒童模仿有傷害自己或別人之虞之情節」之情形
無訛。

• 實務上，部分媒體於報導前，就新聞畫面可能採取馬
賽克、消音、定格、模糊焦點等方式處理，惟此並不
當然得以豁免法律責任，而仍應個案情節而定。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非公務機
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
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為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

• 立法說明:公共事務之知的權利如涉及個人資料
或個人隱私時，應特別慎重，以免過度侵入個人
私的生活，故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界限有更具體
明確之必要，而其劃定標準應在於「事」而非在
於「人」，故「公共利益」已足供作為判斷標準
並簡單明確。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9條：(第1項)非公務機關依第
15條或第19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
資料，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
料來源及前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所列事項。
(第2項第5款)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
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 立法說明：採訪兒童及少年時，因非屬純獲法律
上之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仍
應得到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始得為之，且不得以
照片報導兒童及少年之個人詳情。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新聞自律執行
綱要總則第4點

• 新聞報導應尊重個人隱私：除考量公共利益時，否則不
得侵犯任何人私生活。當私人隱私損及公共利益時，媒
體得以採訪與報導，但需盡全力防止不當傷害個人名譽
及侵犯個人隱私，或造成媒體公審的情況。

• 釋字第689號解釋就新聞採訪者於有事實足認特定事件
之報導具一定之公益性，而屬大眾所關切並具有新聞價
值者而得為跟追採訪所為之例示：犯罪或重大不當行為
之揭發、公共衛生或設施安全之維護、政府施政之妥當
性、公職人員之執行職務與適任性、政治人物言行之可
信任性、公眾人物影響社會風氣之言行等。



新聞自由界限的實踐

• 民法第195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
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 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
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
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