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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研究專案計畫報告 

研究題目：將大法官帶進教室—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為中心之課程與教材研究 

中文摘要 

我國的大法官會議，職司憲法解釋之工作，其亦兼負國家立法機關所立之法，有無違背

憲法之審查工作，特別是審查有無違背人權保障的憲法規定，故其解釋實確立我國人權保障

與國家行為之份際與範圍。大法官會議之解釋，對於認識憲法對個人人權之保障，實為不可

或缺之重要文件。然而，我國之大法官會議之解釋，其解釋文並非如判決文，係針對具體個

案之事件為裁判，而係針對法律條文是否違背憲法條文為裁斷，故其內容非若裁判那般具體。

如何讓一般人或高中生，理解其解釋文之文義，並進而認識人權保障的憲政意義，即成為一

挑戰性的工作。本研究試圖開發一條異於傳統憲法教學的方式，以案例教學的方式，試圖拉

近學生對憲法的認知，憲法不是只與憲政機關如總統、國民大會、行政院等五院有關之機關

而已，更重要的是憲法作為人民權利的保障書，其跟你我應有直接的關連性。要加強這層關

連性的認知，大法官會議之解釋，不論是其背後之案例，或解釋文、不同意見書、協同意見

書、聲請書等等，如何被利用於設計高中憲法與人權的課程中，是不可或缺的探索。 

 

關鍵詞：法治教育、人權教育、大法官會議解釋、課程與教材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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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Grand Justices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in a way that in our legal system it is functioned as judicial review of the 
laws passed by the legislature. In terms of protections of human rights, the Grand 
Justices Committee is similar to 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legal documents are important to the good knowledge of the protec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this project, the 
legal documents of the Grand Justices Committee will be explored to the advance of 
the civic education of out high school students. Our goal is bringing the ‘Grand 
Justice to the classroom’ where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directly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practices. Students can be familiar with the texts and words delivered 
by the Grand Justices Committee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an realize the ideals of 
human rights and how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re used in our constitutional 
practices.   
 
 
Key words: The Grand Justices Committee, Human rights education, Law-related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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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雖然是華人社會中，落實政治上近代民主理念較具成就的社會，然而，不可否認地近

代人權理念所開展出的自由民主憲政的規範與制度性運作，仍有待進一步地落實。我們的政

治權力之取得，從「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到「政黨輪替」，於立法權與行政權上皆依

民主化的程序進行，而司法權亦漸脫離政治而具獨立性。就人權保障的制度性實踐而言，自

解嚴後憲法上的人權保障規定，漸從學理上的理念，到實際的人權救濟制度，雖漸具雛形，

惟司法權距離成為人民所倚賴而保障人權的重要機關，尚有一段距離。我們仍見檢察官的濫

用搜索權，或人民以自焚的方式抗議司法的不公等事件。簡言之，我們雖有民主化，惟自由

的保障仍有待法治的落實；讓近代法律的理念為社會各階層所熟知與信守，自為法治之落實

所不可或缺者。如周天瑋（1998：257）所言：「法治的理念訴求正當規則的建立和正義權威

的高舉；思考如何妥善規範人的自由裁量。再不將法治觀念融入生活方式，走進社區，政治

可能吞噬我們，專斷可能藉屍還魂，人類所迎接的資訊科技時代可能失控，為維護人性尊嚴

所做的一切努力也可能化為不可求得的高調。」 

    如何將「法治觀念融入生活方式」，這是法治教育的重要任務：國家的教育體系，如何藉

由正式的課程，甚至校園生活中的潛在課程，在不同層級的學校中，使年輕的學子能夠形成

合乎近代法治理念的法意識。然而，深受儒家倫理薰陶的我國文化傳統，在接受近代法制的

過程，勢必是顛簸躊躇，蓋其所挑戰者，正是其基本的倫理價值觀（林端：1994）。林毓生教

授指出：「事實上，學習西洋有好幾個層次，最簡單的層次就是技術層次，比如電腦。第二層

次就是組織層次，這已經比較難了，比方如何開會、訓練軍隊、開工廠等。以開會而言，在

東方如台灣或大陸常發生不少問題。再高一層次就是思想與價值層次，即如何思想或接受某

一價值，以嚴格的標準來衡量，我們得到的思想與價值非常之少；例如，沒有什麼人不贊成

接受西洋民主的價值與民主的觀念，左派、右派、中派、自由主義、極左派、極右派，大家

都說贊成民主，沒有人不贊成民主，沒有人反對民主，但是民主的觀念與價值如何在我們中

國人心中生根，還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1983：426-427） 

    前揭林教授於三十年前所指的是政治民主化思想紮根之困難，雖然我們已經歷經了一連

串的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但我們的民主化實踐仍是不夠紮實，特別是對於公共意見與意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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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仍不是非常順暢與成熟。相似地，我們對法治理念之認識，仍未達近代法治理念之期

待，在一九九三年葉俊榮教授（2000：297）進行「社會意向調查」中有關人民對法律的認知

指出，台灣民眾對於法律功能有所期待，但對法律組織不信任，對於法律程序的體認也很薄

弱。民眾對法律的維持社會安定與管理實質生活的期待，遠強於法律保障人權的功能。依此，

探究我國昔日法治教育之實施，即可歸咎於我國法治教育教學之教條背誦化與犯罪防治化，

缺乏法治精神與原理原則之傳達。因此，人民乃僅能對法律之期待存乎於維持社會秩序安定，

而忽略其保障人權之功能與精神。 

　 　 如今，人權保障已成我國欲積極達成之目標，而在教育上人權教育，亦已列於九年一

貫之六大議題重點，以往的法治教育模式已不再可行，勢必進行改革。法治教育所教授的不

再僅是下層位階的法條背誦與違法犯罪的後果，更應藉由上層法律概念位階背後所依據的人

權保障精神與原則，來進行法治觀念的建構。而我國對於上層法律概念位階作有清楚說明解

釋者，即可見於大法官會議所做出之解釋文。因此，藉由大法官釋憲體制及解釋理由作為法

治教育教學之媒介，應可值得讓從事法治教育工作者研究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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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之目的 

    大法官會議之憲法解釋，是我國民主憲政與人權保障的重要機制，更是高中公民與社會

科之重要內容。本研究試圖開發一條異於傳統憲法教學的方式，以案例教學的方式，試圖拉

近學生對憲法的認知，憲法不只是與憲政機關如總統、國民大會、行政院等五院有關之機關

而已，更重要的是憲法作為人民權利的保障書，其與你我應有直接的關連性。要加強這層關

連性的認知，大法官會議之解釋，不論是其背後之案例，或解釋文、不同意見書、協同意見

書、聲請書等等相關文件，如何被利用於設計高中憲法與人權的課程中，則是不可或缺的探

索。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如何利用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各種文件，以言論自由為例，將大法官

帶進到教室中與學生直接地面對面，認識你我都可能面對的人權保障問題，大法官如何來裁

判國家機關的行為是違背憲法的人權保障規定，實際地瞭解憲政運作的原則，與大法官一起

衡量如何調解不同的人權保障可能面臨之衝突，或公共利益與人權保障是如何找出其優先性

的理由等等。希望學生對於人權的意涵，或人權保障的憲政原理與原則，能有清楚地認識，

在未來的社會生活中，大法官不再是一個陌生的憲政機關，而是能與你我相互論理之對象。 

 

二、研究目的之代答問題 

為達到前揭之研究目的，下列是本研究欲探索之問題： 

（一）、 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之基本結構為何？ 

（二）、 如何利用大法官會議解釋文在言論自由的認識？ 

（三）、 如何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來編製實際之教材？ 

 



 6

參、文獻探討 

一、我國的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的實施，在國民教育的正式課程中雖未單獨設科，而在舊的課程中，國小的「社

會科」或國中的「公民與道德科」等課程，於內涵上與法治教育較相近。以民國八十五年修

訂之國小社會科的教材而言，直接涉及「法律」的字眼或觀念的非常少，惟於第一冊及涉及

對規範的態度與要求如「遵守上課的信號與規則」、「下課的信號與秩序」等，而於第五冊則

涉及學生的自治活動如「班級公約」等，甚至出現「著作權法」的專門法律用語。民國八七

年版的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科書，其第二冊直接涉及法律的觀念與制度的介紹。除正式課程

外，民國八十六年一月教育部與法務部擬定「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畫」，以非正式課程的方式，

在落實學校本身的法治措施、編製法治教育的補充教材、班會、週會、法律大會考等，來推

動法治教育。民國八十八年通過的教育基本法，於第二條第二項更明訂培養法治觀念為我國

教育之目的。 

    雖然法治教育受到各界之重視，然而在升學的壓力下，在國中所謂非「主科」的公民科，

很難得到應有的重視，師資上除常被配課給非公民科的老師外，課程上更常被「借」給所謂

的「主科」老師使用。在內容上，法治教育常淪為「犯罪防治」教育，其凸顯法律的行為限

制功能，而忽略了近代法律的權利保障功能（林佳範：2003）。再者，如前揭小學社會科第五

冊提到「著作權」的觀念，然而，之前的課文中，都未提到「權利」或「財產權」等觀念，

直接去介紹著作權，似未顧慮到觀念的連慣性（黃旭田：2000）。在教法上，法治教育更常淪

為「法條」之「政令宣導」，而忽略「法律的生命，不在於邏輯，而在於經驗」（美國最高法

院法官 W. Holmes 語），讓學生記誦法條，而非讓學生批判思考個案的是非與論理（林佳範：

2003）。 

    雖然前揭教育部與法務部，利用非正式的課程方式，來加強民主法治的教育，校園裡的

關係，仍深受傳統倫理觀念之影響，學生作為法律所保障之權利主體（林佳範：2002），或學

校與老師對學生行使權力需受制於憲政原則之規範等，仍尚在初始發展的階段（林佳範：

2000）。許多學校或老師本身，對近代法治的理念與制度都不甚清楚，比如說當學生攜帶不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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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物品到學校，老師們還習於「沒收」，卻不知「沒收」是財產權的剝奪，沒有法律的授權，

是無權作如是的處分。老師欠缺對法律理念與制度的理解，更不用說要落實在校園的生活關

係中，與進行符合近代法治理念的法治教育教學。 

  

二、以「法條」為中心或以「案例」為中心的法治教育 

    我國是屬於大陸法系國家，而其特色是在於有系統的法典編纂，故對於法律的認識，不

可避免地需藉助於法典的演繹與法條文義之解釋與適用。相對地，在英美法系國家，其特色

在於所謂的「普通法」，即承認法官在個別案例的比較與歸納中，可以發現法律的普遍原理與

原則。在大陸法系國家，當然也有案例適用的問題，在個別的案例中適用相關的法律條文，

來尋找法律的答案，以案例解答為中心的教育方式，也漸為法學院的主要講授方式之一。然

而，在大陸法系的國家中，尋找成文法典之依據，仍不可避免地成為在探詢法律答案的主要

方式，故在認識法律的過程中，仍在於抽象法律條文之解釋與適用，而非具體的案例生活事

實。就算是在判例的呈現上，最高法院亦有意或無意地，將個案裁判見解法條化，即彙編為

裁判要旨，而將案例事實與法律分析脫勾。（李念祖：2002） 

    以權利的主張而言，在大陸法系的國家，直覺地會以搜尋成文法典的依據為優先，而非

在於生活中的事理探討。權利，作為「法律」要保護的正當利益，在我國的法律體系中，所

謂正當的利益，一般人容易誤以為只限於法典上所明文規定者。以法治教育的角度而言，一

般人對法典的認識，當然是不足的，但對生活中的事理探詢，亦即對於何謂「正當」之利益，

讓主張的人說明與探究其基礎，是可行且必要的。法典的龐雜與條文之抽象文字，對許多人

而言，無形中形成心理上的障礙，反而忽略了具體的生活事理，才是法律作為社會生活規範

的基礎。 

    美國著名的最高法院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曾說過：「法律的生命並非在於其邏輯，

而在於經驗」（Schwartz：1997：7），而我們亦有俗語謂：「法不外乎人情」，這些在在都在說

明法律是建立在人情事理之上。成文且有系統的法律條文編纂，實係將生活中的事理，歸納

為抽象的文字，而這些抽象的文字，被期待能對未來無數的具體案例，提供法律的解答。換

言之，這些抽象的文字，將被適用到具體的個案當中。以法治教育的角度而言，在具體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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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中解釋與適用抽象的法律條文，一般人更容易具理解法律的文義；以案例事實來探討法律，

一般人較容易與其生活相關連。 

 

三、法官會議解釋文之認識與高中之人權法治教育 

    我國的大法官會議，職司憲法解釋之工作，其亦兼負國家立法機關所立之法，有無違背

憲法之審查工作，特別是審查有無違背人權保障的憲法規定，故其解釋實確立我國人權保障

與國家行為之份際與範圍。大法官會議之解釋，對於認識憲法對個人人權之保障，實為不可

或缺之重要文件。然而，我國之大法官會議之解釋，其解釋文並非如判決文，係針對具體個

案之事件為裁判，而係針對法律條文是否違背憲法條文為裁斷，故其內容非若裁判那般具體。

如何讓一般人或高中生，理解其解釋文之文義，並進而認識人權保障的憲政意義，即成為一

挑戰性的工作。 

    我國在新的九年一貫課程中，在社會學習領域的能力指標：6-3-4 「列舉我國人民受到

憲法所規範的權利與義務，並解釋其內涵」，即已要求學生能認識我國憲法對人民之權利保

障。在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的高中新課程的課程綱要中，公民與社會科必修課程綱要當中，亦

規劃有「憲法與人權」之單元。人權的保障，如何透過憲政的機制，建立起實際權利受侵害

時之救濟管道，必須是高中的學生所認知。大法官會議，實處於此機制中之核心地位，蓋如

前所揭，其職司的違憲審查功能，即是人權保障的救濟制度。所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實

含有憲政運作之基本的原理與原則，更含有人權保障的意涵，與對個別人權內涵的解釋。大

法官會議解釋文，影響基本人權受法律保障的範圍，影響人民的基本權利甚鉅，常為新聞媒

體報導的對象。高中生應對大法官會議的解釋文，能理解其在憲政運作上，或人權保障的意

涵上，有充分的認識與解讀之能力。 

    參考美國的高中教科書，因為美國的最高法院，亦扮演著人權保障的重要角色，其判決

書常常成為，理解美國人權保障範圍之重要文件，所以，最高法院之判決文，常成為教科書

所引用的對象，甚至被設計成為教材的一部份。（CCE：1994）（CCE：2000）（Johnson & et al：

1991）(McMahon & O'Brien & Arbetman：1999)反觀國內的發展，以案例方式來介紹憲法，漸

為我國的學者所重視，例如李惠宗教授（2001）在其所著《中華民國憲法概要—憲法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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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維》中，在傳統的體系架構中，其以一則簡單的案例事實，置放於每章之前，來加深讀

者對憲法與一般人的關連性認知。在我國在大專層次的憲法教科書，首推李念祖教授（2002、

2003）的《憲法原理與基本人權概論—案例憲法（一）》《人權保障的程序—案例憲法 II》，其

參考美國的案例法之精神，將大法官會議解釋文背後的案例還原為案例研究之主體，甚至將

解釋文文號重新以「原告名字 對 被告名字」方式呈現。在一般性的書籍上，民間司改會（2003）

選擇十則與人權保障有關之大法官會議解釋文，撰寫《大法官給個說法！人權關懷與釋憲聲

請》，以其背後的案例故事出發，而後解析其解釋文的法律與人權保障之意涵。 

    以案例的方式，來介紹大法官會議解釋文或憲法人權保障的意涵，漸被嘗試著。然而，

前揭的著作其所訴諸的讀者群，鮮少是針對高中的學生，且甚少以教案或教材的方式來呈現，

更未探究理解解釋文之先被知識為何，或探究解釋文、理由書、不同意見書、聲請書等文件，

可被如何的運用於認識人權保障的意涵與憲政運作的原理與原則。簡言之，以大法官會議之

解釋，作為高中憲法與人權之課程、教材、教法等，尚未被研討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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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性質上屬於課程的開發研究，涉及實際教材的研發，故與具有中等學校教師資格

或具法律背景及正在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之研究生採工作坊模式合作，針對研究的問題，參考

國內外的教材與相關資料，利用「憲法專題研究」與「人權教育研究」等二門博碩班課程，

定期研討，彙整出一套課程與教材，之後並藉由專家之意見諮詢進行教材之修正。 

是故，本研究共分三階段八步驟，其詳細過程如下表一： 

表一：工作坊研究進程及其分工表 

階段 工作目標 工作內容 工作分工 

（步驟一） 

認識大法官的體制 

一、討論大法官體制的特色 

二、討論大法官的憲法角色 

三、討論大法官的人權保障功能 

四、討論認識大法官體制的先備

知識 

五、檢討現有高中課程有關大法

官體制認識之欠缺 

 蒐集相關文獻（學生）

 撰寫參考答案（學生）

 課堂討論撰寫的答案

（專案主持人） 

 彙整所有資料（專案

助理） 

第
一
階
段 

（步驟二） 

認識解釋文與相關

文件 

一、認識解釋文之相關文件 

二、認識解釋文之內部結構 

三、認識解釋文之抽象性 

四、認識解釋文之個案性 

五、檢討高中生對解釋文認識的

困難 

 蒐集相關文獻

（學生） 

 撰寫參考答案

（學生） 

 課堂討論撰寫的

答案（專案主持人）

 彙整所有資料

（專案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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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認識言論自由之相

關大法官解釋文 

一、言論自由的內涵 

二、言論自由的面向 

三、言論自由的限制 

四、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用 

 內容講授（專案主持

人） 

 課堂問題討論（專案

主持人與學生） 

 課堂紀錄（專案助理）

 彙整所有資料（專案

助理） 
第
二
階
段 

（步驟四） 

美國言論自由相關

教案之研討 

一、介紹美國第一修正案 

二、第一修正案的權利與其限制 

三、第一修正案在校園中的應用 

四、第一修正案在當代的爭論 

 分配教案研讀、

分析、報告（學生）

 教案分析（專案

主持人） 

 課堂研討（專案

主持人與學生） 

 記錄與彙整所有

資料（專案助理） 



 12

 

（步驟五） 

大法官解釋文之教

案研發 

一、大法官釋憲及其體制之介紹

─憲法的守護者 

二、言論自由的內涵（一） 

三、言論自由的內涵（二） 

四、言論自由的內涵（三） 

五、言論自由的面向（一） 

六、言論自由的面向（二） 

七、言論自由的限制（一） 

八、言論自由的限制（二） 

九、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用

（一） 

十、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用

（二） 

十一、 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

用（三） 

 教案之研究撰寫

（學生） 

 課堂研討（專案

主持人與學生） 

 教案評論（專案

主持人） 

 彙整所有資料

（專案助理） 

（步驟六） 

研究報告初稿的撰

寫 

一、研究成果的彙整 

二、研究成果的檢討 

三、研究報告的內容架構 

四、研究報告的撰寫 

 研究報告初稿整

理撰寫（專案主持人）

 彙整所有資料

（專案助理） 

第
三
階
段 

（步驟七） 

研究報告專家意見

諮詢 

一、憲法學專家的意見 

二、教育學專家的意見 

三、教師的意見 

 研究報告初稿專

家意見諮詢（專家學

者） 

 紀錄與整理意見

（專案助理） 

 彙整所有資料

（專案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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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八） 

正式研究報告的撰

寫 

一、研究過程的檢討 

二、初稿內容的補充 

三、財務結算 

 研究報告撰寫

（專案主持人） 

 彙整所有資料

（專案助理） 

第一階段乃係大法官解釋文教案設計之基礎研討階段，此階段在探討 (步驟一)大法官會

議之體制與(步驟二)理解大法官會議所作解釋文之基本結構以及其所需之先備知識。首先，我

們先就大法官在違憲審查體制上所賦予之意義及其功能加以探討，以理解大法官體制背後所

賦予之精神；繼而分析大法官所作之解釋文，找出其基本模式以及構成的元素性質。根據這

些元素，與參與「憲法專題研究」課程的研究生（具有中等學校教師資格或具法律背景及正

在修習教育學程課程者）共同推測理解解釋文之先備知識，解釋文是否能為高中生所理解。 

第二階段屬於解釋文課程應用模式之研發與實際教材編纂及課程設計階段。於此乃係在

探討(步驟三)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文所架構之言論自由相關概念為何，並參考（步驟四）美國

相關的言論自由教案設計，以進行（步驟五）以言論自由為例的大法官解釋文之教案研發。

首先，藉由言論自由相關解釋文、國內外案例與文獻之蒐集，於「人權教育研究」課程中與

共同參與研究之研究生（具有中等學校教師資格或具法律背景及正在修習教育學程課程者）

探討由解釋文所架構的言論自由概念，以及其適用於校園的準則依據。再來，參考美國

《Education For Freedom》關於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分析其教學內涵、步驟及模式，以作為

大法官會議解釋相關文件可能使用方式之典範。進而，將教案分為五大層面：大法官釋憲及

其體制之介紹、言論自由之內涵、言論自由之面向、言論自由之限制及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

應用，運用前述參考模式，融入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對言論自由所闡述之核心概念，由研究

生進行教案設計，經不斷地討論與修正，以使教案各自切合五大層面的核心意涵。 

第三階段則為彙整及提出研究結果之階段。此階段將(步驟六)前二階段對大法官相關解釋

文所架構之言論自由概念，與參考美國相關教案設計所研發之大法官解釋文教案彙整為研究

初稿，並（步驟七）請專家學者就研究初稿之內容分就法律、課程與教學實務面向提供意見。

最後，（步驟八）彙整研究結果和專家學者意見，研究修正方向，檢討研究過程及發現，並提

出於完整之研究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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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成果（一）由解釋文認識言論自由 

一、關於大法官會議解釋 

　 （一）、意義 

依我國憲法之規定，法律或命令有無違憲，或各機關適用法律或命令有不同見解時，均

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統一解釋之（憲法§78、117、171、173）。因此，憲法的內容在沒有修憲

的情況下，可經由大法官解釋來做解釋補充。詳言之，在對於法律、命令，甚至是判例、函

釋或是行政、司法機關法律上的資料，聲請大法官解釋是否有無違憲時1，大法官所做的解釋

就具有憲法的拘束力，而此即大法官解釋所賦含的重要意義。再者，憲法的人權保障功能，

更有賴透過大法官對於法律進行違憲的審查來達到，所以，雖然大法官會議並非一般之法院，

但當人民已依法提起訴訟救濟，並得針對其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有無違憲之疑義，聲請大

法官會議解釋。 

　 （二）、體制 

我國的違憲審查體制，是以大法官會議作為專責的機構，此即所謂的「集中審理制」；與

美國各級法院法官皆有違憲審查權，稱為「分散審理制」（陳銘祥，1997）。 

首先，就美國的違憲審查體制來說，下級規範有無違背憲法，每州的州法院或聯邦法院

之法官，皆可獨立為有無違憲的審查判斷（關於美國法院組織系統，請見圖一）。當法官認為

下級規範有違憲之虞時，即可拒絕加以適用。只是法官並無權力將該法直接宣告無效，僅能

 
1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5：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一  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行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 

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律與命令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二  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受不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三  依立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律 

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最高法院或行政法院就其受理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 

聲請解釋憲法不合前二項規定者，應不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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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就個案適用之。然而，基於普通法的「判決先例原則」，下級法院理論上受該法院及上級法

院的判決先例所拘束，而聯邦最高法院的裁判，即是聯邦憲法最終的權威性宣告。其所形成

的判決先例，對聯邦法院以及州法院皆具有嚴格的拘束力。美國就是以這樣的一個方式來造

就違憲審查，由各法院法官獨自為之，故謂之為「分散審理制」。 

我國法官則不能對法律逕為違憲之宣告，此於釋字 371 即有所解釋。釋字 371 號解釋論

道：「法官於審理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律，依其合理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應裁定停止審判程序，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然而，在昔日的大法官審理案件法裡，規定

只有最高法院與行政法院可以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這樣的規定亦於釋字 371 號解釋中被認

定為違憲。由於地方法院法官被排除在可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對象外，因此大法官在釋字

371 號解釋中認為，應該讓每個法院的法官能夠做初步的審查，認有違憲之疑義者，皆可逕

向大法官會議提出違憲審查之聲請。 

　 （三）、體例 

     大法官會議所做的解釋，除了解釋文、理由書之外，大法官亦可以表達其不同意見，而

作成不同意見書。有時，尚有所謂的協同意見書，也就是大法官所欲表達之意見不夠清楚、

完整時，即會以協同意見書補充之。最後，當解釋文作成之時，所有的大法官即會於文末簽

名。因此，在法律的意義上，這些文件皆有其重要的參考性與價值，可以在法律意見上作為

解釋的參考。 

     再者，以人權保障而言，大法官透過解釋憲法的內涵，針對特定的人權觀念的界定，釐

清國家公權力有關人民基本權利限制之權限範圍。以釋字第 567 號為例，在其理由書中提到：

「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類文明之根源與言論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

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不容國家機關以包括

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理由侵犯之，亦不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大法官鏗

鏘有力表明，思想自由是憲法所保障之人性尊嚴，是最低限度的人權保障，不容以任何理由

而讓國家公權力與以侵害，所以，縱使在戒嚴時期，亦不得對匪諜與以強制表態或進行思想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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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透過大法官會議之解釋文，我們可以清楚地認識憲法的人權保障精神，且在針

對特定人權有關之解釋文整理，我們能更有效地認識該特定人權的憲政實際運作，即掌握判

斷人權保障與公權力行使的憲政原理原則，讓人權保障不是一句口號，而是生活中得以檢視

公權力行使分際的具體原則。以言論自由之相關解釋文為例，不論是解釋文、理由書、不同

意見書、協同意見書，歷屆的大法官透過這些文件，不僅闡釋言論自由之重要精神與內涵，

更提出如保障言論自由之核心內涵與價值，如「追求真理、宗教信仰、政治監督、實現自我」

等面向（釋 509、釋 414 理由書），或表明限制言論自由之時機，如「立即而明顯的危險」原

則（釋 445），或允許非內容或目的之管制事項（釋 445）等等，其無形中形成我們認識言論

自由受憲法保障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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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美國法院系統組織簡圖 
【秦夢群（2004）。美國教育法與判例。台北市：高等教育。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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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論自由的四大層面 

（一）、言論自由之內涵 

言論自由的內涵涉及了下列的觀念及面向： 

1、個人尊嚴之尊重 

（1）、個人尊嚴乃人權之核心概念 

人皆生而自由平等的理想，在洛克(John Locke,1632-1704)、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提出天賦人權的觀念後，即逐漸地落實在國家的法律上。法國大革命

後的人權宣言以及美國的獨立宣言，即是將此價值建立成一套法律體制的範例。如今，此套

價值，不僅是國際間的共識，也是許多國家基本的憲政價值。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即規定：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利上一律平等。他們賦有理性和良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

相對待。」而各國憲法，有如德國、日本憲法等，亦有此概念之宣示，個人尊嚴的尊重，被

認為是人權最核心的概念。但有趣的是，在德國和日本的憲法上，前者強調「人格」尊嚴的

尊重，後者則強調「個人」尊嚴的尊重。根據學者許志雄（1992：45）的研究，德國與日本

憲法上用字之不同，乃是由於歷史背景不同之故。德國由於昔日納粹暴行的背景，曾對人性

尊嚴進行極盡之汙辱，因此特別強調人格尊嚴之尊重；日本則因其集體化社會的特性，因此

強調個人尊嚴之尊重。由此可知，這兩者的差別在於，前者乃係一種屬性的範疇；後者則是

強調某一個特定個人的概念。然而，人權概念的意涵，其實應包含這兩部分的面向，也就是

強調普遍性以及個別性。 

總而言之，所謂個人尊嚴之尊重，即是要尊重所有人做為一個個人的獨特性。而個人獨

特性之保障，莫過於其個人的精神與思想自由的維護，蘇俊雄大法官在釋字第 407 號解釋之

不同意見書中指出：「出版自由關乎個人精神自由的外在表現，就人性尊嚴之自我實現而言，

具有重大意義」。在針對戒嚴時期對匪諜之思想改造，大法官在釋字第 567 號之理由書中指

出：「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類文明之根源與言論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

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不容國家機關以

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理由侵犯之，亦不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換言

之，國家縱使在戒嚴時期，其對人之思想改造，已侵犯到個人之人性尊嚴，已違背憲法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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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最低限度之保障。蘇俊雄大法官在釋字第 372 號之協同意見書中，清楚地點出人性尊嚴

是人權保障之核心價值：「人性尊嚴之權利概念及其不可侵犯性，有要求國家公權力保護與

尊重之地位。在個人生活領域中，人性尊嚴是個人『生存形相之核心部分』（Kerndereich 

pr-ivater Lebensg estaltung）， 屬於維繫個人生命及自由發展人格不可或缺之權利，因

此是一種國家法律須『絕對保護之基本人權』（unter dem absoluten Sc-hutz des 

Grundrechts）。」 

（2）、強調地位平等之尊重 

在我國的傳統文化背景之下，關於尊重的概念往往容易令人產生誤解。我國傳統所講求

的，係個人「身分」之尊重，根據不同的身分給予不同的對待。此乃典型儒家倫理的思考模

式，因為儒家強調正名、身分，因此，受到傳統儒家倫理的薰陶，尊重具有不對等的關係。

然而，人權講求的尊重是個人尊嚴的尊重，人人位於平等地位上的相互尊重。因此，這兩者

最大的不同即在於地位平等或不對等問題。在人權裡所講之尊重，即是要打破此種不對等的

關係，追求一視同仁，而這也和春秋戰國時代「墨家」主張「兼愛非攻」的普遍性思想較為

相近。 

（3）、個人尊嚴之尊重三層面 

李茂生教授認為（1992），實踐個人尊嚴之尊重必須要達到三個層面：I、個人生命身體

之完整性；II、似人般生存的可能性；III、自我實現的機會與能力。從這三個層面觀之，亦

可發展出許多基本的人權概念。首先，關於個人生命身體之完整性，就包括了生命權、人身

自由等憲法所規定的權利；其次，似人般生存的可能性，則包含了社會權的概念，亦即如憲

法第十五條所規定應予保障的財產權、工作權、生存權；至於自我實現的機會與能力，則屬

人格的精神自由部分。精神自由又分內部的精神自由與外部的精神自由。內部的精神自由包

括意見、想法、宗教信仰等自由；外部的精神自由則是強調意見、想法的自由表達，這也就

較接近一般人所指之言論自由觀念。由此可見，個人尊嚴之尊重可以導引出許多重要的人權

概念。因此，有國家甚至已將個人尊嚴之尊重制定成為法律的一部分，將人權保障列入基本

規範。例如德國憲法第一條即規定，人格尊嚴之尊重是國家機關應予以維護的重要價值。 

（4）、我國相關法律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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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上特別提出個人尊嚴之尊重概念之處，係在增修條文針對婦女保障的部分。至

於首度正式提出「個人尊嚴之尊重」，並將之連結到憲法「人權保障」之概念者，則出現於

釋字 372 號的解釋文中。釋字 372 號解釋文開宗明義即指出：「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

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基本理念。」由此可見，大法官藉由該號解釋，特別明

確點岀人格尊嚴乃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理念。關於這號解釋，乃是有關不堪同居之虐待的定

義。釋字 372 號解釋文指出：「最高法院二十三年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例謂：『夫妻之一方受

他方不堪同居之虐待，固得請求離婚，惟因一方之行為不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之行

為，不得即謂不堪同居之虐待』，對於過當之行為逾越維繫婚姻關係之存續所能忍受之範圍部

分，並未排除上述原則之適用，與憲法尚無牴觸。」換句話說，大法官認為─若他方所受之

虐待已超過夫妻維繫婚姻關係之存續所能忍受之程度，即不得謂非受不堪同居之虐待─這樣

的判例並未違憲。而這也開啟了日後「家庭暴力防治法」之制定。法不入家門的概念已被打

破，由於強調人格尊嚴尊重受到法律之保護，因此家庭中的弱勢者即當然的受到憲法之保障。 

由此可見，雖然我國憲法沒有明確指出，但「人格尊嚴之尊重」在釋字 372 號中首次被

明確地提出，顯示我國憲法實務界亦肯認人權尊嚴為人權的核心概念。後來在釋字 490 號解

釋，則以「人性尊嚴」，作為檢驗兵役法第一條規定是否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及第十三

條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的基準，而在釋字 550 號之釋理由書，似認定「人性尊嚴」，不只是

一種要求國家保護與尊重的防衛權，還是一種請求國家提供符合「人性尊嚴」生活的請求權。

在釋字 567 號，針對戒嚴時期對所謂「匪諜」，亦不得「改造」其思想，蓋「思想自由保障

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類文明之根源與言論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

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不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

在內之任何理由侵犯之，亦不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言論自由是思想自由之外

在表現，如大法官所揭示是憲法所欲保障之人性尊嚴尊重之核心面向。 

2、人格發展自由 

（1）、憲法及法律層次之人權保障 

人權保障在憲法的層次上，係屬生活的共同規範，可用來對抗個人或國家的侵害。然而，

國家或公權力機關的角色卻很曖昧，一方面具有保護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卻又可能侵害人民

的權利，因此，國家或公權力機關即具有這樣的雙重面向。從憲法保障的人權概念而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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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一代人權（自由權）的時代，強調國家不要侵害個人的權利；到了社會權的時代，則是

要求國家要扮演更積極的角色，提供保護和保障（許志雄等，1999：75）。因此，整個法律體

系是為了保障人民的權利而設，除憲法層次以外，亦會以民、刑法的概念或是行政法上的措

施加以保護之。以受教權為例，憲法上對受教權所提供的保護，在大學以上的學生與受國民

義務教育的學生上，即有所不同。從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觀之，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利與

義務。這項規定係讓受教權具有受益權的概念，國家必須積極提供學生基本的教育準備。因

此，非屬國民義務教育範疇之大學以上學生的教育保障，基於受益權概念，其方式和程度即

有所不同。大學以上學生受教權的保護態樣，著重於保障學生的正當程序和訴訟救濟方面（釋

字第 382 號）。釋字第 563 號解釋即指出，大學雖享有大學自治，但仍應保護學生正當程序的

權利，不得任意為之。 

由上所述，人權保障程度或方式之不同，可能會以不同的法律為不同型態之保護，甚至

可能進一步要求政府機關或某些特定人提供服務，或是以禁止作為來加以保護。例如，在民

事上，以人格權的概念而為制度性的保護；在刑事上，個人權利的保護以刑罰加以制裁；在

行政上，則可要求行政機關設計一套制度，提供更具體的措施來加以保護。所以，換言之，

權利是法律保護的一個正當利益，但是其保護的程度或方式端視有無其他一些具體的相關規

定。民事和刑事法律所提供的保護是最基本的一種保護，也是消極性的一種保護。因為民事

的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僅在當事人權利受損之前提下始得請求填補；而刑事法律制度

則是將受到侵害的權利用刑罰來制裁。反之，積極性的保護方式，則屬行政法制，簡言之，

即是以法律要求行政機關來執行保障人權之法律。而其執行之方式，則可能是管制一些事項，

譬如證照的管制；或甚至是提供給付，譬如國民教育法規定各機關應如何為教育的提供等等。

所以，從憲法以降，各種法律對個人權利保護所扮演的角色和提供的功能是不一樣的，吾人

應以法制整體面向來探討何種權利受何種保護才是。 

至於憲法未明文規定之權利，是否受到法律保護，則應考量該主張之權利是否為法律所

要保護的正當利益。憲法第二十二條中規定，其他前述未明定但符合憲法基本價值的利益，

皆受憲法之保護和保障。此項規定乃屬一概括性條款，因此，前述所指之大學以上學生之受

教權，即不必然不受到憲法的保護。只要能提出符合憲法基本價值的主張，即可以取得憲法

之保護和保障。又如，憲法中並未提出隱私權保護的具體規範，但是，其實憲法中關於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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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秘密通訊自由之規範，就隱含了隱私權的概念。因此，權利並非僅有明文規定者才受

保護和保障，權利必須被主張，主張越是明確，在法律上也就越站的住腳。 

（2）、人格發展自由和「自主決定」與「自我實現」 

關於人格權的概念，已於我國民法第十八條2中明文提出。至於其內涵，則明文規定於民

法第一百九十五條3。該條指出身體、自由、隱私、名譽等與個人人格有關之利益，皆屬人格

權所保障之範疇。而如前揭所述，符合憲法基本價值的權利主張皆可受到保護，因此，人格

權之內涵即並非僅限於明文中所規定的這些利益。 

我國民法第十八條規定，對人格權有侵害之虞者，可以請求防止；有侵害者則可請求除

去。以家暴為例，此種行為即是對人格權的一種侵害，因其侵害到人的生命或身體。然而，

昔日，檢警往往會誤會法律的意思，而要求被害人必須出具幾張驗傷單才可提出申請。事實

上，只要有侵害之虞，亦即不需驗傷單的證明，就可以主張請求被保護。在憲法的層次上，

我們稱之為人格的自由。歸納來說，其所要保護的面向即在於「自主決定」與「自我實現」

兩種利益。 

以下，將就我國大法官會議對於人格發展自由之解釋分號陳述之： 

 釋字 399 號解釋 

有關人格發展自由的解釋，首先可以釋字 399 號來說明。釋字第 399 號指出：「姓名權

為人格權之一種，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故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應為憲法第二十二

條保障。」由此可見，如何命名亦屬人民自由之一，雖然憲法中未明列規範，但是該解釋在

此肯定其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的權利。 

關於姓名權，我國有一相關法律，亦即「姓名條例」。其中第七條第一項第六款規定：

「『命名文字字義粗俗不雅或有特殊原因者』得申請改名」，然而，既然命名是人民的權利，

 
2民法第十八條 （人格權之保護）  

    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 

前項情形，以法律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金。 
3
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 （侵害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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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以金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契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不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女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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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又要以法律來規定？其實吾人必須了解，姓名除係個人自由外，亦含有公共利益在內。

因為如果任何人可以任易更改姓名，則將對交易安全會造成重大的影響。因此，該法對人民

改名的自由所做之限制，乃是為調和個人自由與交易安全間的利益。 

又，該解釋繼續主張：「姓名文字與讀音會意有不可分之關係，讀音會意不雅，自屬上

開法條所稱得申改名之特殊原因之一。內政部中華民國六十五年四月十九日台內戶字第六八

二二六六釋『姓名不雅，不能以讀音會意擴大解釋』，與上開意旨不符，有違憲法保障人格

權之本旨，應不予援用。」其意即指，若姓名的讀音會意對當事人已造成主觀上的困擾，就

應該允許人民更改姓名。在法律上為調和交易安全，已對人民更改姓名的次數加以限制，因

此基於何種理由更改姓名，國家不應過度干涉。因此，人格發展自由在本解釋中所展現的，

即是人們可以自主決定自己的姓名。 

 釋字 479 號解釋 

釋字 479 號係另外一則關於「名稱」問題的解釋。釋字 479 號解釋中指出：「憲法第十

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參與其活動

之自由。其中關於團體名稱之選定，攸關其存立之目的、性質、成員之認同及與其他團體之

識別，自屬結社自由保障之範圍。」由此，可延伸出一個團體人格的概念，而其所欲保障者，

亦是在強調意思自主的面向。基於此，團體姓名權即亦屬憲法所保障之權利。 

然而，如同前揭所述，基本權利必須與其他利益調和，那麼，要如何為之才能符合法治

國家基本的原理原則，該項解釋則接續指出「對團體名稱選用之限制，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

三條所定之要件，以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始得為之。」此即所謂的「法律保留原則」。

換言之，即指國家應以法律限制人民的基本權利，而非以行政命令，所以又稱為「國會保留

原則」。可見人權與法治不可分，法治國家既然重視人權的保障，那麼在人權與社會利益作

調和時，國家就應注意何種事項才具可管之性質，並於可管的部分，依照法律保留原則為之，

亦即需有法律明確授權。於此實乃隱含了一個社會契約的概念，也就是必須獲得人民的同意。

一旦人民所選出的代表代表人民同意，那麼理論上就不算限制了。 

 釋字 580 號解釋 

除此之外，人格發展自由亦與個人財產有關。釋字 580 號解釋指出：「基於個人之人格

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收益及處分，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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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換，是憲法於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於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之契約自由。」由此

可見，由於財產權的使用也是一種人格權的展現，因此，財產權的概念可從人格發展自由衍

生而出。 

再者，試就該段解釋分析，本號解釋所指之「自由決定」，係在說明物之使用乃屬人格

意思的一種表現。只是，其必須以國家社會能保障私有財產權為前提始得成立。其後，本號

解釋又接續指出「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係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締約自由，也是

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由此可見，締約自由即亦屬人格發展自由的範疇。 

締約自由亦稱契約自由，一般又謂之「私法自治」，其意乃指私人之間的權利義務關係由

私人間自為訂定，國家不得輕易干涉。契約自由和私有財產權是資本主義的兩大核心，沒有

此兩項制度，資本主義就會瓦解。所以，法國大革命時主張生命、自由、財產的權利，把財

產的保護也視為很重要的基本人權之一。總而言之，對身外之物的重視，其實是在強調人格

發展自由的展現，能夠實現自我，對財產的使用是相當重要。只不過，因為畢竟是身外之物，

所以相對於思想性的保障，其保障的程度就有所不同。而關於基本人權之保障，可分為較輕

之保護與較重之保護，於此，有所謂「二重基準」理論。換言之，區分經濟自由與精神自由

所保障的程度相較，並未如精神自由保障來的嚴謹（陳秀峰，1997：593）。 

 釋字 400 號解釋 

釋字 400 號解釋指出：「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

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力或第三人之侵害，

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由此可見，財產權保障的重要之處，即在於其

能幫助個人實現自我，維護自身的尊嚴。 

然而，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民法上所保障之人格權與財產權是分立的權利項目，其所受

保障之程度也有所差別。民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格權受有侵害之虞者即可請求防止；有損害

者即可請求賠償。除此之外，人格權更可請求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但是，至於財產權之保

障，則僅得請求賠償，而無法於受有侵害之虞時請求防止，且亦無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的制

度。因此，此即人格權與財產權於民法上所受保障之最大差別。 

再者，吾人則可從人權在憲法上之自由權和社會權兩種不同典範來探討有關財產權保障

觀念之轉變。自由權到社會權之典範移轉背景，係在於十九世紀勞工運動產生之後。由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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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自由權對於前述的契約自由和財產權保障，僅是強調免於國

家干涉的面向。因此，於往昔，舉行罷工運動即會被視為是破壞他人之財產權，而將之逮捕；

另外，根據契約自由之原則，勞工與雇主簽訂之契約，有如工資金額之約定，也就無法受國

家之限制而使勞工免於雇主之剝削。而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主張被提出之

原因─消極的自由保障使弱勢及低層勞工階級之人落入毫無自由可言的境界。於此之後，便

產生出社會權的概念，並落實於憲法體制內之保障。 

由自由權典範轉移至社會權典範之過程，在人權的概念上則成為所謂的第一代人權與第

二代人權。所謂第一代人權，即是指早期強調消極避免國家干涉之自由權；到了第二代人權，

則納入了教育權、環境權等社會權概念（許志雄等，1999：75）。而這兩者的差別就在於對國

家的要求。在社會權的概念之下，國家的責任即不僅需避免過度干涉，還要積極的提供保護。

所以，就現代人權概念而言，除了提供保護，亦允許國家在一定程度內干涉。 

 釋字 554 解釋 

釋字 554 號是關於通姦罪是否違憲的問題。該號指出：「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

基礎，受憲法制度性保障 (參照本院釋字第三六二號、第五五二號解釋) 。」所謂制度性保

障，是指對既有的制度加以保障，防止立法機關以立法加以破壞者，因此其性質並不是在保

障某個個人的自由。從前述解釋文中，即可看出大法官在此明示了婚姻和家庭制度皆應受到

憲法保障的概念。與我國不同者，有如德國憲法之規定，則是將憲法保障一夫一妻的婚姻制

度明示於憲法本文裡。因此，由此可見，我國關於婚姻及家庭制度之保障，則是以大法官會

議解釋文來做憲法上之補充。 

又，該號解釋特別強調「婚姻制度植基於人格自由」之概念，此則可從民法第九百七十

二條「婚約由男女自行訂定之」之規定中看見此項概念的展現。我國法律強調婚約由男女自

行訂定之因，乃是在於以前的社會和法律制度，常使婚姻無法成為個人意思自主的展現。以

所謂「指腹為婚」為例，即是由雙方父母決定婚約之訂定。因此，婚姻自主乃是民法制訂後

才提出之概念，現在的婚姻制度也才能強調這是人格自由的範疇之一。 

然而，該號解釋的爭點在於，性行為雖然也是個人意思自主，亦即刑法上之性自主的概

念，但婚姻關係存續中之通姦行為，是否也是性自主之保障範圍？於此，可先提到刑法第二

百二十九條之一對於強制性交罪爭議之解決方式。夫妻間有無可能成立強制性交罪，在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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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爭議。許多法官主張夫妻之間有履行同居之義務，因此認為夫妻間的強制性交罪是不

成立的。但若果真如此，則就意謂著結婚後雙方的獨立人格即會合為一體。然而，現在刑法

第二百二十九條之一即規定夫妻間如果犯第二百二十一條（強制性交）者，屬告訴乃論。換

句話說，夫妻以外之強制性交行為，就屬於非告訴乃論之罪。而法律之所以讓夫妻間之強制

性交採取告訴乃論的立場，則是為了給當事人一個緩和的空間，以使婚姻、家庭制度較具安

定性。但很明顯地夫妻就算是結婚而有親密關係，其仍有可能成立妨害性自主罪，其仍須尊

重對方的性自主意思。 

至於通姦行為之爭議，雖然一再強調人格自主，承認夫妻於人格上還是兩個獨立的個體，

例如夫妻財產權上肯認並提出分離財產制之制度，但是關於性自主，該號解釋則是認為夫妻

本即互負忠貞義務，因此給予這樣的約束並不違憲，而主張此乃是調和婚姻制度與性自主的

利益。簡言之，這號大法官解釋認為通姦罪合憲，該規定並無不合理的限制個人之性自主，

而係為了家庭制度的延續所做的利益調和。當然，這樣的解釋會有人認為太過保守，不過於

此所要突顯的是性自主也是人格權的一種。 

附帶一提，所謂性自主之概念，是刑法修正之後才被提出，就昔日之規範則稱之為「貞

操」。然而，在以前父權社會下所講的貞操其實並沒有性自主可言，而被認為是一種家族與父

權之名譽表現。另外，以前的性侵害犯罪章，則稱為妨害風化罪章，妨害性自主罪章乃是民

國八十八年修改刑法時才獨立出來。換句話說，也就是當時才開始肯定性自主的概念。以往，

性侵害被認為是侵害社會利益，也就是社會的善良風俗，而不是侵害個人的利益。因此，直

到民國八十八年修法後，性的自主性才彰顯岀來。此亦突顯性自主意思，是屬於人格自主意

思或人格自由之一部分，在我們社會是非常晚近才被承認，我們社會對人格自由之觀念之認

識，仍有待努力。 

 釋字 587 解釋 

我國親屬法雖然已走出以前家族的集體人格觀念，但是仍是非常強調家庭觀，並且是指

「結婚」的家庭。因此在父母與子女的關係裡，即以婚生子女和非婚生子女來做一個界定。

舊親屬法曾有一不合理之規定，也就是女性離婚於六個月之內不得再婚之規範。因為涉及到

性別歧視，所以修法後已刪除。這樣的規定，在界定是否為婚生子女時即相當簡單，因為只

要確認是否是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受孕懷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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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亦即若是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受孕者，則不論是否為夫，皆視為是婚生子女。只

是，以前僅保障父親可以提出確認子女之訴，但子女自身卻無提出之權，所以該號解釋指出：

「子女獲知其血統來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女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障。民

法第一千零六十三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女為婚生子女。

前項推定，如夫妻之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女出生之

日起，一年內為之。』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女利益而設，惟其得提起否認之訴者僅限於夫

妻之一方，子女本身則無獨立提起否認之訴之資格，且未顧及子女得獨立提起該否認之訴時

應有之合理期間及起算日，是上開規定使子女之訴訟權受到不當限制，而不足以維護其人格

權益，在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不符。」其意義即指，該規定違憲，子

女亦應允許其提出的權利，且時間也需有清楚之規定。於此，關於時間之規定，則是要兼顧

身分的安定與子女的利益。所以由此觀之，獲知自身血統的來源，也是很重要的人格利益。 

（3）、言論自由是外部之精神自由 

前述不斷強調，人格相當重要的部分，即在於保障個人的意思自主，並免受任何人的干

涉。而此亦是精神自由（或者稱之為思想的自由）的一部分。在美國，這個概念由憲法「第

一修正案」所呈現，是整個憲法的核心精神。其內容包括了內部的精神自由，也就是意見、

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外部的表現自由，也就是集會遊行、結社，甚至是新聞自由等。但是在

我國習慣以言論自由稱之，無形之中也就限縮了它的核心價值與理念。所以，在此乃特別將

精神自由之概念提出，因為其乃是最核心的概念，也就是整個憲法應該要保護每個人的意見

與想法。同時，這也是現代民主政治最核心的一個基礎，可以自我實現，自我表達。然而，

在台灣，大法官並未在解釋文內提到精神自由之概念，而僅是闡述表現自由之價值。直到釋

字 407 號解釋蘇俊雄大法官的不同意見書，才首度提出精神自由之概念。 

釋字 407 號是關於新聞局解釋出版法對猥褻刊物的函釋是否合憲的問題。該號解釋認為

此項函釋仍屬合憲，然而僅有蘇俊雄大法官提出不同意見書，認為出版法對於言論之事先審

查體制有違憲法保障言論自由之意旨。蘇俊雄大法官主張，「多數通過的解釋文以及解釋理

由，未就本號解釋所涉問，審慎斟酌衡量，即肯認該等函釋之合憲性，毋寧使得我國之出版

法制，仍停留在威權體制之格局而不利於多元開放社會中，人民之資訊取得以及各種不同價

值理念之追求與實現。出版自由關乎個人精神自由的外在表現，就人性尊嚴之自我實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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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意義。除非基於保護他人自由法益以及保護青少年健全發展之考量，可對出版自由

為必要之限制外；國家應本法律管制之精神，予以最大限度之尊重與保障。此項原則，對於

『猥褻出版品』的管制而言，猶有適用之必要。爰提不同意見書如上。」從本號不同意見書

的結論看來，蘇俊雄大法官之主張，不但首度提出言論自由與精神自由的關係，亦指出此種

言論的限制與管制是侵犯人民的精神自由。此外，關於這部分，學者法治斌（1993：254）亦

提出相同之見解，其認為「出版品釋憲法明文所保障之標的，絕不能將其視為一般違法之物

品，故國家對其所為之限制或禁止，自更需格外審慎，非萬不得已，絕不輕啟管制之念。」

因此，就此部分而言，其特別強調了言論自由應給予最大限度的尊重與保障。 

3、消極不同意見之容忍 

現在的言論自由之內涵，除在於強調對消極不同意見之容忍外，亦須積極地對不同意見

提供保護。而這也就回應到前述人權概念與國家的關係，也就是由消極的「不予干涉」到積

極的「提供保護」。然而，最早的主張如早期自由主義學者 John Locke (1632-1704)在其著作《On 

Tolerance》中，即先提出消極不同意見之「容忍」的概念。當時的憲政發展背景是在宗教改

革的時代，因為新舊教的爭執影響憲政上國王與國會之間的鬥爭，而這種意識形態的爭執，

往往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言論自由早期的發展即相當強調容忍的面向。 

（1）、政治性言論之事先審查之禁止 

關於消極不同意見之容忍，美國一位著名的聯邦最高法院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 即曾說過一句明言─「言論自由並非在保護與我們意見相同之人的自由，而是在

保護與我們意見不同之人的自由」，而此即是言論自由的重要內涵。關於不同意見，則具有許

多不同形式，其中最具爭議性的，就是關於政治性的言論，因為政治性言論往往直接造成許

多迫害的事實。因此，有關政治性的言論表達，就特別強調要相互容忍。關於政治性言論之

容忍，則在釋字 445 號解釋中即有明確提出。 

釋字 445 號第二項解釋指出：「集會遊行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違反同法第四條規定者，

為不予許可之要件，乃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之言論，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

行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論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這部分特別

突顯出政治性的言論不可以為事先審查的觀念。因為民主政治起源於能夠對政府進行批評的

權利，若是因為與政府的意見相左就被逮捕，那麼即是打壓人民表達政治性意見的自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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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叫民主政治。相對的，在學校裡的政治意見表達也是一樣，如果只是因為學生的政治立場

與教師不同就不讓學生發表政治性的言論，那麼即是壓抑了學生的言論自由。再者，進一步

維護言論自由的制度性保障，就是強調要讓不同意見都有表達的平等機會，以塑造出一個所

有意見都能自由流通的言論市場。所以，在此即從一個消極地避免打壓轉變成積極地提供保

護的概念。 

（2）、保障少數不同意見 

另外，釋字 407 號解釋，大法官吳庚的協同意見書中亦提到關於消極不同意見之保障的

概念。其主張：「憲法上表現自由既屬於個人權利保障，亦屬於制度的保障，其保障範圍不僅

包括受多數人歡迎之言論或大眾偏 好之出版品及著作物，尤應保障少數人之言論。蓋譁眾取

寵或曲學阿世之言行，不必保障亦廣受接納，唯有特立獨行之士，發為言論，或被目為離經

叛道，始有特加維護之必要，此乃憲法保障表現自由真諦之所在。」由此可見，吳庚大法官

與美國大法官 Holms 的意見相同，亦即主張言論自由乃是要保護與我們意見不同之人的自由。 

然而，在此則必須澄清關於「多數人」與「少數人」的認知謬誤。有些人認為，人權的

保障即是在保護少數人的自由而非多數人的自由。最明顯的就是身心障礙者的情況，當學校

為身心障礙者設計許多設施供其使用時，其他人就會認為未受到保障。其實所謂「少數人」，

應被視為是「最需要的人」。由於任何人皆有可能成為最需要之少數人，因此當少數人皆受有

保護時，所有人即皆在被保護的範圍之內。因為一般人並未受到此種壓迫，然而一旦置於此

種情境時，這些人亦會受有壓迫之感，而成為社會中的少數人。 

由此可見，「多數」與「少數」的謬誤，不僅呈現在意見的面向上，還可以衍生於許多的

情境中。譬如生活型態上的性別議題─異性戀與同性戀。屬於多數人的異性戀團體認為異性

戀才是自然，因此無法容忍同性戀現象。在英國，即曾於 1950 年代立法限制同性戀的行為。

當時的一位著名法學家哈特（H.L.A Hart）以文章批評此種觀念，指出此種手段乃係以「多數

人仰仗所謂社會道德的觀念，來批評甚至以法律來限制少數人的行為」（顏厥安，1998：374）。

 除此之外，彌爾（J.S. Mill），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學者，亦認為人權、自由並不是對抗

國家而已，對於社會其他多數人所認為的「社會道德」，少數人的行為若未侵犯他人，即不應

予以限制之(John Stuart Mill, 1991:83-104)。而美國於 1943 年對於不向國旗敬禮案（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所做出的判決中，亦對此觀念有所陳述。Jackson 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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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道：「Freedom to differ is not limited to things that do not matter much. That would be a mere 

shadow of freedom. The test of its substance is the right to differ as to things tha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existing order.」(Jamin B. Baskin, 2000:14)其所欲指，即在對於現代整個社會秩序最核心的挑

戰都要能夠容忍，才是真的尊重不同意見。因此，不僅是意見上之不同，生活型態上被視為

是少數的情勢，我們都應該加以尊重，才是權利保護的精神。 

4、積極意見表達之保護 

 釋字 445 I、II 

除了消極的容忍之外，言論自由更要求國家要能積極的提供保護。釋字 445 的第一項時，

即指出「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之言論、講學、著作

及出版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國家為保障人民

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行之安全，使其得以順利進行。」在此

要強調的是，集會遊行乃屬基本人權之一，不僅是要求不予侵害，更要積極的提供人民表達

意見管道。由此可見，此觀念與昔日所持的態度有極大的不同，以前認為集會遊行即是擾亂

社會秩序的一種表現，現今則認為係屬人民之基本權利，不應予以壓制，反而應該提供場所，

並保護集會遊行的安全。 

應用於校園情境亦應如是，但若是關於校園中兩種不同意見之表達（例如藍綠陣營的政

治意見），則依照釋字 445 之解釋，應以「立即而明顯的危險」作為標準，而非是以有發生衝

突之虞來限制學生的集會遊行。以去年四一○大遊行為例，由於有中選會流血事件的前車之

鑑，是否應繼續給予集會遊行之許可，即在考驗行使公權力的政府機關是否有人權法治的概

念。根據集會遊行法的規定，當時乃由台北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局長做決定，是否給予集

會遊行之許可。該分局長指示，集會遊行尚未達「立即而明顯的危險」，因此不予禁止。直到

集會遊行至晚間 六點時產生秩序失控的狀態，警察才舉牌警告此乃違法行為。儘管該次集會

遊行是申請至晚間十點結束，然因中途產生「立即而明顯的危險」，是故公權力機關乃行使權

力限制之。此次事件即著實體現出了社會公共秩序與人民集會結社衝突間的調和與標準的拿

捏。 

 釋字 364 

順著此邏輯，亦可對照於釋字 364 之觀點。釋字 364 是涉及言論自由上較早的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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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景乃係有關民視電視台成立的問題。當時由於黨國體制的因素，廣播電視等媒體皆是受

一黨所控。於此，釋字 364 便指出，「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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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均應以

法律定之。」這裡所展現的精神即如同前段所述，國家對言論自由不僅是不加以侵犯，更要

加以保護，甚至有如電波頻率之使用，還要確保其為一個公平的環境，以供所有人得以平等

接近使用。因此，藉由這些解釋可見，言論自由的內涵上，不僅是國家消極的不予侵犯，國

家還要保障意見流通的環境條件，亦即美國法院所說的「言論市場」。 

5、言論自由的功能及重要性 

 釋字 509 

釋字 509 指出，「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

大限度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

發揮。」此號解釋乃是關於誹謗罪處罰的範圍，關於此部分，將於言論自由之限制中詳述。

然而在此要強調的是，「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亦是

美國判斷言論是否有被保障之價值的標準。 

至於言論自由的重要性，釋字 445 中則指出─是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另外，

蘇俊雄大法官延續其在釋字 407 號的不同意見書中對言論自由的重視，於釋字 509 號的協同

意見書中特別提出「言論自由，就個人之自我實現以及政治社會生活的活潑發展而言，均至

關重理應於立憲法秩序下，受到最大限度之保護；從而，針對限制言論自由 (特別是言論內

容 )之法規範的違憲審查，自應採取最為嚴格之審查標準，俾確保此項規範意旨之貫徹。」

於此，蘇大法官更補充了大法官會議中有關言論自由保障的審查機制，認為國家對內容的限

制要採取最嚴格的審查標準，此即與雙軌理論及雙階理論有關。而此部份則將於言論自由的

限制面向中再予闡述。 

（二）、言論自由的面向 

1、權利保障之範圍與程度 

何種言論較具價值？又是依何種標準判斷？在此必須引用美國所發展之「雙階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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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Level Theory）來判斷。所謂雙階理論，即指高價值言論與低價值言論，其所受到憲法

保障的程度不同，與憲法所欲保障之目的愈相關者，其所受到的保障程度愈高（林子儀，1999：

158-160）。然而，我國體制與美國不盡相同。美國所謂的言論自由，乃屬一種「意見表達」

的層面；我國的「言論」自由，一班人多望文生義而採狹隘的認識，將其局限於「語言文字」

之表達，直到釋字第 445 號提出「表現自由」，才將各種的意見表達方式涵括在一起。如今，

依照幾號大法官會議的解釋發展，則傾向廣泛的認定為言論自由所保障之範圍，繼而再進一

步從所謂的廣義與狹義來區別保障的程度。例如釋字 414 號的商業性言論，即是先認定為一

種商業性的意見表達，再判斷其保障程度。因此，我國對言論自由已採較廣義的保護與保障。

此項法理，亦可從釋字 414 號吳庚、蘇俊雄、城仲模等部份不同意見書中得證：「對於如何確

定各個基本權之保障範圍，在基本權理論上素有廣義說及狹義說之分。廣義說主張就憲法基

本權條款所宣示之原則，依概念分析之結果，其所涵蓋之構成事項，皆屬於各該基本權之保

障範圍，至於發生具體之基本權事件是否與受保障之構成事實相當，換言之，法律對此等基

本權事件所為之限制合憲與否，應從相關法益均衡保障之觀點，予以判斷，亦即運用比例原

則審查其合憲性。狹義說則謂憲法基本權條款之保障範圍，應先將憲法上與之相對立之原則

或依照一般法律原則所保障之客體排除後，所留存之構成事項，始屬各該基本權實際之保障

範圍。舉例言之，維護公共利益與保障個人言論自由乃憲法上相對立之原則，而國防機密之

保護為公共利益之一環，若依狹義說，洩漏國防機密即不在言論自由之保障範圍。」 

換句話說，我國就言論自由之保障有廣義與狹義說之分，只是現今多採廣義說。亦即先

認定為言論自由保障的範圍，再以審查標準之高低區分對該言論之保障程度。如釋字 414 理

由書中所示：「商業上意見表達之性質，應受憲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之保障。言論自由，在

於保障意見之自由流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

及商業言論等，並依其性質而有不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於此，該解釋認為言論自

由應採廣義保護，再以保障程度區別之。而「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理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

業言論，尚不能與其他言論自由之保障等量齊觀。」則就在說明未有上述立場者，其受到保

障之程度較低。而此與美國的作法不同，美國第一階段即先判斷是否為言論自由之「言論」，

若非為所謂「言論」者，則無法論及保障之問題。對於我國的言論自由保障判斷而言，由於

一開始即先採取廣義認定，因此隨後會有拿捏合法與非法言論界線之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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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 445 號解釋引出類似美國學界所謂「雙軌理論」（林子儀，1999：154-155）之概念，

而釋字 414 號解釋則是引出了類似所謂「雙階理論」的概念。釋字 414 明白指出，雙階理論

之判斷在於言論性質是否為公意形成、真理發現或信仰表達，若涉及上述，即屬高價值言論；

反之則為低價值言論。在美國的判例，法官更進一步地言明其審查之判斷標準，有如我國所

謂比例原則概念之應用，即根據其目的的正當性、方法的有效性及限制的必要性三個層面，

來界定法律管制的審查標準（林子儀，1999：161-162）。至於釋字 445，根據大法官的解釋，

其實並未稱之為「雙軌」，但從大法官之解釋說明來看，實際上即是將內容與時間、地點、方

式之管制標準作區分，符應了雙軌理論之精神。 

至於何種面向屬於言論自由所保障的部分，則需以美國所發展出之「雙軌理論（Two Track 

Theory）」來論之。所謂雙軌理論，是指政府對於人民的意見表達自由或言論自由之管制必須

考慮兩個層面：管制言論之時間、地點、方式；或是言論的內容（林子儀，1999：154）。意

見表達自由和言論自由最重要的精神就在於對於人們表達意見之允許，以及對於不同意見之

容忍與尊重。因此，雙軌理論主張，涉及言論內容的事項，必須小心謹慎；然而若是涉及時

間、地點、方式之管制，則較可允許對之作規範。由此可見，此理論的判斷標準，乃係在於

管制之面向是屬於言論之內容或非內容。根據釋字 445 第一項規定：「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

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行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屬

立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不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

觸。」此即「雙軌理論」之展現，亦即國家規範言論內容者，會涉及箝制言論自由，因此應

受高嚴格標準來檢視，不得加以限制之；然而若是規範外部事項如時間、地點、方式者，則

加以限制的違憲可能性即較小。 

對此，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法官則逐漸發展出高中低三種程度的審查標準：審查標準低者，

保障的密度較低；審查標準高者，則須受有更嚴謹的保護（林子儀，1999：163-167）。換言

之，即是根據正當性的高低，與跟言論自由的關係，而為審查標準的區分。關於言論內容的

部分，由於本來就是言論自由所要保障的核心，因此其審查標準受到高標準的規範，不得任

意限制之；若是涉及言論時間、地點、方式者，則因可能會涉及到其他利益調和的問題，因

此為中低密度的審查標準，也就是只要符合憲法或法律之授權，採取合理的管制手段，即不

會產生違憲的問題。這項理論在校園中亦是同樣適用的。教師對於學生言論發表之限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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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盡量以言論發表之時間、地點或方式為主，而非一味禁止學生無理的言論。因此不論學

生發言是針對教師上課內容的挑戰或不滿的抗議，教師也應主張對此番言論的接受，並教導

其與其他學生應於適當的時間、地點及選擇適合的方式來做發表。縱揭前述，內容與非內容

的審查，即是雙軌理論在言論自由審查上的一個機制。因此，我國集會遊行法第十一條第一

款以「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為不予允許可之要件，即是國家對言論內容之限制，乃屬

違憲之規範。 

除此之外，美國實務上認為，以規範外部事項為由來限制言論自由，亦可能造成以此為

由，行言論自由限制之實（Price, J.& Levine, A. H. & Cary, E, 1988：19-20）。因此，仍是需以

個案來認定之。舉例來說，由於幫派容易產生械鬥之情事，所以若有立即而明顯的危險，則

可以限制學生在校園裡穿帶有幫派象徵之服飾，以避免一觸即發的危險。在此僅是暫時性的

限制，若將此暫時性措施變成永久性限制者，即是對意見表達自由的箝制。在釋字第 445 號

針對偶發性集會遊行，限制其致少須在兩日前提出申請，大法官亦表示「不及於兩日前申請

而不予許可，與憲法保障人民集會遊行之意旨有違」；換言之，其不得以未在規定之範圍時間

內等申請之程序面事由，而不允許集會遊行；所以，非內容之管制事項是允許，但不得變相

來限制意見之表達內容。 

「政治性言論」成為釋字 445 號所提出的重點之一。另外要附帶一提的是「宗教性言論」。

這兩者，即早就跟隨著言論自由的概念一起發展。總體而言，以西歐的經驗來說，整個自由

民主政治的發展背景就是宗教改革，是新舊教在憲政體制上之鬥爭而產生的後果。因此，宗

教性、政治性的言論即成為內部精神自由的重要面向。教師在教授公民教育之時，對此所欲

的就是要廣泛的討論而非一味的禁止。然而，如何拿捏教育中立的問題，則考驗著民主的成

熟度，亦即考驗著言論自由的素養─是否能讓意見不同、政黨立場不同之人表達意見的雅量。

這般高度的民主素養需從小培養，教師不應擔心學生發表不同意見，反而應鼓勵學生發表並

尊重、包容不同意見，也才能達成公民教育的目標。在釋字 445 號中即指出，昔日集會遊行

法禁止「主張共產主義與分裂國土」的集會遊行直接違背言論自由的核心內涵，且此種規定

實際上即是讓主管機關在許可集會遊行之前，就人民政治上之言論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

現自由的意旨有違。因此，歸納而言，國家不得對政治性言論作事先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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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治性言論不得為事先之審查，那麼是否所有言論皆不可為事先之審查？於此，可

以釋字 414「商業性言論」來做比較。此號解釋認為，藥物廣告是一種商業性的言論，由於

與國民健康有重大的關係，因此基於公共利益的維護，應受到嚴格規範。藥事法對於藥物廣

告為事先審查即是依上述理由，是故此般規定並未違憲。然而，此號解釋同時亦有吳庚、蘇

俊雄、城仲模等大法官作成部分不同意見書。大法官們引用「立即而明顯之危險」的判斷標

準，以及其他國家禁絕「事先審查」體制之例來主張針對此種商業性言論為事先審查之無必

要性。由此可見，關於商業性言論之審查，在實務界上仍有不同見解。 

至於言論自由涉及謾罵、污穢字眼者是否仍屬言論自由保障範圍之內，根據雙軌理論，

這些言論並非意見之表達，因此不受言論自由保護。以美國校園言論自由為例，校園舉行學

生會會長候選人政見發表會，一位學生會會長候選人以猥褻的言論發表政見，事後受到校方

處分。這般針對言論內容而為的限制，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則認為（Fraser 案，1986），學校本

即需教導學生使用合宜有禮的語言，因此學校擁有較大的權限可對學生的言論進行管理，學

生不得主張此為言論自由的保障範圍。於此，我國對於猥褻性言論也持相同見解。釋字 407

號即指出，為調和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利益，故可對此種言論加以限制（Cary, Levine, & Price, 

1997: 29-30）。 

然而，電影「情色風暴一九九七」即呈現出有關猥褻刊物的爭議。《閣樓》發行人為其所

發行之猥褻物品辯道：「個人的品味低俗不行嗎？」的確，以多數人的品味去限制少數人的品

味是不合理的，況且每個人的品味不同，實在不應以自身的標準套用到別人的身上。在多元

的社會即應注重多元的價值，每個人皆無義務去接受其他人的偏見，否則就是侵犯他人的自

由。雖然如此，但是若是攸關於兒童青少年的身心發展，即必需有所限制加以調和。舉例來

說，英國對於色情刊物的發售，規定須放至於書架上的最頂層，也就是一般兒童拿不到的位

置。因此，像此種規定就並非是禁止某種刊物不得出版，而是一種調和的折衷方法。 

從前例可知，每個人皆可以擁有自己的品味。如果並未侵犯到他人，則他人即不得干涉。

以學校限制學生的髮型來說，若將此視為意見表達的一種形式，那麼當然不能以「品味」作

為限制的理由。然而，以「健康」作為限制的理由則無可厚非，譬如，染髮有害健康，學校

為了學生的健康及衛生著想，可以健康作為限制的理由。學校其實並不須對學生的髮型做過

多的限制，因為即使頭髮奇形怪狀五顏六色，也不表示該生的行為或人格發展有所偏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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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生才認為老師的想法古板，因此最重要的其實應是相互尊重。只是，關於髮飾與制服的

問題相當複雜，有認為其並非屬於言論自由的範疇，另外則有學者認為是人格自由的一部分，

所以，其主要的精神仍在於─不要以個人的標準當作絕對的標準來要求他人服從。就此來看，

若要對髮型有所限制，則必須受高審查密度所限，也要有更充分的教育理由使得為之。 

總而言之，雙軌理論即在於管制的項目為內容或是非內容的層面，屬於內容的部分，即

需採取高嚴格的標準；屬於非內容的部分，一般來說則較無內容層面上來的嚴格。以我國釋

字 445 號的解釋來看，其第二項即明白指出政治性言論事先審查之禁止，這就是內容管制受

高嚴格標準限制的表現。然而，同樣受言論自由之保障，釋字 414 號關於商業性言論的解釋

即認為，「藥物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並具商業上意見表

達之性質，惟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利益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由此

可見，藥物廣告之事先審查，大法官在此認為並非不可為之。只是在吳庚、蘇俊雄、城仲模

所作成的部分不同意見書中則認為，「抑制誇大不實之廣告，主要有賴事後之處罰，而非事先

審查，若無較重之罰則規定，其不遵守審查結果，照原意刊播，主管機關能奈之何？藥品必

須經檢驗合格，始能上市，尚且顧慮廣告誤人，試問各類食品或所謂健康食品多未經查驗，

即可販賣，對人體健康之影響，恐不下於藥物，何以不事先審查食品之廣告，而僅採用事後

追懲之手段？再者藥品既經事前檢驗合格，廣告縱有誇大其辭，購買者除花費金錢之外，照

其仿單使用，有何『明顯而立即之危險』可言，以致於須動用已為先進國家禁絕之事先審查

乎？」。於此，部分不同意見書將藥品與食品的管制相作比較，其認為不需經發照即可上市之

食品販賣僅以事後審查為其管制方式，那麼更何況是需經檢驗合格的藥品廣告。況且藥品上

市前即以檢驗合格作為管制的前提，因此廣告的部分依照比例原則來說即不需再以事先審查

予以限制之。 

基於前揭釋例，這裡所要點岀的重點乃是─言論自由審查的第一階段：為憲法第十一條

所保護及承認之言論自由；第二階段：言論自由限制之強弱，依據言論內容性質的不同，國

家管制的程度、方式也就有所不同（如前例，政治性言論不得做事先審查，藥物廣告則可）。

以下，即以兩則美國案例來說明言論自由之保障範疇（Johnson, Jackie & et al: 1997）： 

 Hurley v. Irish-American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Group of Boston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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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州波士頓每年皆於聖派翠克節(St. Patrick’s Day)舉辦盛大的遊行。1992 年和 1993

年，主辦單位南波士頓老兵聯盟會(South Boston Allied War Veterans Council)試著禁止愛爾

蘭裔之男同志、女同志、雙性戀團體參加此遊行。      

•爭點 

     遊行組織人之集會及言論自由權，與同志團體之不受歧視及言論自由間之衝突。 

   - 該會主張，此遊行所表達之傳統宗教與社會價值是與其性別主題不相容的，而且該會先

前亦曾拒絕過三 K黨與反通學政策之團體參與。 

   - 同志團體(GLIB)則主張，該會並非每次都會過問參與團體所欲表達之訴求。因此，在麻

州的法律之下，該遊行係屬一「公開娛樂的事項」，該會不應因其性取向的偏見而禁止同志團

體參與。如此是性別歧視且侵犯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權利。 

•法院見解 

1遊行主辦團體乃是以傳統價值為遊行所表達之訊息，因此其可以選擇不讓持對立立場的團

體參與。 

2若同志團體想表達其訴求，就應該組織一個屬於自己的遊行。 

由本案例可知，美國法院認為同志團體的集會遊行自由（言論自由）並未受到侵犯，因

為其仍是有可供表達其訴求的機會。 

 Rankin v. McPherson 

•事實 

     在德州 Harris郡治安官辦公室工作的電腦操作員 McPherson ，於 1981 年雷根總統遇

刺事件後，對其一旁的一位同事說道：「如果他們要再對他(雷根)抨擊的話，那我希望他們能

把他擊倒。」這句話被另一位同事聽到進而被治安官 Rankin知悉，McPherson因而被解雇。 

•爭點 

   - McPherson主張，因此話即被解雇乃是侵犯其言論自由的權利。 

   - 其雇主則主張，該雇員的評論破壞了一個執法機構的工作氣氛，而且對政府官員是個威

脅。 

•法院見解 

     最高法院主張， McPherson 的陳述對總統的性命安全根本算不上是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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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單純做個批評並未顯示出 McPherson在工作上的不勝任，或是干擾到治安官辦

公室的管理。 

從本例可見，言論自由甚至包括到個人的升遷，因為言論而影響工作權的問題，在美國

亦被作為言論自由的保護議題之一。 

2、言論之面向 

何種「言論」係受到我國憲法的保障，或許應該區別其在「形式」與「內容」的兩個層

面來探討。形式的層面，係探討哪些意見表達的方式是屬於受憲法保障的「言論」，大法官在

釋字 445 號中，提出「表現自由」的概念，來擴充所謂「言論」的範圍，擴及所有意見表達

之方式如言論、講學、著作、集會、遊行等，甚至如消極性的言論、象徵性行動等。而實質

的層面，則指表達意見之內容本身而言，如商業性、政治性、誹謗性、暴力性、猥褻性等。 

（1）、實質的面向 

如前面所揭示，在實質的層面而言，大法官在考量何種言論係受到憲法所保障，其在釋

字 414 號中以其內容上符合憲法保障之目的與否之層度，來區分其所受到憲法所保障之程

度，以政治性、追求真理、信仰表達或自我實現等之言論受到保障之程度較高，反之如商業

性的言論則受到較低層度之保障。 在實質的層面上，大法官針對不同性質者，有以下幾號解

釋提出不同的受憲法保障之判斷標準，此外，亦有幾種在美國亦引起討論之言論類型共同討

論如下： 

 誹謗性的言論：釋字 509 

本號解釋是關於新聞自由與言論自由的問題，有些學者（林子儀，1999）認為新聞自由

與言論自由仍是有一定的差距與差別，在性質上也有所不同，然而在本號解釋中卻未清楚講

述此兩者的差別（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2003：273-75），不過倒是指出了言論自由具有追求

真理、溝通意見、實現自我的目的，且指出其需要做最大限度之維護。所以限縮刑法誹謗罪

之要件，即若主觀上有合理之依據相信其所傳述者為真實發生者，縱其後被證實並非屬實者，

亦不必擔負刑事誹謗之罪責。 

 猥褻性言論：釋字 407 

有關釋字 407 中關於言論自由之相關意見，則可在蘇俊雄大法官之不同意見書中見到，

然而可惜的是，如蘇大法官所指出，該號解釋並未藉此機會宣告出版法的事先審查制度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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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日後立法院還是將此法廢除。釋字 407 是一項重要的解釋，有關猥褻的判斷皆會以此作

為參考基準。例如何春蕤之人獸交網站案例(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3 年度上易自第 1273

號），法院認為整體而言，該網站不應以猥褻之物的角度來作檢視。於此，引用大法官之意見

認為：「猥褻出版品與藝術性、醫學性、教育性等出版品之區別，應就出版品整體之特性及其

目的而為觀察，並依當時社會一般觀念定之。又有關風化之觀念，常隨社會發展、風俗變異

而有所不同，主管機關所為釋示，自不能一成不變，應基於尊重憲法保障人民言論出版自由

之本旨，兼顧善良風俗及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護，隨時檢討改進。」簡言之，是否為猥褻之

出版品，並需以出版之目的就整體而為觀察與判斷，且指出其標準必須與時俱進，再者，其

非不得與青少年的身心健康與社會善良風俗等因素相互調和。因此由前揭可知，猥褻性的言

論並無如政治性或宗教性言論般受到絕對的保護與保障，而是必須與社會風俗及青少年身心

健康為調和之限制。 

然而，反觀對猥褻性言論之限制，實際上即屬是對內容之限制，如此一來即違背釋字 445

號解釋中雙軌理論對言論內容限制之禁止？在此所要澄清的是，猥褻性之言論保障需與其他

受憲法保障之利益調和如釋字第 407 號中所言之善良風俗與青少年之身心健康，所以我國兒

童及少年福利法第 27 條更有出版分級管制之規定，而非全面地禁止。釋字 414 號解釋中，吳

庚、蘇俊雄、城仲模三位大法官所做的部分不同意見書之解釋認為，釋字 407 的猥褻性出版

品並非指憲法所不為保障之言論，基本上，只要是言論或意思的表達，原則上即受到憲法所

保障，只是保護或保障之程度會依標準之不同而有所不同。因此，換句話說，猥褻性言論雖

然亦受憲法所保障，但顯然其因需調和各種利益而使其所受保障程度較低。 

 商業性言論：（商業廣告）釋字 414 、（商品標示）釋字 577 

因此，甚至在商品的標示（釋字 577 號）、商業廣告（釋字 414 號），亦皆廣泛認定為是

言論所保護的範疇。然而，在釋字 445 號中對於政治性言論進行事先審查被視為違憲，而於

藥品廣告進行事先之審查，則不認為其違憲，蓋商業性言論在調和大眾之健康利益上並無不

妥。吳庚、蘇俊雄、城仲模三位大法官所做的部分不同意見書之解釋，則認為用事後處罰即

可，實不必事先審查。相同地，在釋字 577 號有關規定菸品必須標示「吸煙有害健康」，大法

官亦認為其不表意之自由，仍需調合大眾健康之公共利益，故認為該規定並無違憲。 

 顛覆性言論：從我國刑法第一百條之爭議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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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昔日的刑法第一百條為例。刑法第一百條規範著所謂的「言論叛亂罪」，規定「公然主

張分裂國土、共產主義者」為叛亂罪。為此，戒嚴時期即曾因刊登「台灣國憲法草案」而被

扣上「言論叛亂」之罪名，導致鄭南榕為爭取言論自由抗拒自焚而死的例子。以此情形而論，

國家安全與言論自由到底何者重要？民主自由的國家中，我們一方面允許人民擁有言論之自

由，但另一方面也不允許人民破壞社會秩序，甚至是國家安全，因此，兩者之間該如何拿捏，

一直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美國在此方面也一直面臨到許多的兩難，其境內的恐怖份子、

反戰份子更是突顯此問題的衝突性。舉例來說，反戰份子曾為反對國家徵兵打仗，便散發傳

單教導人民如何規避兵役。此種行為依照我國兵役法規定乃係一種違法行為，然而，戰爭時

的宣傳規避服役行為，到底是危害國家安全，抑或是人民的言論自由，即實需釐清界定。依

此，美國發展出一條界線，亦即是「明顯而立即的危險」。 

「明顯而立即的危險」從一九一九年左右開始發展。美國著名的大法官 Holmes 即曾舉例

而論：「在戲院大喊失火是否為言論自由的範疇？」其所欲指出的核心論點即是「明顯而立即

的危險」之概念（林子儀，1999：210）。只是一九一九年判決中的這項比喻並未成為真正的

判斷標準，「明顯而立即的危險」是經過許多案例的累積，並直到一九六九年才正式確立。而

我國大法官則在釋字 445 號中針對何種情形得以允許或否決集會遊行的狀況提出以下的意

見：「集會遊行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利

益之虞者』，第三條規定：『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之虞者』，有欠具

體明確。」換言之，大法官認為這樣的標準過於抽象，導致只要認為有可能會發生上述情況

者，即可在無任何事件發生時就限制人民的言論自由。因此，大法官接下來指出，「尚無明顯

而立即危險之事實狀態，僅憑將來有發生之可能，即由主管機關以此作為集會、遊行准否之

依據部分，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不符。」於此，大法官就強調必須是「明顯且立即危

險」的「事實」狀態，而不能以抽象的法律文字來論。以二○○四年三二○總統大選之後發

生一連串的示威遊行為例，其中一次的集會遊行甚至已經衝撞中選會，開始一些暴力行為，

那麼在此之後的集會遊行是否應該許可？當時的中正第一分局局長即是以「尚未達到立即且

明顯之危險」作為判斷回應，因此仍是允許當次之集會遊行申請。然而，當次集會遊行到傍

晚六點左右，集會群眾即因群龍無首而開始騷動紛亂，產生「明顯而立即的危險」，是故，即

使當初為合法之集會遊行，至此亦因之而被宣告為違法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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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關於「明顯而立即的危險」判斷標準上，已發展出相當細緻的理論。1927 年 Louis 

D. Brandeis 大法官在 Whitney v. California 案中進一步的為「明顯而立即的危險」作解釋，

Brandeis 大法官指出：「除非某種言論所引起之弊害非常迫切（imminent），而且吾人尚無機

會就該言論予以充分的討論前，該弊害即可能發生的情形下，該言論所引起之危險不能被視

為『明顯而立即之危險』。」換言之，Brandeis 大法官強調自由意見市場的相互影響，在言論

尚未形成行動，造成具體危險的事實前，應讓言論有充分討論的機會。（林子儀，1999：213-214）

因此，連討論機會都沒有即造成危險者，才是國家所應限制之言論。 

另外，在 1969 年 Brandenburg v. Ohio 案例則具體的整合了「明顯而立即的危險」之見

解。在此之前，美國法院沿襲著英國的法律見解，認為只要「不懷好意」或「直接慫恿造成

犯罪行為」，即可排除於言論自由保障之範疇並科以罪刑（林子儀，1999：217-219）。直至 1969

年的此項判例出現，指出「憲法保障言論及出版自由，並不允許政府可以禁止或限制任何主

張暴力或不遵守法律之言論，除非該主張是以煽動他人為立即之非法行為或以產生立即的非

法行為為目標，而且該主張的確可能會煽動或產生此種之立即之非法行為者，才可對之予以

限制或處罰。」始確立「明顯而立即危險」的概念（林子儀，1999：217-219）。從前揭可知，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認為，「明顯而立即的危險」需同時具備客觀與主觀的標準。主觀上必須要

以煽動他人為立即之非法行為或已產生立即的非法行為為目標，而客觀上則需該主張的確可

能產生此種危險者，才能對言論加以限制或處罰。換言之，美國法院認為主張暴力或不遵守

法律的言論並非一定即會遭受限制或禁止，然而若是「故意」造成「明顯而立即的危險」，就

必須加以限制之。以此角度來探究言論叛亂的問題，就可知道此項規範並不構成「明顯而立

即的危險」。因此，我國法律乃對此稍作修正，認為僅是主張以暴力推翻政府係屬言論自由，

除非其已開始「著手實行」，國家始可對此言論加以限制處罰。而「明顯而立即的危險」也就

可以成為判斷教唆犯罪、煽惑犯罪，甚至是暴力性言論為合法抑或違法之言論的標準。 

 暴力性言論─以 Oliver v. NBC 為例 

•事實：1982 年 NBC播出名為 Born in Innocent 的影片，兩名十三歲少年看完該片後模仿片

中的劇情蹂躪其十一歲的同伴致死。檢方控告 NBC該對此事負責。 

•爭點：暴力言論是否該負責？ 

•見解：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判 NBC無罪，該節目並未引起「明顯而立即的危險」(Clea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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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Danger)。  

（2）、形式的面向 

言論自由所要保障的，是意見與意思的表達。然而，意見與意思的表達所呈現的方式

相當多元，諸如服飾、髮型、肢體表達等皆可能成為意思表達的形式，因此所謂的言論自由

並不限於狹義的口語或書寫的意思表達。其核心概念乃是在於個人意思的自主，這才是最重

要的。除了個人層面所可能呈現之方式，首先介紹表現自由之觀念外，消極性言論、象徵性

行動、乃至於頭髮與服飾等在美國亦被視為受言論自由所保障。再者，言論自由之形式層面

之探討，亦需擴及於有關言論之媒介與資源，如場所之提供、公共論壇、平面媒體、廣播、

電視、網際網路等。此外，制度性的意見表達面向，亦是言論自由之形式層面所必須探討者，

如大學自治、言論市場、新聞自由等觀念。以上形式面向之探討，將於下面之篇幅中分項討

論之。 

I、從言論自由到表現自由 

言論自由是一個整體的概念！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4所指，言論自由包括外在的表現自

由與內在的精神自由。然而，以往吾人在指稱所謂「言論」自由之時，往往無形地將其內涵

窄化，僅與語言文字有關之表達。直至釋字 445 號解釋將憲法第十一條與第十四條等與意見

表達方式有關的規範內涵，如言論、講學、著作、出版、集會、遊行等自由統稱為「表現自

由」的概念後，始將言論自由廣義化。林子儀大法官認為（1999：46-56），讓個人得以「表

現自我」，是表現自由的重點。而所謂的個人實現，也就是前述人格自由中最重要的面向。釋

字 509 號亦指出，言論自由能在追求真理、監督政府與自我實現的面向上發揮重要的功能與

作用。因此這些面向成為保障言論自由的理論基礎，被用以判斷言論是否值得保障。釋字 445

號立下了許多重要的判斷原則，例如「立即而明顯的原則」以及「政治性言論禁止審查的原

則」等，讓其所界定之「表現自由」在實際法規運作上產生一個重大的意義。當然，這些原

則不僅可適用於集會結社上，在其他如言論、講學、著作、出版等面向，甚至是推展至精神

自由的表現上亦可加以適用，以能保障一個表現的自由。 

II、消極性言論 

                                                 
4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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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消極性言論，即是不說話的自由，不表意的自由。在這方面，美國處理的脈絡與我

國極為不同。美國是以宗教信仰的案例出發，其中最著名的案例就是耶和華見證者教派拒絕

向國旗敬禮的案例；我國形成不表意自由之保障則是從菸品標示的爭執（釋字 577）出發，

但在更早的釋字第 567 號之理由書中或釋字第 407 號吳庚大法官的協同意見書，即肯定不表

意自由是思想自由之一部份。 

■ 釋字第 407 號吳庚協同意見書 

 雖非直接有關不表意之自由，但吳庚大法官在協同意見書表示：「而個人有權選擇沉默，

免於發表任何言論，自亦在保護之列，否則強迫「坦白」、「交心」等極權體制下蹂躪心靈之

暴政將重現於今世。」這是在大法官會議相關文件中，首次提及不表意自由之觀念。 

■ 釋字第 567 號的理由書 

 雖非直接針對言論自由之解釋，在釋字第 567 號的理由書，針對戒嚴時期有關匪諜之思

想改造等處分，其表示：「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類文明之根源與言論自由之

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

不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理由侵犯之，亦不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

以侵害。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律規定，亦無論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改造，

皆所不許，是為不容侵犯之最低限度人權保障。」換言之，縱使在戒嚴時期，亦不得強制表

態，即消極的不表意之自由，亦是受憲法保障之思想自由，不容任意地侵犯。 

 釋字 577 

簡言之，在此所爭執的是，菸商是否沒有不標示「吸煙有害健康」的權利？釋字 577 認

為，「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不表意之自由，其保障之內容包括主

觀意見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應受言論自由之保

障，惟為重大公益目的所必要，仍得立法採取合理而適當之限制。」由此可見，該號解釋認

為消極不表意之自由雖受保障，但為重大公益目的所必要，仍得合理適當的限制之。其實早

在釋字 407 號吳庚大法官所做的協同意見書中即認為，不表意自由應屬言論自由，需受保護

與保障。其並指出，「個人有權選擇沉默，免於發表任何言論，自亦在保護之列，否則強迫『坦

白』、『交心』等極權體制下蹂躪心靈之暴政將重現於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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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釋字 577 余雪明大法官所做的協同意見書中，則指出所謂消極不表意的自由其實涉

及了許多層面。余雪明大法官舉以美國的幾項案例作為說明：「例如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 319 US 624（1943）認強制宣誓效忠及向國旗致敬為違憲，因其涉

及信念及心態而違反言論自由之保障。在 Wooley v. Maynard 430 US 705 （1977）一案，

則認強制汽車牌上顯示〝Live Free or Die〞之銘言為違憲，因不能使人成為宣示理念之工具。」

後者即類似於本案中的商品標示，不過，這個標示是在車牌上，可能要人注意行車安全而要

求貼上。美國法院認為這樣的要求違憲，是基於人格尊嚴的一個角度，認為人有主體性，不

能成為宣示理念的工具。 

另外，「Talley v. California, 362 US 60（1960）一案，認規定傳單應簽名之市單行法違

憲，因受迫害者可能不願具名。」關於此案例，在法律上最明顯的相關例子就是「具結」。作

證時，有些特殊情形可能導致良心上不願具結，因此刑事訴訟法有規定必須具結之例外。然

而，有些法律規定設有簽署的硬性規定，那麼此即涉及所謂的不表意自由。可見，不表意自

由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 

再者，余雪明大法官尚舉出：「較近之判例如 McIntyre v. Ohio Elections Commission 514 

US 334 （1995）宣告禁止在競選時散發不具名傳單違憲，指出隱名乃保護少數之歷史傳統，

為言論自由之層面。該等判決保障之不表意自由，涉及個人內心信念或思想之強制表態以及

個人隱私資料之被迫公開，均與從事經濟活動之商業言論無涉。」由此可見，美國亦將不表

意自由與商業性言論作比較，並且其中更暗指著商業性言論適用較低程度的言論審查。 

 釋字 490 

回到前述，美國對於不表意之自由係從拒絕向國旗敬禮這則關於校園學生權利的重要案

例出發。而在我國，則有一類似案例─釋字 490。其實，釋字 490 並非是指涉不表意的問題，

而是拒服兵役。然而，這兩則案例卻都牽涉到內心的宗教信仰問題，也就是言論自由中的內

部精神自由。在本案例中，耶和華見證者的信徒因拒絕當兵而受到連續處罰。以美國拒絕向

國旗敬禮的案例來說，不向國旗敬禮的處罰並不會太重，然而，在我國，拒絕當兵的處罰卻

是相當沉重。況且，連續處罰之意即表示著這些信徒等於一輩子皆必須遭受著牢獄之災。因

此，在此所欲強調的，即是本號解釋並未注意到精神自由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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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認為兵役法並未違憲。當然其亦提到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並指出「憲法第

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不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參

與或不參與宗教活動之自由；國家不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勵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

予優待或不利益。」然而，該號解釋的問題並非在此，而是以下之見解：「立法者鑒於男女生

理上之差 異及因此種差異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之不同，於兵役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

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係為實踐國家目的及憲法上人民之基本義務而為之規定，原屬

立法政策之考量，非為助長、促進或限制宗教而設，且無助長、促進或限制宗教之效果。」

兵役法當然並非為管制宗教而設，只是應該設有一些例外規定，以考量一些人的特殊情形。

因此，本號解釋於此即有其他法官對此表達不同意見。 

劉鐵錚大法官的不同意見書裡即指出：「國家對於宗教行為之規範，應抱持和平與容忍之

態度，除非舉證證明有明顯立即之危險或關係重大公共利益，否則不應介入干涉，對於拘束

人民宗教自由之立法考慮，亦然。從而，宗教之信仰者，基於教義及戒律之關係，並因虔誠

之宗教訓練及信念上等原因，而在良心上反對任何戰爭者，在兵役法上自應避免使其服戰鬥

性或使用武器之兵役義務，俾免宗教信仰之核心理念與國家法令相牴觸而影響宗教信仰自由

之保障，庶幾憲法之目的與原則暨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均能予以兼顧，因此之故，在制度

上給予因宗教或良心因素不願服兵役之人轉服替代役之方法，始真正符合憲法保障人權之意

旨。」此外，王和雄大法官之不同意見書中亦指出：「宗教行為如與國家法令相牴觸時，法令

之規範或處罰，即應特別審慎或嚴謹，俾免剝奪憲法所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本旨。更進而言

之，當國民憲法上義務之履行與其憲法上所保障之宗教信仰自由相衝突時，該義務之履行將

對其宗教信仰造成限制或影響，則對宗教行為之規範或限制，即應以嚴格審查標準盡到最大

審慎之考量，非僅為達成國家目的所必要，且應選擇損害最小之方法而為之，尤應注意是否

有替代方案之可能性，始符憲法基本權利限制之本旨。」由此可見，兩位大法官亦是認同應

有例外規定，才能保護到這些人的信仰自由。 

以下，再來回述美國拒絕向國旗敬禮以及在反投票之宣傳上拒絕署名的案例（Johnson & et 

al: 1997）： 

 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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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見證人之信徒認為，對國旗宣示效忠是違反十誡的規範。耶和華見證人─

Barnette即不允許自己的孩子參加升旗典禮，其子因此被學校退學。西維吉尼亞州官方亦威

脅將其子送入少年感化院，並對 Barnette科以罰鍰，送進監牢。 

•爭點 

   - 原告主張，在一個社群中，愛國心與政治責任比任何一個單一個體的宗教自由還來的重

要。因此，社會與國家價值可以取代宗教價值。  

   - 被告主張，該團體成員對於國旗仍然敬重，且也認知其是自由與正義的象徵，但僅因學

生堅持其個人宗教信念即給予處分有違反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之虞。 

•法院意見 

    最高法院─Barnette勝訴。 

   - Robert Jackson大法官 

    官方無法以強力或些微的介入來指出在政治、愛國精神、宗教或其他意見上的傳統為何，

也無法強迫公民以文字或行動來表示他們的信念為何。   

由前揭可知，Jackson 法官認為愛國心不可被強迫，若被強迫則即非愛國心。其所要強調

的是言論自由的重要性，主張一個國家鼓勵愛國心的方式應該以其他方式為之，而非此種強

制的方式。縱使以強制方式為之，則所獲之愛國心也非真正的愛國心。 

 McIntyre v. Ohio Elections Commission 

•事實 

     1988 年 4月 27日，Margaret McIntyre在舉行討論學校增收費用事宜之公共會議的學

校外頭發送傳單。傳單上要求人們不要在此事項上進行投票，並以「關心的家長與納稅人」

署名，而未留下個人的姓名和住址。 

•爭點 

     一位校方人士控訴 McIntyre 違反了俄亥俄州關於投票議題發送匿名文件的法律。該法

要求個人或組織的姓名及地址要列印在競選文宣、傳單或冊子上。該法是為了保護候選人及

投票人不受誹謗或虛妄的資訊影響選舉的公平性，而其適用於所有匿名的文件上，甚至是顯

然非誹謗或虛妄的文件。 

•法院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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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亥俄州在匿名選舉文件上之禁止太過廣泛，以致於無法達到其所欲達之目的─保護投

票人及候選人免於虛妄、誤導或誹謗的陳述。 

     因此，McIntyre的言論自由是受到保障的。 

 釋字 577 余雪明協同意見書 

關於在反投票之宣傳上拒絕署名的案例，於前述釋字 577 的余雪明大法官協同意見書中

即指出此為不表意自由型態之一種。另外，余雪明大法官對於「容許他人言論參與發表或散

布」的意見上，亦以美國聯邦最高法院的幾個案例來說明： 

「在容許他人言論參與發表或散布方面，最高法院雖在 Red Lion Broadcasting Co v. 

FCC, 395 US 367（1969）一案肯定 FCC之公平原則，容許被攻擊者有在電台回應之機會，

其主要理由為頻道之有限性。」此在我國的廣電法亦有類似規定，以保障人民言論自由的完

整性。但是，這裡所指涉的是，對一個傳播媒體而論，是否有不允許人民利用其為表達媒介

的自由？若傳播媒體沒有這種消極性的不允許，必須被迫提供為人民的表達媒介，則是否即

是限制了傳播媒體的自由？所以可見，消極性的言論表達尚包括了此種層面。 

「在 Miami Herald Pub. Co v. Tornillo 418 US 241（1974）中則認強制報社對被批評之

政治人物提供篇幅回答之法律為違憲，其主要考量為報章之自主性。Pruneyard Shopping 

Center v. Robins 447 US 74（1980）一案肯定州憲法容許至購物中心請願為合憲，因其為容

許公眾進入之地點，亦無被認為購物中心業者有接受或支持此等言論之虞。不過在Pacific Gas 

& Elec. Co（PG&E）v. Public Util. Comm’n , 475 US,（1986）強制 PG&E在其帳單信封上

容許不同之看法顯示一點，認為 PG&E 無義務接受不同之意見，否則影響其敢言之程度。」

由這幾個案例顯示，在「容許他人言論參與發表或散布」上可牽涉到許多細微的層面。

許多商業性的條款，如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定型化契約有些要求必須以特定的方式標示出來，

是否可以不標？若依照規定強迫標示則是否會侵犯到業者的不表意自由？其實，一般來說，

商業性的消極不表意保障程度較低，只要國家有合理的理由，如為保護消費者權益，即可加

以限制。 

III、象徵性行動（肢體性言論） 

所謂肢體性言論（symbolic action，象徵性行動），是指以肢體動作的方式來表達意見。

舉例來說，「集會遊行」尤其是「遊行」本身，即是一種以行動表達意見的方式。在我國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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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解釋中，就曾於釋字 445 號的理由書中明確指出「集會自由主要係人民以行動表現言論

自由」，可見集會遊行此種象徵性行動，是我國憲法所保障的言論之一。另外一種較特殊的肢

體性言論，亦即國會中的打架事件，是否受到國會言論免責權的保護與保障，則在釋字 435

中作有解釋。釋字 435 認為「此項言論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應作最大程度之界定，舉凡在院

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行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

聽會之發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超越此範圍與行使職權無關之行為，諸如蓄意之肢體動

作等，顯然不符意見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益者，自不在憲法上開條文保障之列。」

因此，由前揭可知，打架的肢體性言論並未受到言論免責之保障，不能謂之為應受保護的意

見表達。 

在美國，關於肢體性言論的案例即相當多，例如穿戴反戰備章、燒國旗、燒十字架、脫

衣舞等(Johnson & et al: 1997；林佳範，2004)。以下則將分述之：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事實 

11965 年，Iowa, Des Moines High  School 

2John F. Tinker、Mary Beth Tinker、Christopher Eckhardt 

3上述三生參加一反越戰團體，該團體決定在假節期間帶著黑色臂章來宣傳他們反越戰的理

念。愛荷華州德莫地區的校長們得知這組織要戴黑色臂章的計劃，宣佈任何戴臂章到學校

來的學生將會被要求取下臂章；如果學生拒絕，將會被處以停學的處分，直到他們同意不

在學校戴臂章。這三個學生都戴臂章到學校，也都受到停學的處分，一直到他們的抗議行

動在新年那天照計劃落幕，他們都拒絕回到學校。 

•原告主張 

      學生亦享有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權利，以佩帶臂章的方式來表達其對戰爭的意見，校

方不應因此予以處罰。 

•判決結果 

1聯邦地方法院：校方目的在防止學校紀律受到干擾，駁回原告之訴。 

2聯邦上訴法院：維持原判。 

3聯邦最高法院：原告上訴有理，原告勝訴。撤銷處分及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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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最高法院見解 

-Fortas大法官代表意見 

1校方對於學生沒有絕對的權力，學生在校內、校外，都是憲法下的個人(person)，受到憲法

保護。 

2教室是特有的「觀念市場」(market place of ideas)，學生在此透過觀念的交換而獲得啟發。

藉此，學生可以發現、探究真理，而憲法所保障的言論自由也就並非空有理想而無事實。 

3讓學生暢所欲言是教育過程的重要部份，因此，學生不應僅在教室才享有意見表達的自由，

在校園的任何一個角落都應享有表達意見的權利，即使是表達爭議話題也是一樣。 

4然而，校方仍可依是否「具體且實質地干擾到學校運作所必須的適當紀律或是侵害到其他

人的權利」之標準，對學生的行為設限。無名的恐懼或干擾的憂慮，並不能夠成為限制言

論自由的正當理由。 

本判例是揭示學生權利的一項重要判例。從上述見解，大法官指出了以下的重點概念： 

憲法可進校園。雖然美國並無所謂特別權力關係的概念，但昔日關於學生權利的問題

卻無法進入法院解決。 

觀念市場被引用在學校內的學習。以此角度亦可探討教科書審查是否違憲。舉例來說，

統編版教科書是否可能造成觀念市場之壟斷？由此可見，教科書問題也與言論自由相

關。 

 Texas v. Johnson 

•事實 

     於 1984 年共和黨會議的期間，Gregory Johnson 參與了反雷根政府之政策的示威遊

行。遊行在達拉斯的街道上時，Johnson燒毀了一面美國國旗。雖然有幾位目擊者因燒國旗

的舉動而覺得被嚴重冒犯，但也無人因此受傷或受到威脅。Johnson遂因違反褻瀆尊敬之物

之禁止而被德州刑法判定有罪。 

•爭點 

     象徵性言論與州法禁制褻瀆尊敬之物之規範間的衝突。 

•法院見解 

     聯邦最高法院支持 Johnson以燒國旗為一象徵性言論的權利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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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論道，言論自由的原則就是能接納不同的意見。 

簡言之，在美國，燒國旗是一項言論自由，因此不得以刑罰加以制裁。反觀我國，刑法

第一百六十條亦定有侮辱國旗、國徽之罪，只是目前尚未有相關案例顯示於我國法律見解是

否為言論自由之範疇。 

 R.A.V. v. St. Paul 

•事實 

     1990 年的初夏，明尼蘇達州的聖保羅市逮捕了 R.A.V.成員中的五位成人和一位青少

年。他們放火燒了三個十字架，而其中一個是在一位非裔美人的家門前院上。他們被控違反

聖保羅市法律所規定的「憎恨言論條例」。 

     ─任何人在公共或私人財產上設置一個標誌、物體、稱號、特性描述、刻字等，包括但

不限於燒十字架或納粹圖案，而讓人陷入身體傷害或死亡恐懼的威脅者，可以被合理的認為

是基於種族、膚色、信念、宗教或性別上的傷害、暴力、蔑視或憎恨之言論威脅，此乃一侵

犯人身自由之行為，應科以刑罰。 

•爭點 

     被告以燒十字架表達意見的權利，與市政府對因歷史上受種族主義、歧視與暴力之害之

團體的保護利益的衝突。 

•法院意見 

   - 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 R.A.V.敗訴。此乃「暴力語言(Fighting words)」的形式，不應

被允許。 

   - 聯邦最高法院─ R.A.V.勝訴。「憎恨言論條例」之規範廣泛且模糊不清，再者，第一修

正案並未准許聖保羅市對此種言論設置特殊禁制令，市政府應採取其他方式來達成保護弱勢

團體的目的。 

根據聯邦最高法院之見解，應亦是以「立即而明顯之危險」為其判斷標準。燒十字架雖

然是一種行動，但也是一種意見之表達，因此若未造成明顯而立即之危險，燒十字架的象徵

性行動亦應受到保障。 

 Barnes, Prosecuting Attorney of At. Joseph County, Indiana v. Glen Theatr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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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印第安那州禁止公然裸體違者處以刑事輕罪處罰。業者主張侵犯意見表達自由。 

•爭點：脫衣舞是否為憲法所保障的意見表達？ 

•見解： 

     -地院（與表意無關） 

     -上訴法院（「非屬猥褻之娛樂性之脫衣舞應為意見，可享有限度之意見自由」） 

     -聯邦最高法院（5比 4：確認脫衣舞為「表意行為」，惟受邊緣之保護而肯定政府的管

理行為；不同意見：裸體為脫衣舞的表意部分而非附帶的部分） 

由前揭見解可知，脫衣舞也是一種意見的表達，但仍受州政府之規範管制，屬於低密度

的言論保障範圍（法治斌，2003：267）。 

IV、頭髮服飾 

頭髮服飾是否為一種意見的表達？此項議題在美國持有肯定與否定兩種見解；在我國則

是校園中最受爭議的一項議題。所有的學生皆在爭取髮禁的開放，老師們則盡力維護髮式的

管制體制，使得頭髮服飾的問題就像台灣的一道馬其頓防線。然而，若是未對頭髮加以管制，

那麼老師們是否會因此失去權威？校園是否會因此失序？這實在是一件值得教學現場的教師

們深思的事。 

我們的學生，身體自由在校園中仍是受到不同程度的限制與干預，然而，在此並非要指

校園中不得對學生之身體自由有所限制，只是應該要有合理的限度及民主參與的程序。學校

往往會將學生的頭髮納入學生行為的管理方式，但是頭髮屬於學生身體的一部分，與其行為

無涉。況且，頭髮因屬身體的一部分而與人身自由及表現自由有關，但留長頭髮即被認為違

反校規，實在是未能深思頭髮是否為學生意見表達的一種方式。 

那麼，難道學校不可以管學生的頭髮嗎？其實，教師不需對學生的髮型如此擔心，頭髮

失守並不表示教師就失去了權威，教育就僅限於知識傳遞的功能。學生行為的是非對錯並不

一定與頭髮有關，若對此加以限制，所展現出的就是校方權威的執念。有的學校甚至認為髮

型服飾的限制即是要用來區分學生與老師，以能凸顯兩著間地位階層的不同，並藉以維持學

校秩序。然而，反觀大學校園，去除了頭髮服飾的限制，學校是否就因此失序了？看來似乎

是沒有！況且，在民主和多元的時代，只要不侵犯別人的自由和權利，每個人都可以保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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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喜好。學校以所謂的一致性或學生的樣子來管制學生的頭髮，即是把自己的喜好強加在

他人的身上。進一步來說，當我們強調學生要尊重自己和他人身體的自主性，我們若沒有非

常好的理由來管制學生的頭髮，我們要如何要求學生尊重別人的身體自由？頭部是彰顯人格

尊嚴的重要部位，更不能任由他人來處置。為了堅持老師和學生在身分上的區別而堅持髮禁，

難道不違背平等尊嚴的尊重和人權教育的信條嗎？所以頭髮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它是人權教

育跨進校園重要的一步。 

在我國，有關頭髮的法律見解可於最高法院 85 年台上字 621 號的裁判中得知。但是有趣

的是，此係一個裁判離婚的案件，其事實則為一位疑似紅杏出牆的妻子被憤怒的丈夫強剪頭

髮而訴請裁判離婚。在本案中，最高法院主張：「夫妻雙方地位平等⋯縱使他方行為有所不當，

應以和平勸阻的手段⋯仍不得動手剪對方的頭髮⋯此種行為，是對其人格及尊嚴的重大危

害。」此裁判點出縱使對方有過，夫妻地位也要立於平等的基礎，對待彼此更需以平和的手

段為之。這剛好可以用在校園處罰學生的情況。因為夫妻這樣親密的關係都不允許如此的作

為，那麼校園裡面師長對學生頭髮的管制以強制的方法剪取學生的頭髮，當然即是侵害其人

格和身體自由。因此，以此裁判類推適用，即可得到上述的結論。 

在美國，關於學生頭髮服飾之規範是否為一種言論尚未有定論，雖有許多判決但卻也尚

無指標判例之作成，因此仍有肯定與否定之爭。以下即各以肯定、否定之意見舉例說明（張

民杰，1992）： 

A、頭髮長度與型式 

（A）、肯定說 

 Richards v. Thurston 

•事實 

     原告 Richards是麻州 Marlboro High School的男學生，由於他拒絕剪掉長度及肩，酷

似「披頭四」的髮型，因而遭到學校停學。 

•爭點 

   - 原告主張，學校並未規定學生頭髮長度及型式，且自己的頭髮亦整理的乾淨整齊，校長

基於個人偏見而將其停學乃是侵害了個人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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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告主張，即使沒有成文規定，學生及其家長亦應了解學生留著不尋常的長頭髮是不受

允許的。 

•法院見解 

   - 聯邦地方法院─原告勝訴，撤銷學校處分。 

    1除非州有強力的證明有州的利益在其中，才可以將學生的自由加以削減、剝奪。 

    2學校違背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原則，個人留長頭髮的長度及蓄鬍，是受到憲法所保

障的，即使這個表現只是個人品味也是一樣。 

- 聯邦上訴法院─維持原判。 

    1髮型和長度等外表自由的權利來源，來自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

(Due Process Clause)─對個人自由的保障。自由的權利為人們所固有，其廣義的概念包含

了大和小的自由，也應該包括了留長頭髮的權利。除非州有更加重要的正當利益，才可以對

之作合理的限制。 

    2公立學校教育的特質─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乃是為了使教育過程得以持續。校方沒有

理由認為要培養學生高雅、禮節或良好的舉止，就必須要求學生把頭髮減短；頭髮本身不應

該被認為是學生產生背離行為的訊號；也不能認為強迫學生外表和因襲的標準一致，就是教

育過程的一部分。由此看來，學校規定頭髮長度可能比規定裙子的長度更沒有正當性，因為

在學期間，髮型每天二十四小時、每週七天、每年九個月，影響著學生。  

本案例聯邦上訴法院特別點出「正當程序」的概念。此部分在我國大法官會議中亦有所

揭示：當國家欲對人民有所限制時，除了在實體上必須要有法律依據外，在程序上亦要符合

正當法律程序的概念。 

 Watson v. Thompson 

•事實 

     Duran Eugene Watson是德州 Pittsburg County Line Consolidated Independent 

District的中學生，因為他的頭髮違反了該學區所制定男學生頭髮長度和型式的規定，因此被

校方停學。 

•爭點 

   - 原告主張，校方的處分侵犯其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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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告主張，原告的髮型對學校教育過程造成干擾，而且學校對學生得行使「代為父母

權」，管理學生的儀表。 

•法院見解 

    1如果學校不是因為學生的健康和安全問題，而學生的頭髮也沒有侵害到學校運作所需

要的適當紀律，對學生的外表即不可以加以限制。 

    2教育和懲戒，是防止學生反社會行為的方法。如果學生的行為違反了合法的標準，應

該加以教育或懲戒，而不是去侵害學生企圖表現的個人特性。 

（B）、否定說 

 Brick v. Board of Education School District 

•事實 

     John Brick是科羅拉多州 South High School的高中生，1969 年時，該生因頭髮長度

不符合校方穿著規定，被要求減短頭髮否則予以停學。Brick與其母親經過申訴程序上訴到學

校董事會，仍以五比一的投票決定，裁決校方停學處分合理。 

•爭點 

   - 原告主張，髮型並未表達任何政治上、意識上或宗教上的信念，最多只是個人的一種品

味。再者，根據三位教師表示，其髮型亦未造成學校紀律上之問題。因此，校方的穿著規定

違反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 

   - 被告主張，穿著規定是為學生課程安全顧慮(如體育課)，況且該規定乃經全校師生、行

政人員及家長共同制定。 

•法院見解 

     聯邦地方法院─原告敗訴。 

     南方中學的穿著規定是全校師生、行政人員及家長共同制定的產物，且學校亦以調查學

生之方式，來修訂規定之內容。學生在採用和審查學校穿著規定時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因此，

沒有證據顯示這項規定不合理。 

 Freeman v. Flake 

•事實 

     1970 年，猶他州 Viewmont High School的學生 Freeman因為違反學校規定，校方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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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他入學。 

     該校規定：所有的學生都應該維持頭髮的乾淨和整齊，頭髮前面不能超過眉毛，旁邊不

能超過耳朵，背後不能超過衣領；男學生必須修面，鬢髮不能超過耳垂，鬍鬚要適當的修整。

此外，所有的學生要穿著乾淨的衣服，不能有不端莊的打扮，衣服不宜過短而顯得淫蕩，或

是因此干涉、干擾到學校。學校的行政人員可以要求學生為了健康和衛生，在特定的活動穿

著特定的衣服。假如學生不遵守規定，學校可以將他停學，直到他遵守學校的規定為止。 

•爭點 

     原告主張，學校的頭髮規定是違憲的。 

    1規定學生頭髮的長度和型式，作為入學的條件，違背學生和家長的基本隱私權。 

    2違背了憲法第一修正案所允許的表現自由。 

    3違背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與平等保護條款。 

    4學校的規定模糊不清。 

•法院見解 

   - 聯邦地方法院─原告敗訴。 

    1校方為了公立教育的目標，可以訂定適當穿著和儀容的標準。因為依經驗顯示，適當

的穿著和儀容，直接和安全、衛生因素有關，另外，亦與學校學校的紀律及運作有實際與合

理的關係。 

    2該校關於儀容的規定有一明確的界限，故並未模糊不清。而且證據顯示，學校關於頭

髮長度的規定乃經謹慎研議而成，制定的目的亦是為讓教育過程順利，減少學校的紛擾、維

持學校的秩序和安全。又，此規定乃是針對全學區的學生所制定，因此，該項規定合理，並

未違背原告所指稱之各項權利。 

   - 聯邦上訴法院─不受理判決。 

    1原告僅含混的提出許多修正案的規定，並不確定有何條聯邦憲法保障這項權利。根據

Tinker的判例指出，頭髮型式、裙子長度、衣服款式等，都不是「純粹言論」，不受憲法第一

修正案言論自由條款的保障。 

    2校方在教導學生時，具有強制的利益，校方透過它的權威制定管理學校所需要的學生

髮型規定，除非涉及直接和敏銳的憲法價值，否則法院不應該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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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服裝規定 

 Dunham v. Pulsifer允許學生留長髮暗指著關於衣著的規定可能是合法的，畢竟，頭髮的

長度與衣著不同，衣服是可以在放學後換掉的。 

本案例特別提出頭髮與衣著是不一樣的情形，制服可以在下課後脫去，但頭髮則是身體

的一部分，因此不能等同視之，在頭髮的管制上即應有更充分的理由才是。 

 Bannister v. Paradis 

    教育委員會有權力為了健康與安全的原因而制定合理的服裝規定，例如禁止在家政課穿

著毛衣；但是，不讓女生穿垮褲到學校則是不合理的，且違背憲法所給予她們的權利。 

學校對學生加設限制最站的住腳的理由通常就是「為了健康與安全」。因此若欲限制學生

染髮，以「為了健康與安全」為由者，爭議較少。若是以「符合學生形象」為由者，即會產

生彰顯階層概念之嫌。 

 Arnold v. Carpenter 

    關於由全體學生制定的服裝儀容規範，學生是否可以被強迫遵守的問題，法院認為，若

州法規定由校方人員公佈學生服裝儀容的規範是違法的，那麼由全體學生自己制定的服裝儀

容規範也將是違法的。法院論到，學生的儀表是個人品味的問題，同儕團體的支配力不應該

比校方來的大。 

本案例法官即是以舉重明輕方式說明服裝儀容規範的合理性，認為既然學校都不得為學

生設定服裝儀容規範，那麼何況學生自身怎可為同儕設限。再者，個人品味也是意見表達之

一種。美國一部著名的真實電影「情色風暴一九九七」中的主角即曾表示：「我個人品味低俗，

關你們什麼事？」因此，每個人對自身的品味喜好都有選擇的權利，並非謂「品味低俗」他

人即可加以干涉。那麼，學校是否有教導學生高品味的權力？此則會牽涉到是誰的品味，因

為品味是個人的主觀感受，各自的主觀認定不同。 

 Moody v. Cronin 

    聯邦法院主張，校方強迫聖靈降靈節派(Pentecostal)的學童違反其宗教信仰，穿著「不

得體的」體育服，是侵害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權利。 

本案例嚴格說來是屬於信仰自由的範疇。在美國，法院認為不得以強迫的方式違反其宗

教上的信念；然而，以類似的案例而言，在法國卻持相反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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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言論之媒介 

言論自由會藉由不同的媒介來表達。而所謂的媒介，則可分為平面、廣播、電視以及網

際網路等。最近，則有政大學生在 BBS 上口出穢言發洩情緒的言論攻擊事件，雖然並未指名

道姓，但知悉事件始末之人皆知其所指何人。那麼，這樣的言論是否涉及公然侮辱？若版主

將此番言論刪除是否侵害該名學生的言論自由？像此種案例即是言論自由與網際網路之關

係，為目前相當熱門的言論問題。 

A、從國家保障集遊場所的提供到平等接近使用媒體權 

釋字 445 提到：「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行

之安全，使其得以順利進行。」換句話說，國家消極地不僅不應去侵犯個人意見表達自由，

更隱含著國家應提供一個媒介或者釋字 445 所提到的場所。上述提到的例子，機場即是一個

場所的提供。然釋字 445 中就特別規定機場是所謂的禁制區，所以不能在此場所表達意見，

但是仍然可以在其他地方表達意見。因此，機場作為言論自由的限制並不違背憲法保障言論

自由的衝突。這只是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屬立法自由形成之範圍，對於

表現自由之訴求不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 

釋 445I 已經點出一些國家應提供媒介(場所)讓人民表達其意見的概念，而進一步，則在

釋字 364 號解釋中更提出平等接近使用媒體權的概念。於此所強調的是，國家對於言論內容

本身以及其所欲傳遞的媒介，不僅應給予保護甚至還積極須提供。換言之，言論自由的保障

與保護在校園上的應用即應提供適當的管道，且讓大家都能平等的使用。前述曾提及師大校

長遴選的爭議時，大家雖然有不同意見，應該提供管道讓大家表達。但很不幸的，大家對言

論自由並無體認，反而是將不同意見之言論撕毀。 

B、公共論壇(public forum) 

公共論壇，係指政府所有之公物，依歷史傳統或由政府指定供公共使用，其中經常包括

意見之表達與進行公共事務之討論，例如道路、人行道、公園等均為顯著之例（法治斌，2003：

p.330-331）。BBS 上的抱怨版也算是一個公共論壇，不過當然有其規範。只是，既然是要讓人

大鳴大放的一個場所，當然其在上面發表言論要自負言責，而不能因為其是虛擬世界，就不

用負責任。至於版主亦不能因為不喜歡某人的言論，就刪除其言論，因為刪除言論即是管制

到言論的內容，會產生爭議。是故，這些類似的言論廣場就是我們所說的公共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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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度公共論壇則是另如公物限定某些特定身份或特定議題始能使用，例如學校內的活

動中心原則上僅供該校學生使用，惟一旦開放供意見表達之使用，則為有限度之公共論壇（雙

軌理論之適用：內容限制採較嚴格之審查標準）。不論是公共論壇或有限度公共論壇皆有雙軌

理論適用的問題。亦即對媒介的管制，當權者不能針對內容進行管制，只能針對時間、地點、

方式的理由來管制；因此對內容限制審查的部分應採較嚴格之審查標準。非供意見表達之物，

如軍營、監所、市公車之廣告看板，則係非公共論壇（法治斌，2003：p.330-331）。 

這種公共論壇的概念就早即是由「場所」發展出來的，因為最早的意見表達即在一個場

所中，爾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型態即愈來愈多元。例如在美國不限於只是一個場所、地

點，甚至基金，也是公共論壇的一種表現方式，因為基金被視為是一種意見表達資源的運用，

若加以管制，學生就無法表達其意見。以下就以美國的例子來說明（Johnson, Jackie & et al: 

1997）。 

 Rosenberger v. Rector and Visitors of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事實：學生註冊時所繳交之學生活動費所成立之學生活動基金，限制宗教活動、政治團體、

兄弟會等封閉性社團申請贊助金費。以宗教理由聲請被駁回。 

•爭點：此限制是否妨害意見表達自由或合乎政教分離的原則。 

•法院意見：聯邦地院，此基金非屬公共論壇。聯邦上訴法院，此屬意見內容的管制但係為政

教分離之原則。聯邦最高法院，五比四原告勝訴，該基金屬「有限度之公共論壇」(more in a 

metaphysical than in a spatial or geographic sense)，限制宗教理由為一種「觀點歧視」，影響出

版自由，使出版者多所顧忌，無法暢所欲言。其非直接或單獨使宗教團體獲利，且非直接補

助宗教團體，且與學校行政無關(合乎政教分離原則)。而在不同意見書中，破天荒首次承認

政府機關得合法補助核心之宗教活動。 

    然在大多數的意見還是認為「基金」與公共論壇無關，可能是認定上有所不同。惟這個

例子提醒我們公共論壇可以運用的相當廣泛，連基金的使用也可能被列為公共論壇的一種方

式。只是因它有意開放給公眾使用，故是一種有限度的公共論壇。它不僅是空間上的概念，

甚至是一種形而上的概念。公共的意思是不特定人得任意進出的情況，稱為公共。而論壇則

為為不特定人得任意進出表達其意見與看法的場所。換言之，公共論壇的概念即作為公眾自

由表達意見的園地，那麼即應維持其公共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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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則點出個人的意見表達有可能藉由一些平面媒體、廣播、電視、網際網路等媒介來

表達。 

C、平面媒體 

 釋字 407 

除了釋字 414 蘇俊雄的不同意見書有提到平面媒體亦屬言論自由保障的範圍，基本上釋

字 407 也是肯定平面媒體上所表達的意見也應該受到言論自由的保護與保障。 

D、廣播 

 釋字 364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論自由之範圍。」意即之前

介紹的雙軌理論、雙階理論都可運用在廣播、電視的領域上，不限於只在平面文字上的表達。

以下有一個案例可以參考（Johnson, Jackie & et al: 1997）。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v. Pacifica Foundation 

‧事實 

紐約廣播電台主持人 George Carlin，在一個每週午後的廣播中，以粗話發表長篇大論。他

所使用的字眼，是不宜在公眾的廣播節目中出現的。該電台已警告聽眾這番言論包含了「可

能會冒犯到某些人的敏感語言」，然而美國聯邦電信委員會(FCC)仍是接到一位男子的申訴，

聲稱其在載著年幼的兒子時聽到這番不雅的廣播，隨後更陸續出現相關抗議之聲。 

‧爭點 

原告主張，此番不雅的言論是不適當的，並且為法律所禁止。 

    被告主張，廣播言論不應受限制，此乃第一修正案所保護之權。 

‧法院見解 

1廣播媒體在所有美國人民的生活中是廣泛存在的，這般公開的冒犯、低俗的內容，不僅在

公眾的場域或是家庭的私領域裡，皆經由電波傳送給所有市民。因此，顯然避免受擾的個

人權利會比第一修正案的權利來的重要。 

2廣播聽眾常會把收音機開啟及關閉，因此先前的警告並不能完全保護聽眾不去聽到不想聽

到的內容。 

廣播媒介的方式，以傳播來傳遞訊息，並不像一般的公共場所可任意禁止其表達。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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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涉及到私領域的部分，因此容易有侵犯個人權利的問題。這也是廣播比較獨特的地方。另

外，該案例認為事前警告是不切實際的。因為有人是臨時打開才聽到的，而不是一開始就聽

到進而進行篩選。所以法院認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方面之作為仍不夠周全。本案例將廣播能

產生的影響更深入到家庭裡。因此由此可見，傳統上所探討的公共影響以及其規制概念即需

加以注意：許多不同媒介會因其不同的特性，使其在其規制方面產生不同的考量。 

E、電視 

 釋字 364 

    所謂電視包括有線、無線、數位電視等等。釋字 364 號解釋特別提到電波頻率的使用問

題。有人會爭議有線電視不適用電波頻率，因為它是以線接收；但有些學者則認為還是應該

採取比較廣義的說法，才能達到言論自由的保障與保護。 

    上述乃是以廣播的角度探討言論之面向，至於電視也具有相同概念。相較之下，電視更

能深入到每一個 

F、網際網路 

 網路援交？台權會申請釋憲 

網際網路的部分目前尚未有任何實務上的見解，不過最近台權會對於網路援交的爭議申

請釋憲，則有可能成為一號解釋。「網路援交」根據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治條例之規定，乃係

稱為「散佈性交易的訊息」。根據刑法妨礙風化罪章規定，除非買方或性交易對象是兒童或青

少年，否則原則上是不處罰性交易者。然若是成年人的性交易，在刑法上其處罰的對象是皮

條客。如今受到爭議的是，僅是於網路上刊登援交的訊息，即比刑法還要嚴厲，需受刑事上

的制裁。而援交訊息充其量只是預備犯，刑法既然不罰既遂犯，那麼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治

條例處罰預備犯是否合理？ 

再者，其處罰的對象是否限於刊登兒童及青少年性交易的訊息；處罰的對象是否限於皮

條客，還是包括性工作者，則仍存在許多爭議。因此，關於本釋憲案之申請，聯合報(2005，

3 月)之相關報導如下： 

上網路聊天室談到援交、性交等話題，不管是否有具體行動，都可能被檢方以「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

例」第廿九條起訴。台灣人權促進會昨天表示，這個法條已變成文字獄，執行委員羅秉成已將此條例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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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送大法官釋憲，並準備推動修法。「兒少條例」廿九條內容是「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路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易之訊息者，

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台權會表示，這個條文讓網路言論形同文字獄，

尤其是文中的「暗示」兩字，更是無限上綱，陷人於罪。因為立法管制的目的是訊息本身的內容，並非表

達訊息的方式，「暗示」就是一種訊息表達的方式。 

羅秉成律師認為援交訊息之刊登，僅是一種單純的意見表達，沒有任何行為。至於大法

官見解為何，就靜待大法官會議作成解釋了。 

VI、制度面向 

制度面向英文稱為 Institutional right，當然有別於 Individual right。Institutional right 在大

陸法系國家憲法的解釋稱為「制度性的保障」，換言之，其保障的對象不是某個個人，而是一

個制度。而在這個制度中，理所當然的有一群人或一些組織在運作，基於讓此制度功能能運

作順暢，因此必須受到保護與保障。在德國的立法例裡，就有幾條明顯的制度性保障條文，

如家庭制度的一夫一妻制、大學自治等，即在憲法上明文受到保護與保障之規定。 

反觀我國，卻無法單從憲法條文看出制度性保障的字眼，然而因受到德國立法的啟示，

已有幾號大法官會議解釋開始從憲法第 11 條的言論、講學、著作、出版的自由慢慢作成一種

制度性的保障。制度，Institution，有時候也可被視為是一個「組織」，但它不只是一個組織，

更重要的是其隱含著整個體制。因此大學自治、家庭制度、一夫一妻等基本的體制，都是這

邊要探討的制度面部分。在德國憲法學發展的制度性保護與保障，與個人自由、主體權利的

保護與保障是大相逕庭。因此，不僅其保障方式與產生的效用不同，對國家相對的義務、能

否侵犯或保障的對象也都很不一樣。 

A、大學自治 

 釋字 380：部訂課程侵犯大學的自治（憲法制度性保障） 

「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度性保障；就 大學教育而言，

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等事項。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

由之保障，並在法律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其自治權之範圍，應包含直接涉及研究與教

學之學術重要事項。大學課程如何訂定，大學法未定有明文，然因直接與教學、學習自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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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 

釋字 380 號解釋是開啟大學自治的第一炮，對整個教育法制有極大的影響。所謂的教育

自由化、教育改革，就是從此開始起跑；亦即教育改革終能在法律上落實，將國家教育權轉

向國民教育權。爾後，奠定了教育基本法在 1999 年的確立。本號解釋開始認為教育要有其一

定的獨立自主性，國家不能過分管制，因此對大學自治產生極重要的影響。此外，釋字 380

號解釋對學生權利的保障也有所著墨，提到學習自由的認定，只是並未清楚的指明其內涵為

何。 

 釋字 462：大學自治關於教授升等的審查與救濟 

此可從兩方面來論，一方面肯定教授升等可尋求司法教濟；另一方面則指出審查要尊重

專業自主。釋字 462 號解釋認為：「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

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度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因此，這對各大學教授升等產

生頗大的影響。 

 釋字 450：大學法規定設置軍訓室侵犯大學自治下內部組織自主權 

釋字 450 號解釋是大學教育自主改革的第二炮。針對的是軍訓教官室的設定與否。然釋

字 450 中提到：「大學於上開教學研究相關之範圍內，就其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程度之自主

組織權。」換言之，即是不能強迫各大學要設立何種組織。 

 釋字 563：學位資格考乃大學自治自訂學位資格條件 

「碩士學位之頒授依中華民國八十三年四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學位授予法第六條第一

項規定，應於研究生『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論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

後，始得為之，此乃國家本於對大學之監督所為學位授予之基本規定。大學自治既受憲法制

度性保障，則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自得於合理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有

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國立政治大學於八十五年六月十四日訂定之國立政治大學研究生學

位考試要點規定，各系所得自訂碩士班研究生於提出論文前先行通過資格考核 (第二點第一

項)，該校民族學系並訂定該系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要點，辦理碩士候選人學科考試，此項資

格考試之訂定，未逾越大學自治之範疇，不生憲法第二十三條之適用問題。」 

「大學學生退學之有關事項，八十三年一月五日修正公布之大學法未設明文。為維持學

術品質，健全學生人格發展，大學有考核學生學業與品行之權責，其依規定程序訂定有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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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使成績未符一定標準或品行有重大偏差之學生予以退學處分，亦屬大學自治之範疇。」 

    然而這號解釋背後尚隱含一些意義。釋字 563 號解釋指出，「大學對學生所為退學之處分

行為，關係學生權益甚鉅，有關章則之訂定及執行自應遵守正當程序，其內容並應合理妥適，

乃屬當然。」 

    學者許志雄（1999：37）對此有一些批評，他認為，制度性保障會侵犯一些基本人權，

最具體的例子即是二一退學。二一退學的爭議在於大學究竟需不需要法律授權，才可以把學

生退學。高等行政法院（八十九年度訴字第一八三三號判決）認為必須要有法律保留，且規

範密度必須為中高級以上。換言之，既有的法律授權都不夠明確，大學法、學位授與法中的

法律授權都不夠明確。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年度判字第四六七號）則主張大學自治高於法

律授權，故其認為大學自治並不需要法律授權來限制學生的受教權。此乃由於大學自治最重

要的精神在於追求真理，因此其重點即在於避免國家干涉，不受任意的侵犯與干擾。而前揭

釋字 380、釋字 450 號解釋亦都很明顯的強調國家對於組織方面、課程內容方面避免干涉，

是故與課程有關的二一退學即屬大學自治的事項。 

對此，李建良（2003）持有不同意見。其認為基本權如有衝突則需調解之，不能必然認

為，且好像也沒有任何論證認為大學自治高於學生權利的保護與保障，而不需要藉由法律授

權。當然，調解方式可以藉由憲法保障，並由其保障之高或低來進一步作調整。李建良（2003）

認為上述論斷太過於草率，他主張大學自治要能免於法律授權，特別是憲法上的法律保留的

要求前提是，學生是自治體中的一個成員(member)。因為如此一來，才能解釋這個自治的規

則是經由其所同意的，而不會違背到法律保留、國會保留的原則。換言之，大學自治也有可

能濫用其自治權，進而侵害學生的權利。以學生的言論自由為例，學校可能因與學生在公開

場合主張台獨或主張統一的言論相左，而限制學生的經費，甚至不提供場所。因此，若大學

自治不需有法律授權就可對學生的言論加以限制，濫用其大學自治權，即是本末倒置。所以

最高行政法院的裁判似乎過於粗略。 

B、言論市場：意見流通之保護

 市場也是一種制度。而於此所指的言論市場概念則有點類似於前述之公共論壇，強調意

見自由的流通需要受到保護。早在釋字第 407 號之協同意見書吳庚大法官直言：「憲法第十一

條規定：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在學理上或統稱之為表現自由。允許人民



 64

公開發表言論、自由表達其意見，乃社會文明進步與閉鎖落後之分野，亦唯有保障各種表現

自由，不同之觀念、學說或理想始能自由流通，如同商品之受市場法則支配，經由公眾自主

之判斷與選擇，去蕪存菁，形成多數人所接受之主張，多元民主社會其正當性即植基於此。」

釋 509 蘇俊雄協同意見書中即提到：「蓋言論自由既攸關人性尊嚴此項憲法核心價值的實現，

在多元社會的法秩序理解下，國家原則上理應儘量確保人民能在開放的規範環境中，發表言

論，不得對其內容設置所謂「正統」的價值標準而加以監督。從而針對言論本身對人類社會

所造成的好、壞、善、惡的評價，應儘量讓言論市場自行節制，俾維持社會價值層出不窮的

活力；至如有濫用言論自由，侵害到他人之自由或國家社會安全法益而必須以公權力干預時，

乃是對言論自由限制的立法考量問題，非謂此等言論自始不受憲法之保障。」換言之，國家

不要任意干涉，應該維持它的自由，如此一來才能維持社會價值層出不窮的活力。而為了保

障言論市場自由的流通，實務上有兩個面向來保障此制度層面─分別為積極面向與消極面向。 

 （積極）平等接近媒體─釋字 364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屬於憲法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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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均應以法律定之。」 

前述意涵包括兩部分：首先是頻道資源之使用，要有一套公平合理的分配制度。另一方

面則是人民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利。以外國體制來說，英國與美國對頻道有兩種截然不同

的觀點。英國視其為一種公共財，為所有人所共享，因此成立 BBC，並將頻道限縮為有限的

資源，私有的頻道非常少。美國則剛好相反。美國主張市場競爭，因此出現許多媒體財閥。

而這些財閥比政府還要壟斷意見，故對言論自由的侵害更大。在台灣，由於昔日被黨國體制

─中常委壟斷，影響台灣建立媒體公共財的觀念。所以，目前許多媒體改革的力量即是希望

把無線台改為公共化，讓三台能行公有化的形式。 

在我國，公共電視面臨相當大的困境─其需自籌財源，又不能刊登廣告。然而，英國頻

道的公有化，卻可發展許多不同的模式。如 BBC 等於是由課稅來維持其運作；Channel 4 則

可刊登廣告，但它負有製作其他台所沒有之節目的任務。此觀念對媒體來說相當重要，因為

媒體必須維持意見的多元。以黛安娜王妃過世為例，當時唯一可以不看到黛安納王娜新聞的

就是 Channel 4。顧及他人不同的需求，也是言論自由的精神，因為言論自由即是在保障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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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之人的自由。 

    另外，關於人民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利，舉例來說，若報章雜誌登載的意見有錯，人

們可以如何對抗之？這項權利即是「接近媒體的權利」。如蘋果日報即設有相當好的機制，設

有專欄歡迎讀者指正（林子儀，1999）。相較之下，廣播、電視等媒體則需要一個更完善的機

制，而非僅以一小個版面或不起眼的時段作更正報導。 

 （消極）不刻意打壓特定言論─Pico 案 

‧爭點 

不同意書中的內容，可不可以原在圖書館中的書籍予以移除？ 

‧法律見解 

聯邦最高法院認為學校亦是提供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環境。學校或許有許多權力決

定圖書館應購置哪些書籍，但其不得僅因不同意書中的內容即將書從圖書館移走。 

C、新聞自由之定位 

 1974 Potter Stewart 第四權理論：政府外之第四權以監督政府（林子儀，1999：73-84） 

新聞自由在學說上引起相當大的爭議。不論在其是否獨立地受到憲法的保護與保障？或

是是否是一種不同於言論自由的權利或是制度性的權利？皆有不同的見解主張。換言之，由

於新聞自由的內涵與言論自由有非常大的不同，因此有些學說認為是因其獨立性；大部分學

說則認為兩者間具有其重疊性。 

關於新聞自由的性質，美國的學者 Potter Stewart 在 1974 年提出第四權理論，不但在其

內涵上作解釋，並肯定新聞自由的獨特性。Potter Stewart 強調新聞自由與言論自由並不相同，

認為應該發展出一套獨立的體系來保障新聞自由，即是所謂的「第四權理論」。第四權，是相

對於美國憲政體制的行政、立法、司法體系之外的第四權。換言之，第四權是用以發揮監督

政府的一個作用，為此，甚至給予新聞媒體更大的權利去挖掘政府的一些資訊。因此，基於

這樣的功能，其性質與言論自由即可加以區分。  

至於我國對新聞媒體功能之法律見解，則有釋字 509 號解釋的蘇俊雄協同意見書作為解

釋。 

 釋 509 蘇俊雄協同意見書：監督政府之工具性作用 

釋字 509 號蘇俊雄協同意見書中指出，「解釋文中強調之促進「監督」政治、社會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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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此對媒體來說，固不無促進新聞公正報導的作用，但是就人民意見表現之自由而言，

恐引起誤導，尚有予以澄清的必要。蓋言論自由既攸關人性尊嚴此項憲法核心價值的實現，

在多元社會的法秩序理解下，國家原則上理應儘量確保人民能在開放的規範環境中，發表言

論，不得對其內容設置所謂「正統」的價值標準而加以監督。從而針對言論本身對人類社會

所造成的好、壞、善、惡的評價，應儘量讓言論市場自行節制，俾維持社會價值層出不窮的

活力；至如有濫用言論自由，侵害到他人之自由或國家社會安全法益而必須以公權力干預時，

乃是對言論自由限制的立法考量問題，非謂此等言論自始不受憲法之保障。故若過份強調其

監督政治、社會活動的工具性功能，恐將讓人誤以為憲法已對言論內容之價值做有評價，甚

至縮限了對於言論自由的理解範圍。」 

由前揭可知，釋字 509 蘇俊雄協同意見書認為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應要加以區分。其最

大的不同在於，新聞自由較具一種工具性的功能，而非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因此，從基本人

權保障的角度來談，即會有程度上的區別。換言之，言論自由本身是由個人尊嚴尊重，保障

個人自我實現等所衍伸出來的，比工具性的功能更為重要。然而，該號協同意見書僅是點出

新聞自由工具性的功能，並還未能發展成對新聞自由保障的一個完整的體系。 

 釋字 364 ：媒體編輯自由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屬於憲法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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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均應以法律定之。」 

該號解釋頂多提到廣播、電視、傳播媒體編輯自由的概念，也沒有很清楚地點出新聞自

由的字眼。 

 釋字 509 ：言論自由之傳播方式之限制 

本號解釋的申請者是蔡兆陽，此係蔡兆陽控告商業周刊的案件。商業週刊為一新聞媒體，

然而大法官在這號解釋中並未特別引出新聞自由的字眼。 

總而言之，大法官會議解釋文本文、理由書等，皆還未有如學者林子儀等清楚指出新聞

自由與言論自由的不同。大部分的學者仍是將新聞自由涵括在言論自由之下。林子儀在《言

論自由與新聞自由》一書中，即清楚的指出兩者的理論基礎到保障的內涵皆有很大的不同。

然而我國的大法官會議解釋卻尚未完整且清楚地加以區分，甚至「新聞自由」的字樣也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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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吳庚釋字 407 號的協同意見書中。釋字 509 號解釋亦同，其雖是媒體提出申請之解釋，

然而大法官卻仍是以「言論自由」，而非「新聞自由」來做解釋。換言之，大法官還未對新聞

自由作闡釋。究竟它是否具有獨特性，抑或是其為言論自由之一部，這個爭議不解決其實皆

會造成許多管制的不同。 

（三）、言論自由的限制 

自由之限制，未必即為自由權之侵害。雖然自由之字面意義是不受限制之意思，在受到

規範限制之社會下，自由是在規範允許內。因此，生活在社會中，要讓自由展現其真正的意

涵，即必須在一個社會規範的架構下。社會規範必然有其限制，簡言之，就是國家可以介入、

管制的範疇。於此，從國家對一事項要如何管、什麼情況下可以管、用什麼方式管、哪些面

向是可以管等等，皆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以下將以管制的角度來說明言論自由的限制。 

1、管制理由 

從憲法§23 條文中很清楚地指出國家可以以四個理由來介入並加以限制。不過從基本人權

的限制來看，有學者（許慶雄，1997）持則反對意見，認為旣稱「基本」，就不應加以限制。

所以，其認為觀念上或許應該稱為「基本人權的調整」，意即權利衝突情況的調和。以誹謗為

例，一方面似乎是個人的言論自由，另一方面則有侵害他人名譽之虞。然而言論自由與名譽

都是憲法應該加以保護與保障的權利，只是權利之間卻常在社會生活中產生衝突。 

既然作為正當利益的權利應該受到保護，那麼在民主生活當中化解權利或利益衝突的方

式即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是藉由立法的過程。換言之，在法律制定的過程時即參考許多不同

的利益來做調整；另外一種層次，則是藉由司法審判、裁判過程針就個案而為調整。調整的

方式有很多種，一種是從利益的位階、順序關係做調整。若有未明文規定者，即會參考一般

性規定或特別性規定。例如：憲法§7~§21 是憲法明文所列舉出的；未被列舉出的則如：隱私

權。與言論自由相衝突時，以明文列舉者優先，另外，特別規定亦優先於一般規定，這些在

解釋文中都會提出理由。換言之，將從一些基本法理來釐出如何調整衝突的利益。另外關於

基本人權的調整，有學者（許慶雄，1997）則認為某些權利或利益，所受保障的程度較高。

例如：精神自由或財產權等。因此，若以財產權和人格權相比較的話，人格權即高於財產權

的保護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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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釋字 509：名譽、隱私等自由之相互調整。 

「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利益之保護，法律尚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

為合理之限制。」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可以根據為了保障別人的名譽、隱私等自由而來做限制

或做相互調整。很有名的一個案例，即新新聞案。可以參考最高法院民事 93 年台上 851 號的

裁判。在其裁判書中，對名譽的維護與言論或媒體新聞自由有一些論述。 

 Frisby v. Schultz（First Amendment Congress University of Denver: 1997） 

‧事實 

在威斯康辛州的一個小鎮 Brookfield上，有一群人圍堵一位執行墮胎手術的醫生的家。從

各地而來的十到四十位民眾在此圍堵了一至二小時。他們舉牌，並向該位醫生以及路過其屋

的人叫囂。當地政府之後通過一項法令指出圍堵他人住處是非法的行為。參與行動者則主張，

此項法令侵害了他們的言論及集會自由。 

‧爭點 

在他人住處抗議並監視圍堵，是否屬言論集會自由的保護範疇？ 

‧法院見解 

法院認為，人身自由與言論集會自由間必須尋求一個平衡點，這些圍堵者顯然是將矛頭

針對個人，而非是試著將此訊息傳達給大眾。因此，該是政府可以限制這種言論。 

    持不同意見的法官則認為，該項法令模糊不清，且法院的多數法官於作此項判決時，係

立基於該市主張此項強制法令只會用在侵害他人權利的極端個案，而非係立基於該項法令本

身。 

    這邊試圖要區別的是，是不是真正在做意見表達？意見表達是針對誰，是針對特定的個

人，還是一般大眾。不過我個人覺得這種行為看起來似乎是對該位醫生抗議，事實上它隱含

著反墮胎的意思在其中，也是試著將此訊息傳達給大眾。總之，這邊是要告訴我們，個人的

自由與言論自由之間的相互調和。 

（2）、維持社會秩序 

 釋字 445：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 

釋字 445 提到，「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行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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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屬立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不致有所侵

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所以國家是可以根據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

共利益所必要的理由來進行管制。 

 Terminiello v. Chicago（Johnson, Jackie & et al: 1997） 

‧事實 

Terminiello 神父在一場批評猶太人與非裔美國人的演說後被逮捕。一千名民眾(包括一大

群暴民和一些和平的抗議者)集聚在外，透過廣播系統聆聽演講。他們打破玻璃，丟擲臭彈，

並抓那些要進入建築的人。警察發現他們無法阻止暴民騷擾前去聆聽 Terminiello演講的人，

也無法控制群眾，因此即以違反禁止「激起公眾憤怒，招致爭執，或帶來動盪不安情境」言

論之規範將之逮捕。 

‧爭點 

具爭議性且造成秩序混亂之言論是否受言論自由保障？ 

‧法院意見 

最高法院認為，政府不能監督言論，除非它能顯示「有極度需要克服公眾不便、惱怒或

動盪不安之嚴重的立即而明確的危險」。法院認為，Terminiello的言論是受到保障的，不受到

保障的是那些示威行動。 

    激起憤怒，招致爭執或帶來動盪不安等，有點類似我們散播犯罪的情形。其實在刑法上

有所謂的妨害秩序的刑責。不過這樣的言論會激起大眾的情緒，甚至造成失序，是否可以受

到保護與保障？這也類似我們之前提到的暴力性言論，此案例的最高法院認為，政府不能監

督言論，除非它能顯示「有極度需要克服公眾不便、惱怒或動盪不安之嚴重的立即而明確的

危險」。因此最高法院是認為此言論是受到保障的。換句話說，他還是有做一個區分，他將神

父本身與在外面示威遊行抗議者區分開來。故，基本上神父的言論是受到保護的，但在外面

示威遊行抗議者是不受保障的，因其還是要遵守一些相關的法令。 

（3）、公共利益之維護（維護國民健康） 

 釋字 414：藥物廣告之管制係維護國民健康 

釋字 414：「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利益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所以

大法官是認為，基於公共利益的維護，特別是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的理由，來做與言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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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的調整。 

（4）、社會善良風俗與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護 

 釋字 407：善良風俗與青少年身心健康（猥褻刊物出版） 

釋字 407：「兼顧善良風俗及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護，隨時檢討改進。」換句話說，大法

官認為可以根據上述理由來加以管制。這邊也有提到雖然是管制，但是可以根據這些理由，

要隨時調整。也就是說，在不同情境下，我們判斷出某些利益比較重要，可是當不會構成影

響時，可能要做適時的調整，特別在猥褻的部分。之前建中校刊出現猥褻情節的例子，校方

就有比較正當的理由加以管制。 

雙軌理論有提到管制的理由是內容還是非內容。針對內容的部分，釋字 407 有明顯的規

定是可以因為要維護青少年的身心健康來進行管制。 

 Ginsberg v. State of New York（Johnson, Jackie & et al: 1997） 

‧事實 

被告因違反紐約州禁止販賣猥褻物品給十七歲以下之未成年人的法令而被控違法，不服

上訴。 

‧爭點 

猥褻物品是否屬表意自由保障的範疇？ 

‧法院意見 

最高法院主張，該法並未侵害表意自由或是憲法上保障未成年的其他自由。法院也主張，

該法基於未成年所下的猥褻定義，具有以保護未成年者為目的的合理關係。即使在此可能對

於所保護的自由有所侵害，但是州對於掌控孩童品行的權力可以超過保護成人的自由範圍。   

 Sable Communications of California, Inc. v.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hnson, 

Jackie & et al: 1997） 

‧事實 

聯邦政府通過了一項禁止提供內含「淫穢」、「粗鄙」內容的州際商業電話訊息服務的法

令。該法乃是針對色情電話的服務。 

‧爭點 

該項法令侵害言論自由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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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意見 

最高法院主張，政府可以禁止「淫穢的」訊息，但是不能禁止「粗鄙的」訊息。雖然最

高法院同意保護兒童避免聽到粗鄙的訊息是一個令人信服的目的，但並不表示粗鄙訊息就是

違法的。 

     ※法院並未定義何謂「粗鄙」，導致在區分「淫穢」(obscene)與「粗鄙」(indecent)的定義

上有所困難。 

這邊是要點出，言論自由是要跟幾種利益相互調和的。特別是與兒童及青少年身心健康

往往是要去注意到的。 

2、管制方式 

（1）、立法或司法管制言論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規定：「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其規範對象是國會(Congress)，因此國會針對不能制定會限制言論自由的相關法

律。然而，我國憲法§23 規定，從憲法§7~§21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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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層次就不同了。因此，就憲法的立法體例而言，在美國言論自由受到保障的層次是屬於憲法

保留，而我國則屬法律保留。不過美國的言論自由也是有限制的。可是限制的方式不是由立

法權，而是由司法權。司法權和立法權最大的差別在於一個是一般性的規範，一個是個別性

的規範。一般性的規範是抽象的，針對不特定人去加以約束；個別性是在個案中把限制找出

來。 

若我們從釋字 445 來看，即可理解立法限制言論自由之問題。釋字 445 是有關集會遊行

法的規定：「同條第二款規定：『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利益之虞者』，

第三款規定：『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之虞者』」，其所謂：「之虞者」

即指「可能性」而不必現實發生危險，大法官認為：「有欠具體明確，對於在舉行集會、遊行

以前，尚無明顯而立即危險之事實狀態，僅憑將來有發生之可能，即由主管機關以此作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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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遊行准否之依據部分，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不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

效力。」簡單講，集會遊行法這樣來規定就是由法律來限制。這樣的立法，是不可以的。所

以，由這號解釋可以說已把我們跟美國的立法例拉的蠻接近的。也就是說這些言論若沒有造

成立即而明顯的危險，如此抽象的列「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利益之虞者」、「有

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之虞者」來當作是可以准許限制的準則，是不

可以的。 

（2）、管制的模式： 

I、事前審查（censorship） 

censorship 一般被認為是比較負面的字眼，認為是會對言論造成箝制。事前審查可稱為事

前允許。 

 出版法（廢）（1999/01/25） 

出版品包括報紙、期刊、書籍，都須經由新聞局來審核，這樣的法律隨著台灣的民主化

1999 年 1 月 25 日立法院廢除。其實在釋字 407 是有發揮的機會的。釋字 407 的蘇俊雄、吳

庚都有表達出這樣的制度是不好的，可惜沒有在釋字 407 把它列出來。 

 釋字 445 II：政治性言論禁止事前審查（非內容事前審） 

釋字 445：「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之言論，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行以前，

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論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簡單講，政治性言論

是禁止事前審查的。可是集會遊行法的制度，還是採取申請制。但前面大法官已經限制其對

內容進行審查，故不是一種 censorship，可是申請制本身還是可以就其他方面為審查。總之，

非內容的事前審查，是允許的。釋 445III：「對此偶發性集會、遊行，不及於二日前申請者不

予許可，與憲法保障人民集會自由之意旨有違，亟待檢討改進。」而且不及於兩日前申請不

許可的規定更與憲法有違。因此現在幾乎隨時都可以申請。所以這裡突顯縱使是非內容的審

查，它也盡量予以允許。 

 釋字 414：商業性言論允許事前審查（釋 414 吳庚等不同意見書） 

釋字 414 是有關藥物廣告，且允許其作事前審查。當然有不同意見。在釋 414 吳庚蘇俊

雄城仲模部分不同意見書：「抑制誇大不實之廣告，主要有賴事後之處罰，而非事先審查，若

無較重之罰則規定，其不遵守審查結果，照原意刊播，主管機關能奈之何？藥品必須經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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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始能上市，尚且顧慮廣告誤人，試問各類食品或所謂健康食品多未經查驗，即可販賣，

對人體健康之影響，恐不下於藥物，何以不事先審查食品之廣告，而僅採用事後追懲之手段

（見食品衛生管理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三條第二款）？再者藥品既經事前檢驗合格，廣告縱

有誇大其辭，購買者除花費金錢之外，照其仿單使用，有何「明顯而立即之危險」可言，以

致於須動用已為先進國家禁絕之事先審查乎？」不過目前還是允許對藥物廣告做事前的審查。 

II、事後處罰（punishment） 

 釋字 206：非醫師之廣告行為處罰合憲 

 釋字 509：誹謗性言論處罰並不違憲（但限縮其處罰的範圍） 

這裡是要調和名譽權與言論自由。釋字 509：「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

係保護個人法益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利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

因此大法官點出誹謗罪本身是沒有違憲的。釋字 509 指出，「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

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度之維護。」既然對於言論自由，國家應給予最

大限度之維護，因此後面要進行一個操作就是對誹謗罪的構成要件進行限縮。這與美國的蘇

利文案有些類似（法治斌，2003：11-12）。 

以前我們會說誹謗罪成立與否之重點，在於到底你講的是真還是假，你如果指摘傳述足

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在釋字 509 以前沒有辦法被證明是真實者，你都要負責。釋字 509 擴

大言論自由保障的範圍，是在於說它把誹謗罪之成立要件限縮了。它現在認為誹謗罪要處罰

是在於真實惡意者，即真正明知道是不實卻又故意去散佈者。所以，釋字 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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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你有非常正當的理由確信其為真實，這種就表示你不是

惡意。所以真實惡意的區別即在此。在操作上一般就是指你有沒有去盡查證之能事。當然不

同的人，不同的身分能做到查證的能力是不盡相同。最近就是有舔耳案判立委有罪，我們一

般對立委的查證能力是有高度的要求，因為他畢竟是掌有高度的資源去做查證的功夫，所以

對他的要求更高。大法官這邊說以前的誹謗罪重點在於真實與否，那現在為什麼說是對誹謗

罪的限縮。現在的重點在於要去處罰真正是惡意的人，那怎麼判斷是否真正惡意，即你明知

是不實又故意散佈。當然新新聞的案子就是一個例子，講到最後，消息來源就是楊照自己。

其他人被判不必負連帶責任，因為大家都是聽楊照的，而最後因為他是真實惡意，所以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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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3、管制面向 

言論自由若是針對非內容的部分，即可以立法對時間、地點、方式加以規範。以下即分

就時間、地點、方式分述之。 

（1）、時間 

 釋字 445 

「避免影響民眾之生活安寧，均屬防止妨礙他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益所

必要」，所以集會遊行的時間、地點、方式可以限制之。 

（2）、地點 

 釋字 445III 前 

「集會遊行法第六條規定集會遊行之禁制區，係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事設施之安

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由此可知，大法官認為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事設施之安全、

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因此如機場、碼頭、醫院、學校等「禁制區」之規範為合憲之規定。 

集會遊行法中規定學校為禁制區之一，然而若學生在校內所為之集會遊行抗議是否即為

非法之行動？我國於此並未有實務意見之形成，美國法院則認為此需視學生集會遊行所主張

之事項為何（Price, Levine, & Carey：1997）。若是針對學校政策所為之集會遊行，法院認為合

法，然若針對學校政策外之集會遊行，如外交政策，則得以禁止之。由此可見，縱使是一個

禁制區，然而若不在該處抗議則無法獲得解決結果時，即需視實際情形決定調和之。如學生

對學校的抗議，病人對醫院的抗議等。當然，其前提必須顧及學生上課的利益，以及其他病

人的權益。以下，以幾則美國判例加以說明（Johnson & et al: 1997）： 

 Adderly v. Florida 

•事實 

     1966 年，在民權運動的期間，有數位佛羅里達 A&M大學─一個純黑人學校─的學生在

抗議行動後遭逮捕。為了要顯示對這些學生的支持，有數百位學生從學校步行到郡立監獄。

他們將監獄的車道封鎖，並在那唱歌及鼓掌。警長要求學生離去，並指稱他們對監獄造成了

妨礙。約有一半的學生離開，而另一半則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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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 

     在特定地點的集會、請願、言論等自由是否受保障？ 

•法院見解 

     最高法院主張，本案中，集會、請願與言論自由是可以被限制的。因為監獄並不是一個

開放給大眾的地方。 

由此可見，美國法院認為監獄並不是一個可供集會遊行的區域，而此即是相當於我國禁

制區的概念。然若就我國集會遊行法之規定來看，則並未將監獄納入禁制區的範圍之內。 

 Pruneyard Shopping Center v. Robins 

•事實 

     Mike Robins與其一群同學到當地的購物商場前舉行一場和平的抗議，因為他們認為聯

合國所做的決議中有反猶太人的意味。他們發傳單給購物民眾，並請他們簽署請願書。商場

的保全人員要求他們離開，而他們也照做了。 Robins與其同儕們隨後控告這家商場侵權。 

•爭點 

     -原告主張，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權利被侵犯。 

     -被告主張，言論自由於本案可被限制，是因為商場是私人財產，而且此項抗議的活動

干擾了民眾購物，進而影響商人賺錢。 

•法院意見 

     法院主張， Robins等言論所採取的方法是平和的，且在商場一般公共區域的活動也是

有規劃秩序的，因此，在時間、地點和方法上都是合宜的，其言論應受保障。 

此案利與前述地點性質不盡相同。不同於前述地點具有公共性質，此案例所顯示出的是

私人區域。然而，當事人所舉行的抗議行為並非於私人區域的內部，而是戶外廣場，因此，

法院認為在未干擾其他人行為之情形，且其採取方法平和，這樣的抗議活動即受到保護與保

障。而此在我國也有相似的概念。比如商店的騎樓，雖然產權屬於私人所有，然而因有行人

通行，一般被認為存有公共利益，具有公共的性質，因此使用權會受到限制。 

（3）、方式 

 釋字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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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遊行法第十條規定限制集會、遊行之負責人、其代理人或糾察員之資格」 

「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同一時間、處所、路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者，為不許可集會、

遊行之要件」 

「第五款規定未經依法設立或經撤銷許可或命令解散之團體，以該團體名義申請者得不

許可集會、遊行」 

「第六款規定申請不合第九條有關責令申請人提出申請書填具之各事項者為不許可之要

件」 

 釋字 509 

釋字 509 乃係針對誹謗罪所作之解釋。誹謗罪係就名譽之損害所作之處罰，而會造成名

譽之損害，就在於對外傳播而損害他人名譽之事項。因此，該號解釋認為，「惟為兼顧對個人

名譽、隱私及公共利益之保護，法律尚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理之限制。」 

4、管制事項 

（1）、政治性、學術性、宗教性之言論 

關於政治性、學術性及宗教性之言論由於受到高密度之保障，因此不得限制之。尤其是

政治性言論，釋字 445 號解釋中曾指出，「集會遊行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違反同法第四條規

定者，為不予許可之要件，乃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之言論，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

會、遊行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論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而於

釋字 414 號理由書中，則更是明確指出，「言論自由，在於保障意見之自由流通，使人民有取

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論等，並依其性質而有不同

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理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論，尚不能與

其他言論自由之保障等量齊觀。」反之，若是有關公意形成、真理發現或信仰表達者，即會

受到更高密度之保障，這也就是前述之「雙軌理論」的意涵。 

（2）、商業性言論 

關於商業性言論，我國相關的法律見解則有釋字 414 以及釋字 577 兩則。釋字 414 號關

於藥物廣告的解釋，在法律實務見解上被認為可以加以管制。然而，在其不同意見書則認為

並無必要以事前管制加以限制之。至於釋字 577 關於商品標示之解釋，雖然亦與消極性言論

之保障有關，然而大法官認為，因為此仍係為商業性言論之範疇，與前述政治性、學術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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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性之言論性質不同，因此，立法者對此可採大裁量的空間加以管制，包括事前審查與事

後處罰兩種方式。 

（3）、猥褻性言論 

關於猥褻，可參考台高刑 93 上易 1273 號的判決。此係有關中央大學何春甤教授之人獸

交網站是否為刑法妨害風化處罰之對象的案例。很明顯的，該網站乃依學術性網站，雖與人

獸交網站設有連結，但是並不構成猥褻。至於與猥褻性言論相關的大法官解釋則是釋字 407

號解釋。釋字 407 號解釋乃針對猥褻性刊物受有新聞局為事先審查限制之合憲性與否。該號

解釋為此揭示了以下的重點：1何謂猥褻？該號解釋指出，「猥褻出版品，乃指一切在客觀上，

足以刺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惡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

化之出版品而言。」此後，幾乎所有關於猥褻的判定，即以本號解釋之定義作為依據。而由

前述定義可知，大法官認為不僅要在客觀上足以刺激或滿足性慾，於社會相當性之概念亦須

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惡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才能夠成所謂的猥褻。2是否為猥褻，「應

就出版品整體之特性及其目的而為觀察，並依當時之社會一般觀念定之。」3承認猥褻性言

論亦是受到憲法所保護與保障的言論，然而，為「兼顧善良風俗及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護」，

則可與以調和限制之。 

上述為我國相關的法律見解，以下則將介紹幾則美國的相關判例以為說明（Johnson & et al: 

1997）：。 

 Sable Communication of California v. FCC and Thornburgh 

•事實 

     聯邦政府通過了一項禁止提供內含「淫穢」、「粗鄙」內容的州際商業電話訊息服務的法

令。該法乃是針對色情電話的服務。 

•爭點 

     該項法令侵害言論自由與否？ 

•法院意見 

     最高法院主張，政府可以禁止「淫穢的」訊息，但是不能禁止「粗鄙的」訊息。雖然最

高法院同意保護兒童避免聽到粗鄙的訊息是一個令人信服的目的，但並不表示粗鄙訊息就是

違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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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並未定義何謂「粗鄙」，導致在區分「淫穢」(obscene)與「粗鄙」(indecent)的

定義上有所困難。 

 Ginsberg v. State of New York 

•事實 

     被告因違反紐約州禁止販賣猥褻物品給十七歲以下之未成年人的法令而被控違法，不服

上訴。 

•爭點 

     猥褻物品是否屬表意自由保障的範疇？ 

•法院意見 

     最高法院主張，該法並未侵害表意自由或是憲法上保障未成年的其他自由。法院也主

張，該法基於未成年所下的猥褻定義，具有以保護未成年者為目的的合理關係。即使在此可

能對於所保護的自由有所侵害，但是州對於掌控孩童品行的權力可以超過保護成人的自由範

圍。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v. Pacifica Foundation 

•事實 

     紐約廣播電台主持人 George Carlin，在一個每週午後的廣播中，以粗話發表了長篇大

論。他所使用的字眼，是不宜在公眾的廣播節目中出現的。該電台已警告聽眾這番言論包含

了「可能會冒犯到某些人的敏感語言」，然而美國聯邦電信委員會(FCC)仍是接到一位男子的

申訴，聲稱其在載著年幼的兒子時聽到這番不雅的廣播，隨後更陸續出現相關抗議之聲。 

•爭點 

   - 原告主張，此番不雅的言論是不適當的，並且為法律所禁止。 

   - 被告主張，廣播言論不應受限制，此乃第一修正案所保護之權。 

•法院見解 

    1廣播媒體在所有美國人民的生活中是廣泛存在的，這般公開的冒犯、低俗的內容，不

僅在公眾的場域或是家庭的私領域裡，皆經由電波傳送給所有市民。因此，顯然避免受擾的

個人權利會比第一修正案的權利來的重要。 

    2廣播聽眾常會把收音機開啟及關閉，因此先前的警告並不能完全保護聽眾不去聽到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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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聽到的內容。 

（4）、專業性言論 

I、民代言論免責權 

為了民主政治的運作，民代所發表的言論即會受較大程度的保障。因此，釋字 122 號為

此作出解釋。另外，憲法雖明確指出立委享有言論免責權，然對言論免責之範圍卻未做出界

定，因此釋字 435 號解釋也為立院中立委全武行的問政形式作出法律見解。該號解釋認為，「憲

法第七十三條規定立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論及表決，對院外不負責任，旨在保障立法委員

受人民付託之職務地位，並避免國家最高立法機關之功能遭致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擾而受影

響。為確保立法委員行使職權無所瞻顧，此項言論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應作最大程度之界定，

舉凡在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行為，如院內黨團

協商、公聽會之發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越此範圍與行使職權無關之行為，諸如蓄意之

肢體動作等，顯然不符意見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益者，自不在憲法上開條文保障之

列。至於具體個案中，立法委員之行為是否已逾越保障之範圍，於維持議事運作之限度內，

固應尊重議會自律之原則，惟司法機關為維護社會秩序及被害人權益，於必要時亦非不得依

法行使偵審之權限。」由前揭可知，大法官認為對於立委非關行使職權之言論，應先由內部

之紀律委員會處理，若議會自律功能無法彰顯時，亦可由司法機關介入調查。 

II、公務人員之限制 

關於個人言論之表達，亦有牽涉到媒介之使用。然而由於第四權對公職人員具有監督之

功能，因此，廣電法已修正要求黨政軍必須退出廣電媒體。於此，在早期，大法官亦曾對公

務人員之言論媒介作出幾項解釋，以下分列之。 

 釋字 6 號 

「公務員對於新聞紙類及雜誌之發行人、編輯人，除法令別有規定外，依公務員服務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不得兼任。」 

 釋字 11 號 

「公務員不得兼任新聞紙類及雜誌之編輯人、發行人，業經本院釋字第六號解釋有案，

至社長、經理、記者及其他職員，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自亦不得兼任。」 

 釋字 1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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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紙雜誌發行人執行之業務，應屬於憲法第一百零三條所稱業務範圍之內。」 

這些解釋主要是以公務人員與言論表達媒介間的衝突角度來做解釋。公務人員因其身分

本即常受較大的拘束，雖然如此，其所受拘束的範圍仍需與職務有嚴格的關聯性。 

III、保密義務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證人為醫師、藥師、助產士、宗教師、律師、辯護人、

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理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

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換言之，這也是緘默權的保護。於此，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並未包括記者在內，所以在新聞自由的面向，許多記者便一直主張應將

其涵括入內，以能保護其消息來源，充分維護新聞自由之行使。 

（5）、暴力性言論 

這裡之言論已非僅指一般性之言論，此種言論已造成某種程度的暴力。比如教唆、精神

幫助（在場助勢）等，僅是動口而非動手的情形，皆屬暴力性言論之範疇。這些言論並非為

受保護之言論，因為以美國判斷的標準而言，這些言論皆已達到「立即且明確的危險」程度。

因此，若是以此項標準用來判斷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煽惑他人犯罪獲違背法令罪」時，

即往往會產生是否應以產生「立即且明確的危險」程度才能成立此罪的爭議。 

以下以幾則美國相關判例另為說明（Johnson, Jackie & et al: 1997）。 

 R.A.V. v. St. Paul 

•事實 

     1990 年的初夏，明尼蘇達州的聖保羅市逮捕了 R.A.V.成員中的五位成人和一位青少

年。他們放火燒了三個十字架，而其中一個是在一位非裔美人的家門前院上。他們被控違反

聖保羅市法律所規定的「憎恨言論條例」。 

     ─任何人在公共或私人財產上設置一個標誌、物體、稱號、特性描述、刻字等，包括但

不限於燒十字架或納粹圖案，而讓人陷入身體傷害或死亡恐懼的威脅者，可以被合理的認為

是基於種族、膚色、信念、宗教或性別上的傷害、暴力、蔑視或憎恨之言論威脅，此乃一侵

犯人身自由之行為，應課以刑罰。 

•爭點 

     被告以燒十字架表達意見的權利，與市政府對因歷史上受種族主義、歧視與暴力之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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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保護利益的衝突。 

•法院意見 

   - 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 R.A.V.敗訴。此乃「暴力語言(Fighting words)」的形式，不應

被允許。 

   - 聯邦最高法院─ R.A.V.勝訴。 「憎恨言論條例」之規範廣泛且模糊不清，再者，第一

修正案並未准許聖保羅市對此種言論設置特殊禁制令，市政府應採取其他方式來達成保護弱

勢團體的目的。 

 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 

•事實 

     Chaplinsky，一位耶和華見證者的信徒，以號召人們入教並譴責有組織的宗教來煩擾人

們。在稱呼市警局長為「該死的法西斯份子」以及「天殺的詐騙者」後， Chaplinsky被逮捕，

並被控違反州法禁止在公共場合指稱「對其他人任何冒犯、煩人或嘲笑的字眼」之規範。 

•爭點 

     冒犯他人的字詞是否受言論自由所保護？ 

•法院意見 

     最高法院支持 Chaplinsky為有罪的見解，因為 Chaplinsky對市警局長所用的字詞與表

達想法無關，並帶有「藐視社會價值」的意味。法院認為，其所用之言詞乃屬「暴力語言」

(fighting words)，有「直接故意引起被指稱之人採取暴力行為之意」。 

 Brandenburg v. Ohio 

•事實 

     一個電視影片顯示出三 K黨黨員在集會中帶著面罩，攜帶槍枝的畫面。在一次的演講

中，Brandenburg即主張「若白人繼續迫害，則復仇勢必發生」。 

•爭點 

     提倡暴力的言論是否受言論自由所保障？ 

•法院意見 

     最高法院認為， Brandenburg的陳述僅是暴力的提倡，或是一個激起暴力行為的意圖，

並沒有煽動立即的違法行為，因此沒有理由限制其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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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顛覆性言論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United States（殷惠敏，2002） 

•事實 

     1971 年，《紐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得到一名前政府雇員提供關於美國捲入越戰的

機密報告副本，同年六月，《紐約時報》開始發表根據該文件所撰寫的文章。政府知悉此事後，

司法部請求法院下令阻止發表報告，該部的請求獲准。 

     ※即當時著名的「五角大樓文件洩密案」 

•爭點 

   - 原告主張，憲法保障新聞出版自由，意味著不能進行新聞審查。政府的行為不過是力圖

阻止反戰活動份子從文件的信息中獲益，那些訊息與其說是軍事機密，不如說是另政府狼狽

不堪。 

   - 被告主張，報社洩漏國家軍機，再者，政府應是國家安全需求的唯一評判者，因此應獲

得法院適當的指令，以實施該主張。 

•法院見解 

   - 聯邦最高法院─原告勝訴。 

     被告主張文件的發表會破壞國家安全，理由並不充分。法院認為，憲法的重要推論是反

對干預新聞出版自由。儘管政府有可能使法院相信報紙發表機密文件將產生可怕的後果，但

是，政府未能證明此案例會產生那樣的結果。 

由本案可見，美國司法部的權力相當大，可請求法院下令限制，而非由新聞局認定可否

發表再加以限制。在我國，當年璩美鳳的光碟事件即是由新聞局進行查扣，其實這並不合法

制。因為新聞局本身是公權力機關，從意見表達自由的角度來看，這樣的行為基本上即是在

箝制雜誌社的言論。再者，新聞局依照廣電法查扣光碟片，然而光碟片是否受廣電法所規範，

則實有疑義。因此，當年新聞局查扣璩美鳳光碟事件已非實際的依法行政，而有民粹的意味

在內。合理的作為應是以侵害名譽之名義，申請法院進行扣押，就如本案例所示，由法院下

令限制才是。 

另外，此案例顯示出的是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間的衝突。國家機密固然重要，新聞自由

之維護亦是相當重要。因此，國家機密若欲對新聞自由限制，即必須要以法律明定「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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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否則對言論自由之保護即無法周全。 

（四）、言論自由在校園中之應用 

言論自由在校園上之應用，以下將結合林佳範（2004），＜學生權利義務之內涵與校園規

範：台灣與美國的法律案例見解與「校規」的比較研究研究報告＞做說明，並提供具體相關

例題於各題之下以供參考： 

1、意見表達之自由 

（1）、學生在校時有沒有權利對任何議題發表他們的意見？ 

（例題：校規規定「忤逆師長」，是否侵犯學生的意見表達自由？）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有。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不應當制定法律⋯限制言論

自由、新聞自由、或是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要求矯正不平等的權利。」 自由發表的權

利對年輕人與對成年人一樣重要，學生對於像是環境、種族、性別歧視、外交政策、地方與

國家選舉等政治議題與成人一樣有興趣表達意見。對學校相關議題亦當然可以發表自己的意

見。最高法院認為：就是⋯這種公開的氛圍⋯才是美國國力和美國人的獨立與活力之基礎。

然而，對與教育原則產生矛盾的言論行為，校方依然可以設定合理的限制。否則學校將無法

達成提供年輕人教育的任務。 

美國先肯定校園裡學生有意見表達的權利。然而，反觀我國，選舉期間是否如此開放？

老師在課堂上大發自己的政治觀點，卻不見得允許學生發表意見。而校方亦會以教育中立之

名，禁止有關政治議題的討論，以及政治標語的張貼。這其實對民主政治以及公民教育都將

造成傷害。反之應該允許討論，呈現多元觀點及意見，教導學生尊重與容忍的民主素養，才

是真正的民主教育，而非害怕爭執以及對立的發生即禁止一切討論。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有。憲法第十一條明訂，「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出版之

自由」。 意見表達自由，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釋字第四四五號），而使人民「實現

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故應給予最大限度

之維護（釋字第五○九號）。然而，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利益之保護，法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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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之方式為合理之限制」（釋字五○九號）。 在過去特別權力關係的

法理下，學生在校園裡，其基本權利的保障幾乎被架空，而在釋字三八二號中，大法官正式

宣告特別權力關係的判例違憲，而打開了基本權利進入校園的大門。  

以往由於特別權利關係之故，許多學生權利的案件皆無法獲得司法的救濟。釋字 382 則

先認可學生的受教權亦受憲法的保護與保障，因而影響學生受教權的退學處分，即應給予學

生請求司法救濟的機會。雖然，學界對釋字 382 的解釋採取「基礎關係說」或是「實質重大

影響關係說」仍有爭議，但因為學生並非只有受教權而已，因此若是從保障學生的基本權利

角度，採「實質重大影響關係說」，才是對學生最大的保護與保障（李建良，1999：82）。 

（2）、學校對學生表達言論可以設定什麼樣的限制？ 

（例題：學校得否限制學生散發批評學校政策之文章？）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有關公立學校學生涉及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權利問題，美國聯

邦最高法院的三個判例正可建立在，當平衡學生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權利與教育任務違背時，

學校該採取的基本原則： 

只要學生的行為沒有對學校工作與紀律造成破壞性的影響，校方不能禁止學生在校時

發表他們個人的意見。（廷克判例） 

只要校方有很好的教育理由，而非只因為他們不同意學生的觀點，校方可以限制學生

由學校主辦所發表的演講，像是由校方出資的刊物或是課堂上發放的講義。（庫麥爾判例） 

    校方可以禁止學生使用粗鄙或不雅的語言來表達他們的意見。（符瑞瑟判例） 

廷克的案例是平和的表達反戰意見，該案例認為校方的處分違憲，不應給予學生記過的

處分。至於庫麥爾的案例，法院則認為學校出資的刊物，學校即得以加以審查，但是必須符

合教育的原理以即正當的程序。所謂教育的原理，就是要有教育的理由才得以禁止，如為顧

及青少年的身心健康即發展，否則其他如政治上、宗教上的理由皆不足以成為禁止學生刊物

印製發行的理由。而符瑞瑟的案例則是認為學校有權利教導學生使用高雅合宜的語言。所以

從上述判例可知，以教育理由，則可對學生言論可能產生「實質且重大之破壞性」的部分加

以限制。 

II、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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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我國尚無法律、大法官解釋或法院，對此問題表達具體的看

法。但我們可以參考大法官會議解釋在幾個有關意見表達自由的解釋或一些基本的憲政原理

與原則中，來判斷學校對學生意見表達自由之限制範圍。如前揭釋字五○九號即表示「在兼

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利益之保護，法律尚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理之限

制」。 

第一、在校園裡為保障其他人的名譽、隱私或公共的利益，對學生的意見表達自由作

合理之限制，而在學校裡最明顯的公共利益，莫過於學校的主要目的，即幫助學生完成學習；

換言之，學校基於維持校園內教育活動之正常進行，當然可以對學生意見表達的傳播方式，

在未涉及意見表達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的情況下，包括其表達的時間、地點、方式等為合理

之規範。（參考釋字四四五號，有關集會遊行法之合憲性，提出可規範的面向，並不可涉及意

見表達之目的與內容，而可針對表達之時間、地點、方式）。 

第二，在釋字第四四五號中，針對集會遊行法中，以條文限制集會遊行之政治性意見

表達之內容，如「不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則與憲法保障意見表達自由之旨有違。所

以，學校亦不得針對政治性的言論，在校規中事先明訂規則來加以規範。 

第三、在釋字第四四五號中，其亦認為規範的用語如「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安全、

社會秩序或公共利益之虞者」、「有危害生命、身體、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害之虞者」，這些用

語皆欠缺具體明確性，尚無發生立即而明顯之事實狀態，僅憑將來可能發生之可能，即限制

其集會與遊行，與憲法保障意見表達之旨有違。換言之，僅憑將來可能之危險為理由來限制

意見表達是違憲的，僅能在事實上立即而明顯的危害狀態下，才可加以限制。  

（3）、什麼時候學校可以因為學生的表達有破壞性而對其作出限制？ 

（例題：學校得否以校規禁止「破壞學校秩序與紀律」之言論？）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關於「實質而明顯（重大）的干擾或破壞」，最高法院將造成

干擾的原因分為： 以理念挑起群眾情緒， 表達理念的時間、地點或態度所引起，理念的

表達是不可以被限制的，但對表達理念的時間、地點或方式則可以做合理的限制。 

在(Tinker)廷克判例所揭示的「形式性與實質性破壞」原則下，校方擁有極大的裁量權來制定

合理的規定，以管理學生在校時可能表達意見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在實務上，法院曾判決



 86

禁止在校園走廊及出入口散發文宣。任何對於發表言論的時間、地點、與方式之限制都必須

要合理。 

「實質而明顯（重大）的干擾或破壞」原則的意涵是，學生表達意見時所造成的一點小干擾，

並不能賦予學校全面禁止該言論的正當性。相反的，有法院判例則拒絕允許學生戴徽章，因

為那些發送徽章的學生過於吵鬧並且在走廊上阻擋其他人；當時較好的解決辦法應該使阻止

這些破壞性的行為而非禁止這些徽章的發送。  

上述的重點在於，學校對學生作出限制時，所應消弭的是騷擾行為而非意見的表達。若

是能夠在消弭干擾而不影響意見表達者，那麼即不應將意見表達一併消弭之。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在釋字第四四五號，我國的大法官針對集會遊行法的合憲性

解釋中，亦表達有關時間、地點、方式等，未涉及意見表達的目的或內容之事項，立法規範

並無不妥。然而，在何種程度下國家即可管制破壞性的意見表達，其認為「尚無明顯而立即

危險的事實狀態，僅憑將來有發生之可能」，來加以管制是不符憲法對意見表達自由之保障。

換言之，「明顯而立即危險的事實狀態」，國家才可以對其加以管制。且在釋字第五○九號中，

亦表達需對意見表達自由給予最大限度的維護，我們亦可反面推論出，類似美國 Tinker案例

所立下的「實質而明顯（重大）的干擾或破壞」原則，蓋若僅是些微的干擾或破壞，國家（或

學校）應予以容忍。  

（4）、學校可以限制學生演講的內容嗎？ 

（例題：學校可以事先審查學生的演講內容嗎？ 

例題：學校可以因為演講內容低俗或用語粗俗而處罰學生嗎？ 

例題：學校可以因為演講內容猥褻而處罰學生嗎？）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通常不可以。學校對於限制學生表現意見內容的權力，遠小

於因為表達的時間、地點與態度不妥當所做出的限制，甚至在言論見解引起群眾的不悅或騷

動時也是如此。廷克一案中法院曾指出：「任何說出來的言論，不論在課堂上、在餐廳、或在

校園中，多少都會引起爭辯或造成騷動，如果這種權力只能在一個有如安全天堂的地方實行，

言論表達的自由就不存在了。」法院認為：除非在有「明顯且即刻的危險」會引起暴力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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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發言者不應該因為聽眾的反應而被壓制其發言的權利。有法院曾裁決：校方不能因為

學生報紙包含了可能會冒犯其他學生的意見，就刻意禁止那份報紙的發放。如果學生發放報

紙是以「合乎秩序、不具破壞性」的方式，那他就不應該因為其他缺乏自制、傾向於過度反

應，且因此具有破壞性影響力的學生而受罰。學校對於產生騷動的憂慮不能僅憑直覺，除非

在現實的情況下已無其他可行的選擇，否則學校當局對於學生在憲法上的權利必須加以培養

及保護，而不是壓抑。可以永久或持續的禁止學生發表言論，只要是不再有防止造成騷擾的

必要，就應解除禁令。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通常不可以。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大法官認為國家對於

政治性的意見不得事先加以審查，且認為相反於意見傳播的時間、地點、方式，有關於意見

表達的實質部分，即其目的或內容事項，是不可以管制，蓋此乃意見表達的自由的核心部分，

需尊重每個人的內心的意思，不能僅因意見不同即加以壓迫，此乃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 

（5）、能否禁止學生戴徽章、臂章、或穿上有傳達特定訊息的衣服？ 

（例題：學校得否禁止學生穿著幫派之服裝或徽章？ 

例題：學校得否禁止學生穿著載有種族歧視訊息之服裝？）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法院意見：不能，通常是不可以的。如廷克案例所裁決的，這些物品本身

並不具有或帶有破壞性，所以除非這些圖案與文字是粗鄙或不雅的，其所傳達的訊息有可能

會造成無法以其他任何方法控制之形式性與實質性的破壞，校方才得以禁止之。例如，法院

認為「無賴，破壞罷工者」既非不雅之辭，也沒有造成實質或明顯而重大的騷動或干擾的可

能。然而，有一個法院支持校方拒絕允許學生配戴徽章，因為過去學生曾經佩帶煽動性的種

族議題徽章而造成校園分裂與緊張。另一個法院則支持校長在美國打越戰時侵入柬埔寨後，

禁止學生佩帶有「罷工」、「團結」、「停止殺戮」這些字眼的臂章，因為先前有四個在肯特州

立大學抗議侵略的學生遭到國民警衛槍殺。法院發現這些學生在這些議題上意見極端分歧分

裂，看來一觸即發，因此對某些臂章進行暫時性的禁止非常合理。在另一個案子裡，法院認

為校規中禁止學生穿為酒精飲料宣傳廣告的衣服並不算違憲。因為如此可以避免可能產生鼓

勵學生飲酒或討論飲酒話題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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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並無具體的相關意見，但應認為通常是不可以。戴徽章或臂

章乃致於在衣服上用文字或圖畫表達特定的看法，乃是一種平和的意見表達方式。在釋字第

四四五號解釋中，大法官曾表示，若是非關其表達之目的或內容的事項，如時間、地點、方

式等，在維護公共秩序或社會利益所必要者，乃立法之裁量範圍。在校園中，以這種方式表

達意見，若未造成學校的課程或目的相違背或干擾，即應容忍其表達。例如，選舉期間，學

校常會避免政治干擾校園，而限制學生穿著所支持政黨的衣服，若這樣的穿著未造成「立即

而明顯的事實危險」，學校的限制，顯然未達所謂的「必要時」，與釋字第五○九號解釋所強

調應給予最大維護的精神有違。 

  再者，若其穿著或配戴之徽章或臂章，係不雅或粗鄙者，此與學校教育的目的與功能，顯

然相反，學校當然應予以適當的管理或輔導與管教。當然，是否構成「粗鄙」或「不雅」，亦

如同所謂「猥褻」，在釋字第四○七號解釋中，大法官亦表示，需就整體的特性與目的觀察，

就一般觀念定之，且需與時俱進地檢討之。 

（6）、學生有沒有權利在學校發放非學校主辦或贊助的文章？ 

（例題：學校得否禁止學生發放廣告？ 

例題：學校得否禁止學生發放地下刊物？）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有，但是有些限制。學校不能通過全面禁止發送文章的規定，

也不能事先制定禁止所謂「破壞性」(disruptive)文章的通則，然後才來決定哪些是具有「破壞

性」的。任何限制學生在校內發放文章的規則，必須十分精確地遵從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要求。

例如，聯邦法院裁定認為：「禁止發放會合理的引導校長預測會對學校活動造成實質上的破壞

與形式上的干擾之文章」的校規太過模糊。因為這條校規並沒有定義何謂「形式上的干擾」

或「實質上的破壞」，所以不夠明確，也就是說校長可以隨意認定何謂破壞。況且，這條校規

也沒有建立起尺度來衡量到什麼樣的情況，文章有可能會造破壞。在某些特定的緊急狀況，

如果有足夠的理由相信會發生暴力事件的話，法院會支持學校禁止學生散發文章的處置。伊

利諾上訴法院，學生出版刊物鼓吹學生丟掉學校要給學生家長的文件，校方需依是否有明顯

重大的干擾而定。否則全面禁止所有「鼓勵同學採取不合法的行動，或不遵守校規及有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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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行為準則的規定」之刊物，會是無效的。法院認為學生對學校的批評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

的保護，除非校方能提出明確的證據，顯示學校紀律確實受到破壞。某一學校試圖禁止學生

在校外所編的報紙，因為裡面有文章提出校長有個「病態的心靈」。法院認為這個評論「不敬

而且無聊」，但是因為這並沒有造成形式上或者實質上的破壞，所以學校不可以禁止。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沒有相關的具體意見，但應認為原則上可以，但可以有些限

制。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中，大法官曾表達不能僅以將來有發生之可能如「有事實足認有

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或公共利益之虞者」或「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

大損害之虞者」等條文內容，有欠具體明確，不得以此來限制意見之表達。所以，在校園裡

學校不得以「有重大破壞學校秩序之虞」之規則來限制學生散布非校方所贊助或主辦的文章。         

（7）、學校可以禁止學生發放誹謗性的文章嗎？ 

（例題：學校得否限制學生散發批評老師教學之文章？ 

例題：學校得否顯制學生散發批評其他同學之文章？）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不可以。當你批評學校人員時，如果它是真的，那當然不是誹

謗；萬一事後證明那不是真的，只要你有相當的理由相信你自己所說的是真的，那也不會構

成誹謗。學校不可以規定禁止誹謗言論出現在校內報紙上，因為學校對於誹謗的定義與最高

法院不同。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誹謗與否由法院來認定，故若如此的規定在執行上會有困難。

在釋字第五○九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誹謗罪的規定，並無違憲的問題，蓋其係為保護個人

法益，屬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權利所必須，惟意見表達自由，係非常重要之人權，應給予最大

限度之維護，所以其認為誹謗最之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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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須瞭解，是否構成誹謗係由法院來認定，至於在

校規中訂定處罰誹謗的言論，即不能由學校來界定。當然，學校是可以導正學生的粗鄙或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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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用語，然而誹謗畢竟與公然侮辱不同，其在於具體地「指摘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刑法第三一○條）。 

（8）、如果禁止論爭雙方的言論，可否因此全面禁止學生表達他們對此議題的觀點？ 

（例題：學校得否以教育中立為由來禁止政治性的言論在校園發表？ 

例題：學校得否以教育中立為由來禁止政治性競選言論在校園發表？）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不可以。廷克(Tinker)判例很明確的說明校方不能因為害怕爭議

會破壞教育，就禁止學生表達他們的意見。有學校行政禁止學生發傳單替民主黨總統選人尋

求志工；學校說有校規禁止使用學校資源來從事所有特定議題之一方或另一方的政治活動，

即使是兩個主要政黨也包含在內。聯邦法院裁定這個政策侵犯了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予學生

的權利，即使共和黨學生也受到同樣的校規管制。法院認為學校違憲的案例：禁止在校園內

散發任何宗教物品或資料，禁止在校園內散發帶有教派、黨派或宗教派別色彩，或目的在宣

揚某種理念之物品或資料，禁止所有組織或團體在校內招募新人（或新兵）。如果學校沒有被

要求允許學生從事與憲法第一修正案有關的活動，但校方還是決定讓學生去做時，他就必須

給對這個議題有不同意見的學生同樣的機會來表達他們的意見。有法院支持學校禁止學生散

發超過十份以上主要由非學生所寫的資料，其理由是，表現自由的保障應該是鼓勵學生寫下

自己的觀點，而不是去散發別人的言論。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沒有具體的相關意見，但應認為通常是不可以。我國的教育基

本法第六條明訂教育中立原則，要求學校不得為政治或宗教從事宣傳，或強迫學校人員參加

政治或宗教活動，然而，此並非意味著學生在校園裡即無法表達任何的宗教或政治性的言論，

學校常會為了避免紛爭而全面性的禁止任何的政治性或宗教性的文宣或活動的進入校園，甚

至禁止學生成立相關之社團，蓋教育中立規範的對象係國家或其機關，避免其強制或偏袒某

一政治或宗教立場。當然，若學校允許某些政治性或宗教性的意見表達，當然亦應允許其他

的意見表達，然而，全面的禁止，雖然看似公平，但無形中亦侵犯的意見表達的自由，雖然

避免紛爭，但無形中亦喪失了民主教育的機會。根據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意見表達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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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應積極地提供表達的機會並保障其安全，而非消極地加以限制，除非已達「明顯而立即

危險之事實狀態」，否則不應禁止或干預。 

（9）、是否可以要求學生在散發著作前先交由學校人員審查？ 

（例題：學生的刊物，學校是否得以事先審查？ 

例題：學生的刊物，學校是否得以其內容猥褻而處罰之？ 

例題：學生的刊物，得否以不符刊登前兩天送審而禁止其刊登？）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或許可以。在校園外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所保障的言論自由，是

禁止做任何「事前審查」，只有少數的例子是在言論表達之後，受到相關法規的懲處。但在校

園裡，學校是否均不得進行事先審查，法院的意見不一。若可以事先審者，亦以否造成學校

重大且實質地破壞學校的秩序為標準，且必須事先規定清楚哪些需受審且交給誰審查。加州

一個聯邦法院支持學生刊物需要事先同意的規則，但強調快速決定的需要；法院警告不論這

份文章是「政治性或是社會性，而且即使只是很短的延誤其發行，也會對其內容效力造成極

大的損害，那麼即使只有一天的約束也是無法許可的負擔。」對於學校的決定，必須讓學生

有聽證及表達意見的機會。最高法院在庫麥爾案例中，支持校方因為教育的理由謹慎控制校

方資助的學生言論內容。教育性理由包括決定某個主題不適合學生閱讀，除此之外也包括結

論說某些文章是無禮、侮辱、粗俗、猥褻、誹謗、偏頗、文筆欠佳、不合乎文法、或者不合

乎事實的。學校不可以只因為不同意學生的見解，便採取管制其言論的措施。法院認為，禮

儀是一種合法的教育關切，因此，學生因發表政見時取笑助理校長講話結巴而被校方取消參

選資格，被認為是合法的。但有法官認為這演說只是「單純的政治性演說」，而非像是在符瑞

瑟案例中不受保障的不雅演說或是會造成破壞性的演說。他認為，如果學校用狹隘及威權獨

裁的方式來教學生閉嘴，那學生要怎麼與他們的教育人員針對自己的教育參與政治性對話？

最好避免使用會讓校方有很好的理由來審查的語言。要探討爭議性的話題，最好先確定已經

有學生在其他地方聽過或見過這些論調。只要證明這些話題的發表在其他地方是被允許的，

學校就沒有合理的理由去禁止了。 

　 II、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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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沒具體之意見，或許可以。在釋第四○七蘇俊雄大法官的不

同意見書或釋字第四一四的吳庚、蘇俊雄、城仲模之協同意見書皆反對言論審查制度，且在

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對於政治性的意見，不得事先審查且關於內容或目的之

實質事項不得限制，而向被詬病之言論審查制度所存在之出版法在民國八八年一月二五日亦

被廢止，換言之，在校園外原則上不會有言論審查之機制存在5。然而，校園裡學校的言論審

查，則必須視其是否代表學校的觀點而由學校出資6與掌控者且非公共論壇之性質者，若不是

則學校必須不是政治上的理由且提出基於教育上的堅實理由，例如粗俗、不雅、或猥褻性之

材料，不適合年幼者接觸等，蓋在釋字第四○七號解中，亦表明保障言論自由，亦需兼顧善

良風俗與青少年健康等利益。在兒童及少年福利法第二六條，限制閱讀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材

料，且在第二七條要求建立分級制度，由此推論之，在學校為保護兒童與青少年身心健康之

利益，篩選學生適合的材料是必要的，當然，若是對人民（包括學生）基本權利之限制，自

需符合正當程序，且內容必須合理妥適（釋字第五六三號），且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中曾表

示「對偶發性集會、遊行，不及於二日前申請者不予許可，與憲法保障人民集會自由之意旨

有違」，即審查制雖然可以存在，但不得因為審查程序的時間急迫而拒絕其申請。  

（10）、學生有權利在校內成立社團或組織嗎？  

（例題：學生得否成立政治性社團？ 

例題：學生得否成立同志社團？）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有。引用廷克(Tinker)案的規則，學生有權利成立課後社團來討

論爭議性的話題和表達不受歡迎的意見，除非學校能夠顯示此社團「形式上與實質上」干擾

了學校活動。法院否決學校禁止學生成立反戰團體分會的處置，認為學生的組織是具有教育

意義的。最高法院認為，除非會造成破壞，否則學校不可否認學生政治組織分會的成立。在

另外一個案例裡，最高法院判決大學不可以拒絕正式認定學生政治組織「民主社會學生」的

分會，除非學校能夠顯示該組織的目標會破壞學校秩序。聯邦法院認為，不允許學生成立專

                                                 
5 然而，廣播電視法第二五條仍規定，除新聞以外之節目均得加以審查。 
6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認為學校有權對其出資之刊物加以審查，只要學校是合理地與正當的教育性理由有關（Price 
& Levine & Cary，19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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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討論具有爭議性議題的組織是違憲的。法院允許州立大學成立同性戀社團，並在校內合法

登記，且必須與其他社團享有同等使用學校設備之權利。校方亦應對宗教性社團與其他性質

的社團一視同仁。學生社團有權自行設計節目、邀請講員，除非有清楚且具說服力的證據證

明可能會造成失序或混亂，否則學校不得任意干涉。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無具體的相關意見，但應認為有權利。我國的憲法第十四條保

障人民的結社自由，當然，結社行為並非完全不受規範，營利性的組織如公司等係受公司法

等所規範，而非營利性的組織，係受人民團體組織法等所拘束，而針對犯罪性的組織亦有組

織犯罪條例之處罰。然而，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中，其亦指出憲法第十四條與憲法第十一

條同屬表現自由，故結社的行為亦得適用意見表達自由之適用。換言之，前揭釋字第四四五

號解釋的法理，亦可適用在結社行為上。在行政法院八十年台上字第二八五五號仍認為學校

與學生社團屬特別權力關係，不得請求司法救濟，惟此乃針對學生自治會選舉的爭議解決，

學生自治會係依學校的規定而成立，自依學校內部的救濟程序來解決，然而，在釋字第三八

二號否定掉特別權力關係後，若有關學生的結社權利之剝奪，當應受理而解決之。  

（11）、學生可以在學校舉行示威遊行嗎？  

（例題：學生可以在學校靜坐抗議？ 

例題：學生可以在校長室拉抗議白布條？）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可能不行。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和平集會」，這是指政府不能

禁止人民在公共場所遊行或示威來表達他們的意見。學校是所謂的「限制性公開討論場所」，

也就是這種場所只因為特定目的，像是學生教育而向大眾開放。因此，校方可以禁止校內妨

害學校教學目的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活動。法院傾向於，禁止在上課期間，或在學校建築內

舉行示威遊行，因為這樣的示威活動可能會在形式上與實質上打擾學校的活動。反對見解認

為，需依抗議者的行為而定，不可全面禁止。例如，自己因示威而缺課，或是干擾他人上課，

則學校可以禁止其示威活動的進行。校外示威比校內示威不可能對學校造成形式上與實質上

的破壞。以影響公共秩序為理由來禁止示威，界線太過模糊，需更明確規定何者為干擾或破

壞的行為。不論示威是在校內或是在校外，與學校政策有關的活動會比與國家議題有關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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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較可能被法院視為合法。因為法院可能不會同意你，認為學校是表達對外交政策不滿的

適當示威場所；但它可能會同意這是唯一適合抗議學校服裝規定的地方。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中，雖是針對集會遊行法，但亦可找

出校園裡的處理原則，為維護校園的公共利益，針對其舉行的時間、地點、方式等非關其目

的或內容事項，學校是可以管理或限制之。示威遊行顯然較會與學校的教學活動相衝突，惟

其亦非皆是如此，例如以安靜而和平的靜坐方式於校園門口為示威遊行活動，即因未影響學

校教學活動，而不必一概不予允許。由此可見，以最大維護之精神（釋字第五○九號）保障

學生的意見表達，亦須視其是否實質地與重大地造成校園秩序的破壞，甚至到明顯而立即的

危險事實狀態，始可限制之。  

（12）、學生有沒有權利使用學校設備來表達他們的意見？  

（例題：學生得否在學校佈告欄刊登反對學校政策之文章？ 

例題：學生得否利用學校的擴音機組織抗議學校政策之活動？ 

例題：學生得否利用學校的教室辦同志演講？）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有時候有。學校並沒有被要求要允許學生使用這些資源去表達

他們個人的觀點，但是如果學校讓一個學生團體使用，就必須也允許其他學生使用來表達不

同的意見。法院可能會要求學校讓學生使用公佈欄，因為在公佈欄上的通知不太可能會具有

破壞性。如果有些學生拿下其他學生的公告，校方有義務要採取行動來對抗這些意圖壓制別

人意見的學生，而不是禁止學生使用公佈欄。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意見：當然學校的資源，應合理與公平地讓所有的學生使用，不論

是在憲法第七條或第一六○條、教育基本法第四條等，皆表達如此的精神。在釋字第三六四

號解釋中，其亦表達在傳播媒體的使用上，國家應保障人民平等接近媒體的權利。相同地，

在校園裡學校應確保學生平等地意見表達之機會，學生沒有權利當然地使用某特定的學校財

產，但當開放給學生使用，需注意到平等的意見表達機會的問題。 

以下舉以美國Westside v. Decision之例以玆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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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side v. Mergens Decision 

‧事實 

     1985 年一月，幾位 Omaha的學生想要成立聖研社以便在課後聚會。校長以學校不能

違反第一修正案的禁置條款而將其要求駁回。學生們委請律師主張 1984 年平等接近法案

(Equal Access Act) 的適用，認為只要學校允許任何與課程不相關的社團成立，那麼他們就

應該提供一個「有限的公開論壇場所」(limited open forum)給大家。例如，既然潛水社、棋

藝社得以成立，那麼學校就不應對聖研社有所歧視，否則就是侵害第一修正案的意見表達自

由。 

‧爭點 

     宗教禁置條款與社團言論表達及平等接近使用的衝突。 

‧法院見解 

     最高法院以八比一的票數判決學生勝訴。 

     最高法院認為，政府和私人對宗教所表現的贊同言論行為是要有所區分的。只要學校不

對宗教社團給予利益，或是強迫學生參與宗教活動，就不算違反禁置條款。宗教性的社團只

是提供成員豐富個人內在的機會。再者，中學生已經夠成熟，且能理解學校不能為學生的宗

教言論背書及支持，其之所以許可乃是基於不歧視的基準上。除非該社團與課程相關，否則

社團有如宗教性社團皆應受平等接近法案的保護。 

（）（）（13）、校方可以因為不同意圖書館書籍的內容而將其從學校圖書館撤架嗎？ 

（例題：學校得否不同意共產主義或台獨之意見，將相關之書籍從圖書館撤除？ 

例題：學校得否不同意共產主義或台獨之意見，而限制購買相關之圖書或報紙？）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不可以。最高法院認為，學校圖書館提供一個學生認可第一修

正案精神的環境，既然校方擁有極大的權力來決定圖書館裡要有什麼書，他們「就不能只因

為不喜歡書中所含有的概念就將那些書從圖書館裡撤架。」學校在課程中移除某些他們不贊

同的課程，亦有相同的問題。在一個案例中法院支持將兩部經典作品從十一年級的課程中剔

除，原因是其認同校方不贊同這些作品所用的性主題以及粗俗的語言，蓋在庫麥爾案例，學

校是可禁止學生接觸不雅或粗鄙與猥褻的言論。然而，在另一個法院，認為校方只因為不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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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話劇的內容就禁止其演出是違憲的。若話劇並不在任何課程範圍內，且學生是自願參與演

出的話，則會更顯學校的行為違憲。學校對自己不贊同的戲劇即禁止其演出，若允許學校這

種行為，將很難教導學生去尊重美國法律所珍視的意見多元性。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我國並沒有明確的法律或司法的見解關於此問題。然而，若將

此問題亦適用意見表達自由之原理與原則來觀之，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中，很明顯地強調

不能僅因意見內容之不同，而限制人民之言論，相似地當學校在移除學校的課程或圖書館的

書籍，必需有充足的教育理由例如猥褻（釋字第四○七號解釋）或不粗鄙等，而非僅是不贊

同該書或該課程的內容，即將之移除。  

（14）、可以強制學生背誦效忠誓辭嗎？  

（例題：學校得否強迫學生向國旗敬禮？ 

例題：學校得否強迫學生背誦佛經或靜思語？ 

例題：學校得否強迫學生參加祭孔大典？）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不可以。憲法第一修正案不只禁止政府因為你表達自己的意

見而處罰你，也禁止政府強迫你表達你不贊同的意見。法院支持「耶和華見證人會」因宗教

理由不向國旗敬禮，當別人向國旗敬禮時，他們可以安靜坐著，但不可阻止別人向國旗敬禮

或宣誓。法院認為：「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無效的異議者，也保護成功的異議者。」因此，學

生追隨拒絕背誦效忠國旗誓辭的學生而不起立，是不能以有「觸怒異議者的恐懼」而作為限

制和平表達的理由。學生拒絕向國旗敬禮的行為，不需經過父母的允許或同意。有學生向聯

邦法院要求禁止學校舉辦升旗活動，因為誓詞中的「奉上帝之名」是宗教用語，不應該在校

園中出現。法院駁回其請求，認為「奉上帝之名」這個字眼只是儀式用語而非宗教性用語。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不可以。在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中，大法官表達，意見表達

的自由，應不僅保括積極地表達自由，亦保障消極地不表達之自由。然而，這種消極不表現

的自由，非不得因公共之利益而加以限制。但以意見表達自由的原理與原則觀之，在釋字第

四四五號解釋中，大法官特別強調不得因為不同意其意見而限制之，所以當個人不贊同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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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而不願背誦，學生不得因此而被處罰，蓋其係因為不贊同其內容。大法官在釋字第五

六七號中表示：「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律規定，亦無論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

改造，皆所不許，是為不容侵犯之最低限度人權保障」，在戒嚴時期對於所謂：「匪諜」，都不

得強制其表態，對於學生的背誦誓基於應相互尊重彼此可以意見上不同，不贊同誓詞，當然

不得強制其背誦。吳庚大法官在釋字第四○七號解釋之協同意見書更直接點出：「而個人有權

選擇沉默，免於發表任何言論，自亦在保護之列，否則強迫『坦白』、『交心』等極權體制下

蹂躪心靈之暴政將重現於今世」。 

2、個人服裝儀容 

（1）、學校可以控制學生穿著及蓄髮的方式嗎？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視情況而定。蓄髮是表達個性的重要方式之一。基於這個原因，

很多法院都秉持美國憲法對隱私權之保障，並藉著第一修正案的自由表達權利，保證人們可

透過服飾及髮型來表達自己。這些法院主張，不論學校裡的學生自治團體有無白紙黑字的寫

下及接受學校所設定的規範，除非公立學校的職員可以證明學生的服裝儀容會引起實質的紛

爭，否則他們不能告訴學生要如何裝扮自己。然而，另有部分法院也允許學校能夠在不需證

明這些服儀會引起危險及紛爭的狀況下，來做一些規定。許多校區採取了類似賓州的校規：「學

生有權利來自制管理他們髮型的長短或型式，這也包括臉部的毛髮。任何有關這方面權利的

限制，必須要能證明他們會在受教育的過程受到爭議或者是會造成健康或安全上的顧慮。至

於學生留長髮所表現出的問題，也應該適時的受到考量。」服裝和髮型的規範相較，法院多

較支持學校對服裝的規範，因為限制髮型就可能會限制到學生在校外的私領域行為，因此對

髮型的限制會較少。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視情況而定。頭髮係屬個人身體的一部分，當然亦有可能成為

意見表達的方式，服裝係遮蔽個人的身體，具有保護的作用，亦常成為表彰個人品味或意見

表達之方式，任意地剪斷別人的頭髮，當然使人格與尊嚴受到嚴重的損害（最高法院民事八

五年度台上字第六二一號）。然而，在校園裡學校對學生的服儀管理，向來被認為是生活教育

的一部份，或係屬學校的輔導與管教之一環（教育部 91台訓（二）字第 91099340A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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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日，教育部再度重申解除髮禁的主張，強調髮式為基本人權，而北市教育局則主張『服

儀』為生活教育之一環。在過去威權統治下，學校亦如同軍事化的管理，統一劃一的髮式是

基本的學校管理要求，再加上特別權力關係的理論下，學校對學生的頭髮或服儀的管理被視

為理所當然的權力。然而，有關學校與老師的輔導與管教權之行使，教育部原訂有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法來規範之，後來九二年一月十五日公佈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修訂，現交由

各校校務會議訂定各校的輔導與管教辦法。學校所制訂之輔導與管教辦法若有對學生頭髮的

限制，是否侵犯學生的人身自由或隱私權甚至意見表達之自由，則尚無任何的司法意見出現。

曾有案例原告主張學校體罰學生並因其頭髮之顏色而被歧視，且要求其染髮不然就消其正取

生之資格，該原告因證據不足而敗訴，惟法官在裁判的理由認為該主張可以請求人格權受損

害之精神慰輔金（民法第一九五條）（桃園地方法院民事九二年度訴字第一九六八號）。  

（2）、如果學生的衣服能夠指出他是幫派的一份子，該不該被禁止？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是。如果學校的教職員能舉出有力的證據，證明這些服飾會

引起暴力，如幫派械鬥，他們就有權禁止學生穿著相關的服飾。法院幾乎總是支持服裝上與

幫派相關的標誌或符號之禁止，然而學校必須證明其確實有如此的危險，而非僅是他們擔心

而已。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無具體的相關意見，但應認為可以。我國的教師法第十七條

授權學校的校務會議對於輔導與管教之事項訂定辦法，從維護學校的安全的角度，這樣的規

定或要求應是合理的。 

（3）、學生的宗教信仰需要留長髮的話，可被要求剪掉嗎？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不行。法院接受學生基於宗教的理由蓄留長髮的主張，學校

若無法提出留長髮會讓學校的秩序破壞，則無法禁止這位學生留長髮。 

 　 　 II、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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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法律與司法見解：可能可以。因宗教理由蓄留長髮，涉及個人的宗教信仰之自由，

不單是人身自由的問題，但在釋字第四九○號，大法官並不認為服兵役與個人的信仰無關，

故對於耶和華見證者的教徒因宗教理由而拒服兵役，並不認為法律有違憲。 

（4）、學校可以規定學生穿制服嗎？  

I、美國 

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法律沒有清楚的規範。加州有這樣的法律允許學校可以規定

學生穿制服。允許者會引發兩種爭議：第一是，要求學生買制服可能會違反學生的免費受教

權；第二則是，要求買制服可能會違反自由表達之權利。若學校提供制服，則第一個問題即

解決。但針對第二個問題，學校比較困難去證明不穿制服會造成學校實質地與重大地秩序破

壞。有人主張多數學生不介意穿制服，但美國憲法是保障每一個個體的權利，而大多數人的

利益並不能違背個人的權利。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一個法庭判決學校的制服規定是否合憲的。

加州有一項法律規定，由家長決定他們的小孩是否要穿制服，這樣比較合憲，但卻也可能會

忽視學校的立場及角度來避免學校有幫派的紛爭的疑慮。 

II、我國 

我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沒有具體的相關意見，但應認為可以。雖然制服限制學生的

表達，但學校有較充足的正當理由來要求學生，基於公共營造物的利用關係，學校為達成其

目的，例如培養群性（教育基本法第三條），可要求學生穿著制服。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九二年十月十六日廢止）第二一條，規定由相關單位主管、家長會代表、教師代表、及學

生代表，共同訂定學校輔導與管教要點，利用民主參與的程序來制訂頭髮或服儀之相關規定，

更能達成民主法治等群育之目標。（教育部 91 台訓（二）字第 91099340A 號函） 



 100

【由解釋文認識言論自由補充資料】 

 平等接近媒體權 

                    台聯立委批公視播放羅大佑污損現任總統的歌             2005.4.2

媒體又號稱第四權，它是一種 Power，也可能被濫用。因此，要怎麼規範媒體，亦即政府對媒

體的內容，可不可以採取干涉，怎麼干涉，是一個很大的學問。另外一方面，從一般人民的

言論自由角度來看，媒體會不會侵犯到我們的名譽？公共媒體播報不實的東西，人民是否有

辦法與它反駁？此即涉及到平等接近媒體的權利，是言論自由所要保護的。前者是消極的避

免侵害，後者則是積極地提供接近媒體表達意見的場所，由此可見，皆跟言論自由有關。 

 公共論壇中的平等接近媒體權 

                            段宜康憤從周玉蔲節目離席                     2005.4.4

段宜康在中國時報中指出，台灣的電視媒體產生政治節目私人化以及傳播頻道意識形態化的

現象，因此認為媒體應該要形成一個公共領域。而所謂的「公共領域」即是主張基本發言權

利─不論是多數意見或少數意見，皆應受到尊重以及維護。若以憲法的角度來看，大法官解

釋則在釋字 364 號解釋中提出一個概念─「平等接近媒體」的權利。亦即在公共論壇要注意

平等發言的權利。這也是探討言論自由中一個十分生活、實際的面向。 

 商業性廣告之審查 

                            金管會限制現金卡廣告之播放                   2005.4.9

法官張升星在中國時報寫了一篇文章《笨，也是基本人權》，其重點在指出言論自由的面向是

相當廣泛的。張升星指出，限制廣告即是涉及到言論自由的限制。舉例而言，在我國釋字 414

大法官會議解釋中即指出藥品廣告乃屬商業性言論之一種，因此是言論自由所保障的範疇。

張升星認為，各種消費資訊自由流通，消費者才能選擇符合其利益的商品。然而，陳仁帥以

《不是不笨，是不能欺騙》的回應認為，雖然消費資訊自由流通，消費者會選擇符合其利益

的商品，但是在資訊不對稱的情況下，消費者將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與選擇。因此，有些消

費者在不了解現金卡背後所潛藏的問題，或是搞不清楚定型化契約的情況之下，再加上申請

現金卡相當容易，因而造成了負債的問題，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歸咎於他們自己笨？而基於維

持金融的穩定與安全，國家特別在釋字 414 的理由書中提到藥品廣告的審查，乃是受有嚴格

的審查規範。只是，亦有不同意見認為只須為事後審查即可，因此這部分還可以再加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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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中的政治性言論 

台大學生申請校內刊登政治競選文宣─行政法院裁判駁回 

最近有一個行政法院裁判，在競選期間台大學生想要刊登一些文宣廣告，學校卻禁止其

刊登。這其實就是對言論自由的一種箝制。可是當學生上訴至行政法院，行政法院還未實體

審查，在程序就將其駁回，因為這不是一種行政處分。 

釋字 382 無形中所豎立的門檻浮現，讓學生無法主張其憲法上的權利，亦即非得要影響

到學生退學方面問題者才能主張。其實，這涉及到大法官在釋字 382 中採取的是「基礎關係

學說」還是「實質重大關係影響」的理論。 

德國學說在檢討特別權力關係時，即是從「基礎關係學說」演變到「實質重大關係影響」。

剛開始強調基礎關係與管理關係時，認為涉及到基礎關係應受到保護；但若是管理關係，則

不受保護。在釋字 382 解釋文中，大法官似乎是採取這樣的解釋，因為退學是影響到學生的

基礎關係（身份的取得），所以若未達到被退學的情況，即僅能為體制內部的救濟，而不能請

求法院的行政救濟。 

然而，德國學說演變至今，現今的通說已以「實質重大影響關係」為準。換言之，不應

該只是以基礎關係或管理關係為準，而是應該視受限制的權利是不是夠重大。其實，釋字 382

似乎也可如此解釋，其認可學生的受教權亦受憲法的保護與保障，而退學實際上已影響了學

生的受教權，因此，退學亦應受到保障。若從此種角度去解釋的話，似乎不限於只有退學才

能請求救濟，而是當所有受到憲法所保護與保障的基本權利受到實質重大的影響時，即應可

請求救濟。 

目前，學界對釋字 382 的解釋仍有爭議。有學者認為應採「實質重大影響關係」；有人則

認為應採基礎關係的學說。當然若是從保障學生的基本權利角度，採「實質重大影響關係」

對學生會是最大的保護與保障，因其不會把門檻限縮的如此狹隘。是故，若以上述提及台大

學生在競選期間欲刊登文宣廣告，卻遭校方禁止的例子，就有可能可以實體審查。然，以目

前的判例而言，是不可審查的。 

 校園內的公共論壇 

                               師大校長遴選的爭議                       2005.4.21

關於校長遴選，在校內即有兩派意見。通常，基本上當權者可以對反對者之言論表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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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控制，然而現在卻剛好相反，校園中一些贊成留任的意見表達，卻從公佈欄中撕除。這是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不過重點是，不管誰是多數，誰是少數，基本上雖然意見有所不同，也

不可用此種方式來限制別人的言論自由。然而，若為當權者，則就並非完全不可限制。此並

不是給予當權者完全封殺別人意見的藉口，而是強調言論必須有違合宜的時間、地點或方式

才得予以限制。因此，若有不同意見時，當權者反而應提供另一個場所、管道讓其表達意見，

才能維護言論自由。校園內的情形亦應如是，應形成一個公共論壇以供校園內成員為意見之

表達。因此，公共論壇應該甚至是可讓學校或學生會舉辦辯論、貼大字報，讓學生大鳴大放

的地方，如此才是提升校園文化的一個作法，而非是有不同意見就將之去除的無民主素養之

地。 

 政治性言論之審查—雙軌理論 

                           連戰出訪  機場集會抗議                      2005.4.26

釋字 445 規定除非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否則不能集會遊行。釋字 445 特別提到，有關

禁制區的規定並沒有違背憲法對言論自由保障的意旨。而當連戰出訪大陸時的機場集會抗議

事件則是一種政治性言論的表達，只是因其表達的時間、地點、方式不符規定，故應受到管

制。然而，整件事的最大敗筆其實是在警察。警察沒有真正的執行公權力，因此謝長廷直接

點出幾個重點：第一、一個現行犯都沒有抓；第二、一個牌都沒有舉。舉牌會形成刑事追訴

的構成要件的該當與否。因此這是警察執行公權力不當，且是嚴重失職的例子。 

 媒體的言論規範 

                           自殺新聞報導將有限制的準則                   2005.5.11

全天候報導倪敏然自殺的消息，逐漸造成人們的反感。這項報導其實已經有許多地方都

已過度化，包括當事人是否有憂鬱症的隱私；以及報導的尺度是否可能對青少年或是其他人

造成所謂的模仿效應。從報導自殺的理由上來看，並非不可報導，只是報導或許必須遵守一

些準則，才可兼顧一些利益。因此，因為這個事件，新聞局與衛生署邀請了專家學者以及各

家電視台的主管進行座談，達成了四項共識：一、自殺新聞報導必須符合比例原則，有所節

制；二、新聞報導內容必須符合平實原則，不渲染誇大；三、自殺新聞報導必須保護當事人

的隱私權；四、新聞報導必須考慮兒童及少年接收的原則，避免引起負面模仿的效應。 

再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針對自殺的報導，亦已列出一些相關的準則，共有七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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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報導，不應該報導自殺方法、細節；二、不要將自殺者再現為英雄化；三、避免簡化自

殺的因素；四、媒體應介紹諮詢網站，提供諮詢電話；五、不要將自殺新聞炒作的太聳動煽

情、誇大及鉅細靡遺；六、不可將自殺描寫成解決個人問題的方法；七、報導應考慮到不會

對家人及倖存者造成傷害。 

由前述可知，為了與某些利益作調和，因此乃需對言論作出事當的限制。然而，關於媒

體的言論範疇，平面媒體則與廣播媒體受到不盡相同的規範程度。平面媒體如報紙，雖然可

以達到一定的大眾傳播功能，不過廣播電視媒體卻有更高層面的公共財的性質。所以釋字 364

號特別強調要保障頻率的公平分配，要保障平等接近媒體這樣的一個權利。有基於此，國家

對廣播電視的控制即更加深入，甚至可包括內容方面之限制。因為其所造成的影響不僅廣泛

而且立即。 

至於如何管制？在我國，則是由經法律授權所制定之廣播電視法來做規範。由於廣播電

視也是言論自由的範疇之一，所以廣播電視並非不能管制，依據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為了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促進社會公共利益等等，就可以以法律限制之。其中，廣播電視法裡對

於部分節目的內容作有審查之規定，依照公共利益及受保障的程度，有些節目可做事前審查，

然而新聞受到較高程度的保障，因此新聞的內容則不得為事前之審查，乃以事後處罰為之。

 



陸、研究成果（二）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大法官釋憲及其體制之介紹 

教案設計 

-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主題標題 大法官釋憲及其體制之介紹─憲法的守護者 

設計者 趙翊伶 

簡介 

要讓學生理解大法官在憲法上扮演著守護憲法精神的角色，知道憲法並未如人

民所想像的，明確規範了維持國家民主憲政體制正常運作與保障人民權益的一

切事項，因此人民在窮盡權利救濟途徑的情況之下，仍可以利用聲請大法官釋

憲的方式來獲得憲法所保障的正當利益。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體認大法官的體制在於守護憲法的精神。 
1-1、能就理解個案中之人權侵犯情況是可以受到救濟的。 
1-2、能理解憲法的權利救濟途徑是聲請大法官解釋。 
1-3、能理解大法官釋憲具有維護憲法基本價值、保障人民基本權利、鞏固

民主政治等功能。 
2、 學生能認識大法官釋憲之制度。 

2-1、能敘述大法官審理釋憲案之流程。 
2-2、能指出大法官釋憲體例的內涵包括解釋文、理由書、不同意見書及協

同意見書，並知道其後所代表的意義。 
3、 學生能以實例判斷並說理。 

3-1、能就事實案例判斷人權保障的情形並說明理由。 

3-2、能依照大法官釋憲的流程將理由及不同意見記錄下來。 

3-3、能以三段式論法進行說理。 

適合年級 高中一、二、三年級 總節數 兩節課 
教 學 活 動 

教學步驟 

順序 內     容 
對應

目標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一、 自編教材一、二。 
二、 輔助教材一。 
三、 教學說明一、二、三、四。 
四、 作業單一、二。 

 

 

步驟

1 

將全班分成六組，每組約六至七人，發下自編教材一「誰能

救救我」的案例事實資訊（徐自強案），讓各組討論以下問

題，並上台分享。 

1-1
3-1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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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以上所摘錄的事實來看，如果你是徐自強，對法院做

出死刑的判決是否會感到服氣？ 

二、本案判決是否公平合理？徐自強在訴訟過程中是否受

有憲法基本人權的保障？ 

步驟

2 

教師針對前述的討論分享做回應，並引導學生思考理解以下

重點【教學說明一】： 

一、憲法基於保障人權，給予人民權利救濟的途徑。 

二、憲法的權利救濟方式即是大法官釋憲之聲請。 

三、大法官的違憲審查權，是鞏固民主政治、保障人權的重

要機制。 

1-2

1-3

25

分

步驟

3 

將六組兩兩合併共成三組，每組約十二到十三人，發下輔助

教材一「釋憲案審理流程圖」及自編教材二「大法官審案」

之案例給各組。由教師先依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理法之規

定，藉由「釋憲案審理流程圖」向學生說明大法官審理釋憲

案的過程【教學說明二】。再請各組就其所分到的案例做應

用，並與全班分享下列事項： 
一、請向全班簡述本則案例之事實。 
二、請陳述你們是否接受苦主聲請解釋憲法的決議。 
三、請說明你們做出此項決議的理由。 

2-1

3-2

22

分

步驟

4 

教師回應各組所作之結論，並就受理決議後續所作之解釋公

告的體例與其背後之意涵向學生說明【教學說明三】。 
2-2

10

分

步驟

5 

請各組將所學之大法官解釋做一應用【作業單一】。讓學生

根據「學校髮禁規定有無違背憲法第十一條言論自由之保

障？」做討論。不同組可以得到不同的答案，請學生假設自

己為大法官，就其討論結果以大法官解釋體例書寫出來。 
給予學生書寫的提示：『解釋文』依照三段論式呈現出，如

「大前提」─憲法根據、小前提─髮禁、結論─髮禁有無違

憲；『理由書』則是表達為何得到此項結論的理由；『不同意

見書』則要針對解釋理由中的哪些理由持有何種不同意見。

請學生自由發揮，並叮嚀每組成員平均分工。最後請各組派

代表上台發表結論。 

2-2

3-3

15

分

步驟

6 

最後總結並介紹大法官解釋之相關資訊途徑，以提供學生將

來搜尋資料的工具【教學說明四】。 
 

3 

分
 

延伸學習 

一、協助班級制訂班規，透過組成的班級學生法庭，分成法官組、律師組與陪

審團，由教師指導，糾紛爭議解決的能力與說理的技巧，並將決議結果及

理由以大法官釋憲的體例紀錄之。 
二、請學生依據釋字 509（誹謗罪是否違憲）的解釋文來判斷是何種憲法權利

受侵害？哪個法律可能涉及違憲？以及大法官的結論如何？【作業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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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誰能救救我

徐自強案概述 

這天上午，徐自強和往常一樣到檳榔攤和岳母交接顧攤的工作，後來岳母吩咐他到郵局提領

現金。此時，在台北大直，房屋仲介商黃春樹也正出門上班，卻在途中遭人綁架勒贖。雖然

桃園龜山郵局的提款機錄影帶證明，徐自強確實於當天上午在郵局提款。可是，就因為被告

黃春棋及陳憶隆的自白，徐自強被判了死刑。 

【吳東牧，正義的陰影，台北：商周。】 

有罪或無辜 

以下是關於徐自強案件在審判時所產生的一些觀點，請你針對這些觀點與夥伴們一同討論誰

比較有道理，並綜合這些看法進行下列的問題討論。 

關於被告自白 

一 

1、被告指出接受警察偵訊時曾遭受刑求。 
2、不同被告說出不同的犯罪情節，但經多次偵訊後綜合結論出一版本。 
3、同一被告對犯罪事實細節的陳述前後不一，法院認為因為之後所說的可能因時間久

遠而模糊或錯誤，因此認為最初的陳述較為正確。 

4、被告翻供後再否認翻供時所說的話。 

 
關於不在場證明 

二 

1、錄影帶證明徐自強在綁架案發生時於郵局提款；依其他被告說法，綁架後已將車開

到別處，法院則仍以開車模擬路程計算時間，認為徐自強可以在參與綁架後回到郵

局提款。 
2、有證人能證明當天下午在策劃贖款勒贖時徐自強並不在場；法院則認為綁架時間發

生在上午，證人只能證明徐自強中午以後在家，因此沒有出庭作證的必要。 
 

關於認定犯罪事實之調查 

三 

1、法院依自白書認定徐自強與被害人因房屋仲介而熟識，被害者家屬接受詢問時則指

出並不認識徐自強。 
2、收取贖金用的車輛為徐自強所租用，法院以此認定徐自強涉案。但徐自強則主張其

他被告無資格租車之故而代為出面，並不知租車用途。若真有預謀要擄人勒贖，應

該沒人願意以真名租車。 
 

問題討論 

1、 就以上所摘錄的事實來看，如果你是徐自強，對法院做出死刑的判決是否會感到服氣？  

2、 本案判決是否公平合理？徐自強在訴訟過程中是否受有憲法基本人權的保障？ 



【自編教材二】                  大法官審案 

案例一

 

資
料
來

源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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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某甲住在一個老舊社區中，擁有輕度精神疾病的他賦閒在家，唯一的嗜好就

是在住家附近閒逛。有天晚上，某甲遇到警察臨檢，被要求查看證件。他向警察

回應一句：「走路不用帶證件！」警察見某甲不願配合，便伸手摸他的口袋，看

他是不是故意把皮包證件藏著不給。這樣的舉動激怒了某甲，他情急之下大手一

揮，還以三字經罵警察：「xxx，你搜什麼搜？」於是，某甲便被警察以「妨礙公

務」之罪告上法庭。 

※法院判決經過 

某甲的家屬認為，憲法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沒有犯

罪嫌疑，又沒有搜索票，警察不可以對人民搜身。但法院認為警察是依法在執行

職務，因此判某甲有罪。 
某甲對於判決不服，判決出爐後，某甲決定上訴。沒想到第二審的判決仍是

某甲有罪。某甲心有不甘，但卻因為心煩意亂，忘了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導

致他判決確定。 

※大法官評評理 

某甲聽說權利受到侵害可以聲請大法官釋憲，請大法官評理。身為大法官的

你收到了這份聲請書，請你就以上的情形判斷到底需不需要為他伸張正義。 

※討論與分享 

請本組的大法官們推派代表上台就下列問題發表議決結果。 

一、 請向全班簡述本則案例之事實。 

二、 請陳述你們是否接受苦主聲請解釋憲法的決議。 

三、 請說明你們做出此項決議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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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二】                    大法官審案 

案例二

 

 

 

 

 

 

 

 

 

 

 

 

 

 
 

 

 

 

※事實 

名叫「蔡濤貴」的小朋友因為名字讀音唸起來像「蘿蔔糕」的台語發音，便

要求父母為他改名。不料，蔡濤貴的父母在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改名時，戶政事務

所的辦事人員卻認為就字義上來說，這個姓名並無不好的意思。除非如「蔡屎」

或「蔡花」等文字或字義一眼即能認定有無粗俗不雅者，才能申請改名。另外，

其亦依據內政部的函令，指出「命名文字字義粗俗不雅，不能以其讀音擴大解

釋」，因而駁回蔡家申請改名的要求。 

※法院判決經過 

蔡濤貴的父母認為，姓名代表一個人，若因他人有不當聯想而導致個人長期

困擾的話，那麼就應該有更改自己姓名的權利。法院則認為，給予人民任意更改

姓名的權利恐將造成社會交易秩序的破壞，譬如偷天換日的情事─只要一改名就

很難追查，因此判定蔡家敗訴。 
蔡濤貴的父母心有不服，認為改名的權利應該也受憲法保護才是，因此一再

上訴，但是所有訴訟程序都用盡了，還是無法讓法院同意蔡家改名。 

※大法官評評理 

蔡家的遭遇讓某位立法委員很是同情，因此便告知蔡家可以用大法官釋憲之

聲請來請求救濟。該位立委並相當熱心的以自己的名義寫了這份釋憲聲請書，希

望請大法官評理人民是否有改名的權利。身為大法官的你收到了這份聲請書，請

你就以上的情形判斷到底需不需要為他伸張正義。 

※討論與分享 

請本組的大法官們推派代表上台就下列問題發表議決結果。 

一、 請向全班簡述本則案例之事實。 

二、 請陳述你們是否接受苦主聲請解釋憲法的決議。 

三、 請說明你們做出此項決議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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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二】                  大法官審案 

案例三

※事實 

微積分和統計學是某乙最頭痛的科目了，不但複雜又難以理解。為了補救令

人垂淚的期中考成績，某乙連續幾週徹夜未眠的準備這兩科的期末考試。果然黃

天不負苦心人，兩科皆高分通過。老師好奇的隨口問道有無作弊？某乙則開玩笑

的說：「哪個學生不作弊？」沒想到，此句玩笑成為校方將之退學的理由。 

※法院判決經過 

    某乙對於學校捏造作弊之事實及理由而將之退學感到不服，認為學校侵害了

他在憲法上所被保障的受教權，因此向學校申訴。然而，學校卻認為某乙所說的

那句話就是其承認作弊的自白，而堅持將他退學。心有不甘的某乙只好向行政法

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撤銷學校的處分。 
    法院認為，某乙因為已經過學校的申訴程序卻仍未得到應有的救濟，因此接

受其退學案件的審理。但是學校指出某乙因為成績的落差之大，確實有作弊的嫌

疑，再加上某乙對老師的「自白」，以及其他「疑似」作弊的行為，讓法院一再

做出某乙敗訴的判決。 

※大法官評評理 

某乙在心灰意冷之際，聽說可以聲請大法官解釋來為其伸張正義。因此便仔

細的在釋憲聲請書上說明聲請釋憲的目的、事實經過及涉及的憲法條文、聲請理

由與立場見解，並附上了相關文件。身為大法官的你收到了這份聲請書，請你就

以上的情形判斷到底需不需要為他伸張正義。 

※討論與分享 

請本組的大法官們推派代表上台就下列問題發表議決結果。 

一、 請向全班簡述本則案例之事實。 

二、 請陳述你們是否接受苦主聲請解釋憲法的決議。 

三、 請說明你們做出此項決議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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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一】           誰能救救我之補充提示

本案例為真實案例，已做出釋字 582 號解釋。而此案例之作用即在於讓學生體認權利受

到侵害，且救濟途徑已盡窮途末路之情境。藉此引起動機，進而理解人民在窮盡權利救濟途

徑的情況之下，尚有聲請大法官釋憲以獲得憲法所保障之正當利益的方式。 

 問題討論之延伸補充 

1、 就以上所摘錄的事實來看，如果你是徐自強，對法院做出死刑的判決是否會感到服氣？ 

2、 本案判決是否公平合理？徐自強在訴訟過程中是否受有憲法基本人權的保障？ 

針對這二個問題的回應，有三項重點可作為補充說明：（1）基本人權（訴訟權）之侵害；

（2）權利救濟的概念。由憲法的權利救濟方式─大法官釋憲之聲請，來補充說明；（3）大法

官釋憲的功能。 

 基本人權（訴訟權）之侵害 

憲法第十六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依照釋字 582 號解釋指出，「就刑事審判上之被告

而言，應使其在對審制度下，依當事人對等原則，享有充分之防禦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

又「刑事被告對證人詰問之權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

之正當法律程序所保障之權利。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

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因此，

以「誰來救救我」所摘錄的資訊來看，法院並沒有給予被告徐自強充分的防禦權，對證人的

傳喚決定也太過草率。 

另外，再加上釋字 582 號解釋也指出，證據必須「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

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並且「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

發見及人權保障，被告之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從「誰來救救我」所摘錄的資訊來看，法院對於其他被告所作之

自白並未慎重斟酌其是否真實可信，並且對證據之調查也未盡其之能事。因此，從上所述，

被告徐自強在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受到侵害，法院所作之判決未盡公平合理，具有不服

裁判的理由。 

 權利救濟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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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人民的基本權利，我國憲法規定人民可利用訴訟程序來請求救濟。然而，當訴訟

程序已走到盡頭，但權利卻仍未獲救濟時，則還有一種憲法的途徑可以為之─即是聲請大法

官的解釋。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的規定，聲請解釋憲法，須

具備以下條件： 

一、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有遭受不法侵害的情形。 

二、經過法定的訴訟程序，並在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取得最終確定終局裁判。如果依

法可以上訴而未上訴以致裁判確定，就是沒有用盡審級救濟途徑，也就不可以根據

此種裁判提出聲請。 

三、認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律或命令，有牴觸憲法的疑義。 

因此，人民可以以聲請大法官解釋的方式來獲得權利之救濟，但前提在於，其不法受到

侵害的基本人權已用盡審級救濟的途徑，而且確定判決中所適用的法律或命令有牴觸憲法的

疑義才可。由此可見，並非是所有案例情況都可以用大法官解釋來救濟的。 

 大法官釋憲的功能 

在一個民主國家，憲法可謂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契約，規範著政府的職責與權力範圍，

及人民的權利與義務，藉以約束政府權力的不當擴張，並保障人民基本權利。以一個成文憲

法的國家而言，雖然有憲法條文可以作為依循的確切依據，但憲法身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

法」，在條文的內容上多只是一些基本原則的陳列，加之憲法是最高位階的法，其他法律、命

令皆不得與之抵觸，這些因素都使憲法在執行上不免發生諸多疑義，而產生了解釋憲法條文

的必要性。 

因此，在憲政體制的層次上，我國設有獨立於司法審判體系的大法官制度。藉由賦予大

法官之「違憲審查權」─解釋權，讓其以「一隻筆」所形成的劍，透過「解釋」，運用「判斷」，

以對社會價值與法律正義做出適當的反映，從而能追求國家整體規範的完整性。因此，大法

官體制是鞏固民主政治的重要機制。而其所作成的釋憲解釋文，不但促使我們的民主憲政體

制能順暢運作，也發揮了人權保障的功能，是故，大法官可以說是「憲法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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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二】          釋憲案審理過程概念之補充

 釋憲案審理流程 

一、 機關／人民聲請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一)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行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律與命令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二)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受不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三)依立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

法律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最高法院或行政法院就其受理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

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聲請解釋憲法不合前二項規定者，應不受理。 

 

二、 大法官三人審查小組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條第一項 

司法院接受聲請解釋案件，應先推定大法官三人審查，除不合本法規定不予解釋者，應敘明

理由報會決定外，其應予解釋之案件，應提會討論。 

 此步驟在為釋憲案之形式審查。所謂的形式審查，即是針對聲請案件所須具備的程

序、條件與格式是否合於規定而做的審查程序。因此，這部分大法官會先審查聲請

解釋是否符合得聲請的條件，再視其所檢送之聲請書內容格式是否符合規定。不法

受到侵害的基本人權已用盡審級救濟的途徑，而且確定判決中所適用的法律或命令

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才可。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請見一、機關／人民聲請）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八條第一項 

聲請解釋憲法，應以聲請書敘明左列事項向司法院為之：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理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立場與見解。 

(四)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數。 

 

三、 大法官全體審查會        受理→形成解釋原則→解釋文理由書草案 

          　 不受理決議 

 此步驟除程序審查之確認外，更開始進行實體審查之程序。所謂實體審查，即是對

當事人所聲請之內容事項做審查。也就是審查聲請人指稱在確定判決中所適用的法

律或命令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是否真有違憲情況。 

 此階段接續上個步驟，將不合程序之聲請案件提於此處來做是否「不受理」決議之

討論。若決定受理或本即接受受理之聲請案件，即進一步開會討論形成解釋原則，

並推舉大法官起草解釋文，書寫理由書草案，再提會討論。另外，大法官贊成解釋

原則，而對其理由有補充或不同之法律意見者，得提出協同意見書；對於解釋原則，

有不同之法律意見者，得提出不同意見書。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條第一項 

司法院接受聲請解釋案件，應先推定大法官三人審查，除不合本法規定不予解釋者，應敘明

理由報會決定外，其應予解釋之案件，應提會討論。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一條 

前條提會討論之解釋案件，應先由會決定原則，推大法官起草解釋文，會前印送全體大法官，

再提會討論後表決之。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大法官解釋案件，應參考制憲、修憲及立法資料，並得依請求或逕行通知聲請人、關係人及

有關機關說明，或為調查。必要時，得行言詞辯論。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六條第二項 

大法官全體審查會議，由值月大法官召集，並由大法官輪流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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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法官會議      表決作成解釋／議決不受理案 

 大法官會議之舉行在於表決憲法解釋草案與不受理案是否通過。憲法解釋草案經過 

幾次會議的討論後，於大法官會議中進行表決。通過後，即成正式的解釋文。不受

理案則在大法官全體審查會議時即先做出決議，於大法官會議中再進行投票表決乃

是展現對人民權利保障的慎重。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二條 

大法官會議時，其表決以舉手或點名為之。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大法官解釋憲法，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過。

但宣告命令牴觸憲法時，以出席人過半數同意行之。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六條第一項 

大法官會議以司法院院長為主席，院長不能主持時，以副院長為主席。院司、副院長均不能

主持時，以出席會議之資深大法官為主席，資同以年長者充之。 

 

五、 公佈解釋公告／不受理決議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大法官決議之解釋文，應附具解釋理由書，連同各大法官對該解釋之協同意見書或不同意見

書，一併由司法院公布之，並通知本案聲請人及其關係人。 

 大法官審查結果認為不合法定聲請要件的聲請案，在經過全體大法官議決應不受理 

後，亦會將不予受理的結果公告，並連同理由函知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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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三】             大法官釋憲體例之說明

 各組案例之回應提示 

※ 案例一 

就案例一而言，大法官們應為「不予受理」之決議。因為釋憲案之聲請，必須於事先經

過法定的訴訟程序，並在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取得最終確定終局裁判。因此，依法可以上

訴而未上訴以致裁判確定，就是沒有用盡審級救濟途徑，也就不可以根據此種裁判提出聲請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 

某甲因心煩意亂而未能及時上訴，導致裁判的確定，就是沒有用盡審級救濟途徑，所以

大法官在釋憲案之審查時，會因程序上聲請釋憲的條件不合即作出「不受理」的決議。 

※ 案例二 

就案例二而言，大法官們應為「不予受理」之決議。因為得以聲請大法官釋憲之對象限

於人民與機關。而雖然人民包括個人與立法委員，但是立法委員之身分只能就其職權之行使，

在適用憲法上發生疑義，或於適用法律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時，才能聲請大法官解釋（司法

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 

因此，該位立法委員並非權利受到侵害的當事人，不能以自己的名義幫別人聲請大法官

解釋。是故，大法官在釋憲案之審查時，即會因程序上聲請釋憲的條件不合而作出「不受理」

的決議。 

※ 案例三 

就案例三而言，大法官們應為「受理」之決議。依照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與

第八條之規定，某乙皆合於聲請案在形式上的條件。因為某乙在憲法上所保障之受教權受到

侵害，且其在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仍對最終確定終局裁判不服，再加上其所書寫的聲請書

格式內容亦都符合規定。因此，大法官在釋憲案之審查時，即會因程序上聲請釋憲的條件資

格通過，而作出「受理」的決議。 

 大法官釋憲體例 

大法官解釋之體例可分為「解釋文」、「理由書」、「不同意見書或協同意見書」等。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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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解釋憲法之所以必須以如此嚴謹的方式呈現，其核心概念即在於「講理」。大法官們必須負

責的交代其是如何決定聲請案所指涉的事項有無違憲，因此，必須有條不紊，依照憲法精神

內涵，以及晚進法學發展之概念，做邏輯式的推演解釋，以為合理解釋的追求，進而做到以

理服人。反之，若大法官們未將其所做決定之理由告訴大眾，而僅公告結果，那麼則將無法

信服於人，進而會被譏為司法判決上的「太上機關」─大法官說了算。另外，又由於法學上

的原理原則以及考量點的不同，導致大法官們對於同一事件往往擁有不同的見解。因此，大

法官解釋的體例除了解釋文及其理由書外，還設有不同意見或協同意見書的體例。  

※「解釋文」、「理由書」與「不同意見書或協同意見書」的內涵架構： 

‧解釋文（三段式論法）─ 

（大前提）違憲的根據；（小前提）解釋的客體；（結論）有無違憲 

‧理由書─為何會得到上述結論的理由。  

‧不同意見書─對於解釋理由中，有哪些不同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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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四】                相關資訊

 相關網站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1_03.asp

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http://nw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全國法規資料庫網站 

http://law.moj.gov.tw/fl.asp

元照法律網 

http://www.angle.com.tw/index.asp

法源法律網 

http://www.lawbank.com.tw/index.php

 相關期刊 

司法院公報 

總統府公報 

其他相關法律期刊。 

 相關書籍 

六法全書 

大法官會議解釋彙編 

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2003）。大法官，給個說法：人權關懷與釋憲聲請。台北：商周。 

周良黛（1998）。大法官會議憲法解釋與憲政制度之成長：釋憲案與立法權之調適。台北：時

英。 

蔣次寧（1994）。釋憲制度與法治建設。台北：溫文欽。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1_03.asp
http://nw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http://law.moj.gov.tw/fl.asp
http://www.angle.com.tw/index.asp
http://www.lawbank.com.tw/index.php


【作業單一】  學校髮禁規定有無違背憲法第十一條言論自由之保障？

                 
 

                 

百變髮型，展現自我？！ 

 
有人認為，髮型是個人表現裝扮的一種形式，而頭髮是身體的一部分，要怎麼展現是個

人的人身自由（憲法第 8 條）。也有人認為，髮形是凸顯自我的一種展現，可以顯示自己與別

人的不同，甚至也可以用來表達意見（憲法第 11 條）。 

這兩種說法聽起來都很有道理，但是，不論何種說法較有道理，以讀書為最大本業的學

生，是不是也受到這樣的保障？學校裡往往設有髮型的限制。因為，學生要有學生的樣子，

而且，把心思關注在讀書上，也才能獲得充分的學習。那麼，身為學生的你，看法又是如何

呢？ 

請你假設自己是大法官，針對「學校髮禁規定有無違背憲法第十一條言論自由之保障？」

發表意見，充分討論。最後將多數的意見整理成解釋文，並書寫理由書以及不同意見書。期

待大家的解釋囉！ 

 
 
 
 
 

貼心小提示 

 

※憲法第八條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行犯之逮捕由法律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

序，不得逮捕拘禁。」 

※憲法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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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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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髮禁規定有無違背憲法第十一條言論自由之保障？ 

解釋文 

 
 
 
 
 

 

理由書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作業單二】          從大法官解釋中尋找人權之保障

 

釋字 509 解釋文 
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

度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

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利益之保護，法律尚非

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理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利所必要，符合

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

其為真實者不罰，係針對言論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

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行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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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

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論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請你就本號解釋文中尋找 

一、是何種憲法所保障的權利受到侵害？ 

 

 

二、文中哪個法律可能涉及違憲？ 

 

 

三、大法官的結論如何？ 

 
 
 
    年   班   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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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自由之內涵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主題標題 言論自由之內涵─文字獄的「禁」與「囚」：從朱元璋到柏楊 

設計者 賴宏銓、趙翊伶 

簡介 

人類的權利是先民歷經諸多努力而來，正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殊不知現代社會的人民對於人權的觀念與運用，給人一種深深的感嘆，即是『身

在福中不知福』，而不知在過去專制王權時沒有言論自由的境況。  

    所謂言論自由之權利，簡單來說，就是在不侵犯他人權益的前提下，任何

人有權表達任何意見而不受限制。換言之，不管其言論之內容你同意與否，只

要這個言論沒有侵犯到他人的權益，我們都應該保護並尊重他（她）的意見表

達自由。 

教學目標 

1、認識言論自由的內涵與功能。 

1-1、能指出缺乏言論自由保障與受言論自由保障的情境差異為何。 

1-2、能舉出消極容忍不同意見的例子。 

1-3、能說出言論自由的內涵除了要消極地容忍不同意見之外，更應該積極

地保護其意見表達之自由。 

1-4、能說出言論自由的功能在於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監督政

　 　府。 

2、體認言論自由的重要性。 

2-1、能理解言論自由體現了人格自主決定與自我實現。 

2-2、能了解言論自由受到侵害與受到保障時對人們有何影響。 

3、判斷言論自由是否受有保障之情形。 

3-1、能就生活經驗與實例判斷言論自由否受有保障的情形。 

3-2、能判斷言論自由如何受到侵害。 

適合年級 高中二年級 總節數 兩節課 

教 學 活 動  

教學步驟 

順序 內     容 
對應

目標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一、自編教材一、二、三。 

二、教學說明一、二、三、四。 

三、作業單一。 

  

 

步驟1 

以自編教材一「光生天下─明太祖朱元璋之文字獄」的故事

來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並藉由戲劇扮演的方式讓學生了解

在過去的君王專制時代下，缺乏言論自由保障的情境為何。 

1-1

3-2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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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教師為前述故事作小結，並說明到了近代，我國亦曾於專制

時代發生過文字獄的事件。接續將全班分為六組，每組發下

自編教材二「柏楊與大力水手卜派」【教學說明一】，請同

學思考下列問題，並發表意見： 

1、 請討論這則漫畫情境有什麼意涵？ 

2、 為什麼翻譯這幅漫畫讓柏楊入獄？ 

3、 請說出台灣社會曾對總統批評的實例。並討論為何這些

批評不會有入獄的後果？ 

4、 從生活中去觀察，你覺得言論自由有什麼作用？ 

允許學生發表多元意見。 

1-2

1-3

27 

分 

 

步驟3 

一、向學生說明言論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

理、監督政府等功能，故應做最大限度的保護。（參考

釋字 509 號解釋【教學說明二】） 
二、老師向學生說明自編教材三「真實歷史檔案」之事例，

藉由真實案例的陳述，請同學思考該項事件是否屬言論

自由的範疇？是否受有保障？請同學就其生活經驗回

應相關事例。【教學說明三】※自編教材三「真實歷史

檔案」 
實現自我─假如我是一隻海燕─台灣現代舞之母  蔡瑞月 
溝通意見─悲情畫家  陳澄波 
追求真理─挑戰傳統思維的偉大科學家  伽利略 
監督政府─批判腐敗政府的第一哲人  林茂生 

1-4

2-1

2-2

3-1

3-2

50 

分 

 

步驟4 

總結 

言論自由從過去專制侵害到今日民主保障的演進，讓學生對

言論自由能有初步的認知【教學說明四】。協助學生整理步

驟一到步驟三的基本概念，並詢問學生有無相關問題。 

 
15 

分 

 

 

延伸學習 

將學生分為六組，每組約六到七人，請學生就生活週遭所發生之言論事件蒐

集、分析並以報導、戲劇、解說等其他方式說明該事件是否為言論提供積極的

保護和平等發言的平台；以及是否對於不同意見給予消極的尊重與容忍。發給

各組一張學習單一，為學生舉例並給予學生重點提示，留存空間讓學生為該組

所蒐集到之事例作摘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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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言論自由─光生天下

簡簡介介  
人人類類的的權權利利是是先先民民歷歷經經諸諸多多努努力力而而來來，，正正所所謂謂『『前前人人種種樹樹，，後後人人乘乘涼涼』』，，殊殊不不知知

現現代代社社會會的的人人民民對對於於人人權權的的觀觀念念與與運運用用，，給給人人一一種種深深深深的的感感嘆嘆，，即即是是『『身身在在福福

中中不不知知福福』』，，此此外外，，現現今今的的人人遇遇到到權權利利被被侵侵害害時時，，往往往往不不知知如如何何處處理理？？又又常常常常於於

運運用用權權利利時時，，忽忽略略相相互互尊尊重重的的概概念念。。    

角角色色模模擬擬  ──  光光生生天天下下  

明明太太祖祖朱朱元元璋璋大大興興黨黨獄獄，，以以掃掃除除登登基基的的障障礙礙。。加加上上他他的的猜猜疑疑心心重重，，不不信信任任他他人人，，

所所以以實實行行恐恐怖怖政政策策，，找找各各種種理理由由誅誅殺殺功功臣臣，，跟跟他他一一起起出出生生入入死死的的功功臣臣，，能能得得到到

善善終終的的幾幾乎乎沒沒幾幾人人。。此此外外，，據據說說明明太太祖祖因因長長相相奇奇特特，，又又曾曾出出家家當當和和尚尚，，所所以以他他

痛痛恨恨別別人人提提起起而而大大興興文文字字獄獄，，例例如如：：光光（（光光頭頭））、、生生（（音音似似僧僧））、、尚尚、、釋釋、、法法坤坤

（（音音似似法法髡髡））等等字字，，太太祖祖都都認認為為是是臣臣下下譏譏諷諷他他當當過過和和尚尚，，而而禁禁用用這這些些字字。。西西元元

11338800 年年，，宰宰相相胡胡惟惟庸庸因因圖圖謀謀不不軌軌被被殺殺，，太太祖祖認認為為相相權權太太重重，，於於是是廢廢除除宰宰相相，，所所

有有的的事事由由皇皇帝帝親親自自處處理理。。為為了了監監視視臣臣民民，，太太祖祖還還設設立立錦錦衣衣衛衛，，又又施施行行「「廷廷杖杖」」，，

也也就就是是在在朝朝廷廷上上責責打打大大臣臣，，當當時時因因廷廷杖杖被被打打死死的的人人相相當當多多，，對對於於士士大大夫夫的的尊尊嚴嚴

打打擊擊殆殆盡盡。。太太祖祖為為了了鞏鞏固固帝帝位位與與權權力力所所採採取取的的種種種種措措施施，，使使他他又又呈呈現現暴暴君君的的性性

格格，，歷歷史史學學家家對對他他可可說說是是毀毀譽譽參參半半。。  

  

  



【自編教材二】               柏楊與大力水手卜派

1968 年 1 月，《中華日報》的副刊登載了以下這幾則『大力水手』漫畫 

 

卜派：好美的王國⋯我是國王，我是總統，我想是啥就是啥！ 
小娃：哇哩！ 
 
 

卜派：你算皇太子吧！ 
小娃：？我要幹就幹總統！ 
卜派：你這小娃⋯口氣可不小。 
 

小娃：老頭，你要寫文章投稿呀！ 
卜派：我要寫一篇告全國同胞書。 
小娃：全國只有我們兩個人，你知道吧！ 
卜派：但我還是要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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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派：我國乃民主國家，人人有選舉權！ 
小娃：人人，只有兩個罷啦！等我想想⋯ 
卜派：！ 
小娃：我要跟你競選。 
 
 

卜派：等我先發表競選演說。 
小娃：好吧！ 
卜派：全國同胞們⋯ 
小娃：開頭不錯！ 
卜派：千萬不要投小娃的票⋯ 
小娃：這算幹啥？ 

集思廣益 

 
 
 
 
 
 
一、請討論這則漫畫情境有什麼意涵？ 

二、為什麼翻譯這幅漫畫讓柏楊入獄？ 

三、請說出台灣社會曾對總統批評的實例。並討論為何這些批評不會有入
獄的後果？ 

四、從生活中去觀察，你覺得言論自由有什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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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三】                    真實歷史檔案

※實現自我─假如我是一隻海燕─台灣現代舞之母  蔡瑞月 
 

自小我就極愛跳舞，我的身體總是不由主地律動著，一股歡欣自內裡

湧出。你可以拘禁我的身體，但是你永遠抓不到我的靈魂。 

                                    ─台灣現代舞之母，蔡瑞月 

 

蔡瑞月（1921-2005）從小就愛跳舞，台南女二中畢業後，蔡瑞月帶著

她不安分的舞蹈細胞隻身前往日本學舞，一圓荳蔻少女的美夢；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隨舞團在日本、南洋各地巡演，累積了豐富的舞台經驗。大戰結束後，當時二

十五歲的蔡瑞月和其他留學生一樣，懷抱著回國貢獻所學的理想，台南女兒踏上歸鄉之途。  

  一九四六年，蔡瑞月搭大久丸輪號返台。在甲板上，她迎著海風忘我的練舞，與一群熱

愛音樂、藝術的歸國學子，以台灣作曲家蔡培火的《咱愛咱的台灣》跳出台灣農村的景致，

也跳出離鄉學子們思鄉情懷。她還化身印度女神，編跳「印度之歌」，伴隨著同學所演奏的

小提琴聲，翩翩起舞，乘風破浪，大膽的姿勢吸引了眾人的目光，傳為佳話，也展現她對舞

蹈的熱情。  

  從日本歸國後，蔡瑞月帶了第一雙芭蕾舞硬鞋到台灣，跳出台灣第一支現代舞。她無視

於社會的雜音，跳出了「有礙風化」的男女雙人舞，在 1947 年的中山堂，發表轟動藝術圈的

舞蹈發表會。蔡瑞月是前衛的，她的舞蹈並不侷限在社會既定價值觀；她的愛情是轟烈的，

認識三個月，便與詩人雷石榆情定終生。 

  即便是作為開啟台灣現代舞的先驅，蔡瑞月的生命卻不是從此一帆風順。蔡瑞月和台大

教授雷石榆結婚後，捲入白色恐怖。1947 左右，蔡瑞月收到一名學生從香港的來信，「你們

快來吧！很多人從香港渡往大陸，如果你去，他們會重用你」，讓雷石榆滿心歡喜地申請帶

妻兒出境，卻在洗塵的家庭晚餐前被吉普車帶走，一去不回，被捕、坐牢，驅逐出境。後來，

雷石榆潛入香港，寄來一封沒有通訊地址的家書，讓蔡瑞月一再被逼問是否跟丈夫聯絡，最

後她以「通匪」被捕入獄，從台北保安處、轉送新生總隊感訓處，隔年再被移送綠島，總共

坐了三年黑牢。 

雷石榆遭放逐到中國大陸，蔡瑞月則飽受牢獄之災，生活從此變調。儘管如此，大時代

的苦難，卻澆不熄蔡瑞月熱愛舞蹈的心志。儘管在牢房中，她也從未中輟編舞，她靠著柱子

壓腿拉筋，甚至教牢友跳舞，用舞蹈去鼓舞其他的獄友，對與舞蹈的熱愛永不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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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遭遇，對於一個熱愛舞蹈的舞蹈家來說，藝術、舞蹈創作從此走上極端艱難的歲

月。蔡瑞月不斷地接受調查，定時向「上級」會報，藝術家最重要的創作與學習自由，也從

此被剝奪了。從綠島歸來之後，蔡瑞月在中山北路開設中華舞蹈社，藉著對舞蹈的熱情，支

撐著蔡瑞月，讓她吞忍著這些政治迫害干擾的作為。就這樣，她一直以單薄的身軀對抗著強

硬的體制。 

然而，由於被列入政治黑名單，許多創作可以作出來，自己卻不能出國演出，心理上因

為情治單位長期的調查而受盡折磨；舞蹈社數度遷移；1961 年《柯碧麗亞》公演售票遭罰款

的事件；1981 年辛勤創作多年多的舞劇《龍宮奇緣》受政治力強行干預，被迫退出演出讓蔡

瑞月心灰意冷，終於於 1982 年，黯然選擇離鄉移居澳洲。 

作為一個曾坐過牢、「有案底」的藝術家，蔡瑞月能創作的空間深受限制。從日本回台的

「大久丸」上，蔡瑞月以露肩、露肚臍的一身華麗且帶異國風味的裝扮，跳自編的《印度之

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她對遙遠世界的夢想與憧憬。然而，這類似的創作方向，在往後

的四十年間，卻被擠壓，而成為編跳《貴妃醉酒》、《苗女弄杯》、《虞姬舞劍》等所謂的「民

族舞」與《胡桃鉗》、《玫瑰之魂》等芭蕾舞劇。創作舞顯然並非這時期的主流。 

那個在日本受現代舞啟蒙，一心想要為台灣舞蹈界創造綠洲的蔡瑞月，如果不是回台灣

後受白色恐怖迫害，基本上等同於被禁足，她能為台灣舞蹈界開拓的天空，相信絕不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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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意見─悲情畫家  陳澄波 

陳澄波（1895-1947 年）的童年孤苦，不過卻生性樂觀。他活潑

好動又調皮，總喜歡在學校、家裡四處塗鴉，對畫畫的喜愛已悄悄

萌芽。19 歲考上令人稱羨的國語學校師範科，開擴了人生視野，並

接觸到當時堪稱「台灣畫界導師」的石川欽一郎。  

  回到故鄉嘉義服務後，心中不斷湧現想成為一位藝術家的念

頭，在妻子張捷的全力支持下，考取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走上艱

辛的美術之路。皇天不負苦心人，他成為首位入選日本最具權威「帝

展」的油畫家，也從此開啟台灣畫家以鄉土特色為題材，受到日本

畫界賞識的風氣。  

  意氣風發的他，在上海身兼三所美術學校的教職，創作達到顛峰，屢履獲選重要美展；

無奈「一二八事件」發生，戰火打亂了這一切。收拾行囊回到台灣，他念念不忘要振興台灣

美術，積極的籌組畫會、辦畫展，並為推廣美術教育挺身參政。  

  1945 年日本戰敗投降，陳澄波時任嘉義市自治協會理事，辦理日軍撤離而國軍尚未全面

接管的這段期間，嘉義市的自治事宜。1946 年被選為嘉義市第一屆參議會議員，而這也種下

了隔年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身亡的遠因。 

1947 年二二八事件在台北發生，嘉義於 3 月 2 日發生戰事激烈的「三二事件」，市民與來

自嘉義附近鄉鎮的民眾圍攻憲兵營、紅毛埤軍械庫、水上機場等地，當時外省籍的嘉義市長

被迫逃離市府，躲入憲兵隊裡。3 月 3 日嘉義市「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成立，陳澄波任

職處委會作戰本部。處委會雖在行政長官陳儀的允諾下成立的，但只是陳儀的緩兵之計，私

下卻向蔣介石要求派兵來台鎮壓。 

3 月 11 日來援的第二十一師某軍團降落水上機場，局勢急轉直下。處委會此時派陳澄波

等八人赴機場與軍方和談，但包括陳澄波等四名被軍方扣押逮捕，羅織入罪。當時陳澄波的

罪名是「以參議員名義任作戰本部偽職參加暴動」，後迅速被判處死刑，其罪名為「參與此次

暴動之主謀」，並以就地正法的方式行刑，於 3 月 25 日被押送至嘉義火車站前，公開槍決！ 
 

「帝展」將陳澄波推上榮耀的殿堂，「二二八」埋葬他的軀體、阻斷他的夢想，但是他在

歷史舞台上的熱情演出，已經為台灣美術界開啟了嶄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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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wcenter.org.tw/d01/d01_02/07_2.htm
http://www.pu.edu.tw/~gec/news101.htm
http://www.tpec.org.tw/air-art/learn/learn021207.htm
http://www.lib.nctu.edu.tw/2004-100people/10chang.doc
http://228.culture.gov.tw/web/art/art1.asp
http://www.twcenter.org.tw/a02/a02_01/03_3.htm
http://www.hi-on.org.tw/article0.asp?Serial=01200503254018


※追求真理─挑戰傳統思維的偉大科學家  伽利略 

 

『如果亞里斯多德能重返這世界，我確信他會因為我對他所做的中
肯而確實的反駁，在他的信奉者中選擇我並接納我，而不是那些盲
目崇信並將他奉為真理的人。那些人只知道剽竊他著作中表面意
念，而根本不曾進入他的思想核心』 —伽利略 

伽利略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西元 1564 年伽利略誕生在義大利比薩城的一個沒落貴族家庭

裡，這一年距離波蘭天文學家哥白尼去世已有 21 年，距離英國物理學家牛頓誕生尚有 78 年。

伽利略的父親—文森西奧‧伽利萊，是一位音樂家，對於數學、拉丁文、希臘文也有很高的

造詣，可是這些學問都沒有讓他為家庭帶來財富，反而是後來經商從事羊毛的買賣才改善家

境困窘的局面。正因為這樣，父親決心不讓伽利略成為一個音樂家或數學家，因為這兩項職

業在義大利是不太容易生活的；在父親的刻意引導下，18 歲的伽利略進入比薩大學習醫。 

在比薩大學裡，伽利略經常對教授們陳腐以及無實證基礎的理論加以質疑，教授們也對

這位愛爭吵的學生貼上一個「怪物」、「壞學生」的標記，不過伽利略除了專業的科目之外，

還是依照學校的規定，大量的研讀了亞里斯多德的著作，因為 13 世紀末，亞里斯多德的理論

和教會的神學權威結合在一起，產生密不可分的關係，亞里斯多德被視為「聖人」、「眾人

之師」，他的理論被視為「絕對真理」，不容否定和懷疑。 

這個時期的伽利略雖然會質疑某些陳腐的觀念，並獨立思考，但並不具備實證科學的基

礎知識，一直到他遇到他生命中的導師—李奇。李奇是托斯卡納公國（當時比薩城的統治者）

的宮廷教師，伽利略在偶然的機會中聽到李奇的數學講課，從此對算術、幾何學著迷不已，

因為數學是富於邏輯性的科學，沒有因為就沒有所以；沒有證明就沒有結論，而李奇也知道

伽利略在數學方面的天分，因此也頃囊相授。伽利略很快掌握了數學這項科學研究的重要工

具，為日後研究奠下堅實的基礎。同時，他也養成不會輕易接受任何僅憑推想，而沒有經過

證明的理論。 

1592 至 1610 年是伽利略科學研究的黃金時期。伽利略受聘於地中海威尼斯共和國的帕多

瓦大學，此地自由的學術氣氛，鼓勵自由研究和自由思想，對伽利略來說較少的教會控制，

讓他能充分發揮所長，建立他的科學宇宙觀。在這裡伽利略研究了大量的問題：落體運動、

斜面運動、天文觀察以及比薩斜塔的實驗等等。其中，伽利略在天文學上以自製的望遠鏡發

現月球的凹凸不平、由無數星星而非霧氣所組成的銀河以及木星的四大衛星等，並同時因觀

察到金星的盈虧以及太陽黑子的生滅行移而印證哥白尼的地動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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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這些大發現，伽利略開始把發現寫下來。在 1610 年出版的《星際使者》和 1612 年

出版的《關於太陽黑子的信札》，都成了當時歐洲天文界轟動的著作，內容也是當代天文學

的大突破。他否定了亞里斯多得「天體是完美無缺」的觀念、並推翻古代學者托勒密的「地

球是宇宙中心」（天動說）的理論，並推崇哥白尼的學說（地動說）。論文發表後立即引來

教會和守舊派人士的反感和攻擊。教會為了鞏固權威於 1616 年宣布：「哥白尼學說為異端，

地動說違背聖經教義，不得任意傳授與公開談論」。伽利略鑑於以前有位學者—布魯諾，因

為主張哥白尼的學說而被活活燒死，因此也就停止宣揚他的想法。 

1622 年伽利略的好朋友—烏魯班八世即位，成為羅馬新教皇。伽利略心想機會來了，於

是他開始撰寫《關於托勒密和哥白尼宇宙論的對話》，這本書在 1632 年出版，表面上是以對

話的形式，來解說兩種宇宙論的觀點，實際上則是宣揚哥白尼的地動說。這書完成的隔年，

伽利略就被押到羅馬宗教法庭總部，並被指控為「反對教皇、宣傳異端」的罪名，可憐的伽

利略在布魯諾被燒死的陰影、和不堪身心折磨的情況下，終於口頭上承認自己學說的錯誤，

並接受無限期在家監禁的處罰，直到教會滿意為止。 

儘管遭到軟禁，伽利略研究的精神依然旺盛，他在家開始撰寫《新科學對話》這本書，

書中將自己年輕時的研究詳細寫下，成為後世研究科學的寶典，這時他已經是 74 歲的老人

了，雙眼也完全失明。 

1642 年伽利略永遠閉上眼睛，離開人世。但是同一年，牛頓在英國誕生，牛頓說他是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如此偉大的成就。而伽利略就是這巨人的其中之一。 

1984 年，天主教教宗若望保祿六世公開發表談話，承認當年教會迫害伽利略的行為是錯

誤的，伽利略長達 300 年的冤屈終於獲得洗雪。 

◎ 參考資料 

香港黃鳳翎中學物理科網頁─物理學家小傳：伽利略。 

http://bwc.hkcampus.net/~bwc-phys/Physicist/Galileo.htm

科學小芽子─科學名人堂 12：伽利略。 

http://www.bud.org.tw/museum/s_star12.htm

香港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物理：伽利略。 

http://www.edp.ust.hk/physics/d_history/galileo/galileo.html

傑出理化資源網 

http://che.cycu.edu.tw/jamnet/people/gali.htm

天文園 

http://www.phy.cuhk.edu.hk/astroworld/vote_astronomers/galileo.html

維基百科─伽利略‧伽利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8%A9%E7%95%A5

天文學家之四─伽利略 

http://www.nknu.edu.tw/~gise/sky/%A6%F7%A7Q%B2%A4.htm

彰化縣彰化國中自然科教學資源─科學家小傳：伽利略。 

http://bwc.hkcampus.net/~bwc-phys/Physicist/Galileo.htm
http://www.bud.org.tw/museum/s_star12.htm
http://www.edp.ust.hk/physics/d_history/galileo/galileo.html
http://che.cycu.edu.tw/jamnet/people/gali.htm
http://www.phy.cuhk.edu.hk/astroworld/vote_astronomers/galileo.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8%A9%E7%95%A5
http://www.nknu.edu.tw/~gise/sky/%A6%F7%A7Q%B2%A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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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jhs.chc.edu.tw/cheli.html

 

http://www.chjhs.chc.edu.tw/cheli.html


※監督政府─批判腐敗政府的台灣第一哲人  林茂生 
林茂生（1887-1947），號耕南，高雄縣東港鎮人。身為基督教

長老的父親是前清秀才，所以從小就跟家人研習舊學、新知。後負

笈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1915 年，台灣籍的東京留學生成立「高砂

青年會」（後更名為「東京台灣青年會」），他膺選為第一屆會長；30 
歲（1916 年）畢業，獲得文學士，是為台灣第一位獲得此學位的人。 
 
  學成返台，出任台南「長老教中學」教務主任，兩年後，又兼任

台南師範教職，1920 年，轉到台南商業專門學校。 

「台灣文化協會」成立時，他被選為評議員，開始投效民族運

動，到處做文化啟蒙演講；1924 年起連續 3 年，「文化協會」在霧

峰舉辦「夏季學校」，林茂生擔任「哲學」、「西洋文明史」講座；1927 年獲「台灣總督府」

遴選為「在外研究員」，公費赴美進修，進入哥倫比亞大學研究，1928 年四月即獲得了文學

碩士學位，第 2 年 11 月，更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台灣人在人文科學有如此高的成就，林

茂生是第一人，而有「北有杜聰明，南有林茂生。」之譽。 

 

  1930 年返鄉，次年應聘為府立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並擔任英語德語科主任兼圖書課

長。戰時，日閥推行「皇民化運動」，硬派他為「皇民奉公會」國民動員部長，迫於時勢，

他只得出來虛應一番。 

 

  光復後，林茂生出任台灣大學先修班主任，後來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他想以「學人辦報」

的理想，傳布公正言論，創辦了早晚各出一張的《民報》，這份報紙成了研究台灣光復初期

政治、經濟、社會的重要史料。 

民國初期，國民黨兵士的強奪與橫行、官吏的腐敗與貪得無厭實在不堪入目。知識分子

之間，向長官公署提出種種改善要求，但都被左右支吾推諉而不了了之。故不得已採取自衛

措施，以保護自己的權利。因而於一九四六年三月設立「人民自由防衛委員會」，立即遍及

台灣各地。關於這時的情況，台灣大學教授林茂生主持的『民報』社論，以「現今的狀況已

到了台灣的法津與秩序不能完全靠警察來維持的地步，光復才沒有多久的今天，人民不得不

採取自衛措施」糾彈長官公署的無能與腐敗，予以嚴厲批判。 

即因如此，林茂生成為陳儀的眼中釘，於 1947 年 3 月 10 日晚被約談後竟致一去不回，

一位有成就、有理想的人物，就此告別了鄉土。 

 

◎參考資料 

民視新聞－台灣筆記：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 林茂生誕生。 
http://www.ftvn.com.tw/Topic/CaringTW/TWnotes/1030.htm
莊永明的台灣古早味：歷史上的今天。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folk/taiwan/diary/d-10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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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歷史─第九章：二二八事件。 

http://members.shaw.ca/aifeichen/mainp9c.htm

李筱峰（2001）。追尋個人與民族的尊嚴─為林茂生博士論文中譯本而寫。 

http://www.jimlee.idv.tw/art_03_12.htm

李筱峰（2004）。台灣哲人的悲劇－林茂生博士紀念館開幕感言。 
http://www.jimlee.idv.tw/art_03_25.htm

陳明終、邱玉婷（2000）。台灣教育探源─第二篇第四章_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林茂生。 

http://www.nioerar.edu.tw/basis1/706/02/02-04.html

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群像─台北地區林茂生。 

http://www.twcenter.org.tw/d01/d01_02/01_10.htm

蘇瑤崇（2003）。二二八事件紀念日的意義。新聞深度分析簡訊第 101 期。 
http://www.pu.edu.tw/~gec/news101.htm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學苑課程‧第八十一集－歷史篇：台灣歷史上的重要事件。

http://www.tpec.org.tw/air-art/learn/learn021207.htm

http://members.shaw.ca/aifeichen/mainp9c.htm
http://www.jimlee.idv.tw/art_03_12.htm
http://www.jimlee.idv.tw/art_03_25.htm
http://www.nioerar.edu.tw/basis1/706/02/02-04.html
http://www.twcenter.org.tw/d01/d01_02/01_10.htm
http://www.pu.edu.tw/~gec/news101.htm
http://www.tpec.org.tw/air-art/learn/learn021207.htm


【教學說明一】 

柏楊與大力水手的恩怨情仇

1968年 1 月，《中華日報》的副刊登載了一系列『大力水手』

的漫畫，內容描繪了大力水手卜派與其兒子流浪到一小島的景象。

卜派父子欲角逐競爭總統職位，然而，就漫畫中的內容，卻讓身為

翻譯者的柏楊蒙受自由民主二十世紀中竟還存在的「文字獄」之冤。

柏楊將卜派發表競選演說開頭所使用的字眼『fellows』翻譯

成當時蔣中正總統的常用語─「全國同胞們」，因此，該漫畫被認

為指涉蔣氏父子，而柏楊即被警備總部以「侮辱元首罪」逮捕，由

軍事檢察官以「叛亂罪」起訴，受軍法審判，並判處唯一死刑。 

這項審判結果震驚了島內外，尤其是國際社會紛紛譴責，

柏楊本人也提起上訴，最後判處有期徒刑十二年。一九七五年，

對號入座的「老爸」蔣總統過世，柏楊刑期由十二年減為八年，

於一九七六年刑滿。然而，「上級單位」卻以『無適當位置安置』

的理由，將柏楊派遣到綠島。無形中，又在綠島被軟禁了一年

多。就在國際人士救援的壓力下，直到一九七七年的四月一日，

柏楊終於恢復自由，此時，距離其被捕入獄已長達九年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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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二】           釋字 509 號解釋補充說明

釋字 509 指出，「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

度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

此號解釋乃是關於誹謗罪處罰的範圍，但在此要強調的是，「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

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不但係屬言論自由的功能，還是美國判斷言論是否有被保障之

價值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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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三】               真實案例之說明

根據釋字 509 之解釋，「言論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監督政府等功

能，故應做最大限度的保護。」就此四項功能，乃分別以蔡瑞月、陳澄波、伽利略以及林茂

生等人的真實故事舉例說明。 

◎ 實現自我─假如我是一隻海燕─台灣現代舞之母  蔡瑞月 

舞蹈藝術的創作與表演，乃藝術家實現自我的一種表現。 

蔡瑞月受當時國家之監視與壓迫，無法隨意的展現藝術實現自我。 

是故，就當事人而言，其言論自由受到國家的壓迫與侵害。 

◎ 溝通意見─悲情畫家  陳澄波 

為人民喉舌，與當權對談，即是言論自由中溝通意見的一種展現。 

陳澄波代表人民，與軍方進行和談，卻遭受逮捕殺害。 

是故，就當事人而言，其言論自由是受到當權政府完全地迫害。 

◎ 追求真理─挑戰傳統思維的偉大科學家  伽利略 

提出假說或是立基於前人研究發現，而為學術之研究與探討，即是追求真理的一種展現。 

伽利略提出顛覆教會傳統認知的科學觀點，卻繼而受到抑制與拘禁。 

是故，就當事人而言，其言論自由受到教會勢力的壓迫與侵害。 

◎ 監督政府─批判腐敗政府的第一哲人  林茂生 

對政府之政策與作為提出批判與建言，是言論自由中監督政府的一種表現。 

林茂生對當局的政治亂象提出批判，政府不但未加以反省，反而將之逮捕殺害。 

是故，就當事人而言，其言論自由是受到當權政府完全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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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四】                總結補充

從過去專制的壓抑與禁止，到今日民主的容忍尊重與積極保障，在在顯示了言論自由的

概念隨著時代之演進，已逐漸充分的展現。言論自由的精神，在於不僅要對之提供積極地保

護與保障，還要對不同意見能夠消極地容忍與尊重，以能達到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

理與監督政府的功能。因此，不論是明太祖的光生天下事件、柏楊的大力水手漫畫風波，還

是前述四項案例，即皆顯示了當權者未能提供積極保護，也未能消極容忍尊重的現象。 

在現代的民主社會中，保護言論自由成為呈現社會多元活力、守護基本人權的重要元素。

對此，與過去那種專制的壓迫即形成了很強烈的對比。如今，在民主開放的現代中，我國大

法官們在言論自由的意見（釋字 567）上即認為，「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律規定，

亦無論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改造，皆所不許，是為不容侵犯之最低限度人權保障。」

因為，「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精神活動，是人類文明之根源與言論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

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不容國家機關

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理由侵犯之，亦不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另

外，在釋字 399 解釋號也說明了人們能夠自在的表達意見，即在於其人格自由能受到憲法上

基本的保障，也就是享有自主決定權與自我實現的能力。其指出，人格權是「人格自主決定

與自我實現」的表現。因此，一個受到保護與保障的言論自由權，即展現於人們能為意思的

自主決定與自我實現的表達機會。 

從這幾號解釋中我們不難發現，過去的那些事例不但迫害了人們的思想，也限制了人們

自主決定與自我實現的機會。因此，言論自由的表現不但需要消極地容忍尊重，還要能積極

地提供保護與保障，才是真正的言論自由。 



【作業單一】             　 　  言論尋訪前線

 

 

言論尋訪前線

我們這一組有～ 

幹活兒的苦力～ 

（工作／成員） 

－ＢＢＳ大事件：我被消音了─

※愛的小提示 

上述簡例所呈現的是言論是否受到保護或侵害的問題。請你們齊力找

一篇跟言論相關的事例，新聞或生活經驗皆可，以新聞播報、戲劇、

解說或其他方式呈現你們對此事件的見解，說明該事件是否為言論提

供積極的保護和平等發言的平台；以及否對於不同意見給予消極的尊

重與容忍。並於以下空白作摘要分析。 

BBS 一向是所有人喜歡上去探求八卦、蒐集新資訊、發表意見甚或是

大吐苦水的公共論壇。這對腦袋裡總是充滿獨特見解的小 B來說，是

他發表高談闊論，提出另類觀點的最佳園地。有一日，小 B閒逛到討

論學生事務的版上。當日，網友們正激烈的呼應著學校應廢除髮禁的

主張。小 B心血來潮，回應了「剃髮如僧有何不可」以及「學校髮禁

懶人省力」兩篇文章。不料，卻遭版主以引起惡言公訐之虞而將此兩

篇文章刪除。小 B頓時覺得自己就像被消音的喇叭，也只能在心裡不

斷反問自己：這樣合理嗎？ 

 143



 

 

 事實摘述： 

 

 

 

 

 

 

 

 

 

就本案例而言，該項言論是為了表達什麼？ 

 

 

 

 

 

該項言論是否受到積極的保障或消極的容忍與尊重？從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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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主題標題 言論自由之內涵─不同意見的自由？！ 

設計者 宋芳鈺、趙翊伶 

簡介 

「我雖不贊同你的意見，但我仍將誓死維護你說話的權利。」這是法國哲

學家伏爾泰(Voltaire)的不朽名言。此外，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大法官(J. Holmes)

亦對言論自由做出以下闡釋：「非為同意我們者之自由思考，而為不同意者之

自由思考。」以上的經典名句皆指出了言論自由的精神與價值，亦即對不同意

見之容忍與尊重。 

憲法將言論自由列為人們的基本權利而為保護與保障，其所欲指之意涵即

不僅在讓所有人都能自由充分的表達意見，對於不同意見之表達，也要能藉由

聆聽，從容忍並更進一步地尊重。往往，許多人誤認言論的自由即等同於言論

自由的權利。然而，自由並不等同權利，自由是一種狀態，自由的運用，也有

可能造成自由的濫用。因此，對自由的限制並非當然是一種對自由權的侵犯，

且當別人有不同的意見，亦不表示已侵犯到我的權利。 

我們的傳統文化強調和諧的重要，因而害怕歧異的意見存在，但是民主並

非如此，必須要有雅量容忍不同的意見，其並不表示就會妨礙他人自由。因此，

本單元在讓學生了解言論自由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利外，尚需理解其容忍

與尊重之精神內涵，如此才能成為具有公民素養的公民，進而融於民主多元的

時代中。 

教學目標 

1、認識言論自由的內涵。 
　 1-1、能說出言論自由除了要積極地提供保護之外，對於不同意見亦需給予

容忍與尊重。 
1-2、能指出對不同意見之箝制即是侵害言論自由。 
1-3、能就前述情況說明為何對不同意見之容忍與尊重必須且重要。 
1-4、能指出言論可透過何種媒介表達。 

2、體認對言論自由積極保護與消極容忍尊重的重要性。 
　 2-1、能理解每個人都可以透過任何傳播媒介自由表達自己的意見和看法。

2-2、能以權利對等的態度，容忍並尊重不同之意見。 
2-3、能認知到意見存有多元面向，而此乃係民主多元社會的特質。 

3、對於不同意見之存在，能找到共存之道。 
3-1、能在面對不同意見時，對不同意見容忍並尊重之。 
3-2、透過聆聽、協商等方式，與不同意見和平共處。 

適合年級 高中一、二年級 總節數 兩節課  

教 學 活 動  一 

標題 閉上你的嘴 

說明 讓學生藉由看圖說故事和小組討論的方式，來認知不同意見往往易受威權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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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意見支配的情況，藉此引申言論自由中尊重與容忍不同意見之精神內涵。 

教學步驟 

順序 內     容 
對應

目標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一、輔助教材一。 

二、教學說明一。 

  

步驟 1 

以輔助教材一「閉上你的嘴」中的三則圖畫故事將全班分

作六組，每組約六到七人，每兩組同一則圖，進行看圖說

故事與小組討論。請同學討論下列問題並發表意見【教學

說明一】： 

1、 請發揮你的想像力，為全班同學講解這則圖畫故事內

容。 

2、 請問圖畫中的人物面臨到的是什麼情境？其中的符號

或圖像又象徵著什麼意義？ 

3、 試想，這樣的情境是否曾發生於我國社會或是你的生活

經驗中？請舉例說明。 

4、 如果你是圖畫中的主角人物，你覺得其他人應該如何對

待你？若你是圖畫中的其他人，你會如何做，來達成雙

贏的目標？為什麼？ 

1-1

1-2

1-3

2-2

3-1

3-2

10 

分 

步驟 2 
請各小組依照題目，每題適當分派二至三人上台發表，不

拘任何發表形式，每組五分鐘。 
同上

30 

分 

步驟 3 

教師總結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每個人的想法也都不盡相同，我

們不能因為少數人的意見和我們不同，就禁止他們發言，

相反的，在合理的範圍內，別人也不能因為我的意見和他

們不同，就禁止我們發言，我們應當尊重意見和我們不同

的少數人來發表意見，因為我們也可能成為那個與他人意

見不同的少數人。 

2-2
10 

分 

 
教 學 活 動  二 

標題 看誰在說話 

說明 

藉由戲劇之演出，讓學生了解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可以透過任何傳播媒介

自由表達自己的意見和看法。其中，重要的是，除了要能勇於表達自己，尊重

與自己意見相左的人，也要會透過聆聽、協商等方式找到一個雙方都同意的共

識，讓意見不同的雙方都能和平共處。 

教學步驟 

順序 內     容 
對應

目標

所需

時間

課前準

備 

一、輔助教材二。 

二、教學說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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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戲劇道具（說話框「□」與「○」、報紙、廣播與大

小電視面板）。 

步驟 1 

教師抽選三位同學，在前次教學活動結束後空檔就輔助教

材二「看誰在說話」的圖畫故事內容準備戲劇表演。教師

協助三位同學討論圖畫意象與表演方式，以介紹言論、媒

介與不同意見之接納的觀念【教學說明二】。 

1-3

1-4

2-1

2-2

5 

分

步驟 2 

教師提出問題讓小組討論，請小組紀錄討論並抽點組別成

員發表討論結果。各組就各題發表討論結果時，教師同時

帶入我國大法官的法律見解以引導思考，建立概念。問題

如下【教學說明二】： 
一、劇中人們透過哪些方式傳遞訊息？現實生活中，還有

哪些媒介可以提供人們表達和交換意見？ 
二、容忍少數者的不同意見，甚至是積極保護不同意見者

的權利，這樣的作法是否侵害了大多數人的權利或者

破壞民主社會的秩序？ 
三、有人認為：「民主社會因為意見的多元，所以難取得

共識，比較沒有效率」，你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1-3

1-4

2-1

2-2

2-3

30

分

步驟 3 

教師總結 
  每個人都可以透過任何傳播媒介自由表達自己的意見

和看法，但如果遇到自己與他人意見不同時，我們可以透

過協商，與意見不同的人相互尊重，讓意見不同的人能自

由的表達意見，最後達成共識，和平共處。 

2-1

2-2

2-3

3-1

3-2

15

分

 

延伸學習 

一、請同學製作一本「時事論壇」檔案夾，每天蒐集一至二則有興趣的主題，

就其在各大報之民意論壇所發表之相關多元意見分類彙整後閱讀，並寫下

心得感想。 

二、請同學在班版上開設「每日見聞」的論壇區，就其所經歷之生活經驗、閱

讀到之時事或小品文章與同學分享並發表多元意見。 

參考資料 

來源 

類別 主題名稱／簡介／來源(網址或出版公司) 

書籍 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部編（1991），世界人權宣言，台北：漢

聲雜誌。 

書籍 Graham Pike, David Selby（1998）；余伯泉，蕭阿勤 譯。人權

教育活動手冊，台北：遠流。 
 

 



【輔助教材一】                閉上你的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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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廣益 

一、請發揮你的想像力，為全班同學講解這則圖畫故事內容。 

二、請問圖畫中的人物面臨到的是什麼情境？其中的符號或圖像又象徵著什麼意義？ 

三、試想，這樣的情境是否曾發生於我國社會或是你的生活經驗中？請舉例說明。 

四、如果你是圖畫中的主角人物，你覺得其他人應該如何對待你？若你是圖畫中的其他

人，你會如何做，來達成雙贏的目標？為什麼？ 



【輔助教材一】             閉上你的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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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圖片取材：『世界人權宣言』 

                      台北：漢聲雜誌。 
 
 
 
 
 
 
 
 
 

集思廣益 

一、請發揮你的想像力，為全班同學講解這則圖畫故事內容。 

二、請問圖畫中的人物面臨到的是什麼情境？其中的符號或圖像又象徵著什麼意義？ 

三、試想，這樣的情境是否曾發生於我國社會或是你的生活經驗中？請舉例說明。 

四、如果你是圖畫中的主角人物，你覺得其他人應該如何對待你？若你是圖畫中的其他

人，你會如何做，來達成雙贏的目標？為什麼？ 

 



【輔助教材一】                閉上你的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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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材：『世界人權宣言』 

                      台北：漢聲雜誌。 
 
 
 
 
 
 
 
 
 
 
 

集思廣益 

一、請發揮你的想像力，為全班同學講解這則圖畫故事內容。 

二、請問圖畫中的人物面臨到的是什麼情境？其中的符號或圖像又象徵著什麼意義？ 

三、試想，這樣的情境是否曾發生於我國社會或是你的生活經驗中？請舉例說明。 

四、如果你是圖畫中的主角人物，你覺得其他人應該如何對待你？若你是圖畫中的其他

人，你會如何做，來達成雙贏的目標？為什麼？ 



【輔助教材二】                 看誰在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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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材：『世界人權宣言』 

                      台北：漢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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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一】        輔助教材一之問題討論說明

一、 請發揮你的想像力，為全班同學講解這則圖畫故事內容。 

針就看圖說故事的部分，並不侷限於單純的口說解釋。由於各組所分到的圖畫故事不同，

每組僅討論其所分配到之故事圖，因此尚可鼓勵學生以其他方式將圖畫內容及其意涵表現出

來，例如戲劇表演等。 

二、 請問圖畫中的人物面臨到的是什麼情境？其中的符號或圖像又象徵著什麼意義？ 

此部分乃是要讓學生體會到發表言論時，言論受到威權強制力或主流意識所支配的情境。 

以 A 組圖來說，圖中的問號象徵著「質疑」，驚嘆號則意味著對此番言論的「訝異」以

及伴隨而來的「壓制」。穿著黑衣的人們代表官方或是主流意見，以「主流、威權的意識」壓

制「質疑的異議」，留下了滿是壓迫與抑制的氣息。 

就 B 組圖而言，大手象徵著威權體制，小黑人代表一般市井小民，威權體制對人民的言

論做監控，一有其所認為不當之言論，即禁絕其言論，並就其言論指控罪名。 

至於 C 組圖則以右方橘色的大嘴鳥作為不同意見的表現，三隻小鳥則為主流多數意見的

象徵。主流多數意見以壓抑的方式限制了不同意見的發聲，但藉由代表調和者的大鳥，終使

主流意見與不同意見相互容忍與尊重，進而和平共存。 

三、 試想，這樣的情境是否曾發生於我國社會或是你的生活經驗中？請舉例說明。 

就我國社會來說，言論自由受到箝制與壓抑之例，以白色恐怖時期為甚。許多知識份子、

社會精英往往因意見表達而入獄受害。而現今社會亦曾發生不同言論受到壓制之例，如禁書、

禁歌，甚至是廣播電視執照之撤銷。此部分主要是讓學生藉由對言論自由箝制受限之理解，

舉例應用之。 

四、 如果你是圖畫中的主角人物，你覺得其他人應該如何對待你？若你是圖畫中的其他

人，你會如何做，來達成雙贏的目標？為什麼？ 

此題的兩個子題皆同樣揭示了言論自由的兩個內涵：積極地提供保護與消極的容忍與尊

重。因此，此部分學生要能認識到不論是受壓迫箝制的角色或是壓抑限制不同意見者的角色，

都要有以積極地保障言論的發表與消極地容忍尊重不同意見之心胸與氣度，才能發揮保障言

論自由的內涵與精神，並呈現社會民主多元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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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二】                看誰在說話之提示

 故事圖畫說明 

1-2  人們藉由報紙發表某種（□）言論。 

3-4  報紙上的某種（□）言論藉由廣播媒體傳播出去。 

5-6  廣播媒體所發表的某（□）種言論傳播到電視媒體，並藉由電視媒體傳播出去。 

7-8  電視媒體發表言論時，卻有不同的電視媒體發表不同的觀點（○）。 

9-10 電視媒體間發生衝突，持不同觀點之一方（○）試圖讓主流的一方（□）接納。 

11-12 持不同觀點之媒體勇敢持續表達意見，主流意見尋求相互達成共識的方法。 

13-14 不同的意見藉由相互容忍及尊重之共識能讓雙方和平共存，並呈現意見的多元性。 

 教師解說提示補充 

一、 劇中人們透過哪些方式傳遞訊息？現實生活中，還有哪些媒介可以提供人們表達和

交換意見？ 

故事圖畫 1─7 說明言論的表達可透過不同的媒介來發聲。 

我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又，西元 1948 年，

聯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中亦規定著：「人人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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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過任何媒介與不論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達消息

及思想的自由。」。因此可見言論自由不但是人民的基本權利之一，其透過媒介傳達或交換意

見亦受言論自由所保障。 

而所謂的媒介，可以平面、廣播及電視作為代表。關於平面媒介，我國大法官解釋在釋

字 414（商業廣告）蘇俊雄的不同意見書以及釋字 407 號解釋（猥褻出版品）中，皆可謂是間

接肯定了在平面媒體上所表達的意見也應該受到言論自由的保護與保障。而廣播電視的部

分，則更由釋字 364 號解釋明確指出了「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

保障言論自由之範圍。」 

當然，言論表達的媒介並不僅限於此，如網際網路、國家所保障的集會遊行場所、公共

論壇等亦皆是言論表達媒介的態樣。網際網路為言論意見發表之媒介十分容易理解，至於國

家所保障的集會遊行場所，則係根據釋字 445 號認為，「國家應予提供適當的集會遊行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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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護集會、遊行之安全，使其得以順利進行。」而被認為也可屬於言論表達媒介之一種。

公共／有限度的公共論壇，則是指經常用來發表意見與進行公共事務之討論的公物，如公園、

廣場、人行道或學生活動中心等，因此亦是媒介的一種。 

故事圖畫 8─10 顯示出在不同媒體間亦有產生不同意見之可能，進而產生衝突。 

就該故事圖畫所顯示，其實在媒體間所傳播的意見並非總是相同，因為觀點多樣，意見

自然各自表述。意見的多元性可從許多地方看出，如報紙上的民意論壇、電視上的論壇節目。

但這些都是同一媒體內的不同意見，不同媒體間產生的不同意見則可從各家新聞的報導角度

不同，所產釋出的觀點亦不同中看出。當然，報紙在此也有相當明顯的現象，其所持的不同

立場，即產生了人們所謂具有藍色或綠色黨派色彩的評論。 

 

二、 容忍少數者的不同意見，甚至是積極保護不同意見者的權利，這樣的作法是否侵害

了大多數人的權利或者破壞民主社會的秩序？ 

故事圖畫 11─14 指出容忍與尊重能使不同意見並存，呈現意見的多元面貌。 

關於消極不同意見之容忍，美國一位著名的聯邦最高法院法官─Holms 即曾說過一句明

言─「言論自由並非在保護與我們意見相同之人的自由，而是在保護與我們意見不同之人的

自由」，而此即是言論自由的重要內涵。另外，釋字 407 號解釋，大法官吳庚的協同意見書中

亦提到關於消極不同意見之容忍的概念。其主張：「憲法上表現自由既屬於個人權利保障，亦

屬於制度的保障，其保障範圍不僅包括受多數人歡迎之言論或大眾偏好之出版品及著作物，

尤應保障少數人之言論。蓋譁眾取寵或曲學阿世之言行，不必保障亦廣受接納，唯有特立獨

行之士，發為言論，或被目為離經叛道，始有特加維護之必要，此乃憲法保障表現自由真諦

之所在。」由此可見，吳庚大法官與美國大法官 Holms 的意見相同，亦即主張言論自由乃是

要保護與我們意見不同之人的自由。 

在此則另須澄清關於多數人與少數人的認知謬誤。多數與少數的謬誤，不僅呈現在意見

的面向上，還可以衍生於許多的情境中。譬如生活型態上的性別議題─異性戀與同性戀。屬

於多數人的異性戀團體認為異性戀才是自然，因此無法容忍同性戀現象。在英國，即曾於 1950

年代立法限制同性戀的行為。當時的一位著名法學家哈特（HLA Hart）以文章批評此種觀念，

指出此種手段乃係以「多數人仰仗所謂社會道德的觀念，來批評甚至以法律來限制少數人的



 157

行為」。除此之外，彌爾（J.S. Mill），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學者，亦認為人權、自由並不是對

抗國家而已，對於社會其他多數人所認為的「社會道德」，少數人的行為若未侵犯他人，即不

應予以限制之。美國於 1943 年對於不向國旗敬禮案（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所做出的判決中，亦對此觀念有所陳述。Jackson 大法官論道：「Freedom to differ is 

not limited to things that do not matter much. That would be a mere shadow of freedom. The test of 

its substance is the right to differ as to things tha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existing order.」其所欲指，

即在對於現代整個社會秩序最核心的挑戰都要能夠容忍，才是真的尊重不同意見。況且，任

何人皆有可能成為不同意見者的時候。因此，不論是生活型態上被視為是少數的情勢，或是

意見上之不同，我們都應該加以尊重，才是權利保護的精神，也才能呈現民主社會的多元性。 

 

三、 有人認為：「民主社會因為意見的多元，所以難取得共識，比較沒有效率」，你是否

同意這樣的說法？ 

民主的社會，本即由人民做主，來管理眾人之事。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

權屬於國民全體。」而依照大法官釋字 499 之解釋指出，基於憲法第二條的國民主權原則，「國

民主權必須經由國民意見表達及意思形成之溝通程序予以確保。」由此可見，公共事務依賴

國民行使其主權才得以解決。然而，民主開放的社會本來就具有意見多元的性質，因此，唯

有經過國民意見表達及意思形成的溝通程序，才能保障主權在民的理想，成就一個真正民主

的國家。 

換言之，專制國家之所以高效率且無難取得共識之問題，即在於意見的單一化─上層威

權官僚說了算。但這樣的結果，往往容易造成為達目的不擇手段的現象，漠視不同的聲音，

進而犧牲少數或多數人民的需求與權益。民主社會，就是靠多元意見的呈現來為大家謀求更

幸福、更和諧美滿的生活。因此，在眾人決定公共事務時，不同的意見其實可以讓事務的考

量更為周延，並讓各種不同的利益相互調和，以求得社會的共善。所以，民主社會除了必須

容忍不同意見外，還要能尊重、聆聽，以溝通協調的方式尋求共識，如此才能促進全體人民

以及國家社會的利益與福祉。 

 



言論自由之個人面向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主題標題 言論自由之個人面向─言論變形蟲 

設計者 林栴君 

簡介 

本教案設計要介紹言論自由的個人面向。讓學生了解到國家保障人民的言

論自由是多面向的。首先透過新聞事件的實例，讓學生對言論自由面向有初步

瞭解。再透過案例的分析與討論讓學生學習、認識到言論自由不只表現在言語

或文字表達的部分，還有許多意見表達的面向，所以統稱為表現自由。猥褻性

言論、誹謗性言論、消極性言論、肢體性言論、頭髮服飾及暴力性言論等面向，

皆體現出表現自由的多元樣貌。最後讓學生了解言論自由的面向雖然多元，但

不表示這些言論自由的面向就都可受到保護與保障，需與其他利益做調和。 

教學目標 

1、 認識言論自由即表現自由。 

1-1、能指出表現自由的多元面向。 

1-2、能說出與分辨表現自由的不同面向。 

2、 體認表現自由亦需與其他利益做調和。 

2-1、能瞭解並非所有的表現自由均受到言論自由的保護與保障。 

2-2、能體會為保障其他利益，表現自由必須與之進行調和而受限縮。 

適合年級 高中一、二年級 總節數 兩節課 

教 學 活 動   

教學步驟 

順序 內     容 
對應

目標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一、 自編教材一。 

二、 教學說明一。 

三、 學習單一、二。 

 

 

步驟

1 

引起動機： 

舉新聞事件實例(例如：4/26 連戰出訪大陸時，機場前的

抗議、按捺指紋、扯總統肖像等)，問學生能不能舉出「言論

自由」的一些面向？ 

 
10 

分 

步驟

2 

一、 班上進行分組，共分成七組(一組約 4-6 人)。發給每組

一個案例，讓學生討論自編教材一之案例1、2、3、4、

5、6、7「言論面面觀」中的言論自由。 

討論問題有： 

1、 此種言論的爭議之處為何？ 

2、 案例中是不是言論自由的面向？ 

1-1

1-2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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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們認為這個言論自由需不需要受到保障？為什麼？ 

4、 想想除了案例中的言論自由外，能不能舉出一些與校園

生活相關的實例？ 

【參考教學說明一】 

二、 各組推派代表利用 5 分鐘報告其討論結果。 

步驟

3 

教師總結 

主要讓學生了解討論案例中，皆是展現言論自由的多元

面貌，但並非都受到言論自由的保護與保障。有一些是需要

與個人或公共利益相互調和的。(此部分在後面的單元還會再

詳細說明，因此教師只要點到為止，可參考教學說明一之三

) 

2-1

2-2

40 

分 

步驟

4 

評量： 

從課堂上學到言論自由的多元面貌，進而做以下的應用： 

將學習單一「言論變形蟲在社會生活Run來Run去」發給學

生，讓學生從新聞事件實例中，說說看其認為這是屬於言論

自由的哪些面向？ 

1-2
10 

分 

 

延伸學習 

一、教師設計學習單二「言論自由小記者」讓學生自己去蒐集報紙中有關言論

自由面向的相關實例，並作為一次平時成績。 

二、讓每個學生寫＂言論變形蟲日記＂，在他們每天生活中舉出關於言論自由

面向的例證。若學生有興趣的話，讓各小組定期提供有關言論自由面向的

事例，上台與大家分享。 

參考資料 

來源 

類別 主題名稱／簡介／來源(網址或出版公司) 

報紙 中國時報 北部焦點新聞 2005.06.05 

台灣日報 綜合新聞     2005.04.13 

蘋果日報              2005.5.14 

中國時報 A11/社會脈動   2004.11.11 

中時晚報 02/焦點話題    2003.09.17 

網站 TVBS 新聞網 2004.04.13  取自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darialin20040413185841 

網站 人權教育電子報第 17 期青少年做伙來嗆聲  取自 

http://www.hre.edu.tw/report/epaper/no17/ 

網站 司法院 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取自 

http://nw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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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言論面面觀 

案例（一）：我不想蓋，不行嗎？(新店安康人抗議蓋掩埋場) 

 

50 多位新店市安康地區居民，對於農委會水保局有條件通過新店安康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開發案感到不滿，在 94年 6 月 4 日晚上九點半左右，開始圍堵安康焚化爐對外聯絡道，造成

所有垃圾車無法進出。新店警分局擔心就此爆發台北縣 10 餘鄉鎮市垃圾火戰，已經調派警察

進駐現場，必要時將採取強制驅離行動。 

由於安康地區已有一座焚化爐，專門處理中、永和、新店、烏來、深坑等 10 鄉市垃圾。

可是縣府及中央政府仍以獎勵投資方式計畫同意欣服公司在緊鄰處，開發 50 公頃山坡地，新

設一處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引起地方民眾不滿，因而展開一連串抗爭行動。(資料來源：節錄 

中國時報 2005.06.05) 

 

 你認為這個言論爭議點在哪裡？ 

安康區居民：﹍﹍﹍﹍﹍﹍﹍﹍﹍﹍﹍﹍﹍﹍﹍﹍﹍﹍﹍﹍﹍﹍﹍﹍﹍﹍﹍﹍﹍﹍﹍﹍﹍ 

﹍﹍﹍﹍﹍﹍﹍﹍﹍﹍﹍﹍﹍﹍﹍﹍﹍﹍﹍﹍﹍﹍﹍﹍﹍﹍﹍﹍﹍﹍﹍﹍﹍﹍﹍﹍﹍﹍﹍ 

﹍﹍﹍﹍﹍﹍﹍﹍﹍﹍﹍﹍﹍﹍﹍﹍﹍﹍﹍﹍﹍﹍﹍﹍﹍﹍﹍﹍﹍﹍﹍﹍﹍﹍﹍﹍﹍﹍﹍ 

新店警分局：﹍﹍﹍﹍﹍﹍﹍﹍﹍﹍﹍﹍﹍﹍﹍﹍﹍﹍﹍﹍﹍﹍﹍﹍﹍﹍﹍﹍﹍﹍﹍﹍ 

﹍﹍﹍﹍﹍﹍﹍﹍﹍﹍﹍﹍﹍﹍﹍﹍﹍﹍﹍﹍﹍﹍﹍﹍﹍﹍﹍﹍﹍﹍﹍﹍﹍﹍﹍﹍﹍﹍﹍ 

﹍﹍﹍﹍﹍﹍﹍﹍﹍﹍﹍﹍﹍﹍﹍﹍﹍﹍﹍﹍﹍﹍﹍﹍﹍﹍﹍﹍﹍﹍﹍﹍﹍﹍﹍﹍﹍﹍﹍

 上述案例中是否屬於言論自由的面向？若「是」的話，你認為是哪一種面向？若「不

是」的話，說說看你認為不是的理由？ 

﹍﹍﹍﹍﹍﹍﹍﹍﹍﹍﹍﹍﹍﹍﹍﹍﹍﹍﹍﹍﹍﹍﹍﹍﹍﹍﹍﹍﹍﹍﹍﹍﹍﹍﹍﹍﹍﹍﹍ 

﹍﹍﹍﹍﹍﹍﹍﹍﹍﹍﹍﹍﹍﹍﹍﹍﹍﹍﹍﹍﹍﹍﹍﹍﹍﹍﹍﹍﹍﹍﹍﹍﹍﹍﹍﹍﹍﹍﹍ 

﹍﹍﹍﹍﹍﹍﹍﹍﹍﹍﹍﹍﹍﹍﹍﹍﹍﹍﹍﹍﹍﹍﹍﹍﹍﹍﹍﹍﹍﹍﹍﹍﹍﹍﹍﹍﹍﹍﹍ 

﹍﹍﹍﹍﹍﹍﹍﹍﹍﹍﹍﹍﹍﹍﹍﹍﹍﹍﹍﹍﹍﹍﹍﹍﹍﹍﹍﹍﹍﹍﹍﹍﹍﹍﹍﹍﹍﹍﹍ 

 你認為這個言論自由需不需要受到保障？為什麼？ 

﹍﹍﹍﹍﹍﹍﹍﹍﹍﹍﹍﹍﹍﹍﹍﹍﹍﹍﹍﹍﹍﹍﹍﹍﹍﹍﹍﹍﹍﹍﹍﹍﹍﹍﹍﹍﹍﹍﹍ 

﹍﹍﹍﹍﹍﹍﹍﹍﹍﹍﹍﹍﹍﹍﹍﹍﹍﹍﹍﹍﹍﹍﹍﹍﹍﹍﹍﹍﹍﹍﹍﹍﹍﹍﹍﹍﹍﹍﹍ 

﹍﹍﹍﹍﹍﹍﹍﹍﹍﹍﹍﹍﹍﹍﹍﹍﹍﹍﹍﹍﹍﹍﹍﹍﹍﹍﹍﹍﹍﹍﹍﹍﹍﹍﹍﹍﹍﹍﹍ 

﹍﹍﹍﹍﹍﹍﹍﹍﹍﹍﹍﹍﹍﹍﹍﹍﹍﹍﹍﹍﹍﹍﹍﹍﹍﹍﹍﹍﹍﹍﹍﹍﹍﹍﹍﹍﹍﹍﹍ 

 

 動動腦時間：想想看，除上述案例外，可否舉出與校園生活相關的親身實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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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二）：我想這麼說，不行嗎？(市議員：「下三濫、不要臉！」) 

 

93年 4 月間當時擔任台北市議員的現任立委王世堅因新黨市議員李慶元扯下放在台北

市議會中陳水扁總統的肖像，以「下三爛、不要臉！」辱罵新黨市議員李慶元。雖然旁人急

忙喝止，王世堅還是不聽勸告，繼續口出惡言，還揚言如果李慶元要告他也沒關係，隨後李

慶元對王世堅提出民事與刑事告訴。 

全案經台北地檢署偵辦後，認為市議員在議場內有言論免責權，且毀損照片非故意之行

為，予不起訴處分，判決王世堅敗訴，必須賠償李慶元新台幣 60 萬元。（資料來源：節錄 台

灣日報 2005.04.13、TVBS 新聞網 2004.04.13） 

 你認為這個言論爭議點在哪裡？ 

王世堅方面：﹍﹍﹍﹍﹍﹍﹍﹍﹍﹍﹍﹍﹍﹍﹍﹍﹍﹍﹍﹍﹍﹍﹍﹍﹍﹍﹍﹍﹍﹍﹍﹍ 

﹍﹍﹍﹍﹍﹍﹍﹍﹍﹍﹍﹍﹍﹍﹍﹍﹍﹍﹍﹍﹍﹍﹍﹍﹍﹍﹍﹍﹍﹍﹍﹍﹍﹍﹍﹍﹍﹍ 

﹍﹍﹍﹍﹍﹍﹍﹍﹍﹍﹍﹍﹍﹍﹍﹍﹍﹍﹍﹍﹍﹍﹍﹍﹍﹍﹍﹍﹍﹍﹍﹍﹍﹍﹍﹍﹍﹍ 

李慶安方面：﹍﹍﹍﹍﹍﹍﹍﹍﹍﹍﹍﹍﹍﹍﹍﹍﹍﹍﹍﹍﹍﹍﹍﹍﹍﹍﹍﹍﹍﹍﹍﹍ 

﹍﹍﹍﹍﹍﹍﹍﹍﹍﹍﹍﹍﹍﹍﹍﹍﹍﹍﹍﹍﹍﹍﹍﹍﹍﹍﹍﹍﹍﹍﹍﹍﹍﹍﹍﹍﹍﹍ 

 上述案例中是否屬於言論自由的面向？若「是」的話，你認為是哪幾種面向？若「不

是」的話，說說看你認為不是的理由？ 

﹍﹍﹍﹍﹍﹍﹍﹍﹍﹍﹍﹍﹍﹍﹍﹍﹍﹍﹍﹍﹍﹍﹍﹍﹍﹍﹍﹍﹍﹍﹍﹍﹍﹍﹍﹍﹍﹍ 

﹍﹍﹍﹍﹍﹍﹍﹍﹍﹍﹍﹍﹍﹍﹍﹍﹍﹍﹍﹍﹍﹍﹍﹍﹍﹍﹍﹍﹍﹍﹍﹍﹍﹍﹍﹍﹍﹍ 

﹍﹍﹍﹍﹍﹍﹍﹍﹍﹍﹍﹍﹍﹍﹍﹍﹍﹍﹍﹍﹍﹍﹍﹍﹍﹍﹍﹍﹍﹍﹍﹍﹍﹍﹍﹍﹍﹍ 

﹍﹍﹍﹍﹍﹍﹍﹍﹍﹍﹍﹍﹍﹍﹍﹍﹍﹍﹍﹍﹍﹍﹍﹍﹍﹍﹍﹍﹍﹍﹍﹍﹍﹍﹍﹍﹍﹍ 

 你認為這幾個言論自由需不需要受到保障？為什麼？ 

﹍﹍﹍﹍﹍﹍﹍﹍﹍﹍﹍﹍﹍﹍﹍﹍﹍﹍﹍﹍﹍﹍﹍﹍﹍﹍﹍﹍﹍﹍﹍﹍﹍﹍﹍﹍﹍﹍ 

﹍﹍﹍﹍﹍﹍﹍﹍﹍﹍﹍﹍﹍﹍﹍﹍﹍﹍﹍﹍﹍﹍﹍﹍﹍﹍﹍﹍﹍﹍﹍﹍﹍﹍﹍﹍﹍﹍ 

﹍﹍﹍﹍﹍﹍﹍﹍﹍﹍﹍﹍﹍﹍﹍﹍﹍﹍﹍﹍﹍﹍﹍﹍﹍﹍﹍﹍﹍﹍﹍﹍﹍﹍﹍﹍﹍﹍ 

﹍﹍﹍﹍﹍﹍﹍﹍﹍﹍﹍﹍﹍﹍﹍﹍﹍﹍﹍﹍﹍﹍﹍﹍﹍﹍﹍﹍﹍﹍﹍﹍﹍﹍﹍﹍﹍﹍ 

 

想一想若你是法官：你會如何調和他們之間的爭執？ 

﹍﹍﹍﹍﹍﹍﹍﹍﹍﹍﹍﹍﹍﹍﹍﹍﹍﹍﹍﹍﹍﹍﹍﹍﹍﹍﹍﹍﹍﹍﹍﹍﹍﹍﹍﹍﹍﹍ 

﹍﹍﹍﹍﹍﹍﹍﹍﹍﹍﹍﹍﹍﹍﹍﹍﹍﹍﹍﹍﹍﹍﹍﹍﹍﹍﹍﹍﹍﹍﹍﹍﹍﹍﹍﹍﹍﹍ 

 

 動動腦時間：想想看，除上述案例外，可否舉出與校園生活相關的親身實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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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三）：我要這麼演，不行嗎？(世新廣電 4女生全裸演出畢業展)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系學生在 94年 5 月 13 登場的畢業影展開幕片《睡美人》中，學生改

編日本諾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同名小說，四名女生全裸入鏡、三點全露，毫不生澀地與

資深演員田明演出「袒裎相見」對手戲。 

「在深紅色窗簾圍繞的房間裡，躺著被藥物麻醉而昏睡的年輕裸女，在旁過夜的老人凝

視著青春的肉體⋯⋯」《睡美人》內容敘述喪偶老人來到提供少女陪睡服務的旅店，藉著裸女

相陪獲得心靈慰藉。因有大膽裸露的畫面和情色禁忌的內容，學生「好康鬥相報」，讓世新大

學廣電系第十一屆畢業影展，吸引了三、四百名的滿場觀眾，連走道上都坐滿人。 

該片導演、世新廣電系四年級學生朱駿騰表示，《睡美人》一片想呈現當人年老後，面對

各種慾望時心裡掙扎與衝擊，最後進而妥協或放棄的感受；而在現實生活中，年輕女性裸體

就是最能吸引男人慾望的表徵，因此即使知道拍攝四名裸女會引起極大爭議，仍決定挑戰觀

眾的原始情慾。（資料來源：節錄 蘋果日報 2005.5.14） 

 你認為這個言論爭議點在哪裡？ 

導演方面：﹍﹍﹍﹍﹍﹍﹍﹍﹍﹍﹍﹍﹍﹍﹍﹍﹍﹍﹍﹍﹍﹍﹍﹍﹍﹍﹍﹍﹍﹍﹍﹍﹍﹍﹍ 

﹍﹍﹍﹍﹍﹍﹍﹍﹍﹍﹍﹍﹍﹍﹍﹍﹍﹍﹍﹍﹍﹍﹍﹍﹍﹍﹍﹍﹍﹍﹍﹍﹍﹍﹍﹍﹍﹍﹍﹍ 

﹍﹍﹍﹍﹍﹍﹍﹍﹍﹍﹍﹍﹍﹍﹍﹍﹍﹍﹍﹍﹍﹍﹍﹍﹍﹍﹍﹍﹍﹍﹍﹍﹍﹍﹍﹍﹍﹍﹍﹍ 

社會大眾方面：﹍﹍﹍﹍﹍﹍﹍﹍﹍﹍﹍﹍﹍﹍﹍﹍﹍﹍﹍﹍﹍﹍﹍﹍﹍﹍﹍﹍﹍﹍﹍﹍﹍ 

﹍﹍﹍﹍﹍﹍﹍﹍﹍﹍﹍﹍﹍﹍﹍﹍﹍﹍﹍﹍﹍﹍﹍﹍﹍﹍﹍﹍﹍﹍﹍﹍﹍﹍﹍﹍﹍﹍﹍﹍ 

﹍﹍﹍﹍﹍﹍﹍﹍﹍﹍﹍﹍﹍﹍﹍﹍﹍﹍﹍﹍﹍﹍﹍﹍﹍﹍﹍﹍﹍﹍﹍﹍﹍﹍﹍﹍﹍﹍﹍﹍ 

 上述案例中是否屬於言論自由的面向？若「是」的話，你認為是哪一種面向？若「不

是」的話，說說看你認為不是的理由？ 

﹍﹍﹍﹍﹍﹍﹍﹍﹍﹍﹍﹍﹍﹍﹍﹍﹍﹍﹍﹍﹍﹍﹍﹍﹍﹍﹍﹍﹍﹍﹍﹍﹍﹍﹍﹍﹍﹍﹍﹍ 

﹍﹍﹍﹍﹍﹍﹍﹍﹍﹍﹍﹍﹍﹍﹍﹍﹍﹍﹍﹍﹍﹍﹍﹍﹍﹍﹍﹍﹍﹍﹍﹍﹍﹍﹍﹍﹍﹍﹍﹍

﹍﹍﹍﹍﹍﹍﹍﹍﹍﹍﹍﹍﹍﹍﹍﹍﹍﹍﹍﹍﹍﹍﹍﹍﹍﹍﹍﹍﹍﹍﹍﹍﹍﹍﹍﹍﹍﹍﹍﹍ 

﹍﹍﹍﹍﹍﹍﹍﹍﹍﹍﹍﹍﹍﹍﹍﹍﹍﹍﹍﹍﹍﹍﹍﹍﹍﹍﹍﹍﹍﹍﹍﹍﹍﹍﹍﹍﹍﹍﹍﹍ 

 

 你認為這個言論自由需不需要受到保障？為什麼？ 

﹍﹍﹍﹍﹍﹍﹍﹍﹍﹍﹍﹍﹍﹍﹍﹍﹍﹍﹍﹍﹍﹍﹍﹍﹍﹍﹍﹍﹍﹍﹍﹍﹍﹍﹍﹍﹍﹍﹍﹍ 

﹍﹍﹍﹍﹍﹍﹍﹍﹍﹍﹍﹍﹍﹍﹍﹍﹍﹍﹍﹍﹍﹍﹍﹍﹍﹍﹍﹍﹍﹍﹍﹍﹍﹍﹍﹍﹍﹍﹍﹍

﹍﹍﹍﹍﹍﹍﹍﹍﹍﹍﹍﹍﹍﹍﹍﹍﹍﹍﹍﹍﹍﹍﹍﹍﹍﹍﹍﹍﹍﹍﹍﹍﹍﹍﹍﹍﹍﹍﹍﹍ 

﹍﹍﹍﹍﹍﹍﹍﹍﹍﹍﹍﹍﹍﹍﹍﹍﹍﹍﹍﹍﹍﹍﹍﹍﹍﹍﹍﹍﹍﹍﹍﹍﹍﹍﹍﹍﹍﹍﹍﹍ 

 動動腦時間：想想看，除上述案例外，可否舉出與校園生活相關的親身實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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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四）：我不想說，不行嗎？(本品含酒 服用過量 有害健康) 

 

由汪笨湖代言的「維士比液」廣告因「一罐灌落去」(台語)的廣告詞即將受罰。衛生署

昨天重申，包括「保力達Ｂ」、「維士比液」等含酒精的口服液藥品，是藥也是酒，一天最多

只能喝 120c.c.，「一罐灌落去」將有害健康。 

衛生署藥政處處長王惠珀指出，衛生署即日起要求業者比照「菸酒管理法」辦理，這類

口服液廣告必須加註「本品含酒，服用過量，有害健康」的警語。(資料來源：節錄 中國時

報 A11/社會脈動 2004.11.11) 

 

 你認為這個言論爭議點在哪裡？ 

維士比公司方面：﹍﹍﹍﹍﹍﹍﹍﹍﹍﹍﹍﹍﹍﹍﹍﹍﹍﹍﹍﹍﹍﹍﹍﹍﹍﹍﹍﹍﹍﹍﹍ 

﹍﹍﹍﹍﹍﹍﹍﹍﹍﹍﹍﹍﹍﹍﹍﹍﹍﹍﹍﹍﹍﹍﹍﹍﹍﹍﹍﹍﹍﹍﹍﹍﹍﹍﹍﹍﹍﹍﹍ 

﹍﹍﹍﹍﹍﹍﹍﹍﹍﹍﹍﹍﹍﹍﹍﹍﹍﹍﹍﹍﹍﹍﹍﹍﹍﹍﹍﹍﹍﹍﹍﹍﹍﹍﹍﹍﹍﹍﹍ 

衛生署方面：﹍﹍﹍﹍﹍﹍﹍﹍﹍﹍﹍﹍﹍﹍﹍﹍﹍﹍﹍﹍﹍﹍﹍﹍﹍﹍﹍﹍﹍﹍﹍﹍﹍ 

﹍﹍﹍﹍﹍﹍﹍﹍﹍﹍﹍﹍﹍﹍﹍﹍﹍﹍﹍﹍﹍﹍﹍﹍﹍﹍﹍﹍﹍﹍﹍﹍﹍﹍﹍﹍﹍﹍﹍ 

﹍﹍﹍﹍﹍﹍﹍﹍﹍﹍﹍﹍﹍﹍﹍﹍﹍﹍﹍﹍﹍﹍﹍﹍﹍﹍﹍﹍﹍﹍﹍﹍﹍﹍﹍﹍﹍﹍﹍ 

 上述案例中是否屬於言論自由的面向？若「是」的話，你認為是哪一種面向？若「不

是」的話，說說看你認為不是的理由？ 

﹍﹍﹍﹍﹍﹍﹍﹍﹍﹍﹍﹍﹍﹍﹍﹍﹍﹍﹍﹍﹍﹍﹍﹍﹍﹍﹍﹍﹍﹍﹍﹍﹍﹍﹍﹍﹍﹍﹍ 

﹍﹍﹍﹍﹍﹍﹍﹍﹍﹍﹍﹍﹍﹍﹍﹍﹍﹍﹍﹍﹍﹍﹍﹍﹍﹍﹍﹍﹍﹍﹍﹍﹍﹍﹍﹍﹍﹍﹍ 

﹍﹍﹍﹍﹍﹍﹍﹍﹍﹍﹍﹍﹍﹍﹍﹍﹍﹍﹍﹍﹍﹍﹍﹍﹍﹍﹍﹍﹍﹍﹍﹍﹍﹍﹍﹍﹍﹍﹍ 

﹍﹍﹍﹍﹍﹍﹍﹍﹍﹍﹍﹍﹍﹍﹍﹍﹍﹍﹍﹍﹍﹍﹍﹍﹍﹍﹍﹍﹍﹍﹍﹍﹍﹍﹍﹍﹍﹍﹍ 

 

 你認為這個言論自由需不需要受到保障？為什麼？ 

﹍﹍﹍﹍﹍﹍﹍﹍﹍﹍﹍﹍﹍﹍﹍﹍﹍﹍﹍﹍﹍﹍﹍﹍﹍﹍﹍﹍﹍﹍﹍﹍﹍﹍﹍﹍﹍﹍﹍ 

﹍﹍﹍﹍﹍﹍﹍﹍﹍﹍﹍﹍﹍﹍﹍﹍﹍﹍﹍﹍﹍﹍﹍﹍﹍﹍﹍﹍﹍﹍﹍﹍﹍﹍﹍﹍﹍﹍﹍ 

﹍﹍﹍﹍﹍﹍﹍﹍﹍﹍﹍﹍﹍﹍﹍﹍﹍﹍﹍﹍﹍﹍﹍﹍﹍﹍﹍﹍﹍﹍﹍﹍﹍﹍﹍﹍﹍﹍﹍ 

﹍﹍﹍﹍﹍﹍﹍﹍﹍﹍﹍﹍﹍﹍﹍﹍﹍﹍﹍﹍﹍﹍﹍﹍﹍﹍﹍﹍﹍﹍﹍﹍﹍﹍﹍﹍﹍﹍﹍ 

 動動腦時間：想想看，除上述案例外，可否舉出與校園生活相關的親身實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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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言論面面觀 

案例（五）：我想扯下，不行嗎？(市議員扯下總統的肖像) 

 

台北市議員李慶元、侯冠群於 93年 4 月 13 日總統大選後，在台北市議會第九屆第三次

大會會議進行時，當場拆下總統照片，進而在議員衝突中毀損總統肖像，被控涉嫌毀損公物

罪。 

檢方認為，總統照片是因為其他議員與李、侯兩人發生搶奪及肢體衝突，雙方於跌倒時

所造成的毀損，並非李、侯二人有故意毀損的意圖，且沒有其他積極的證據證明兩人意圖故

意毀損，因此檢方以毀損公務罪嫌不足，予以不起訴處分。（資料來源：節錄 台灣日報

2005.04.13） 

 

 你認為這個言論爭議點在哪裡？ 

李慶元方面：﹍﹍﹍﹍﹍﹍﹍﹍﹍﹍﹍﹍﹍﹍﹍﹍﹍﹍﹍﹍﹍﹍﹍﹍﹍﹍﹍﹍﹍﹍﹍﹍﹍﹍ 

﹍﹍﹍﹍﹍﹍﹍﹍﹍﹍﹍﹍﹍﹍﹍﹍﹍﹍﹍﹍﹍﹍﹍﹍﹍﹍﹍﹍﹍﹍﹍﹍﹍﹍﹍﹍﹍﹍﹍﹍ 

﹍﹍﹍﹍﹍﹍﹍﹍﹍﹍﹍﹍﹍﹍﹍﹍﹍﹍﹍﹍﹍﹍﹍﹍﹍﹍﹍﹍﹍﹍﹍﹍﹍﹍﹍﹍﹍﹍﹍﹍ 

國家利益方面：﹍﹍﹍﹍﹍﹍﹍﹍﹍﹍﹍﹍﹍﹍﹍﹍﹍﹍﹍﹍﹍﹍﹍﹍﹍﹍﹍﹍﹍﹍﹍﹍﹍ 

﹍﹍﹍﹍﹍﹍﹍﹍﹍﹍﹍﹍﹍﹍﹍﹍﹍﹍﹍﹍﹍﹍﹍﹍﹍﹍﹍﹍﹍﹍﹍﹍﹍﹍﹍﹍﹍﹍﹍﹍ 

﹍﹍﹍﹍﹍﹍﹍﹍﹍﹍﹍﹍﹍﹍﹍﹍﹍﹍﹍﹍﹍﹍﹍﹍﹍﹍﹍﹍﹍﹍﹍﹍﹍﹍﹍﹍﹍﹍﹍﹍ 

 上述案例中是否屬於言論自由的面向？若「是」的話，你認為是哪一種面向？若「不

是」的話，說說看你認為不是的理由？ 

﹍﹍﹍﹍﹍﹍﹍﹍﹍﹍﹍﹍﹍﹍﹍﹍﹍﹍﹍﹍﹍﹍﹍﹍﹍﹍﹍﹍﹍﹍﹍﹍﹍﹍﹍﹍﹍﹍﹍﹍ 

﹍﹍﹍﹍﹍﹍﹍﹍﹍﹍﹍﹍﹍﹍﹍﹍﹍﹍﹍﹍﹍﹍﹍﹍﹍﹍﹍﹍﹍﹍﹍﹍﹍﹍﹍﹍﹍﹍﹍﹍ 

﹍﹍﹍﹍﹍﹍﹍﹍﹍﹍﹍﹍﹍﹍﹍﹍﹍﹍﹍﹍﹍﹍﹍﹍﹍﹍﹍﹍﹍﹍﹍﹍﹍﹍﹍﹍﹍﹍﹍﹍ 

﹍﹍﹍﹍﹍﹍﹍﹍﹍﹍﹍﹍﹍﹍﹍﹍﹍﹍﹍﹍﹍﹍﹍﹍﹍﹍﹍﹍﹍﹍﹍﹍﹍﹍﹍﹍﹍﹍﹍﹍ 

 

 你認為這個言論自由需不需要受到保障？為什麼？ 

﹍﹍﹍﹍﹍﹍﹍﹍﹍﹍﹍﹍﹍﹍﹍﹍﹍﹍﹍﹍﹍﹍﹍﹍﹍﹍﹍﹍﹍﹍﹍﹍﹍﹍﹍﹍﹍﹍﹍﹍ 

﹍﹍﹍﹍﹍﹍﹍﹍﹍﹍﹍﹍﹍﹍﹍﹍﹍﹍﹍﹍﹍﹍﹍﹍﹍﹍﹍﹍﹍﹍﹍﹍﹍﹍﹍﹍﹍﹍﹍﹍ 

﹍﹍﹍﹍﹍﹍﹍﹍﹍﹍﹍﹍﹍﹍﹍﹍﹍﹍﹍﹍﹍﹍﹍﹍﹍﹍﹍﹍﹍﹍﹍﹍﹍﹍﹍﹍﹍﹍﹍﹍ 

﹍﹍﹍﹍﹍﹍﹍﹍﹍﹍﹍﹍﹍﹍﹍﹍﹍﹍﹍﹍﹍﹍﹍﹍﹍﹍﹍﹍﹍﹍﹍﹍﹍﹍﹍﹍﹍﹍﹍﹍ 

 

 動動腦時間：想想看，除上述案例外，可否舉出與校園生活相關的親身實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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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言論面面觀 

案例（六）：我想要流行髮型，不行嗎？(髮禁問題) 

中正國中一年級學生在人權教育電子報中指出: 我的一個朋友所就讀的學校目前還有髮

禁的規定，每次我看到她那短的不得了的頭髮就覺得她好可憐，而每當她看到我留到腰際間

的長髮時則是既羨慕又忌妒，因為她的頭髮已經是比櫻桃小丸子還短的西瓜皮了！ 

此外，學校進行服裝儀容檢查時，總嚴厲要求男生的髮鬢不能蓋到耳朵，後面一定要斜

推，甚至規定每五個禮拜就要理一次頭髮；然而女生卻是想要把頭髮留多長都沒關係，只要

把長髮綁起來就可以了。 

以旁觀者的角度來看這個雙重標準，也許會認為這對男生來說是很不公平的－為什麼男

生的頭髮不能像陶吉吉一樣，而女生的頭髮卻可以像王心凌的呢？(資料來源:節錄 人權教育

電子報第 17 期青少年做伙來嗆聲) 

 

 你認為這個言論爭議點在哪裡？ 

男生方面：﹍﹍﹍﹍﹍﹍﹍﹍﹍﹍﹍﹍﹍﹍﹍﹍﹍﹍﹍﹍﹍﹍﹍﹍﹍﹍﹍﹍﹍﹍﹍﹍﹍﹍﹍ 

﹍﹍﹍﹍﹍﹍﹍﹍﹍﹍﹍﹍﹍﹍﹍﹍﹍﹍﹍﹍﹍﹍﹍﹍﹍﹍﹍﹍﹍﹍﹍﹍﹍﹍﹍﹍﹍﹍﹍﹍ 

﹍﹍﹍﹍﹍﹍﹍﹍﹍﹍﹍﹍﹍﹍﹍﹍﹍﹍﹍﹍﹍﹍﹍﹍﹍﹍﹍﹍﹍﹍﹍﹍﹍﹍﹍﹍﹍﹍﹍﹍ 

女生方面：﹍﹍﹍﹍﹍﹍﹍﹍﹍﹍﹍﹍﹍﹍﹍﹍﹍﹍﹍﹍﹍﹍﹍﹍﹍﹍﹍﹍﹍﹍﹍﹍﹍﹍﹍ 

﹍﹍﹍﹍﹍﹍﹍﹍﹍﹍﹍﹍﹍﹍﹍﹍﹍﹍﹍﹍﹍﹍﹍﹍﹍﹍﹍﹍﹍﹍﹍﹍﹍﹍﹍﹍﹍﹍﹍﹍ 

﹍﹍﹍﹍﹍﹍﹍﹍﹍﹍﹍﹍﹍﹍﹍﹍﹍﹍﹍﹍﹍﹍﹍﹍﹍﹍﹍﹍﹍﹍﹍﹍﹍﹍﹍﹍﹍﹍﹍﹍ 

學校方面：﹍﹍﹍﹍﹍﹍﹍﹍﹍﹍﹍﹍﹍﹍﹍﹍﹍﹍﹍﹍﹍﹍﹍﹍﹍﹍﹍﹍﹍﹍﹍﹍﹍﹍﹍ 

﹍﹍﹍﹍﹍﹍﹍﹍﹍﹍﹍﹍﹍﹍﹍﹍﹍﹍﹍﹍﹍﹍﹍﹍﹍﹍﹍﹍﹍﹍﹍﹍﹍﹍﹍﹍﹍﹍﹍﹍ 

﹍﹍﹍﹍﹍﹍﹍﹍﹍﹍﹍﹍﹍﹍﹍﹍﹍﹍﹍﹍﹍﹍﹍﹍﹍﹍﹍﹍﹍﹍﹍﹍﹍﹍﹍﹍﹍﹍﹍﹍ 

 上述案例中是否屬於言論自由的面向？若「是」的話，你認為是哪一種面向？若「不

是」的話，說說看你認為不是的理由？ 

﹍﹍﹍﹍﹍﹍﹍﹍﹍﹍﹍﹍﹍﹍﹍﹍﹍﹍﹍﹍﹍﹍﹍﹍﹍﹍﹍﹍﹍﹍﹍﹍﹍﹍﹍﹍﹍﹍﹍﹍ 

﹍﹍﹍﹍﹍﹍﹍﹍﹍﹍﹍﹍﹍﹍﹍﹍﹍﹍﹍﹍﹍﹍﹍﹍﹍﹍﹍﹍﹍﹍﹍﹍﹍﹍﹍﹍﹍﹍﹍﹍ 

﹍﹍﹍﹍﹍﹍﹍﹍﹍﹍﹍﹍﹍﹍﹍﹍﹍﹍﹍﹍﹍﹍﹍﹍﹍﹍﹍﹍﹍﹍﹍﹍﹍﹍﹍﹍﹍﹍﹍﹍ 

﹍﹍﹍﹍﹍﹍﹍﹍﹍﹍﹍﹍﹍﹍﹍﹍﹍﹍﹍﹍﹍﹍﹍﹍﹍﹍﹍﹍﹍﹍﹍﹍﹍﹍﹍﹍﹍﹍﹍﹍ 

 

 你認為這個言論自由需不需要受到保障？為什麼？ 

﹍﹍﹍﹍﹍﹍﹍﹍﹍﹍﹍﹍﹍﹍﹍﹍﹍﹍﹍﹍﹍﹍﹍﹍﹍﹍﹍﹍﹍﹍﹍﹍﹍﹍﹍﹍﹍﹍﹍﹍ 

﹍﹍﹍﹍﹍﹍﹍﹍﹍﹍﹍﹍﹍﹍﹍﹍﹍﹍﹍﹍﹍﹍﹍﹍﹍﹍﹍﹍﹍﹍﹍﹍﹍﹍﹍﹍﹍﹍﹍﹍ 

﹍﹍﹍﹍﹍﹍﹍﹍﹍﹍﹍﹍﹍﹍﹍﹍﹍﹍﹍﹍﹍﹍﹍﹍﹍﹍﹍﹍﹍﹍﹍﹍﹍﹍﹍﹍﹍﹍﹍﹍ 

﹍﹍﹍﹍﹍﹍﹍﹍﹍﹍﹍﹍﹍﹍﹍﹍﹍﹍﹍﹍﹍﹍﹍﹍﹍﹍﹍﹍﹍﹍﹍﹍﹍﹍﹍﹍﹍﹍﹍﹍ 

 

 動動腦時間：想想看，除上述案例外，可否舉出與校園生活相關的親身實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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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言論面面觀 

案例（七）：我天生愛使壞，不行嗎？(劉文聰效應) 

前兩年非常紅的電視劇「台灣霹靂火」，劇中的頭號壞人劉文聰慣用的口頭禪「我若不爽，

我就想要報仇」、「送你一支番仔火，一桶汽油」非常流行。巧的是當時發生的兩樁重大火災

幾乎是拷貝劉文聰的行為模式。蘆洲大囍市社區十五死的慘劇導因於一婦人懷疑丈夫外遇，

以松香油自焚釀災；台中縣大里市也是一屋主夫婦懷疑房客要競標他們將被法院拍賣的房

子，憤而以六瓶汽油縱火。這兩次的大火災，雖然不能率而臆測與「台灣霹靂火」直接相關，

但是媒體的特定內容具有相當煽動性與暗示性，已經在街談巷議、口耳相傳之際，難免成為

社會的負面示範。（資料來源：節錄 中時晚報 02/焦點話題 2003.09.17） 

 

 你認為這個言論爭議點在哪裡？ 

電視劇方面：﹍﹍﹍﹍﹍﹍﹍﹍﹍﹍﹍﹍﹍﹍﹍﹍﹍﹍﹍﹍﹍﹍﹍﹍﹍﹍﹍﹍﹍﹍﹍﹍﹍ 

﹍﹍﹍﹍﹍﹍﹍﹍﹍﹍﹍﹍﹍﹍﹍﹍﹍﹍﹍﹍﹍﹍﹍﹍﹍﹍﹍﹍﹍﹍﹍﹍﹍﹍﹍﹍﹍﹍﹍ 

﹍﹍﹍﹍﹍﹍﹍﹍﹍﹍﹍﹍﹍﹍﹍﹍﹍﹍﹍﹍﹍﹍﹍﹍﹍﹍﹍﹍﹍﹍﹍﹍﹍﹍﹍﹍﹍﹍﹍ 

社會大眾方面：﹍﹍﹍﹍﹍﹍﹍﹍﹍﹍﹍﹍﹍﹍﹍﹍﹍﹍﹍﹍﹍﹍﹍﹍﹍﹍﹍﹍﹍﹍﹍﹍ 

﹍﹍﹍﹍﹍﹍﹍﹍﹍﹍﹍﹍﹍﹍﹍﹍﹍﹍﹍﹍﹍﹍﹍﹍﹍﹍﹍﹍﹍﹍﹍﹍﹍﹍﹍﹍﹍﹍﹍ 

﹍﹍﹍﹍﹍﹍﹍﹍﹍﹍﹍﹍﹍﹍﹍﹍﹍﹍﹍﹍﹍﹍﹍﹍﹍﹍﹍﹍﹍﹍﹍﹍﹍﹍﹍﹍﹍﹍﹍ 

 上述案例中是否屬於言論自由的面向？若「是」的話，你認為是哪一種面向？若「不

是」的話，說說看你認為不是的理由？ 

﹍﹍﹍﹍﹍﹍﹍﹍﹍﹍﹍﹍﹍﹍﹍﹍﹍﹍﹍﹍﹍﹍﹍﹍﹍﹍﹍﹍﹍﹍﹍﹍﹍﹍﹍﹍﹍﹍﹍﹍ 

﹍﹍﹍﹍﹍﹍﹍﹍﹍﹍﹍﹍﹍﹍﹍﹍﹍﹍﹍﹍﹍﹍﹍﹍﹍﹍﹍﹍﹍﹍﹍﹍﹍﹍﹍﹍﹍﹍﹍﹍ 

﹍﹍﹍﹍﹍﹍﹍﹍﹍﹍﹍﹍﹍﹍﹍﹍﹍﹍﹍﹍﹍﹍﹍﹍﹍﹍﹍﹍﹍﹍﹍﹍﹍﹍﹍﹍﹍﹍﹍﹍ 

﹍﹍﹍﹍﹍﹍﹍﹍﹍﹍﹍﹍﹍﹍﹍﹍﹍﹍﹍﹍﹍﹍﹍﹍﹍﹍﹍﹍﹍﹍﹍﹍﹍﹍﹍﹍﹍﹍﹍﹍ 

 

 你認為這個言論自由需不需要受到保障？為什麼？ 

﹍﹍﹍﹍﹍﹍﹍﹍﹍﹍﹍﹍﹍﹍﹍﹍﹍﹍﹍﹍﹍﹍﹍﹍﹍﹍﹍﹍﹍﹍﹍﹍﹍﹍﹍﹍﹍﹍﹍﹍ 

﹍﹍﹍﹍﹍﹍﹍﹍﹍﹍﹍﹍﹍﹍﹍﹍﹍﹍﹍﹍﹍﹍﹍﹍﹍﹍﹍﹍﹍﹍﹍﹍﹍﹍﹍﹍﹍﹍﹍﹍ 

﹍﹍﹍﹍﹍﹍﹍﹍﹍﹍﹍﹍﹍﹍﹍﹍﹍﹍﹍﹍﹍﹍﹍﹍﹍﹍﹍﹍﹍﹍﹍﹍﹍﹍﹍﹍﹍﹍﹍﹍ 

﹍﹍﹍﹍﹍﹍﹍﹍﹍﹍﹍﹍﹍﹍﹍﹍﹍﹍﹍﹍﹍﹍﹍﹍﹍﹍﹍﹍﹍﹍﹍﹍﹍﹍﹍﹍﹍﹍﹍﹍ 

 

 動動腦時間：想想看，除上述案例外，可否舉出與校園生活相關的親身實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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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一】            案例討論之補充說明 

一、 此種言論的爭議之處？ 

案例一：居民認為當地已有一座焚化爐，不需再興建掩埋場，因此集會抗議農委會水保局。

警察以阻礙聯外道路，進行強制驅離。 

案例二：當時擔任台北市新黨市議員李慶元扯下總統肖像，遭同時擔任台北市議員的王世堅

以「下三爛、不要臉！」辱罵之。 

案例三：世新大學廣播電視系學生改編日本諾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同名小說，拍攝畢業

展。片中四名女生全裸入鏡、三點全露的內容引起大眾非議。 

案例四：由名人代言之藥酒廣告，廣告詞中的「一罐灌落去(台語)」將受罰。 

        衛生署認為必須加註「本品含酒，服用過量，有害健康」的警語。 

案例五：台北市議員李慶元等於議會會議進行時，當場拆下總統照片。爾後在與議員衝突中

毀損總統肖像，被控涉嫌毀損公物罪。 

案例六：不論是男同學或女同學都想要流行髮型。目前的中小學校園基本上皆允許女學生留

長髮，但要求其將頭髮綁起來。雖對女同學髮型鬆綁，卻仍然要求男同學理頭髮。

因此引起男同學不滿。 

案例七：電視劇中人物口頭禪「我若不爽，我就想要報仇」、「送你一支番仔火，一桶汽油」

引起社會犯罪事件的「劉文聰效應」，對這些犯罪事件造成影響。雖無法直接證明與

其相關，卻難免造成社會負面的示範。 

 

二、 案例中是不是言論自由的面向？ 

 言論自由的面向不只表現在言語或文字表達的部分，還有許多意見表達的面向，所以統

稱為表現自由(參考釋字 445 第一項)。因此凡帶有言論或意思之表達，皆屬於言論自由的

範疇。而集會遊行、誹謗性言論、猥褻性言論、消極性言論、肢體性言論、頭髮服飾及

暴力性言論等面向，更體現出表現自由的多元樣貌。因此於討論案例中皆為表現自由之

一部份。集會遊行、消極性言論、肢體性言論、頭髮服飾這些社會行動皆帶有意思表達，

因此屬於言論自由的形式面向。而誹謗性、猥褻性及暴力性等言論涉及較有爭議的內容

問題，屬於言論自由的內容面向。案例一：根據釋字 445 號第一項：「憲法第十四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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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之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同

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我國憲法明文保障集會

遊行的自由，因此集會遊行本身即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 

案例二：釋字 509：「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

大限度之維護。」誹謗性言論帶有言論的意思表達，只是其言論涉及爭議性的內容，

亦屬於言論自由的面向之一。 

案例三：凡帶有言論和意思的表達，皆應受到憲法的保護與保障。猥褻性言論亦帶有言論的

意思表達，屬言論自由的內容面向。 

案例四：廣告的商品標示是一種意見表達方式，當被規定須表達一定的意思，卻不表達時，

就是一種消極不表意的意見表達。 

案例五：有一些社會性行動，如燒國旗、燒黨旗、毀損總統肖像等，本身雖是一種破壞性行

為，但因其帶有強烈的意見表達意思，故亦是一種意見表達之方式。 

案例六：頭髮屬於身體之部分，因而與人身自由有關，是不可否認的，至於是否是一種言論，

目前則充滿爭議。然頭髮非不得用來表達意見，例如：將頭髮剃光來表達抗議，亦

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 

案例七：暴力性言論非一般性的言論，而是已造成某種程度的暴力。例如：教唆、精神幫助

（在場助勢）等，僅是動口而非動手的情形，皆屬暴力性言論之範疇。而暴力性言

論更帶有強烈的意思表達，當然屬於意見表達自由的面向。 

 

三、你們認為這個言論自由需不需要受到保障？為什麼？ 

 上述討論案例中，雖體現出表現自由的多元面貌，然並不代表這些表現自由皆受到憲法

的保護與保障。釋字 509 號指出，言論自由能在追求真理、溝通意見、監督政府與自我

實現等方面發揮重要的功能與作用。因此釋字 509 所明示的四大方面即成為保障言論自

由的理論基礎，被用以判斷言論是否值得保障。除此之外，根據釋字 414：「言論自由，

在於保障意見之自由流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

宗教及商業言論等，並依其性質而有不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故大法官認為，

言論自由應採廣義保護，再以保障程度區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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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了解言論自由的面向雖然多元，但不表示這些言論自由的面向皆可受到保護與保

障，因此出現爭議之處，故需與其他利益做調和。 

案例一：憲法§14 雖保障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但應向其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且在釋字 445

中，大法官認為，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利益之必要，可加以管制。 

案例二：釋字 509 指出：「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

共利益之保護，法律尚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理之限制。」 

案例二中關於誹謗之事，刑法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不罰，係針對言論內容

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行為

人，必須自行證明其言論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參考刑法§310 條第一、二、

三項)。 

案例二中有關立委言論免責權在釋字 435 提到，為確保立法委員行使職權無所瞻

顧，此項言論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應作最大程度之界定。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會

之發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越此範圍與行使職權無關之行為，諸如蓄意之肢體

動作等，顯然不符意見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因此不在憲法上開條文

保障之列。 

案例三：釋字 407：「猥褻出版品與藝術性、醫學性、教育性等出版品之區別，應就出版品整

體之特性及其目的而為觀察，並依當時之社會一般觀念定之。」又釋字 414 吳庚、

蘇俊雄、城仲模等不同意見書：「新近公布之釋字第四○七號解釋，亦僅認定主管機

關對出版品記載如何始構成猥褻之釋示尚未達違憲程度，而非謂猥褻之出版品不屬

憲法第十一條之保障範圍，便是相當於廣義說之一種運用。」即大法官認為猥褻性

的言論並非不為憲法所保障之言論，基本上，只要是言論或意思的表達(如案例中電

影的演出)，原則上受到憲法所保障，只是保護或保障之程度會依標準之不同而有所

不同。再加上猥褻性言論常常須兼顧善良風俗及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護，因此所受

保障程度較低。 

案例四：在釋字 577 中，大法官認為人民消極不表意之自由雖受保障，但為重大公益目的所

必要，仍得合理適當的限制之。釋字 414 中，大法官更提到「商業性言論」與國民

健康有重大的關係，故基於公共利益的維護，應受到較嚴格之規範。因此案例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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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比公司的消極不表意自由須與消費者的健康相互衝突，應做調和。 

案例五：案例五中關於扯下總統肖像的肢體性言論，雖是一種破壞性行動，然因其行動帶有

特殊意思之表達，亦是一種意見表達之方式。根據釋字 445，若未造成明顯而立即

之危險(如：損害國家利益)，扯肖像的肢體性行動亦應受到保障。 

案例六：頭髮屬於身體之部分，因而與人身自由有關，是不可否認的，至於是否是一種言論，

目前則充滿爭議。然頭髮是人身體的一部分，頭髮非不得用來表達意見，例如：將

頭髮剃光來表達抗議，亦是一種意見表達，何況學生想要流行髮型，來展現自我！

然學校常認為，若頭髮失守了，教師的權威即消失了。甚至有學校認為髮型服飾的

限制即是要用來區分學生與老師，以能突顯兩者間地位階層的不同，並藉以維持學

校秩序。因此學生的表現自由以及學校為維繫其權威與學校秩序，即產生衝突。 

案例七：案例中的言論非僅指一般性之言論，此種言論已造成某種程度的暴力，比如：教唆、

精神幫助（在場助勢）等。僅是動口而非動手的情形，皆屬暴力性言論之範疇。因

此爭點即在於暴力性言論是否應受到保障？而根據釋字 445，大法官認為達到「立

即且明確的危險」程度即應受到管制。若是以此項標準來判斷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

之「煽惑他人犯罪獲違背法令罪」時，即往往會產生是否應以產生「立即且明確的

危險」程度才能成立此罪的爭議。 

 

四、 想想除了案例中的言論自由外，能不能舉出一些與校園生活相關的實例？ 

 此題可讓學生自由發揮，然老師可先舉出一兩個例子，引導學生思考並做應用。如：在

學生會長候選時靜坐抗議廢除髮禁、在 BBS 站上散佈毀謗他人名譽之文章、穿著印有恐

怖主義圖案之衣服到學校、在選舉期間扯下教室內總統的肖像等等。 

 



【學習單一】      ~~言論變形蟲在社會生活Run來Run去~~ 

運用我們在課堂上學到的案例討論與分析，讀一讀它，試試看能不能分辨它是屬於言論

變形蟲的哪一個面貌？ 

言論變形蟲的多樣貌 

 

集會遊行蟲                    頭髮服飾蟲                    猥褻蟲 

暴力蟲                  肢體蟲                    誹謗蟲                  消極蟲 

 

__________  1. 我不想說，不行嗎？(吸煙有害健康) 

香菸代理商因未標示尼古丁及焦油含量，於 87年 1 月 1 日被查獲，因而遭

到罰鍰！ 

__________  2. 我想這麼寫，不行嗎？(作者：「信義大樓內大官們的『房』事

揭秘」) 

                商業週刊作者林瑩秋因有立委質詢新上任官員花公帑裝潢房子，推測是蔡

兆陽，而下筆寫文章爆料。蔡兆陽以毀損名譽向法院提起自訴。 

__________  3. 我想燒，不行嗎？(某人在路邊燒國旗。) 

某位忠貞的台獨人士在路邊燒國旗，被警察以毀損國旗罪逮捕。 

__________  4. 我想留長頭髮，不行嗎？(頭髮服飾) 

新竹市建功高中最近(2005年 4 月間)經學生公投後，校務會議決議開放學

生頭髮尺度，男女都不限頭髮長度，但不能染髮和燙髮。 

__________  5. 我想播出，不行嗎？(Born in Innocent 的影片播出) 

美國 NBC 播出 Born in Innocent 影片，兩名十三歲少年看完該片後模仿

片中的劇情蹂躪其十一歲的同伴致死。檢方控告 NBC 該對此事負責。 

__________  6. 我想出版，不行嗎？(正傳出版公司出版性愛大全) 

82年 6 月 1 日正傳公司出版「性愛大全」與「性按摩」二書，因部分圖片

和文字涉及妨害風化，禁止該書出售並且扣押其出版品。 

__________  7. 我不想倒在這，不行嗎？(台北縣環保聯盟抗議違法傾倒廢土) 

                82年 10 月 9 日早上十點左右，台北縣環保聯盟認為台北市將公共建設廢

土倒在台北縣，為了抗議台北市政府違法傾倒廢土，因此進行遊行抗議！ 

 171



【學習單二】 

言論自由小記者

一、我找到的新聞來自於    年    月    日                   報紙（或網頁）上的新聞。 

二、新聞的完整內容： （請浮貼） 

 

 

 

 

 

 

 

 

 

 

 

三、我覺得這則新聞和言論自由相關的訊息有： 

                                                                                 

                                                                                 

                                                                                 

                                                                                 

                                                                                 

                                                                                 

                                                                                 

                                                                                 

 

四、我對這則新聞的看法： 

（提示：校園生活中是否有類似經驗、自己遇到類似情形能不能受到保護、認識言論自由面

向對我們有哪些的幫助⋯⋯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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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主題標題 言論自由之制度面向─表現的媒介與制度 

設計者 趙翊伶 

簡介 

言論自由保障的對象，除了意見表達本身之外，還包括意見表達所依附的

媒介與制度。這些面向的保障對於表現自由在溝通意見、監督政府、發現真理

上是民主政治運作所不可或缺的。本教案設計將藉由案例的探討，使學生了解

表現自由的保護亦應包括對媒介與制度的保障。 

教學目標 

1、 認識表現自由與媒介、制度的關係。 

1-1、 能知道表現可能需要藉由媒介與制度來呈現。 

1-2、 能知道對表現媒介限制亦屬對表現自由之限制。 

1-3、 能說出表現自由的保護包括對媒介與制度的保障。 

1-4、 能認識社會生活中受表現自由保障之相關制度，如大學自治、平等

接近媒體等。 

2、 體認對於媒介或制度為限制所產生之效果。 

2-1、能了解對媒介或制度所做之限制，可能對表現自由產生更為壓迫之效。

2-2、能察覺對於媒介或制度所為之限制必須更小心為之。 

適合年級 高中二、三年級 總節數 兩節課 

教 學 活 動   

教學步驟 

順序 內     容 
對應

目標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一、教學說明一。 

二、教學說明二。 
 

 

步驟

1 

向學生說明提示言論自由保障的對象，除了意見表達本身之

外，還包括意見表達所依附的媒介與制度。將以下三則不同

的案例情境寫在黑板上，並將全班分成五組，每組七到八

人，討論以下問題： 

一、案例 A、B、C 中甲乙丙的表現自由限制有何不同？ 

二、在案例 B 的情況中，該報紙因刊登某乙的文章而被處罰

與處罰某乙本身何者對表現自由之限制更大？ 

三、從意見表達自由之角度，對於大學作為的制度應否給予

特別的憲法保障？ 

※案例 A、某甲在行政院門口批評政府施政被逮捕 

案例 B、某乙在報紙上對政府批評被逮捕 

案例 C、某丙在大學課堂上以民主理論批評政府而被逮捕 

1-1

1-2

15

分

步驟 注意同學的討論情形，使每位同學能參與其中並公平分配任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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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務，如主持討論、紀錄、上台發表等。請每組派代表上台在

案例 A、B、C 的標題下就三項問題寫上其討論結果，以簡

答方式即可。 

1-2 分

步驟

3 

與學生一同檢討各組各題討論的結果。就每題討論結果所產

生的大多數意見與不同意見抽點組別中的成員，請其說明該

組下該結論的理由與看法。藉由學生的討論意見，引導學生

思考【教學說明一】： 
一、人們的意見表現會藉由不同形式種類的媒介來呈現。 
二、制度性保障是為了表現自由在溝通意見、監督政府、發

現真理與實現自我等功能上獲得充分發揮及保障。 
三、對於媒介或制度所為之限制，可能對表現自由產生更為

壓迫的限制效果。 

四、表現自由之制度性面向有所謂的大學自治、平等接近媒

體權等態樣。 

1-1

1-2

1-3

1-4

2-1

2-2

40

分

步驟

4 

讓學生就以下辯論為本單元之應用思考。請學生針就「學校

對政治性社團之活動基金用於宣傳其政治理念上為限制，是

否是對表現自由的一種限制？」思考其立場，選擇同意或不

同意，分為兩造陣營，作一場小型辯論。辯論前給予學生以

下辯論提示： 

一、社團活動基金之作用為何？是否為言論媒介之一種？ 

二、針就政治性社團用於宣傳其政治理念上之限制是否合

理公平？ 

在此辯論結束後，由教師做說明總結【教學說明二】。 

1-1

1-2

1-3

1-4

2-1

2-2

30

分

 

延伸學習 

一、請學生就意見資源媒介的限制舉生活實例。例如影印機的使用規則排除作

為政治性與宗教性內容相關的限制，即是對言論媒介的限制。 

二、請學生就「學校播音器的使用規則僅適用於某個社團」、「學校刊物的製

作規則僅能刊登娛樂性文章」、「學校民主牆一半被用來張貼海報或移做

其他用途」等主題，選擇一則寫一篇小論文。 

參考資料 

來源 

類別 主題名稱／簡介／來源(網址或出版公司) 

書籍 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 

©法治斌（2003）。台北：正典出版。頁 330-331。 

網站 大學自治之專題文章閱讀 

www.license.com.tw/lawyer/practice/news/pl007.shtml

網站 人權教育資訊電子報 

http://home.kimo.com.tw/jyfd1103/index.htm

網站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www.hre.edu.tw/report/epaper/no10/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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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一】           案例ABC之引導思考提示

一、 案例 A、B、C中甲乙丙的表現自由限制有何不同？ 

案例 A 是甲個人的積極性言論，屬於個人面向的表現自由被限制；案例 B 中的乙藉由平

面報紙表達意見，因此其受限制的部分在於藉由媒介表現之限制；案例 C 的丙則因大學授課

的言論內容受到限制，此部分即與講學自由及大學自治的制度性保障有關。簡言之，為了保

障大學能充分發揮「追求真理」的功能，遂給予大學殿堂一種充分性自主的保障，外者不得

加以限制之。 

因此，本題要給予學生以下幾個概念層次：首先，人們的意見表現可以藉由不同形式來

呈現。其可能是個人面向的表達─積極性言論、消極性言論或象徵性行動，也可能藉由不同

種類的媒介來表達，更有可能是在制度面向中表現的情況；其次，則要帶出制度性保障的概

念。讓學生理解為了這些表現自由在溝通意見、監督政府、發現真理與實現自我等功能上可

獲得充分發揮及保障，遂產生制度性保障的概念。 

 人們的意見表現會藉由不同形式種類的媒介來呈現。 

我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又，西元 1948 年，

聯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中亦規定著：「人人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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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過任何媒介與不論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達消息

及思想的自由。」。因此可見言論自由不但是人民的基本權利之一，其透過媒介傳達或交換意

見亦受言論自由所保障。 

而所謂的媒介，可以平面、廣播及電視作為代表。關於平面媒介，我國大法官解釋在釋

字 414（商業廣告）蘇俊雄的不同意見書以及釋字 407 號解釋（猥褻出版品）中，皆可謂是間

接肯定了在平面媒體上所表達的意見也應該受到言論自由的保護與保障。而廣播電視的部

分，則更由釋字 364 號解釋明確指出了「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

保障言論自由之範圍。」 

當然，意見表達的媒介並不僅限於此，如網際網路、國家所保障的集會遊行場所、公共

論壇等亦皆是意見表達媒介的態樣。網際網路為言論意見發表之媒介十分容易理解，至於國

家所保障的集會遊行場所，則係根據釋字 445 號認為，「國家應予提供適當的集會遊行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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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護集會、遊行之安全，使其得以順利進行。」而被認為也可屬於意見表達媒介之一種。

公共／有限度的公共論壇，則是指經常用來發表意見與進行公共事務之討論的公物，如公園、

廣場、人行道或學生活動中心等，因此亦是媒介的一種。 

 制度性保障是為了表現自由在溝通意見、監督政府、發現真理與實現自我等功能上

獲得充分發揮及保障。 

表現自由，除了個人表現的面向─積極性言論、消極性言論、象徵性行動等外，還可分

為個人透過媒介來展現的部分，以及透過制度性表現的面向。所謂制度性面向，在英文稱被

為 Institutional right，係有別於 Individual right。Institutional right 在大陸法系國家憲法的解釋則

稱為「制度性的保障」。換言之，其保障的對象不是某個個人，而是一個制度。在這個制度中，

理所當然的有一群人或一些組織在運作，為了讓此制度功能能運作順暢，因此必須受到保護

與保障。德國的立法例裡，就有幾條明顯的制度性保障條文，譬如家庭制度的一夫一妻制、

大學自治等，即在憲法上明文受到保護與保障之規定。 

反觀我國，雖然無法單從憲法條文看出制度性保障的字眼，但因受到德國立法的啟示，

遂已有幾號大法官會議解釋，開始從憲法第十一條的言論、講學、著作、出版自由慢慢作成

一種制度性的保障。制度，Institution，有時候也可被視為是一個「組織」，但它不只是一個組

織，更重要的是其隱含著整個體制。因此，大學自治、家庭制度、一夫一妻等基本的體制，

都是這邊所謂的制度面部分。由於制度性保障的特殊概念，其與個人自由、主體權利的保護

與保障即大相逕庭。不僅保障方式與產生的效用不同，對國家相對的義務、能否侵犯或保障

的對象也都很不一樣。 

就表現自由來說，根據釋字 509 號解釋，其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

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等功能。人們透過個人或媒介來表現，可以達成前述的理想，發揮

前述的功能。但是，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利益」等之保護，即可能容易受到程

度不等的限制。為了使某些對社會運作具有重要利益的表現自由在溝通意見、監督政府、發

現真理與實現自我等功能上能獲得更充分的發揮，因此乃有制度性保障面向的產生。 

 

二、 在案例 B 的情況中，該報紙因刊登某乙的文章而被處罰與處罰某乙本身何者對表現

自由之限制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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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前者在表現自由的限制上是大於處罰後者的。換言之，也就是處罰平面媒介的限制

效果大於處罰個人的效果。本題即是欲讓學生理解對於媒介或制度所為之限制，可能對表現

自由產生更為壓迫的限制效果。 

 對於媒介或制度所為之限制，可能對表現自由產生更為壓迫的限制效果。 

由於藉由媒介或制度所為之言論表現，在溝通意見、監督政府、發現真理與實現自我等

功能上能展現出更強大的效果與力量，因此對之所為之限制，也將形成更深刻的壓迫效果。

詳言之，此乃因為個人藉由媒介或制度的意見表達與單純個人表達之效果並不相同，前者傳

播流通的效力相當廣大，能廣泛、快速且深刻地傳達理念、交換意見、並影響人們的觀點；

而單純的個人表現則雖能立刻傳達理念，但其傳達及影響的範圍卻相當有限。因此，若是對

表現媒介或制度為限制，則恐易對整個社會產生寒蟬效應。人們將懼於藉由媒體或制度之形

式而為意見表達，媒體本身亦可能因此無法展現溝通意見、監督政府、發現真理與實現自我

等功能，至於制度則將因過度的限制而破壞社會和諧的運作模式。 

例如白色恐怖時期對於報章雜誌之限制，即是相當明顯的例子。許多社會精英及知識份

子藉由報章雜誌抒發政治理想，對當時之專制政府為監督批判，卻因言論審查而被逮捕迫害，

其所憑藉之報章雜誌亦因之查禁。此後，表達媒介僅限於傳達威權思想的政治工具，失去傳

達多元意見、交換理念觀點能力，以及溝通意見、監督政府、發現真理與實現自我等之功能。

相對於個人單純的意見表達，其傳播速度並不如藉由媒介或制度般快速，因此即使在當時對

他人為理念之表達傳播，也不見得會受到廣泛的注意，進而接受立即性的處罰。因此，對於

媒介或制度所為之限制，將對表現自由產生更為壓迫的限制效果。 

 

三、 從意見表達自由之角度，對於大學作為的制度應否給予特別的憲法保障？ 

為了保障大學能充分發揮「追求真理」的功能，大學制度應給予特別的憲法保障。本題

係欲藉由所謂的「大學自治」，來點出依我國大法官實務意見的看法，表現自由的制度性面向

有所謂的大學自治、平等接近媒體權等態樣。 

 表現自由之制度性面向有所謂的大學自治、平等接近媒體權等態樣。 

我國大法官在釋字 509 解釋中曾指出「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十一條有明

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度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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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由此可知，言論自由的功能在於「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

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其中，「追求真理」又需依賴學術研究與交互探討辨正

才得以發揮實現，因此，以探求知識真理為主的大學殿堂，即十分強調講學及學術的自由。

唯有維護學術研究的自由性，人們才不致被已知有限的知識所矇蔽，進而能逐步揭開真理的

面紗。 

十七世紀著名的科學家伽利略即是最好的例子，其藉由不斷的學術探討與驗證，發現哥

白尼所主張的「地動說」（以太陽為中心）才是真理。然而當時教會卻以違反亞里斯多德之「天

體是完美無缺」的概念，以及推翻了古代學者托勒密的「天動說」（以地球為中心），而禁止

其學術研究結果之發表，甚至將其科罪入獄。若是現代仍將真理之追求視為宣揚邪端異說，

那麼，當太空梭發射至太空發現並非天體繞地而動時，相信人們所信奉的「知識」就會一夕

間潰散無疑。因此，維護學術研究的自由性，並對之加以保護與保障，才能徹底的發揮追求

真理的功能。 

由此觀之，學術自由之保障即相當重要。而此也可從釋字 380 中一探究竟。大法官在釋

字 380 號解釋中指出，「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度性保障」。

這即是「大學自治」的來源。可見「大學自治」亦是表現自由制度性面向的一種態樣。藉由

給予大學充分的學術自由與自主權，以能實現「追求真理」的功能與真諦。 

除了大學自治外，在表現自由的制度性保障中，尚有人民「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權」之態

樣。釋字 364 號解釋指出，「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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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均應以法律定之。」

此項解釋認為利用廣播及電視媒介為言論之表達亦為言論自由所保障的範疇，因此，人民在

廣播及電視媒介之使用上，必須要能平等接近。是故，大法官認為應以法律將之予以制度化

的保障，而「接近使用傳播媒體」即成為表現自由制度性面向的另一種態樣。 

至於「新聞自由」部分其性質到底為何，在我國的法律意見上則仍未有定論。不論在其

是否獨立地受到憲法的保護與保障，或是是否是一種不同於言論自由的權利或是制度性的權

利，皆有不同的見解主張。關於新聞自由的性質，美國的學者 Potter Stewart 在 1974 年提出第

四權理論，不但在其內涵上作解釋，並肯定新聞自由的獨特性。Potter Stewart 強調新聞自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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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自由並不相同，認為應該發展出一套獨立的體系來保障新聞自由，即是所謂的「第四權

理論」。第四權，是相對於美國憲政體制的行政、立法、司法體系之外的第四權。換言之，第

四權是用以發揮監督政府的一個作用，為此，甚至給予新聞媒體更大的權利去挖掘政府的一

些資訊。因此，基於這樣的功能，新聞自由便成為一項制度性的保障。在釋字 407 號解釋的

吳庚協同意見書中，即指出美國將新聞自由作為一種制度性保障的體例。 

至於我國對新聞媒體功能之法律見解，則有釋字 509 號解釋的蘇俊雄協同意見書作為解

釋。釋字 509 號蘇俊雄協同意見書中指出，「解釋文中強調之促進『監督』政治、社會公意的

功能，此對媒體來說，固不無促進新聞公正報導的作用，但是就人民意見表現之自由而言，

恐引起誤導，尚有予以澄清的必要。蓋言論自由既攸關人性尊嚴此項憲法核心價值的實現，

在多元社會的法秩序理解下，國家原則上理應儘量確保人民能在開放的規範環境中，發表言

論，不得對其內容設置所謂『正統』的價值標準而加以監督。從而針對言論本身對人類社會

所造成的好、壞、善、惡的評價，應儘量讓言論市場自行節制，俾維持社會價值層出不窮的

活力；至如有濫用言論自由，侵害到他人之自由或國家社會安全法益而必須以公權力干預時，

乃是對言論自由限制的立法考量問題，非謂此等言論自始不受憲法之保障。故若過份強調其

監督政治、社會活動的工具性功能，恐將讓人誤以為憲法已對言論內容之價值做有評價，甚

至縮限了對於言論自由的理解範圍。」 

由前揭可知，釋字 509 蘇俊雄協同意見書認為，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應要加以區分。其

最大的不同在於，新聞自由較具一種工具性的功能，而非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因此，從基本

人權保障的角度來談，即會有程度上的區別。換言之，言論自由本身是由個人尊嚴尊重，保

障個人自我實現等所衍伸出來的，比工具性的功能更為重要。然而，該號協同意見書僅是點

出新聞自由工具性的功能，並還未能發展成對新聞自由保障的一個完整制度性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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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二】          辯論引導之補充說明

一、 社團活動基金之作用為何？是否為言論媒介之一種？ 

社團活動基金之運用乃係讓學生藉由活動之舉辦，來實現自我、表達信仰、溝通及交換

意見。根據美國 1995 年 Rosenberger v. Rector and Visitors of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案例，美國聯

邦最高法院認為社團活動基金乃係屬於「有限度之公共論壇」。而所謂「有限度之公共論壇」

根據國內學者法治斌教授（2003）的見解認為，係指限定某些特定身份或特定議題始能使用

之公物，例如學校內的活動中心即屬之。因此，就其性質而言，原則上僅供該校學生使用，

一旦開放供意見表達之使用，即為有限度之公共論壇。而依照前揭所述，意見表達之媒介並

不僅限於平面、廣播與電視，網際網路、國家所保障的集會遊行場所、公共論壇等亦皆是意

見表達媒介的態樣。是故，社團活動基金既然屬於「有限度之公共論壇」的一種，那麼，也

就是言論媒介的一種態樣。 

 

二、 針就政治性社團用於宣傳其政治理念上之限制是否合理公平？ 

宣揚政治理念本即是政治性社團表現的一部份，因此若學校限制其社團活動基金使用於

宣傳政治理念上，即會影響其表達的機會，是一種間接限制。如此一來，學校對該社團活動

基金使用之限制即不合理亦不公平。再者，社團活動基金係屬有限度之公共論壇，受言論自

由所保障。因此，為保障此項自由，一旦開放學生社團自由使用社團活動基金，即不應對特

定社團設有限制。此在美國是以「平等接近」的概念來闡述之；在我國，則有釋字 364 號解

釋的「平等接近媒體」可做相關概念之解釋。釋字 364 號解釋指出，「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

達意見，屬於憲法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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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均應以法律定之。」因此，若學校針對政治性社團用於宣傳其政

治理念上做限制，即會侵害學生「平等接近媒體」的權利。 

綜上所述，學生社團活動基金屬於「有限度的公共論壇」，是言論媒介的態樣之一，因此

必須受到言論自由之保障。又，根據釋字 364 號解釋，意見表達媒介之使用必須維護到人們

「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利。既然一般社團可以利用社團活動基金來達到實現自我、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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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溝通及交換意見的作用，那麼，政治性社團也有權利使用社團活動基金來宣傳其政治

上之理念。因此，就本例而言，學校針對政治性社團使用社團活動基金之限制，即係對政治

性社團的表現自由設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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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自由之限制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主題標題 言論自由之限制─享自由？先搞懂「鬼」「理由」吧！ 

設計者 陳梅玲、林栴君 

簡介 

本教案透過教師講述、小組討論、戲劇演出等教學方式，希望學生能瞭解

民主國家體系賦予人民自由，但該自由的成立需建立在不違背社會制度的前提

下。藉由參與戲劇編演，讓學生自己建構出「不同時間、地點、方式」表達「同

一意見」的不同情境，體會如何表達意見（非內容）與表達什麼意見（內容）

是兩個層面的問題，進一步瞭解國家管制人民言論自由的原則之一「雙軌理

論」，幫助學生掌握如何合法表達自己的意見。 

教學目標 

1、認識到展現自由之真正意涵，必須有其限制。 
1-1、 能說明為何自由必須有其限制。 
1-2、 能說明言論自由受到管制的四個理由。 
1-3、 能解釋為何雙軌理論對內容或非內容的管制程度有所不同。 
1-4、 能指出國家在言論非內容面向管制之可能。 

2、體認言論自由並非無限上綱。 
2-1、 能體會真正的自由乃係有限制的自由。 
2-2、 能瞭解言論自由在有侵害社會或他人利益之虞時國家得予以限制。 

3、能掌握合乎憲法保障之表現自由。 
　 3-1、能以理性、尊重的方式與他人協調爭議並達成共識。 
　 3-2、能以適當方式表達言論主張。 

適合年級 高中二、三年級 總節數 四節課 

教 學 活 動  一 

標題 言論自由的四大枷鎖 

說明 

「只要我喜歡有什麼不可以」，是當今年輕人很喜歡的一句話，也常以這

句話作為行為模式的準則。然而自由並非無限上綱，自由應當是社會成員共同

共識交出某部分的自由，如此可謂真正的自由。故，此教學活動主要目的在於

讓學生了解自由是需要受到限制的，並透過分組討論了解國家管制言論自由的

四大理由以及大法官如何在多元意見下調解爭議。 

教學步驟 

順序 內容 
目標

對應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一、自編教材一。 
二、教學說明一。 

  

步驟 請學生思考、發表對下列問題的看法： 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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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只要我喜歡有什麼不可以」這句話在民主社會中是

否可為主張自由的無限上綱。 
二、 回想國中上過的「人民基本權利與義務」單元中，提

及人民有四大基本權利和三大基本義務，當中四大基

本權利是否不受任何限制？教師可參考《憲法》第 23
條關於人民基本權利的四大限制。 

1-2
2-1

分

步驟

2 

教師配合自編教材一「言論自由的四大枷鎖」： 
一、 共分六組，以小組討論的方式，每一組討論自編教材

一中的兩個案例。 
二、 討論案例一至案例四中與言論自由和社會制度衝突的

爭議點為何。 
討論問題： 
1、誰在主張言論自由？ 
2、所主張的言論自由與何種利益相衝突？ 
3、上述所相衝突的利益，國家可能會以憲法第二十三條中的

何種理由來限制人民的言論自由？【參考教學說明一】 
 
三、 請學生試想如果自己是大法官會如何調和爭議點，請

在組內達成協議，並將協議的理由書寫下來。若持不

同意見者，可另外說明不同意見者的觀點。 
四、 各組推派代表利用三分鐘的時間說明共識。 

1-2
2-1
2-2
3-1

60
分

步驟

3 

教師總結： 
自編教材一中提及的四個案例，並歸納國家管制人民言論

自由的四大理由。 

 
20
分

 
教 學 活 動 2 

標題 「雙軌」搞什麼鬼！ 

說明 

自由是社會成員們共同共識交出某部分的自由，人民可以主張言論自由，

國家亦有管制人民言論自由的理由。藉由參與戲劇的編演，讓學生進一步瞭解

國家管制人民言論自由的原則之一「雙軌理論」，是表達意見（非內容）與表

達什麼意見（內容）兩個層面的問題，並幫助學生掌握如何合法表達自己的意

見。 

教學步驟 

順序 內容 
目標

對應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一、 自編教材二。 
二、 教學說明二、三。 

  

步驟

1 

教師提問下列問題： 
一、 人民有權主張言論自由，但國家亦有管制人民言論自

由的理由，於此兩種權利皆應顧及的情況下，該如何

1-2
3-1
3-2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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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衝突？(參考憲法§23 條) 
二、 以「民國 94 年 4 月 26 日連戰出訪大陸，不同黨派的

民眾於機場抗爭」的新聞為例，讓學生思索人民有權

主張自己的言論自由，但如何發表（時間、地點、方

式）可減少爭議？ 

步驟

2 

一、教師先配合【教學說明二】講解釋字 445 中有關雙軌的

精神。 
二、同學再以小組討論方式，進行下列問題討論： 
以下有三種不同情境分別遭到限制： 
A、 因為主張分裂國土而申請遊行，被警察拒絕。(內容) 
B、 於上課時間講話，被老師罰站。(時間) 
C、 人民到機場抗議連戰出訪大陸，被驅離。(地點) 
1、上述情境中所表達的是什麼樣的言論內容？ 
2、上述情境中的言論，是內容還是非內容的部分受到限制？

對內容或非內容的限制，哪一個是比較違背言論自由保障

之精神？ 
3、請同學自編情境劇，演出能受憲法保障的適當言論表達情

境。 
三、讓同學用角色扮演的方式來表現。 
◎戲劇演出： 

1、 共分三組，各組派代表至台上抽籤，將抽到的三種

情境(A、B、C)，以合乎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情境

用戲劇演出。 
2、 教師可視學生學習狀況選擇： 

(1) 讓學生利用課堂中或課堂外的時間準備戲劇的

演出。 
(2) 分為三組或六組的戲劇演出。 

3、 每組編排戲劇。 
4、 每組上台演出戲劇。 
5、 每組戲劇演出時，請台下同學配合自編教材二「大

家來找碴」的題目紀錄觀察戲劇得到的發現。 
四、學生演出後，教師配合【教學說明三】小結。 

1-3
1-4
2-2
3-1
3-2

50
分

步驟

3 

教師總結： 
一、 詢問學生人民表達相同的言論，但是否因表意時間、地

點、方式的不同，而和社會制度相衝突的程度有所不同。 
二、 引出「雙軌理論」中「非內容」與「內容」的分類方式，

讓學生討論「非內容」與「內容」受限制及受保護的程

度應該分別為何。 
三、 最後教師歸結「雙軌理論」的精神。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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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一、 讓學生設計教室發言規則或班板規則，在其訂定規則時，如：猥褻性言論

不可發表，讓學生把限制的理由與上課提及的四大枷鎖運用出來。重點在

於學生能說出理由。 
二、 請同學上網找集會遊行法，找出哪些是針對時間、地點、方式做限制？ 

參考資料 

類別 主題名稱／簡介／來源(網址或出版公司) 

網站 全國法規資料庫網站  取自 http://law.moj.gov.tw/ 

網站 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取自 http://nwjirs.judicial.gov.tw/ 

報紙 民國 94 年 4 月 28 日中國時報 A3 版 

民國 94 年 4 月 29 日中國時報 A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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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言論自由的四大枷鎖 

注意事項： 

 
1. 案例分配方式： 

第一組—案例 1、2；第二組—案例 1、3；第三組—案例 1、4； 
第四組—案例 1、2；第五組—案例 1、3；第六組—案例 1、4。 

2. 討論成功要件： 
這是一個小組討論的活動，請以理性、尊重的方式和伙伴達成共識。 
 

 
 

法律小博士： 

 
還記得國中學過的人民基本權利與義務嗎？其中，人民受《憲法》保障享有平等權、自

由權、受益權、參政權等四大基本權利，不過身為一個民主法治國家的公民可別只記得自己

主張自己的權利囉！因為人民在四種情況之下，重要的四大基本權利是會被限制的，這四種

限制人民基本權利的枷鎖（理由）條列在《憲法》第二十三條之中，分別為： 
1. 維持社會秩序、 
2.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3. 維護公共利益、 
4. 避免緊急危難。 
 
 
 

ARE YOU READY？ 

 
現在就請各位大法官們利用下列案例中提供的資料，以及你們的 IQ 與 EQ，將上述四大

枷鎖運用於每個案例之中，思考該案例中主張的言論自由與四大枷鎖中的哪一個相互衝突。

並且嘗試與其他大法官達成共識，以調和「人民的言論自由」與「公共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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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1 

時間：民國 82年 10 月 9 日。 

事實： 
台北縣環保聯盟認為台北市將公共建設廢土倒在台北縣，為了抗議台北市政府違法傾倒

廢土，該聯盟理事長張正修於 82年 10 月 4 日向台北市政府警察局申請集會遊行。申請書中

表示該聯盟申請民國 82年 10 月 9 日 10 點至 14 點，集合台北縣居民 500 人，從台北縣忠孝

橋集合，沿路遊行至台北市政府，抗議市政府違法傾倒廢土。 

台北市政府警察局以「未在六日前申請」，核定該聯盟不准遊行。但張正修等一行人還

是以車隊方式前往台北市政府，途中還遭警方以拒馬阻擋，警方亦多次舉牌警告該隊伍乃違

反《集會遊行法》需立即解散。 

張正修一行人遭到阻擋之後就地演說、呼口號、演行動劇、在柏油路噴漆等行為，造成

附近馬路壅塞。在林瑞圖市議員的協調下，遊行隊伍始宣布解散。台北地方法院士林分院檢

察署針對張正修等五人提出公訴，在地方法院的判決中張正修等五人敗訴遭判處刑責後，上

訴高等法院亦以違反《集會遊行法》判處刑罰。張正修等人認為《集會遊行法》有關規定已

經違反《憲法》保障人民集會、言論自由之精神，向大法官會議聲請釋憲。 

 

案例 2 

時間：民國 85年 11 月 

事實： 

第 467 期商業周刊中刊載兩篇文章，作者和篇名分別為「林瑩秋—信義大樓內大官們的

『房』事揭秘」、「秦漢硯（筆名）—蔡兆陽搶走王志剛的公關愛將」，兩篇文章中敘述主角同

為蔡兆陽。 

前文作者林瑩秋，指出有一位新上任的官員花了 278 萬元的公帑重新裝潢官邸，林瑩秋

得知消息後推測該名新上任官員可能為蔡兆陽，因此下筆寫文章。林瑩秋在寫文章前曾進行

的兩個求證行為：一是打電話給某立委的助理，探聽該名新上任官員的名字，但未得之。二

是詢問蔡兆陽樓下的住戶，該名住戶本來上也不知道，直到林瑩秋向他提起才知道，而該名

住戶表示如果真有裝潢一事也應該是隔壁住戶。 

後文內容大多描述與蔡兆陽人格、品行相關的文字，部分內容如列「自稱操守絕對沒有

問題的蔡兆陽個性剛烈，雖然任事積極，但在撤換高鐵籌備處長林崇一的事件中，居然可以

連發五份新聞稿，羞辱林崇一，氣量狹小，趕盡殺絕⋯。⋯蔡兆陽常常喜歡凸顯他的『夠力』，⋯」 

兩篇文章中的主角蔡兆陽認為撰寫這兩篇文章的作者與商業周刊總編輯黃鴻仁對於其社

會地位、道德形象、人格評價以負面貶抑的筆法敘寫，足以毀損蔡兆陽名譽，因此向法院提

起自訴。在第一審、第二審的判決中，主張不是非惡意攻訐蔡兆陽的被告皆為敗訴。為了捍

衛現代民主社會必備第四權的新聞自由，若政府或司法體制等公權力介入，以刑罰方式處罰

媒體之言論責任，可能會大幅縮減新聞媒體監督政府的功能。因此被告林瑩秋與黃鴻仁決定

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是否抵觸《憲法》第 11 條人民言論自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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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3 

時間：民國 83年 8 月 

事實： 
百年康股份有限公司向台北市政府衛生局申請核定「『富士』低週波治療器廣告」。該

公司於民國 83年 8 月 1 日在常春月刊第 137 期刊登「『富士』低週波治療器廣告」，廣告內

容除了當初核定的字眼外，多了「慶祝週年慶．父親節八月一日～八月三十一日，凡於此期

間購買本公司『富士低週波治療器』則送台北←→韓國濟州島來回機票旅遊抵用券三、○○○

元‥‥」等語，台北市政府衛生局認為該公司加刊核准之外的藥物廣告，處以新台幣三萬元

之罰鍰。 

該公司主張廣告核定後新增的贈獎活動之用意，只是為了要回饋消費者，並無造成藥物

濫用之用意，該公司因此申請衛生局復核，但收到的復核結果為維持原處分，之後提起訴願、

再訴願與行政訴訟，該公司對政府的訴願與告訴皆被駁回。為了捍衛該公司的言論自由和工

作權，百年康股份有限公司聲請大法官解釋《藥事法》、《藥事法施行細則》等相關規定，

是否抵觸《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案例 4 

時間：民國 82年 7 月 

事實： 

正傳有限公司於民國 82年 6 月 1 日出版暢銷 29 國之「性愛大全」與「性按摩」二書（原

英文名分別為＂ Making Love＂、＂Sensual Massage＂），該公司主張出版此二書的內容僅

在傳播正確的性知識，促進國民性教育的健全發展，更寓有解決諸多潛在婚姻危機的社會功

能，為求慎重，特延請中華民國性教育學會理事長暨醫學博士李鎡堯及知名性學專家許耕榕

等專家學者審稿推薦。 

該書出版近兩個月後，遭到台北市政府依據《出版法》規定，因部分圖片和文字涉及妨

害風化，該書禁止出售並且扣押其出版品。正傳有限公司認為該書中的文字和圖片皆尊重原

文書的編排和敘述，無猥褻或妨害風化之虞，因此正傳有限公司提出訴願與行政訴訟，但結

果皆不利之，最後該公司決定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出版法》、《刑法》的相關規定是否抵

觸《憲法》保障人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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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的決定 

 

我們的判斷過程 

 

1、誰在主張言論自由？ 

 
 

2、所主張的言論自由與何種利益相衝突？ 

 
 

3、上述所相衝突的利益，國家可能會以憲法第二十三條中的何種理由來限制人民的言論自

由？ 

 
 

我們的決定 

 

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度之維護，

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

對_______________之保護，法律尚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理之限制。 

 

不同意見書 

 

不過＿＿＿＿＿＿法官的看法和我們不太一樣，其理由為： 

 
 
 
 
 
 

                     第＿＿＿＿組大法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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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二】              大家來找碴 

以下有三種不同情境分別遭到限制： 

A、 因為主張分裂國土而申請遊行，被警察拒絕。 

B、 於上課時間講話，被老師罰站。 

C、 人民到機場抗議連戰出訪大陸。 

 

我們觀察的是情境           

 

受到限制的是內容或是非內容(時間、地點或方式)？ 

 

我們認為       組的表達方式    (有/無)演出合乎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情境， 

若「有」，其理由在於 

 
 
 
 
 
 
 
 

若「無」，理由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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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一】          四大枷鎖之回應與討論說明 

一、 誰在主張言論自由？ 

二、 所主張的言論自由與何種利益相衝突？ 

三、 上述所相衝突的利益，國家可能會以憲法第二十三條中的何種理由來限制人民的言論自

由？ 

案例一：案例中的張正修等台北縣環保聯盟主張集會遊行的表現自由。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

之自由，與言論、講學、著作等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釋字 445 提到，「有關

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行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

進公共利益所必要，屬立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不致有所侵害，與

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所以國家是可以根據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

公共利益所必要的理由來進行管制。 

案例二：案例中的林瑩秋與黃鴻仁主張其發表文章的言論自由。人民發表文章是屬於文字與

書面的意見表達。釋字 509：「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利益之保護，法律尚

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理之限制。」很明顯地看出可根據為了保障別

人的名譽、隱私等自由而來做限制或做相互調整。故國家可以主張憲法§23 條的防止

妨礙他人自由來進行管制。 

案例三：案例中該公司廣告核定後新增的贈獎活動之用意，只是為了要回饋消費者，並無造

成藥物濫用之用意，故主張其藥物廣告之言論自由。釋字 414：「藥物廣告係為獲得

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並具商業上意見表達之性質，惟因與

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利益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所以大法官是

認為，基於公共利益的維護，特別是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的理由，來做與言論自

由相關的調整。因此國家可主張憲法§23 條的公共利益之維護（維護國民健康）對人

民權利進行管制。 

案例四：案例中正傳有限公司認為文字和圖片無猥褻或妨害風化之虞，因此主張其出版之自

由。台北市政府因部分圖片和文字涉及妨害風化，禁止出售並扣押其出版品。釋字

407：「猥褻出版品與藝術性、醫學性、教育性等出版品之區別，應就出版品整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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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其目的而為觀察，並依當時之社會一般觀念定之。又有關風化之觀念，常隨

社會發展、風俗變異而有所不同，主管機關所為釋示，自不能一成不變，應基於尊

重憲法保障人民言論出版自由之本旨，兼顧善良風俗及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護，隨

時檢討改進。至於個別案件是否已達猥褻程度，法官於審判時應就具體案情，適用

法律，不受行政機關函釋之拘束，乃屬當然。」簡言之，大法官認為可以根據兼顧

善良風俗及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護來加以管制。但雖然是管制，還是可以根據當時

社會觀念的理由，隨時調整。換言之，在不同情境下，我們判斷出某些利益比較重

要而不會構成影響時，即要做適時的調整，特別在猥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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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二】 

美國「雙軌」理論精神之補充說明 

大法官釋字 445 號解釋文： 

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 11 條規定之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

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

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行之安全，使其得以順利進行。以法律限制

集會、遊行之權利，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集會遊行法第 8條第 1項

規定室外集會、遊行除同條項但書所定各款情形外，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同法第 11 條

則規定申請室外集會、遊行除有同條所列情形之一者外，應予許可。其中有關時間、地點

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行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

屬立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不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

無牴觸。 

 

上述為自編教材一中案例一的大法官釋憲解釋文，清楚說明國家管制人民言論自由極為

重要的精神「雙軌理論：倘若國家欲對人民言論自由進行管制，涉及內容之言論應該受到比

較多的保障，相對地，非涉及內容之言論應該受到多一點的限制」。表達言論自由的時間、地

點、方式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秩序或公共利益，因此國家限制人民的集會自由時，對於內容與

非內容的限制程度是有所不同的。此外，關於非內容的地點部分，有關禁制區的設置，可參

考集會遊行法第六條。 

為了讓同學更瞭解內容與非內容之間的不同，以及體會不同時間、地點、方式營造出的

情境有何不同，先以下列情境與問題讓同學分組討論，爾後同學進行下列戲劇演出之活動，

最後再由教師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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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三】      「大家來找碴」活動引導思考說明 

A、 因為主張分裂國土而申請遊行，被警察拒絕。(內容) 

B、 於上課時聊天，被老師罰站。(時間) 

C、 人民到機場抗議連戰出訪大陸，被警察驅離。(地點) 

 

一、 上述情境中所表達的是什麼樣的言論內容？ 

 A 之言論內容表達其分裂國土。 

 B 的言論視其聊天的內容而定。 

 C 的言論主要表達到機場抗議連戰出訪。 

 

二、 上述情境中的言論，是內容還是非內容的部分受到限制？對內容或非內容的限制，哪一

個是比較違背言論自由保障之精神？ 

 A 情境中，主張某種言論內容(分裂國土)申請遊行，卻遭到拒絕，顯然是對言論自由有關

內容的部分進行管制。B、C 情境則是在表達的時間、地點會影響到社會秩序或公共利益，

因此是對於言論自由有關非內容方面進行管制。 

 釋字 445 第一項提到雙軌理論的重要概念。所謂雙軌理論，是指政府對於人民的意見表

達自由或言論自由之管制必須考慮兩個層面：直接管制言論內容本身；或間接管制言論

之時間、地點、方式。意見表達自由和言論自由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對人們表達意見之允

許，以及對於不同意見之容忍與尊重。因此，雙軌理論主張，涉及直接有關言論內容的

事項，須多點保障；若是涉及時間、地點、方式之非內容管制，則可因維持社會秩序及

增進公共利益等之必要，允許對之作多一點規範。綜上所述，對直接有關言論內容的事

項進行管制，顯然違反言論自由所保障之精神。 

 

三、 請同學自編情境劇，演出能受憲法保障的適當言論表達情境。 

 先請同學演出，再由教師對學生之演出進行分析與說明。 

 請各組同學依照自己小組抽到的三種不同情境(A、B、C)，用本單元學到的關於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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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內容的限制，完成一部可合理表達自己言論自由的小短劇，請各位同學竭盡可利用的

人力和物力，發揮你們的創造力吧！ 

 情境 A 主要針對言論之內容進行管制。釋字 445 第二項：「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

土』之言論，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行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論而為審查，與

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昔日集會遊行法禁止「主張共產主義與分裂國土」的

集會遊行，直接違背言論自由的核心內涵，因為言論內容的本身，即為言論自由所要保

障的核心。且此種規定實際上即是讓主管機關在許可集會遊行之前，針對人民政治上之

言論而為審查，顯然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的意旨有違。總括說來，大法官認為國家不得

對言論之內容作事先的審查，尤其是政治上之言論。因此 A 情境中，人民申請有關政治

上言論的遊行，卻遭到警察的拒絕，警察是違憲的。 

B、C 主要針對言論之非內容進行管制。釋字 445 第一項：「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

等未涉及集會、遊行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屬

立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不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

無牴觸。」因此國家為調和公共利益等而立法對意見表達之時間、地點、方式加以規範，

並不違憲。 

B 情境中，學生在上課時聊天，教師為顧及其他學生上課的權益，根據釋字 445，其限

制並不違憲。 

C 情境，根據釋字 445 第三項前段，大法官認為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事設施之安全、

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因此如機場、碼頭、醫院、學校等禁制區之規範為合憲之規定。

因此 C 情境中的人民到機場集會抗議是違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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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主題標題 言論自由之限制─超級兩院電「論」公司 

設計者 陳閔翔、林栴君 

簡介 

基本人權是受到憲法所保護的，尤其是言論自由與集會遊行的權利保障，

此於憲法本文第十一條與第十四條規定甚明。但在什麼情況之下會受到限制

呢？其中有哪些理論原則與判斷標準可供法院與一般民眾來遵循呢？換言

之：什麼樣的言論必須受到限制？而其限制的理由可以說服我們，值得我們去

遵守？ 

教學目標 

1、 知道言論自由的利弊得失。 
1-1、能說出言論自由的好處與壞處。 
1-2、能指出限制言論自由之管制面向與事項。 
1-3、能說明「雙層理論」中管制非內容的理由。 
1-4、能依據不同種類的言論自由，說出其管制的範圍與方式。 

2、 能以不同角度去思考言論自由的利弊得失。 
2-1、能站在不同觀點來判斷言論自由是否應受到限制。 
2-2、能以理性、尊重的方式與他人協調爭議並達成共識。 

3、 體認限制言論自由乃基於公共利益與社會整體的考量。 
3-1、能了解言論自由並非無限上綱。 

3-2、能體會言論自由必須與社會其他利益做調和而受到限制。 

適合年級 高中二年級 總節數 兩節課 

教 學 活 動 

標題 超級兩院電「論」公司 

說明 

本教案設計希望從理性辯論的精神開始，讓學生以「正反兩面」的角度思

考言論自由的優劣得失，以便使學生學會判斷限制言論的基準為何。在此設計

理念下，此教案設計主要針對的是言論自由的「事項及其範圍」，而我們希望教

師與學生不預設任何「贊成」或「反對」的立場，而是經過審慎思辨之後，再

來針對個案判斷是否要限制，最重要的是：讓學生試著說出自己的理由。 

教學步驟 

順序 內容 
對應

目標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一、 自編教材一、二、三「給家長的一封信」、四「上課活

動座位圖」。 
二、 教學說明一、二。 
三、 學習單一。 

  

步驟

1 

一、 上課進行方式是以類似 TVBS 電視「超級兩代電力公

司」節目論辯方式，以老師擔任主持人。一開始先介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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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上課規則(如下)，然後請同學們就幾則生活中簡單的

言論自由(例如：現金卡廣告、髮禁等等)作判斷，自由

選擇下面三區就坐： 
 「參議院」（贊成區：贊成政府要限制此言論的自

由）。 
 「眾議院」（反對區：反對政府對之限制，而主張

給予言論較大的空間）。 
 「陪審團區」（沒意見、不知道如何判斷的時候或

認為有待共識調合）。 
二、 老師引導參眾議院人數盡量均等（一邊約二十人左

右），陪審團區不限制。坐在参議院也可以舉反對牌，

但必須說明理由，眾議院亦同。然後，在第二節課的

時候，讓學生換位置，参議院的同學坐到眾議院席，

眾議院的同學坐到参議院席，陪審團區不限制（参眾

議院也可以坐到陪審團區，陪審團區的同學也可坐到

参眾議院席）。 

步驟

2 

一、 第一階段舉牌、討論與解釋。老師就我國案例 1、2、3、

4(自編教材一「言論變辨辯(一)」)說明題目，然後一一

詢問參眾兩院以及陪審團區同學們的意見，進行討

論。時間安排上每則案例約 15 分鐘：老師以引導的角

色為主佔 1 分鐘；舉牌加參眾議院發言 12 分鐘。老師

講解大法官會議對該案的解釋與理由 2 分鐘(參考教學

說明一)。 

並不需要所有個案都用到，教師可視討論熱烈與學生感興趣

程度自行調配時間。本節課最好雙層理論與雙軌理論各點出

一則。 

 
二、 大家舉牌後，老師就請參眾議院同學各自「說出自己

的理由」，也要問一下陪審團區的意見，原則是讓大家

都能盡情的抒發己見，這部份時間控制在 12 分鐘左右。 
三、 最後，老師再講解大法官會議解釋對該案的判斷(參考

教學說明一)。 
 以此方式進行 1-4 個案例並深入討論，所有的案例

不一定都要用到，討論熱烈的個案可以用較多點時

間，重點在於給學生「暢所欲言」。 
 主持人老師必須像蔡康泳一樣給參眾兩院互為表

達自己理由的機會與空間，當然，也必須包括「批

評與說服」對方議院的時間。 

1-1
1-2
1-3
1-4
2-1
2-2
3-1
3-2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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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第二階段換位置。 

經過一節課的討論與老師講解言論自由大法官的限制理由

後，問同學同不同意這樣的解釋，學生會發展分成兩種意

見，而沒意見的理想上也逐漸有了一點看法。此時要求參眾

兩院同學對調一下立場，也可以換到陪審團區，而陪審團的

同學也可以選擇參眾議員席。（此狀況是讓同學也能站在不

同意見的立場想一想，培養正反思辯的能力）。 

 
5 
分 

步驟

4 

一、 第二階段換完位置後，應用與測試學生「理解程度」

與「判斷能力」 
二、 第二階段舉牌、討論與解釋：以 5、6、7、8、9(自編

教材二「言論變辨辯(二)」)的題目來測試同學們的理

解狀況，以便老師掌握同學們的學習成效。這部分教

師要更著重學生的思考與分辨能力，層次上可先詢問

同學該個案是屬於何種言論？然後進一步詢問與上一

節所提到的解釋文有關聯嗎？如果有？請同學說明

之。如果沒有？請同學腦力激盪一下，去想一下該如

何解決。 

三、 最後，老師講解大法官對該個案的法律見解(參考教學

說明二)，並且給予一觀念為，大法官的判斷並不一定

都是正確。其可以站在人權保障的立場去檢視，大法

官是否太過妥協或不夠積極。換言之，大法官的判決

仍是可受批評的，如此才能養成學生的批判能力。 

1-1
1-2
1-3
1-4
2-1
2-2
3-1
3-2

40 
分 

步驟

5 

教師總結 
一、 說明言論自由在民主社會中的重要性，以台灣的經驗

與國情，限制言論自由乃基於公共利益與社會整體的

考量。 

二、 台灣民主化過程，大法官對於其中的尺度拿捏，乃發

展出雙層理論與雙軌理論，以調合政府與人民之間的

限制與開放關係。 
三、 配合學習單一複習並整理本教案設計之上課內容。 

 

5 
分 

 

延伸學習 

一、 請同學參加班代大會乙次，從中觀察是否有人的言論自由遭到限制，你/

妳認為是否合理？ 

二、 以這次新聞局撤銷新聞台的執照事件，蒐集相關法律，從言論自由的角度

觀察此種限制是否合理？ 

參考資料 

類別 主題名稱／簡介／來源(網址或出版公司) 

書籍 游伯欽等，1998，《權利自助手冊》。台北：月旦。 

書籍 司改會，2003，《大法官，給個說法！》。台北：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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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朱敬一、李念祖，2003，《基本人權》。台北：時報。 

網站 大法官網站  取自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asp

網站 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取自  http://nwjirs.judicial.gov.tw/

網站 教育局人權教育資訊網 取自  http://www.hre.edu.tw/report/?open

網站 司改會法治教育資訊網  取自  http://www.lre.org.tw/

網站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取自  http://sex.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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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言論變-辨-辯(一) 

案例一【政治性言論】 

      2000 年總統大選時，新黨總統候選人李敖公開主張「中國統一，一國兩制」；台聯黨

去年（2004）立委選舉公開主張「正名，制憲，宣佈成立台灣共和國」。請問我們的政

府可以管制這種政治主張嗎？我們是否可限制主張台獨或統一的政治性團體之集會或

遊行？若其有違害「中華民國憲政秩序」之存在而有違憲之虞，請問該言論自由的標

準在哪？  

 
案例二【禁制區】 

      今年（2005）連戰受訪大陸出關時，有一大群人在「中正國際機場」集會抗議或支持

連胡會，政府沒有強力管制而造成嚴重衝突，而連戰一行人回國時，警察反而荷槍實

彈強力管制。請問政府對類似情況要如何管制呢？我們可以去「監獄」抗議千面人下

毒嗎？或者，政府應不應該核准深夜期間的集會遊行，例如在「凱達格蘭大道」紀念

六四活動？ 
 
案例三【反政府的集會遊行】 

      去年（2004）總統大選發生 319 事件，327 泛藍舉行大遊行，立委邱毅曾公開大喊「攻

打總統府」！請問政府就可因危險性而限制其集會嗎？今年總統槍擊嫌犯陳義雄曝光

後，也有人公開說要「幹掉陳水扁」，甚至美國透露中共有所謂的「斬首計畫」。請問

我們的政府可以管制這種言論嗎？ 

 

案例四【商業性言論】 

      政府可以管制像菸酒廣告之類的商業性言論嗎？有人建議長壽菸應該改成「短壽菸」

是否妥適？另方面，自從開放酒類進口後，電視上常常出現精緻引人的廣告，例如伍

佰的台灣啤酒或張學友的 old。政府是否能規定廣告中應該打上「喝酒有害健康！」或

「開車不喝酒！」等規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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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二】            言論變-辨-辯(二) 

案例五【藥物廣告】 

      我們可以在雜誌或電視廣告上刊登或託播「買藥品送機票」的廣告嗎？最近「能量水」

遭踢爆，引起它是水或具有療效引起很大的爭議？我們也常可以看到第四台播放像「立

即瘦」的瘦身廣告或「立而挺」的豐胸廣告。請問商家可以推銷「美容用品」具有「醫

療療效」的宣傳嗎？請問衛生署是否有權管制這類商業性宣傳廣告？ 
 

案例六【誹謗與言論自由】 
      第四六七期商業周刊因房事揭秘之報導，該總編輯與記者因而涉及誹謗前交通部長蔡兆

揚。請問新聞自由與誹謗名譽應該如何界定？又以新新聞總編輯楊照涉及呂副總統的總

統府「嘿！嘿！嘿！」之官司案例，你認為言論自由的範圍在那兒？ 
 

案例七【猥褻性言論】 

      中央大學教授何春蕤在其性別工作室網站上，該動物戀網頁被檢舉猥褻與散播「人獸

交」之圖片遭起訴，台灣高等法院於 2004 年 9 月駁回檢方上訴，維持一審無罪判決，

本案二審定讞。又台灣首家同志主題書局晶晶書店，一年多前從香港進口五百多本男

同性戀情色雜誌，遭基隆地檢署扣押並以「散布猥褻物罪」起訴。然今年 1 月初板橋

地檢署對當地「散發黏貼色情小廣告」卻做出不起訴處分。你認為這三則案例有何不

同，其判決妥當嗎？我國司法對於「何謂猥褻」是否有發展出一套判斷標準？何為「猥

褻出版品」？這類的行為可以限制嗎？應該如何限制呢？ 

 

案例八【地方民代言論免責權】 

      前屏東縣議會議長鄭太吉公然槍殺人而遭伏法，台灣地方民代常有黑道參政的情況，

並藉著議員的言論免責權胡作非為。請問地方議員在外行為是否有完全的保護傘呢？

其限制為何？ 
 
案例九【立委言論免責權】 

      承接上述，那中央層級的民代的言論免責權又是如何規定的呢？眾所周知，2001 年 3
月，國會殿堂發生了前立委羅福助毆打李慶安事件。請問立委在國會的言論自由範圍

為何？是否所有的行為言論、指控與發言都不需要負責呢？立院已是台灣政黨政治之

中心，我們能夠對國會議員作怎樣的限制呢？並給予怎樣的規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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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三】           給家長的一封信 

 

人權快遞   110 台北市大安區 忠孝東路 四段 無人住巷 509 弄 445號 
限時專送 

 

 

 

馬英九 家長 啟 
 

 

 

 

116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三年一班 蔡康泳老師 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感謝您在工作繁忙之餘閱讀這封信。 

新世紀的民主台灣，在過去十多年憲政改革過程中，已慢慢形成一個成熟的自由社會，

而此成果值得我們繼續深化與珍惜。憲法是現代公民具備的一門社會社會科學基本知識，而

近年來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對於人權保障的努力也開始有了具體的成效，成為我國憲政文化的

重要一環。為了更進一步瞭解我國大法官的司法解釋對言論自由之人權演變，我們需要各位

家長的支持、關心與鼓勵您的孩子對於這方面的養成與認識，我們歡迎家長一起來瞭解學校

課堂上的人權教育。 

很高興，您的孩子獲選參加下禮拜國內目前最受歡迎的談話性節目 TVPS 的「兩代言論公

司」之兩小時的錄影，主題將討論「言論自由之限制─當前高中生對自由的看法」。本節目曾

獲得去年金鐘獎最佳節目的殊榮。為了讓整個課程進行更順利，特捎此信，先行告知家長此

次教學活動，也希望貴家長能在生活上協助孩子去觀察目前的社會現象與法治情況。 

倘若家長對此活動有任何疑問，竭誠歡迎跟我連絡，如果您願意一同出席，我們也非常

歡迎並會為您安排。本次教學錄影事後將製發紀念影帶給各位參與的同學，我想，這對孩子

的成長將會留下非常有意義的足跡！！ 

               社會科教師 蔡康泳 親筆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二十五日 

Email:metaps@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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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四】            教室桌椅擺設圖 

 

                      老師（主持人蔡康泳） 

Powerpoint講台  言論自由之限制            左肩可放一隻白烏鴉造型 

 

 

 

 

 

 

 

 

參議院（15人）              眾議院（15人） 

 

 

 

 

陪審團專區（10人＋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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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一】        言論變-辨-辯(一)之回應說明 

案例一： 

大法官的見解：大法官認為我們不能夠限制政治性的言論，言論之「目的與內容」是不可以

管的，要給予最大範圍的保障。 

    釋字 445 號解釋文開宗明義指出：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十

一條規定之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

的基本人權。 

集會遊行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違反同法第四條規定者，為不予許可之要件，乃對「主

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之言論，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行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

論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 

 

案例二： 

大法官的見解：445 號提到言論之時間、地點、方式以及禁制區之設置，是政府可以管的。 

    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行之安全，使其得

以順利進行。以法律限制集會、遊行之權利，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行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

進公共利益所必要，屬立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不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

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 

集會遊行法第六條規定集會遊行之禁制區，係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事設施之安全、

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同一時間、處所、路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者，

為不許可集會、遊行之要件；……為不許可之要件，係為確保集會、遊行活動之和平進行，

避免影響民眾之生活安寧，均屬防止妨礙他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並無牴觸。 

 

案例三： 

大法官的見解：不可以，此種言論尚未產生具體行動，政府不能事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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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見 445 號節錄：大法官認為集遊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

全、社會秩序或公共利益之虞者」，第三款規定：「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

大損壞之虞者」，有欠具體明確，對於在舉行集會、遊行以前，尚無明顯而立即危險之事實狀

態，僅憑將來有發生之可能，即由主管機關以此作為集會、遊行准否之依據部分，與憲法保

障集會自由之意旨不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案例四： 

大法官的見解：可以的，大法官依照我國國情，主張商業性言論保障密度低，政府限制程度

高。 

    釋字 577 號提到：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應受言論自由之保障，惟為重

大公益目的所必要，仍得立法採取合理而適當之限制。國家為增進國民健康，應普遍推行衛

生保健事業，重視醫療保健等社會福利工作。 

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焦油含量，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容

器上。」另同法第二十一條對違反者處以罰鍰，對菸品業者就特定商品資訊不為表述之自由

有所限制，係為提供消費者必要商品資訊與維護國民健康等重大公共利益，並未逾越必要之

程度，與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論自由及第二十三條比例原則之規定均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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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二】       言論變-辨-辯(二)之回應說明 

案例五： 

大法官的見解：可以的。大法官主張：商業性言論允許事前審查，為顧及公共利益，藥物廣

告要受嚴格的規範。不過，也有部分大法官在釋字 414 中提出不同意見，認為該言論自由之

保障應著重在事後的處罰。請見正反意見如下： 

    釋字 414 號解釋文指出，藥物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

並具商業上意見表達之性質，惟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利益之維護，應受較嚴

格之規範。藥事法規定：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應於刊播前將所有文字、圖畫或言詞，申請

省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旨在確保藥物廣告之真實，維護國民健康，為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

與憲法第 11 條及第 14 條尚屬相符。又藥事法施行細則規定：藥物廣告之內容，利用容器包

裝換獎或使用獎勵方法，有助長濫用藥物之虞者，主管機關應予刪除或不予核准，係依藥事

法第 105 條之授權，符合立法意旨，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憲法亦無牴觸。 

而在釋字 414 號的吳庚、蘇俊雄、城仲模在部分不同意見書提到：抑制誇大不實之廣告，

主要有賴事後之處罰，而非事先審查，若無較重之罰則規定，其不遵守審查結果，照原意刊

播，主管機關能奈之何？藥品必須經檢驗合格，始能上市，尚且顧慮廣告誤人，試問各類食

品或所謂健康食品多未經查驗，即可販賣，對人體健康之影響，恐不下於藥物，何以不事先

審查食品之廣告，而僅採用事後追懲之手段（見食品衛生管理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三條第二

款）？再者藥品既經事前檢驗合格，廣告縱有誇大其辭，購買者除花費金錢之外，照其仿單

使用，有何「明顯而立即之危險」可言，以致於須動用已為先進國家禁絕之事先審查乎？ 

 

案例六： 

大法官的見解：大法官提出「真實惡意」原則作為判斷標準。 

    釋字第 509 號指出，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

予最大限度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

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利益之保護，法律尚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

播方式為合理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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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不罰，係針對言論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

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行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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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例七： 

大法官的見解：大法官對於猥褻之認定已經做出原則性的昭示。 

    釋字第 407 號指出：……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猥褻罪而違反出版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之

禁止規定，所為例示性解釋，並附有足以引起性慾等特定條件，而非單純刊登文字、圖畫即

屬相當，符合上開出版法規定之意旨，與憲法尚無牴觸。 

惟猥褻出版品，乃指一切在客觀上，足以刺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

惡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之出版品而言。猥褻出版品與藝術性、醫學性、

教育性等出版品之區別，應就出版品整體之特性及其目的而為觀察，並依當時之社會一般觀

念定之。 

又有關風化之觀念，常隨社會發展、風俗變異而有所不同，主管機關所為釋示，自不能

一成不變，應基於尊重憲法保障人民言論出版自由之本旨，兼顧善良風俗及青少年身心健康

之維護，隨時檢討改進。至於個別案件是否已達猥褻程度，法官於審判時應就具體案情，依

其獨立確信之判斷，認定事實，適用法律，不受行政機關函釋之拘束，乃屬當然。 

 

案例八： 

大法官的見解：並不必然。釋字第 122 指出，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所為之言論應如何保障，

憲法未設有規定。但 165 號接著指出：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就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論，

應受保障，對外不負責任。但就無關會議事項所為顯然違法之言論，仍難免責。 

 

案例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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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的見解：並不必然。 

    釋字 435 號提到：憲法第七十三條規定立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論及表決，對院外不負

責任，旨在保障立法委員受人民付託之職務地位，並避免國家最高立法機關之功能遭致其他

國家機關之干擾而受影響。為確保立法委員行使職權無所瞻顧，此項言論免責權之保障範圍，

應作最大程度之界定，舉凡在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

附隨行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越此範圍與行使職權無

關之行為，諸如蓄意之肢體動作等，顯然不符意見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自不

在憲法上開條文保障之列。至於具體個案中，立法委員之行為是否已逾越保障之範圍，於維

持議事運作之限度，固應尊重議會自律之原則，惟司法機關為維護社會秩序及被害人權益，

於必要時亦非不得依法行使偵審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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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一】 

「審慎思辯」 

言論自由之問答題 

一、請你想一想，今天在課堂上同學們說的理由與大法官的解釋，你比較同意

哪些說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經過老師的講解後，你同意言論自由是有限度的嗎？上完這單元後有沒有

轉變你原本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如果沒有，為何沒有？請陳述理由。如果有，請問你的理由又是什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雙層理論與雙軌理論都是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繼承西方民主法治經驗而來

的，並針對台灣的社會文化與國情來適用。台灣對於意見表達自由的內容與方

式還有許多爭議，例如新聞自由的範圍。依你自己的經驗所知與評價，你認為

是否足以適用台灣的情況？還有那些問題存在？請嘗試寫下你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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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用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主題標題 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用：自由「表現」在校園？ 

設計者 莊易霖、林栴君 

簡介 

    言論自由屬於表現自由所保障的範疇，亦是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

權。在校園中，學生亦擁有憲法所保障的表現自由，故學校對學生之言論自由

應予以保障與保護。然言論自由的面向不僅止於言論自由本身，甚至包含猥褻

性、暴力性或小說創作等多種面向。而學校基於保障其他人的名譽、隱私或公

共的利益，對學生的意見表達自由，可做合理之限制。 

    因此，本教案設計先透過辯論的方式讓學生體現言論自由的多面向來引起

動機；接著，再藉由學校出版校刊的案例，讓學生分組討論，瞭解言論自由的

內涵、面向與範圍，甚至帶出公共論壇亦為言論自由的體現面向與媒介方式。

教學目標 

1、 體認言論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1-1、 能瞭解在校園中亦擁有憲法所保障的表現自由。 

1-2、 願意以理性、適當的方式來表達言論。 

2、 認識校園中言論自由的範圍與限制。 

2-1、能說出言論自由屬於表現自由的範疇。 

2-2、能知道表現自由的多面性，甚至如藝術的展演。 

2-3、能敘述校園中對於言論自由管制的模式。 

3、 能判斷何種限制對言論自由是合理的。 

3-1、能判斷言論自由之限制是否合理。 

3-2、以理性表達己意，以尊重的態度聽取他人意見。 

適合年級 高中一、二年級 總節數 一節課 

教 學 活 動   

教學步驟 

順序 內容 
對應

目標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一、 自編教材一。 

二、 教學說明一、二。 

  

步驟

1 

一、 教師介紹：辯論的規則與辯論之主題。 

※進行規則： 

1、人員分配：正方、反方各五名辯士，其餘為智囊團。 

 主持人：教師。計時：兩名。 

  【辯士負責申論、交叉質詢、結辯，智囊團負責提供辯士

資訊。】 

1-1

1-2

2-1

2-2

3-1

3-2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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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一般辯論程序。 

※辯論的主題：「幹字裝置藝術與表現自由無關」 

二、 將學生分為兩組進行辯論。一組站在校方主張將此裝置

藝術拆下；另一組站在學生立場主張其創作理念不拆

除。 

三、 教師引導討論。【參考教學說明一】 

步驟

2 

配合自編教材一「刊不刊，誰決定？」 

讓同學進行分組討論，並回答下列問題： 

某學校校刊社正進行邀稿活動，以下有三篇投稿文章： 

A、 暴力性言論：贊成恐怖主義的主張，認為可用暴力手段

達成想要目的之文章。 

B、 猥褻性言論：描寫裸露性愛活動之文章。 

C、 反對學校政策：鼓吹反學校髮禁之文章。 

 

1. 小說的創作是否為憲法所保障的意見自由？請說明理

由。 

2. 我國出版法已廢止，因此審查制也已廢除。學校對學生

創作之文章做事先審查是否合理？請說明理由。 

3. 若文章內容涉及批判學校政策是否可進行審查？ 

若文章內容充滿猥褻性言論，是否可進行審查？ 

4. 學生發表 C 篇文章，校方以不符本期主題內容拒絕刊

登；或以該生文章內容為批評學校政策，因此不予刊

登。試問兩者限制的差別為何？ 

學校若以 A 篇文章的表達據破壞性，而不予以刊登，是

否合理？ 

5. 學生於註冊時繳交學生活動費，因此要求申請校刊社活

動基金，學校卻以校刊社刊登不利學校政策之理由駁回

其申請。試問此限制是否妨害意見表達自由？又你/妳認

為此限制合理嗎？請說明理由。 

參考教學說明二

1-1

1-2

2-1

2-2

2-3

3-1

3-2

15

分

步驟

3 

教師配合教學說明二做總結 

在校園中運用校刊的發表來體現言論自由。然對於文章

的發表，原則上應禁止事先審查，因此學校應避免限制關於

學校政策的意見表達。其他文章則可基於教育的功能與目

的，例如：維護青少年身心健康或學校秩序等理由，予以管

制。 

 

15

分

 

延伸學習 

一、討論校刊的公共論壇可以加以限制的理由。 

二、請同學先檢討其校刊內容，讓學生發現其校刊特色。接著根據他們的發現

來確保校刊內容的多元性。請同學檢討如何在校刊中呈現多元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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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類別 主題名稱／簡介／來源(網址或出版公司) 

網站 上課裝置校園  台師大「藝」論紛紛 2005/5/22 

取自  udn 校園博覽會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12734 

網站 台視新聞 2004/12/19  取自 

http://www.ttv.com.tw/homev3/news/PrintNews.asp?NewsId={DF71E1D7-F4

B6-4037-823D-B42EAAC6D361} 

網站 司法院 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取自  http://nw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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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刊不刊，誰決定？ 

 
某學校校刊社正進行邀稿活動，以下有三篇投稿文章： 

A、贊成恐怖主義的主張，認為可用暴力手段達成想要目的之文章。 

B、描寫裸露性愛活動之文章。 

C、鼓吹反學校髮禁之文章。 

 

1. 小說的創作是否為一種表現自由？請說明理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國出版法已廢止，因此審查制也已廢除。學校對學生創作之文章做事先審查是

否合理？請說明理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若文章內容涉及批判學校政策是否可進行審查？ 

若文章內容充滿猥褻性言論，是否可進行審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學生發表 C 篇文章，校方以不符本期主題內容拒絕刊登；或以該生文章內容為批

評學校政策，因此不予刊登。試問兩者限制的差別為何？學校若以 A 篇文章的表

達具破壞性，而不予以刊登，是否合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學生於註冊時繳交學生活動費，因此要求申請校刊社活動基金，學校卻以校刊社

刊登不利學校政策之理由駁回其申請。試問此限制是否妨害言論自由？又你/妳認

為此限制合理嗎？請說明理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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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一】      

 

一、辯論主題背景說明： 

「幹字裝置藝術與表現自由無關」-辯論引導說明 

台灣師範大學的兩棟宿舍間，懸掛一幅非常醒目的黑色海報，利用黑色帆布，上面以白

色膠帶貼出巨大的「幹」字，其裝置的地點在於師大路旁的台灣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區，附近

人群密集。 

這個裝置引爆爭論。台灣師範大學校方認為裝置中的內容不符學生申請時的內容，原申

請字樣並非「幹」字，而是其他的內容，校方認為學生違反之前審查的協定，因而便要求學

生拿下。 

此裝置為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的五名學生，因修習「複合媒材繪畫與理論」此一課程所

做的「裝置藝術」，並在下方放置關於創作理念的說明，其創作理念為「跳脫人為營造出來的

刻板印象」，而選用「幹」字的目的亦是希望能引發討論。學生拒絕拿下此裝置藝術，並聲稱

此為私有財產，誰拆誰就要賠錢。 

台灣師範大學校方表示，如果不自行拿下，將連累修課老師，之後校方將提高向學校申

請裝設作品的困難度。事件結果為學生拆除此裝置藝術。 

 

二、教師引導說明： 

    在海報上用文字或圖畫表達特定的看法，乃是一種平和的意見表達方式。根據釋字 509：

「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度之維護，俾

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而藝術的

展現為實現自我之一部，因此國家應給予最大程度之保障。此外在釋字 445 號中，大法官曾

表示，若是非關其表達之目的或內容的事項，如時間、地點、方式等，在維護公共秩序或社

會利益所必要者，乃立法之裁量範圍。在校園中，以這種方式表達意見，若未造成學校的課

程或目的相違背或干擾，即應容忍其表達。 

再者，在海報上表達之文字，係不雅或粗鄙者，與學校教育的目的與功能，顯然相反，

學校當然應予以適當的管理或輔導與管教。只是是否構成「粗鄙」或「不雅」，亦如同所謂「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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褻」，在釋字 407 中，大法官亦表示，需就整體的特性與目的觀察，就一般觀念定之，且需與

時俱進地檢討之。 

在釋字 445 中，大法官認為對於除了政治性意見，關於其內容或目的之實質事項不得事

先審查外，學校可以針對時間、地點、方式等規範來加以審查。所以在校園裡以校地裝置藝

術，當然需經過學校的審查或指導。然而，針對內容能否要求事先審查，學校必須提出基於

教育上的堅實理由，例如粗俗、不雅、或猥褻性之材料，不適合年幼者接觸等，蓋在釋字 407

中，亦表明保障言論自由，亦需兼顧善良風俗與青少年健康等利益。由此推論之，在學校篩

選學生適合的材料是必要的，當然，若是對人民（包括學生）基本權利之限制，自需符合正

當程序，且內容必須合理妥適（參考釋字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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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二】        「刊不刊，誰決定？」之補充說明 

一、 小說的創作是否為憲法所保障的意見自由？請說明理由。 

 小說的創作是一種文字的意見表達，根據釋字 509：「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

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度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

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而小說創作的文字表達屬於自我實現

的方式，所以應該受到保障。 

 

二、 我國出版法已廢止，因此審查制也已廢除。學校對學生創作之文章做事先審查是否合理？

請說明理由。 

 審查制一般被認為是比較負面的字眼，認為是會對言論造成箝制。出版品包括報紙、期

刊、書籍，都須經由新聞局來審核，這樣的法律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在 1999 年 1 月 25 日

立法院廢除。而在釋字 407 吳庚協同意見書中：「若建立事先檢查之機制，使唯有執政

者喜好或符合其利益之言論及出版品得以發表或流傳，其屬違反上開憲法意旨，應予禁

絕之行為，實毋須辭費。」因此吳庚大法官也認為言論審查制度箝制言論自由，應該要

禁止。釋字 407 蘇俊雄不同意見書批判大法官該號解釋係對人民表現自由之規制，應適

用較嚴格之審查基準進行規範控制。但該號解釋大法官的多數意見並沒有就表現自由多

加詳論，就肯定該函釋的合憲性，只抽象地表示對規範內容之意見。因此，蘇俊雄大法

官上認為：「國家對於出版自由之管制，理論上固不限於其能以刑法規範由司法機關為

審查決定。」釋字 407 中吳庚與蘇俊雄大法官都有表達出審查制的負面意義，只可惜沒

有在釋字 407 明確地列出來。 

此外，釋字 414 吳庚、蘇俊雄、城仲模部分不同意見書中特別引用「立即而明顯之危險」

的判斷標準，以及其他國家禁絕「事先審查」體制之例來主張針對商業性言論為事先審

查之無必要性。其中，大法官們指出「藥品必須經檢驗合格，始能上市，尚且顧慮廣告

誤人，試問各類食品或所謂健康食品多未經查驗，即可販賣，對人體健康之影響，恐不

下於藥物，何以不事先審查食品之廣告，而僅採用事後追懲之手段（見食品衛生管理法

第二十條、第三十三條第二款）？」可見欲以事先審查制度為之時，實需斟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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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釋字 445 中建立了政治性言論禁止審查的原則。在釋字 445 中，大法官認為對於政治

性的意見，不得事先審查且關於內容或目的之實質事項不得規範，但在校園裡由學校出

資之刊物代表學校的觀點，當然需經過學校的審查或指導，誠屬當然，然而，針對其他

的文章能否要求事先審查，學校必須提出基於教育上的堅實理由，例如粗俗、不雅、或

猥褻性之材料，不適合年幼者接觸等，蓋在釋字 407 中，亦表明保障言論自由，亦需兼

顧善良風俗與青少年健康等利益。在兒童及少年福利法§26 條，限制閱讀有害其身心健康

之材料，且在§27 條要求建立分級制度。由此推論之，學校篩選學生適合的材料是必要的，

當然，若是對人民（包括學生）基本權利之限制，自需符合正當程序，且內容必須合理

妥適（參考釋字 563）。簡言之，事先審查不必然違憲，但若根據政治性言論的事先審查

即違憲。 

 

三、 若文章內容涉及批判學校政策是否可進行審查？ 

若文章內容充滿猥褻性言論，是否可進行審查？ 

 學校政策係屬於政治性言論。根據釋字 445 不宜予以事先審查。至於猥褻性言論根據釋

字 407 則可做適當性的限制。此外，創作性文章屬文字的意見表達，根據釋字 509，大法

官認為對於個人自我實現、追求真理等理由，我國憲法認為應給予最大的保護與保障。

又釋字 414 理由書提到，對於政治性言論，應給予最大程度的保障。而猥褻性言論須調

和各種利益，使其所受保障程度較低。因此，學校對創作文章進行事先審查時，必須提

出基於教育上的意見與理由，例如粗俗、不雅、或猥褻性之材料，不適合年幼者接觸等

理由，而不得針對意見內容進行限制。 

 

四、 學生發表 C 篇文章，校方以不符本期主題內容拒絕刊登；或以該生文章內容為批評學校

政策，因此不予刊登。試問兩者限制的差別為何？學校若以 A 篇文章的表達具破壞性，

而不予以刊登，是否合理？ 

 上述兩者的限制最大的差別在於，一個是針對非內容的方式(不符本期主題內容)進行管

制；另一則是針對內容的部分(批評學校政策)進行限制。釋字 445 中，大法官認為涉及言

論內容事項的限制須謹慎小心。因為言論內容的部分，本來就是言論自由所要保障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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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國家又以此加以限制，與憲法所保障的言論自由相牴觸。在上述情境中，學校皆是

禁止刊登反對或批評學校政策之文章的內容，進行管制。然而學校政策係屬於一種政治

性言論之表達。根據釋字 445 解釋，大法官認為禁止政治性言論的審查。因此，為調和

公共利益或社會秩序等理由，則以非內容的管制，如時間、地點、方式，來採取合理的

管制手段。 

 此外，關於暴力性言論並非一般性的言論，而是已造成某種程度的暴力。例如：教唆、

精神幫助（在場助勢）等，僅是動口而非動手的情形，皆屬暴力性言論之範疇。然此言

論也並非不受言論自由之保護與保障。根據釋字 445，大法官認為未達「立即而明顯的

危險」而來加以管制，是不符憲法對意見表達自由之保障。因此若只是些微的干擾或破

壞，學校應予以容忍。 

 

五、 學生於註冊時繳交學生活動費，因此要求申請校刊社活動基金，學校卻以校刊社刊登不

利學校政策之理由駁回其申請。試問此限制是否妨害意見表達自由？又你/妳認為此限制

合理嗎？請說明理由。 

 釋 445 第一項已經點出一些國家應提供媒介(場所)讓人民表達其意見的概念，更進一步在

釋字 364 號解釋中更提出平等接近使用媒體權的概念。於此所強調的是，國家對於言論

內容本身以及其所欲傳遞的媒介，不僅應給予保護甚至還積極須提供。換言之，言論自

由的保障與保護在校園上的應用即應提供適當的管道，且讓大家都能平等的使用。在美

國認為，意見表達不只限於一個場所、地點，隨著科技的發達，型態一直在轉換中。在

其 Rosenberger v. Rector and Visitors of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案例中，甚至認為基金，也是

公共論壇的一種表現方式，因為基金被視為是一種意見表達資源的運用，若加以管制，

學生就無法表達其意見。 

 公共論壇，係指政府所有之公物，依歷史傳統或由政府指定供公共使用，其中經常包括

意見之表達與進行公共事務之討論，例如道路、人行道、公園等均為顯著之例（法治斌，

2003，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pp330-331）。 

 有限度公共論壇則是另如公物限定某些特定身份或特定議題始能使用，例如學校內的活

動中心原則上僅供該校學生使用，一旦開放供意見表達之使用，則為有限度之公共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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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是公共論壇或有限度公共論壇皆有雙軌理論適用的問題。亦即對媒介的管制，當權

者不能針對內容(如：不利學校政策)進行管制，只能針對時間、地點、方式的理由來管制；

因此對內容限制審查的部分應採較嚴格之規範。非供意見表達之物，如軍營、監所、市

公車之廣告看板，則係非公共論壇（法治斌，2003，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pp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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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言論自由之教案設計 

主題標題 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用：言論自由走進校園 

設計者 林栴君 

簡介 

言論自由為表現自由的範疇，亦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權利。學生為校園的主

體，因此亦擁有憲法所保障的表現自由。但在校園裡，學校對學生的意見表達

自由可作合理之限制，此種對於言論自由的限制並非對言論自由權的侵犯，而

是為保障其他人的名譽、隱私或公共的利益。                            

    本教案設計利用情境討論讓學生瞭解言論自由的多面向、內涵以及對言論

自由限制的理由，最後再設計相關校園情境讓學生應用。 

教學目標 

1. 體認言論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1-3、 能瞭解在校園中亦擁有憲法所保障的表現自由。 

1-4、 願意以理性、適當的方式來表達言論。 

1-5、 能瞭解對於言論自由的限制並非皆是對於言論自由權的侵犯。 

2. 認識校園中言論自由的範圍與限制。 

2-1、 能說出言論自由屬於表現自由的範疇。 

2-2、 能說出對言論自由之限制是否合理的理由。 

2-3、 能知道表現自由的多面性，甚至如猥褻性的言論。 

3. 能判斷何種限制對言論自由是合理的。 

3-1、能判斷校園中何種言論自由的限制合理。 

3-2、以理性表達己意，以尊重的態度聽取他人意見。 

適合年級 高中二年級 總節數 兩節課 

教 學 活 動   

教學步驟 

順序 內容 
對應

目標

所需

時間 

課前 

準備 

1、 自編教材一、二。 

2、 教學說明一、二。 

 
 

 

步驟 1 

一、 將同學分為 6 組，進行分組討論，分組討論時先請各

組選一名組長，帶領題目的討論。組長盡量讓小組成

員皆有發表的時間。 

二、 將自編教材一分給各組。 

配合自編教材一「生活中的言論」，請同學討論下列情境： 

A、散佈毀損他人名譽之文件，以誹謗罪處罰。 

B、穿著支持恐怖主義字樣的 T 恤，被警察逮捕。 

C、廠商不標示「吸煙有害健康」被處罰。 

D、在機場集會遊行抗議，違反禁制區規定，被罰。 

1-3

2-2

3-2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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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燒國旗抗議政府政策，被處罰。 

F、書店販賣性愛大全帶有性器官之圖畫，被處罰。 

回答下列問題： 

1. 請討論上述情境中何種自由受到限制？ 
2. 請討論上述情境中何者是屬於對意見表達自由之限

制？ 
3. 請討論上述情境中之限制有無理由？是否合理？ 
4. 請討論保護表現自由的理由？ 
三、 各組推派代表(代表不可為組長)利用 3 分鐘報告其討

論結果。 

步驟 2 
教師小結 

各組代表報告完畢後，教師配合【教學說明一】做小結。 

 15 

分 

步驟 3 

一、教師作完小結後，根據上述說明做為自編教材二之問 

題應用。 

二、依照上述組別進行第二次討論，討論進行時能理性表

達己意，並尊重與自己不同意見者。組長盡量讓每個

人都能發表其意見。 

三、配合自編教材二「言論走進校園」，請同學討論以下

在校園中與表現自由相關的實例： 

1. A 同學在上課中講話，老師制止其發言，是否侵害 A

同學言論自由？另外，校園內的髮禁是否限制其表現

自由？ 

2. 上課時在教室裡用麥克風發表反對學校政策之言論

(如：開放穿便服)或學生會長候選人在學校政見發表

的集會中發表相同的言論，請問學校在哪一個場合可

以對其言論加以限制？學校可否以開放穿便服的學校

政策與之相違背而加以限制？ 

3. 聰明的你想想看下列兩種言論哪一種比較需要受到保

護？ 

在校園中發表廢除髮禁言論以及促銷商品廣告言論。 

4. 若 B 同學穿著印有幫派標誌的衣服到學校，聰明的你

認為校園是否可予以合理之限制？ 

四、 組發表完後，教師配合【教學說明二】做總結。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50 

分 

 

延伸學習 

一、 從保障言論自由的理由來辯論「對髮型的限制算不算是一種表現自由的限

制？」 

二、 就學校意見表達的管道，能否讓學校的多元意見展現，寫一封建言書。

參考資料 類別 主題名稱／簡介／來源(網址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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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取自  

http://nw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網站 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  取自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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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一】              生活中的言論 

請同學動動腦，思考以下情境，並回答下列問題。 

 

A、散佈毀損他人名譽之文件，以誹謗罪處罰。 

 

B、穿著支持恐怖主義字樣的 T恤，被警察逮捕。 

 

C、廠商不標示「吸菸有害健康」被處罰。 

 

D、在機場集會遊行抗議，違反禁制區之規定，被罰。 

 

E、燒國旗抗議政府政策，被處罰。 

 

F、書店販賣性愛大全，被處罰。 

 

1. 請討論上述情境中何種自由受到限制？ 

 
 
 
 

 

2. 請討論上述情境中何者屬於意見表達自由之限制？ 

 
 
 
 
 
3. 請討論上述情境中之限制有無理由？是否合理？ 

 
 
 
 
 
4. 請討論如何判斷是否為一種意見表達的表現？ 

 
 

 

                                                    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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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二】              言論走進校園 

 
1. A 同學在上課中講話，老師制止其發言，是否侵害 A同學言論自由？另外，校

園內的髮禁是否限制其言論自由？ 

 

 

 

 

 

 

 

2. 上課時在教室裡用麥克風發表反對學校政策之言論(如：開放穿便服)或學生會

長候選人在學校政見發表的集會中發表相同的言論，請問學校在哪一個場合可

以對其言論加以限制？學校可否以開放穿便服的學校政策與之相違背而限制

學生發表言論？ 

 

 

 

 

 

 

 

3. 聰明的你想想看下列哪一種言論須受保護？ 

在校園中發表廢除髮禁之言論以及猥褻性言論。 

 

 

 

 

 

 

 

4. 若 B 同學穿著印有幫派標誌的衣服到學校，聰明的你認為校園是否可予以合理

之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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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一】     「生活中的言論」之補充說明 

一、 請討論上述情境中何種自由受到限制？ 

 教師先接受學生發表的各種意見。例如，學生可能回答：A 人民有散佈文件的自由；B

人民有穿著 T 恤的自由；C 廠商有商品標示的自由；D 人民有集會遊行之自由；E 人民

有燒國旗的自由；F 書店有販賣書籍的自由。 

 

二、 討論上述情境中何者是屬於對意見表達自由之限制？ 

 言論自由的面向不只表現在言語或文字表達的部分，還有許多意見表達的面向，所以統

稱為表現自由(參考釋字 445 第一項)。因此凡帶有言論或意思表達之方式或內容，皆屬

於言論自由的範疇。 

A、 屬於書面或文字的意見表達。 

B、 服飾穿著可能是一種意見表達方式，而並非所有的服飾穿著就是意見表達。例如：

某人的衣服上有明顯的特殊文字，如環保意思、恐怖主義意義或黑色的衣服等在特

殊場合或情境等，就有可能是一種意見表達。 

C、 廣告的商品標示是一種意見表達，當被規定要一定的意思，而不表達時，就是一種

消極不表意的意見表達。 

D、 我國憲法明文保障集會遊行的自由，因此集會遊行本身即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 

E、 有一些社會行動，如燒國旗、燒黨旗、毀損總統肖像等，本身雖是一種破壞性行為，

但因其帶有強烈的意見表達意思，故亦是一種意見表達之方式。 

F、 屬於猥褻性言論之意見表達。猥褻性言論雖屬於涉及爭議問題的內容面向，然大法

官認為其亦受憲法保障之言論，惟其保障程度較低(參考釋字 414 不同意見書)。 

 

三、 請討論上述情境中之限制有無理由？是否合理？ 

 上述情境對言論自由的限制以及限制是否合理，請參考下列敘述： 

A、 人民雖有書面或文字表達之自由，但因涉及他人名譽的個人權利，可能違反刑法上

的誹謗罪(參考刑法§310 條)。自由的概念隱含著不受限制的狀態，然而人是生活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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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法律上講的自由，係人際間行止之界線。所謂的自由當然亦有其範圍。對自由

的限制並不當然表示對自由權的侵害，若合乎憲法原理原則之限制，並不視為是侵害自

由權。情境 A 散佈毀損他人名譽之行為，雖然是其意見表達，但在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下，國家非不得加以處罰(參考釋字 509)。 

B、 根據釋字 509：「言論自由是人民之基本權利，為了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

及監督政治之功能得以發揮，國家應給予最大限度之維護。」在 B 情境中，恐怖主義

是危害社會安全，根據憲法§23 條規定為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利益之必要，應予以管

制。但意見的表達未達「立即而明顯的危險」時，不應加以限制(參考釋字 445 號第二

項)。 

C、 憲法中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不表意之自由。我國形成不表意自由之

保障是從煙品標示的爭執（參考釋字 577）出發。早在釋字 407 吳庚大法官所做的協同

意見書中即認為，不表意自由應屬言論自由，需受保護與保障。其並指出，「個人有權

選擇沉默，免於發表任何言論，自亦在保護之列，否則強迫『坦白』、『交心』等極權體

制下蹂躪心靈之暴政將重現於今世。」因此對消極性言論的限制亦是對意見表達自由之

限制。而在釋字 577 中，大法官認為消極不表意之自由雖受保障，但為重大公益目的所

必要，仍得合理適當的限制之。釋字 414 中，大法官更提到「商業性言論」與國民健康

有重大的關係，故基於公共利益的維護，應受到嚴格規範。 

D、 釋字 445 號第一項中提到，將它與言論、講學、著作等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因此，

對集會遊行的限制當然是對意見表達自由之限制。然釋字 445 號更提到，對於言論之時

間、地點、方式以及禁制區之設置，國家是可以管制的。集會遊行法第六條規定集會遊

行之禁制區(參考集會遊行法§6)，係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事設施之安全、維持對外

交通之暢通；為確保集會、遊行活動之和平進行、避免影響民眾之生活安寧，均屬防止

妨礙他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 

E、 先以 Texas v.s. Johnson 的美國案例為例。事實約略如下：1984 年間，Gregory Johnson

參與反雷根政府之政策的示威遊行，其在遊行時燒毀了一面美國國旗。雖然有幾位目擊

者因燒國旗的舉動而覺得被嚴重冒犯，但也無人因此受傷或受到威脅。不過 Johnson 卻

因違反褻瀆尊敬之物之禁止而被德州刑法判定有罪。後來，聯邦最高法院支持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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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燒國旗為一種象徵性言論的權利主張。簡言之，在美國，燒國旗亦被視為是意見表達，

因此受到言論自由所保障。 

而我國根據釋字 445 號的理由書中明確指出「集會自由主要係人民以行動表現言論自

由」，可見以行動來表示意見，是我國憲法所保障的言論之一。對於燒國旗的行為，在

刑法§160 條定有侮辱國旗國徽及國父遺像罪，，認為與憲法§23 條的違反社會秩序與公

共利益相牴觸，因此以刑罰處罰之。然而，根據釋字 445 第二項，大法官認為：「尚無

明顯而立即危險之事實狀態」僅憑將來有發生之可能做為依據，與憲法保障之言論自由

之意旨不符。也就是說言論若沒有造成立即而明顯的危險，如此抽象的列「有危害國家

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利益之虞者」、「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

之虞者」來當作是可以准許限制的準則，是不可以的。只是目前我國尚未有大法官會議

解釋顯示其是否為言論自由之範疇，因此同學可多闡述自己的意見，並說明支持與否的

理由。 

F、 書店的確有販賣書籍的自由。作者亦有著作以言論或文字表達其意見之自由。然釋

字 407 中，判斷為猥褻後，還須同時考量數種利益並為調和。一方面是言論自由，另一

方面即是青少年的身心健康與社會善良風俗，以綜合面向去考量法律的規範。在 F 情境

中書店雖有販賣書籍的自由，但其內容涉及帶有性器官之圖片，根據釋字 414 對於言論

自由的保障程度來說，猥褻性的言論並無如政治性或宗教性言論般受到絕對的保護與保

障，而必須與社會風俗及青少年身心健康為調和之限制(釋 414 理由書第一項)。惟釋字

414 吳庚、蘇俊雄、城仲模等不同意見書：「新近公布之釋字第四○七號解釋，亦僅認

定主管機關對出版品記載如何始構成猥褻之釋示尚未達違憲程度，而非謂猥褻之出版品

不屬憲法第十一條之保障範圍，便是相當於廣義說之一種運用。」即大法官認為猥褻性

的言論並非不為憲法所保障之言論，只是保護或保障之程度會依標準之不同而有所不

同。在此須澄清的一點是，猥褻性之言論保障須綜合整體的利益而論，除了法理上為維

護青少年的身心健康外，我國法律更依此設有兒童及少年福利法之規範。因此，換句話

說，猥褻性言論雖然亦受憲法所保障，但顯然其因需調和各種利益而使其所受保障程度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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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討論如何判斷是否為一種意見表達的表現？ 

教師先讓各組同學表達其意見。 

再根據釋字 509 與釋字 414 講解保障表現自由的理由。 

 釋字 509 中，大法官認為，國家對於人民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

治或社會活動之意見表達自由，應給予最大限度之維護。因此對於言論自由之保障多採

廣義說。亦即先認定皆為言論自由保障的範圍，再以審查標準之高低區分對該言論之保

障程度(參考釋字 414)。附帶一提的是，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政府四個

面向亦是美國判斷言論是否有被保障之價值的標準。 

 根據釋字 414 對言論自由保障程度的高低順序為：與公意形成、真理發現或信仰表達相

關之政治性、學術性、宗教性言論，其保障程度最高；與公意形成、真理發現或信仰表

達無關之商業性言論次要(因關係到國民的健康與重大公益，參考釋字 414 與釋字 577)；

猥褻性言論因須調和各種利益(如：青少年身心健康等)，故保障程度較低(參考釋字 407)。 

 最後，歸納判斷表現自由的價值或保護表現自由的標準係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

理、監督政府、公意形成或信仰表達的言論，此為保障表現自由的理由，亦是表現自由

價值判斷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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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說明二】       「言論走進校園」之補充說明 

一、A 同學在上課中講話，老師制止其發言，是否侵害 A 同學言論自由？另外，校園內的髮

禁是否限制其表現自由？ 

 限制 A 同學講話的自由未必侵犯其自由權。憲法§23 對於自由有明確的限制。A 同學在

上課中講話，係妨礙其他同學的受教權。教室裡學生未必不得主張言論自由，但教師為

維護其他同學的受教權與增進教育目的之公共利益，非不得對學生的發言加以限制。教

師在限制學生之言論時應注意，其應尊重學生發言的內容與目的，而以非內容的事項，

如：時間、地點或方式等為其限制之理由。再者，從教育的角度而言，教師非一味禁止

學生無理的言論，因為唯有學生敢表達其意見，縱使是無理的意見，教師亦才有可能回

應與教導之。 

 頭髮屬於身體之部分，因而與人身自由有關，是不可否認的，至於是否是一種言論，目

前則充滿爭議。然頭髮是人身體的一部分，頭髮非不得用來表達意見，例如：將頭髮剃

光來表達抗議，亦是一種意見表達。 

在民主和多元的時代，只要不侵犯別人的自由和權利，每個人都可以保有自己的喜好。

學校以所謂的一致性或學生的樣子來管制學生的頭髮是不合理的，因為這樣是把學校主

觀的喜好強加在學生身上。進一步來說，當我們強調學生要尊重自己和他人身體的自主

性，我們若沒有非常好的理由來管制學生的頭髮，我們要如何要求學生尊重別人的身體

自由？頭部是彰顯人格尊嚴的重要部位，更不能任由他人來處置。 

 

二、上課時在教室裡用麥克風發表反對學校政策之言論(如：開放穿便服)或學生會長候選人

在學校政見發表的集會中發表相同的言論，請問學校在哪一個場合可以對其言論加以限

制？學校可否以「開放穿便服的學校政策相違背」而加以限制？ 

 所謂政治為管理公眾之事，故反對學校政策之言論應屬政治性言論。根據釋字 414，大

法官認為，政治性言論應給予最大程度的保護與保障。另外，釋字 445 提到，政府管制

言論須考慮兩個層面：管制言論之時間、地點、方式；或是言論的內容。意見表達自由

和言論自由最重要的精神就在於對於人們表達意見之允許，以及對於不同意見之容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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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所以應盡量不以不同意其內容而加以管制。應用在校園中亦是如此，對於涉及言

論內容的事項(例如：開放穿制服)，必須小心謹慎；然而若是涉及時間、地點、方式之

管制，則較可允許對之作規範。 

 上述情境中，學校若要管制，應不能以發表反對學校政策之言論而加以限制，而是應以

地點來加以限制。上課時在教室用麥克風發表，不僅地點不宜，更會影響其他同學的受

教權與他人利益，與這些利益調和下是應予以限制。然若是在政見發表會上，則應給學

生充分發表的機會。 

 

三、聰明的你想想看下列兩種言論哪一種比較需要受到保護？ 

在校園中發表廢除髮禁言論以及促銷商品廣告言論。 

 我國就言論自由之保障有廣義與狹義說之分，現今多採廣義說。亦即先認定皆為言論自

由保障的範圍，再以審查標準之高低區分對該言論之保障程度。如釋字 414 理由書中所

示：「商業上意見表達之性質，應受憲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之保障。言論自由，在於保

障意見之自由流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

及商業言論等，並依其性質而有不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於此，該解釋認為言

論自由應採廣義保護，再以保障程度區別之。而「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理發現或信仰

表達之商業言論，尚不能與其他言論自由之保障等量齊觀。」即在說明未有上述立場者，

則不能認定為受到保障之言論。因此，由前揭說明已可見「雙層理論」之概念：第一個

層級係指關於公意形成、真理發現或信仰表達之言論者，所受保障較高；除此之外，如

商業性此種不涉及上述立場者即屬低價值之言論，所受保障亦較低。 

 廢除髮禁之言論係屬於政治性言論，根據釋字 414，大法官認為應給予最大程度的保護

與保障。促銷商品廣告則是與人民健康或重大公益有關之商業性言論。根據釋字 414，

大法官認為「商業性言論」與國民健康有重大的關係，因此基於公共利益的維護，應受

到嚴格規範。 

 

四、若 B 同學穿著印有幫派標誌的衣服到學校，聰明的你認為校園是否可予以合理之限制？ 

 服飾穿著是否為一種表現自由？在衣服上用文字或圖畫表達特定的看法，乃是一種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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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見表達方式。在校園中，以這種方式表達意見，若未造成學校的課程或目的相違背

或干擾，除非這樣的穿著會造成立即而明顯的危險，即應容忍其表達。根據釋字 445，

大法官認為意見表達「未達立即而明顯的危險」，不應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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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自由教案設計附錄—表二：言論自由教案分類表】 

層面 教案名稱 教學目標 引用釋字 
大法官釋憲及其

體制之介紹 
憲法的守護者 一、讓學生體認大法官的體制在於守護憲法的精神。

二、讓學生認識大法官釋憲之制度。 
釋字 509、582

言論自由的內涵 文字獄的「禁」與

「囚」：從朱元璋

到柏楊 

一、了解言論自由的內涵，在於除了消極地容忍不同

意見之外，更應該積極地保護其意見表達之自由。

二、認識言論自由的功能與重要性。 

釋字 509、567

言論自由之內涵 不 同 意 見 的 自

由？！ 
一、了解言論自由的內涵除了積極地提供保護之外，

另一層面乃係在於對不同意見的容忍與尊重。 
二、對於不同意見之存在，能找到共存之道。 

釋 字 364 、

407 、 414 、

445、499 
言論自由之面向 言論變形蟲 一、言論自由所保障在其意見表達，故稱為表現自

由。 

二、表現自由的多面向並不表示都受到憲法所保障的

言論自由，需與其他利益做調和。 

釋 字 364 、

407 、 414 、

435 、 445 、

509、577 
言論自由之面向 表現的媒介與制度 一、了解表現自由與媒介、制度的關係。 

二、理解表現自由的保護包括對媒介與制度的保障。

釋 字 364 、

380 、 407 、

414、445、509

言論自由之限制 享自由？先搞懂

「鬼」「理由」吧！ 
一、生活在社會中，要讓自由展現其真正的意涵，即

須在一個社會規範的架構之下。社會規範必有其

限制，國家可以介入與管制的範疇即言論自由的

限制。 
二、國家對言論自由的管制是在何種情況下管制、用

什麼方式管、哪些面向可以管是重要的課題。 
三、能掌握合法表達自己意見的方法。 

釋 字 407 、

414、445、509

言論自由之限制 超級兩院電「論」

公司 
一、能瞭解言論自由的利弊得失。 
二、能瞭解限制言論自由之管制面向與事項。 
三、能以理性、尊重的方式與他人協調爭議並達成共

識。 

釋 字 122 、

165 、 414 、

407 、 435 、

445、509、577

言論自由在校園

中的應用 

自由「表現」在校

園？  
一、言論自由屬於表現自由的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

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二、認識校園中言論自由的範圍與限制。 

三、能以理性表達己意，以尊重的態度與不同意見之

他人達成共識。 

釋 字 364 、

407 、 414 、

445、509 

言論自由在校園

中的應用 

言論自由走進校園 一、言論自由屬於表現自由的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

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二、認識校園中言論自由的範圍與限制。 

釋 字 407 、

414 、 445 、

50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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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專家諮詢意見與回應 

本研究乃係以言論自由為例的大法官解釋文，為高中課程之教材發展研究，是故，於研

究初稿完成後，便邀請法學、課程與教育實務專家學者等共八位，參與本研究之專家諮詢工

作。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領導學系之林安邦副教授與國立高雄大學法律系之林

超駿助理教授，為本研究所邀請之法學相關專家學者；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領

導學系之鄧毓浩副教授與董秀蘭副教授，為本研究所邀請之課程相關專家學者；國立台灣師

範大學政治研究所陳文政副教授，則為本研究所邀請之法學與課程相關專家。另外，台北市

立大同高中洪鼎堯老師、台北市立中崙高中葉桑如老師以及台北縣立三民高中劉麗媛老師，

則係本研究所邀請之公民與社會科教學實務工作者。以下即為各學者專家研究領域與專長的

背景資料表： 
表三：專家學者背景資料表 

專家 服務單位 職稱 學歷 研究領域與專長 
林安邦 台灣師大 副教授 德國雷根斯堡大學法律

所博士 
法學緒論、民法、少年事

件與感化教育、人權教育

林超駿 高雄大學 助理教

授 
美國西北大學法學博士 憲法、法制史、基礎法學、

法理學、刑事訴訟法、英

美法導論 
洪鼎堯 北市大同高中 教師 東海大學法律系 

國立臺灣師大公民教育

與活動領導學系碩士 

公民科教師 

陳文政 台灣師大 副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法學

博士 

憲法學、社會學、 中等教

育 
董秀蘭 台灣師大 副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課程

與教學哲學博士 
公民教育╱社會科教育課

程與教學、政治教育、政

治學 
葉桑如 北市中崙高中 教師 中興大學社會學系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 

公民科教師 

鄧毓浩 台灣師大 副教授 國立臺灣師大三民主義

研究所法學博士 
 

政治學政黨與選舉公民教

育、公民教育、民權主義

與現代政治、中華民國憲

法、現代公民與政治 
劉麗媛 北縣三民高中 教師 國立臺灣師大公民教育

與活動領導學系 
公民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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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佛州州立大學成人

教育暨人力資源碩士 

(排列順序按照筆畫) 

以上各位專家學者就其專長及研究領域，撥冗惠予本研究詳實肯切之意見，本研究謹於

此特致謝意。以下，即以研究成果初稿之兩大部分（理論與課程）五大層面（大法官解釋體

制、言論自由之內涵、言論自由之面向、言論自由之限制與言論自由在校園中之應用）彙整，

並於相關部分呈現專家學者之具體意見。最後，統整各專家學者對本研究之整體意見，並分

別對具體與整體意見做出相關回應，請見表四與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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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具體意見整理表 
☆：法律專家  △：課程專家  ○：高中教師 

目錄 具體意見 意見的回應 

壹、 關於大

法官解

釋 
一、意義 

這一頁是否加上大標題：由解釋文

認識言論自由。（○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補充之。 

壹、 關於大

法官解

釋 
二、體制 

若為高中生著想，建議附加美國司

法制度圖示。（△陳文政副教授） 
根據意見補充之。 

【1】有關我國現制優劣之介紹， 過
於籠統，而且以釋字 590 號解釋為

例，有以偏蓋全之嫌！ (☆林超駿副

教授) 

本研究乃是將體制作為簡單的概念介紹

給高中生，重點並非在大法官解釋所面臨

的困境上。由於釋字 590 僅是補充說明，

因此為更能切合主題，修正後將移除此部

分。 

壹、 關於大

法官解

釋 
三、面臨之

困境 
【2】「大法官會議在程序上不受

理，卻於實體上作出解釋，凸顯這

個體制上的嚴重問題，從個人權利

保障的角度觀之，無法產生即時的

保障。關於此部分可參考釋字 590
號解釋中許玉秀大法官所做的不同

意見書。」此種論述方式，會使人

以為允許大法官支持「分散」式！ 
(☆林超駿副教授) 

此部分僅在說明部分大法官對於大法官

解釋之體制有不同意見，因此引以該不同

意見書並非在說明大法官支持分散審理

之意。又此部分並非本研究論述架構之重

點，因此為更能切合主題，修正後將移除

此部分。 

【1】言論自由之內涵皆宜有附註。

因為以下所言，並不是無不同意見

者！誰主張者，必須說清楚。(☆林

超駿副教授) 

根據意見補充之。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一、言論自

由之內

涵 
(一)個人尊

嚴之尊

重 

【2】言論自由之內涵宜參林子儀大

法官之鴻文。(☆林超駿副教授) 
已為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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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格自由」出處為何？若譯

自外國語，應附原文；人格權是否

等同於人格自由？ (☆林超駿副教

授) 
 
 

此指之「人格自由」實乃係大法官所稱之

「人格發展自由」。人格自由的確不夠精

確，於此將會將「人格自由」改為「人格

發展自由」。而此所指之人格權並不等同

於人格自由，蓋其乃係從人格自由發展出

之下位概念，欲藉由人格發展自由下擴至

精神自由的內涵，並進一步延伸至言論自

由的概念。關於此部分，將再補充釋字

567 與釋字 603 來說明言論自由與精神自

由及人格發展自由之關係。 
【2】「關於人格權的概念，已於我

國民法第十八條中明文提出」，用民

法解釋憲法是否適當？ (☆林超駿

副教授) 

人格權的概念在民法上即已加以闡述，於

其上層位階─憲法的層次上─則是以人

格發展自由來呈現，此於後段即有說明。

因此本研究並未將民法與憲法層次混

淆，況且大法官於釋字 399 亦是從民法的

概念出發，是故本研究並無以民法解釋憲

法之意。 
【3】「釋字 479 號解釋內容：『憲法

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 
其中關於團體名稱之選定，攸關其

存立之目的、性質、成員之認同及

與其他團體之識別，自屬結社自由

保障之範圍。』由此，可延伸出集

體人格概念。」是保障該「團體」

人格或 「集體」人格？ (☆林超駿

副教授) 

根據修正意見改成「團體」人格。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一、言論自

由之內

涵 

(二)人格自

由 

【4】「釋字 580 號解釋出指：『基於

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

決定生活資源之使用….是憲法於第

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於第二

十二條保障人民之契約自由。』因

此，財產權的概念乃從人格自由衍

生出來。」此處僅是論述契約自由，

屬憲法第 22 條 「非列舉權利」。 (☆
林超駿副教授) 

釋字 580 指出「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

由，個人得自由決定生活資源之使用….
是憲法於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於

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之契約自由。」依照

大法官的解釋邏輯，即在指明財產權與人

格自由有關。再者，釋字 400 號指出「憲

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

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狀態行

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

於遭受公權力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

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亦是

作如是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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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格自由屬絕對保障事項，

財產權則是相對保障事項。」出處

為何？人格權受保障果真絕對？ 
(☆林超駿副教授) 

權利絕對與相對之保障其實係指審查基

準之寬鬆問題。詳細內容可參考許慶雄

《人權的調整與效力之研究》及陳秀峰

《司法審查之基準─『二重基準論』在美

日之演變》二篇文章。在此亦將根據意見

修正補充。 

 

【6】釋字 554 解釋是關於通姦罪是

否違憲的問題，其保障社會制度內

含的精神的「內涵」與本文不同，

已修正過嗎？（○劉麗媛老師） 

本釋字雖是關於通姦罪是否違憲的問

題，然大法官於其中亦有提出人格自由的

概念加以闡述，是故本研究案將此部分摘

錄出，以作為論證意思自主、尊重個人意

見與言論自由相關。 
【1】美國對言論自由審查之七種審

查方式宜作註說明。（△陳文政副教

授） 

我國關於審查之方式及其密度仍尚在發

展中。如近來有許宗力大法官於釋字 584
號解釋裡對違憲審查標準之探討，及許玉

秀大法官於釋字 594 解釋中對刑罰審查

準據之闡述。至於有關言論的審查方式，

則僅於釋字 414 理由書中帶到，並未如美

國般發展出細緻的理論。在此由於涉及細

部專業判斷，因此僅舉美國部分的言論審

查方式以為例說明。故於此僅根據意見增

加參考書目。 
【2】雙「層」理論 應為雙「階」

理論，請參考林子儀大法官之翻

譯；或附英語原文。(☆林超駿副教

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3】「釋字 445 符應了雙軌理論」

有問題，未引進審查基準理論！(☆
林超駿副教授) 

釋字 445 的確僅提出雙軌理論隻概念而

未引進審查基準理論，因此將根據意見修

正為「釋字 445 符應了雙軌理論之精神」。

【4】「美國法院沿襲英國的法律見

解，認為只要『不懷好意』或『直

接慫恿造成犯罪行為』之見解。」

出處為何? (☆林超駿副教授) 

林子儀（1999）。言論自由與內亂罪，載

於《新聞自由與言論自由》，p.209~219。
將根據意見補充之。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二、言論自

由之面

向 
(一)受憲法
保障之

「言論」 

【5】雙層理論釋依照幾號大法官會

議的解釋發展中的「幾號」不是很

了解。（△鄧毓浩副教授） 

如本研究前文所述，釋字 414 號、釋字

445 號、釋字 509 號等解釋中大法官所作

之協同意見或不同意見書中皆有提及雙

層理論的相關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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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僅供參考：德國言論自由所謂

之『言論』包含兩個面向：單純事

實之陳述及價值判斷，皆受保護。

（☆林安邦副教授） 

我國刑法第311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中亦規

定，評論及載述之言論不罰。從本條文來

看，與德國保障言論自由之規定亦有異曲

同工之妙。 
【2】「美國實務上認為，以規範外

部事項為由來限制言論自由，可能

容易造成以此為由，行言論自由限

制之實。」出處為何？ (☆林超駿副

教授) 

Price, J.& Levine, A. H. & Cary, E.: (1997) 
The Rights of Students-The Basic ACLU 
Hand Books for Young American, Southern 
Illinois U. P. 將根據意見補充之。 

【3】釋字 490 之宗教自由與言論自

由的界線宜說清楚。(☆林超駿副教

授) 

本研究案所舉之美國案例乃是因宗教信

仰而有消極不表意之情事，至於釋字 490
則是有關內部精神自由問題的類似案

例，於此並非著眼於宗教自由與言論自由

之關係。 
【4】象徵性行動（肢體性言論）

symbolic speech 應引 United State V. 
O’Brien 乙案。(☆林超駿副教授) 

請林副教授提供該案例以供參考。 

【5】R.A.V. v. St. Paul 有新案 
Virginia v. Black。(☆林超駿副教授)

請林副教授提供該案例以供參考。 

【6】教室是特有的「觀念市場」，

何謂觀念市場？（○劉麗媛老師） 
即指「意見（言論）市場」。係指言論是

在開放空間自由形成之情形。請參考釋字

407 吳庚、蘇俊雄不同意見書。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二、言論自

由之面

向 
(二)個人面
向 

【7】Bannister v. Paradis 教育委員會

有全力為了健康與安全的原因而制

定合理的服裝規定，例如禁止在家

政課川毛衣。為什麼？（○劉麗媛

老師） 

毛衣有毛絮，容易掉落於食物上；再者，

接近火源時，亦容易產生危險。故基於衛

生健康與安全之理由，學校可禁止學生於

家政課穿著毛衣。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二、言論自

由之面

向 
(三)言論之

媒介 

從國家保障集遊場所的提供到平等

接近使用媒體權，此與以下各項不

同質。（△鄧毓浩副教授） 

因為媒介會涉及資源提供的問題，如留言

板、公佈欄、平面媒體、電視、廣播等之

提供使用，因此「平等接近使用媒體權」

與下列各項有實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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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三、言論自

由之限

制 
(一)管制理

由 

社會善良風俗與青少年身心健康之

維護，顯非憲法 23 條重點。（△鄧

毓浩副教授） 

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僅是概括性條款，關

於社會善良風俗與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

護應屬「公共利益之維護」，大法官僅是

特別點出此面向來加以闡述。 

【1】教科書之事前審查是否要考慮

納入？（☆林安邦副教授） 
根據修正意見補充。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三、言論自

由之限

制 

(二)管制方
式 

【2】「美國根本不會有所謂國會立

法來限制言論自由，除非你去修憲

法。」是有問題的，除過逝之 Black
大法官外，沒人如此做主張。(☆林

超駿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1】分級辦法是否要加以考慮？

（☆林安邦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補充。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三、言論自

由之限

制 
(四)管制事
項 

【2】R.A.V. v. St.Paul 有新案：

Virginia v. Black (☆林超駿副教授) 
請林副教授提供該案例以供參考。 

【1】大法官認為國家對政治性的意

見不得事先加以審查，至於有關非

政治性言論之部分，是否亦應加以

詳述？（☆林安邦副教授） 

我國大法官解釋僅就政治性言論明確指

出不得為事先審查，至於有關非政治性言

論之部分，我國大法官則未如美國清楚指

出應如何審查。所以，於此將就大法官相

關意見來嘗試做此部分之補充說明。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四、言論自

由在校

園中之

應用 
(一)意見表

達之自

由 

【2】「美國的法律與司法的見解：

關於『實質而顯明的干擾或破壞』，

最高法院將干擾的原因分成：1、以

理念挑起群眾情緒，2、表達理念的

時間、地點、或態度所引起…」有

問題，不夠精確。出處為何？(☆林

超駿副教授) 

林佳範（2004），學生權利義務之內涵與

校園規範：台灣與美國的法律案例見解與

「校規」的比較研究研究報告。委託機

關：教育部訓委會，研究單位：國立台灣

師範大學。將根據意見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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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國法律與司法見解：釋字

第五○九號解釋中….毀謗之構成必

須是限於『真實惡意』之情況。」

學者對於大法官是否採實惡意原則

有不同意見！(☆林超駿副教授) 

根據意見，將刪除「真實惡意」之論述，

而改以釋字 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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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述之。 
【4】「在校園裡由學校出資之刊物

代表學校的觀點，當然需經過學校

的審查或指導，誠屬當然。」之推

論不夠嚴謹；出處為何？依據為

何？(☆林超駿副教授) 

Price, J.& Levine, A. H. & Cary, E.: (1997) 
The Rights of Students-The Basic ACLU 
Hand Books for Young American, Southern 
Illinois U. P. 本段論述的確不夠嚴謹，將

根據意見補充之。 
【5】「言論自由在校園中之應用」

的部分是否要稍作背景資料說明。

（○劉麗媛老師） 

此部分之背景即如文中論述所示，乃是從

林佳範（2004），學生權利義務之內涵與

校園規範：台灣與美國的法律案例見解與

「校規」的比較研究研究報告中摘錄。 
【6】關於學生有沒有權利在學校發

放非學校主辦或贊助的文章問題，

那麼可不可以發校外補習班的宣傳

或商品的宣傳？（○劉麗媛老師） 

關於此部分，由於牽涉其他問題，將來可

作進一步的討論。 

【7】「如果『禁止論爭雙方的言

論』，可否因此全面禁止學生表達他

們對此議題的觀點」，這個問題不是

很具體的說明？又，本題所作的我

國法律與司法相關見解是針對美國

的案例還是針對題目所提出？（○

劉麗媛老師） 

此問題乃是指為某項議題發生爭論的雙

方，校方得否為消弭論爭而禁止雙方就其

所持之不同觀點發表言論。因此，在此就

我國法律相關意見所提出的論述，乃係就

本問題之情境而提出之回應。 

 

【8】在「學生可以在學校舉行示威

遊行嗎？」有關我國的法律與司法

見解中指出，「例如以安靜而和平的

靜坐於校園門口的方式，故不必一

概皆不得允許，以最大維護之精

神，亦須視其是否實質地與重大地

造成校園秩序的破壞，甚至到明顯

而立即的危險事實狀態。」語句有

點怪怪的。（○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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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Westside v. Decision 這一段應

特別說明，延伸上述的論點。（○劉

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1-1】私立學校本身為宗教學校時

的情況又是如何？（☆林安邦副教

授） 
【1-2】將言論自由擴大至宗教自由

恰當嗎？請思考：內在精神自由→

宗教、思想(良心)及外在表現自由→

言論、集會、結社、新聞之差異。（△

董秀蘭副教授）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將宗教信仰自由含

括在言論自由的範疇之內，因其核心即在

對精神自由之保障。然而，我國因憲法上

未能有所闡明，因此對此概念較無法掌

握，習慣上仍是以狹義概念指稱所謂的言

論自由。本研究為開展此項概念，是故於

此便將精神自由與言論自由相連結。而關

於宗教信仰自由之部分，本研究於『消極

性言論自由』中即援引釋字 490 關於因宗

教信仰而拒絕服役之解釋來說明之。然，

於此加入此議題，似乎會產生模糊焦點需

擴大討論之問題，因此，礙於現實，此部

分將於修正時刪除之。 
【2】State of Wisconsin v. Jonas 
Yoder，et﹒al﹒台灣的錫安山教徒呢？

沒有舉例出來。（○劉麗媛老師） 

錫安山教徒之例的確值得援引探討，然礙

於宗教自由與言論自由需另外進一步擴

大討論其間關係之故，於此將擬刪除整段

相關論述。 
【3】Lee v. Weisman 一案裡，關於

畢業典禮中的祈福儀式是否侵犯宗

教自由的權利？ 美國法院見解認

為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精神之

一，即在校方不能支持或贊助任何

宗教活動。台灣的教會學校也可以

如此做嗎？（○劉麗媛老師） 

教育基本法第六條規定中立與宗教尊重

原則；釋字 587 亦提及對宗教中立寬容之

原則，依此，教會學校亦應秉持中立與尊

重之原則，不強迫學生為一定之宗教行

為。然礙於宗教自由與言論自由需另外進

一步擴大討論其間關係之故，於此將擬刪

除整段相關論述。 
【4】不清楚「禁止設置條款」為何。

（○劉麗媛老師） 
「禁止設置條款」即指國家不得設立國

教。將此條款應用至校園中，即在強調學

校不得支持任何特定宗教活動。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四、言論自

由在校

園中之

應用 
(二)宗教信

仰自由 

【5】學校可以設置宗教圖像和象

徵，或使用宗教課本嗎？在我國的

法律與司法見解中，釋字第 490 號

強調「國家不得對特定的宗教利益

或不利益，在校園設置宗教的圖

像」，此語句怪。（○劉麗媛老師） 

此句其實乃指學校不得支持特定宗教之

意。然礙於宗教自由與言論自由需另外進

一步擴大討論其間關係之故，於此將擬刪

除整段相關論述。 

貳、 言論自

由的四

大層面 
四、言論自

【1】建議檢附『利用民主程序制訂

頭髮服儀之相關規定，以達成民主

法治等群育目標』之參考文獻。（△

陳文政副教授） 

參考文獻即是後附之教育部 91 台訓（二）

字第 91099340A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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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補充近日教育部解除髮禁的

主張。（對各校的函─國立高中、北

市高中、縣市政府不同，但都主張

「髮式為基本人權」）台北市教育局

公文則主張，服儀為「生活教育」

之一環。（○洪鼎堯老師） 

根據意見補充之。 由在校

園中之

應用 
(三)個人服

裝儀容 

【3】關於宗教信仰而留長髮，本書

指出，釋字 490 中大法官並不認為

服兵役與個人的信仰無關，無關

嗎？（○洪鼎堯老師） 

此意乃係指大法官認為服兵役之義務規

範立意並非是在限制人民的宗教信仰自

由，因此雖然有些規範與宗教信仰相牴

觸，然可能仍是合憲。 
【1】宜加註日期及資料來源。（○

洪鼎堯老師） 
根據意見補充之。 補充資料 

【2】補充資源可否依前面的資料稍

作分類或說明之，否則和前述體例

不搭。（○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補充之。 

【1】請注意單元目標（理解、明瞭、

體認→偏情意；認識→偏認知）和

具體目標（行為：說出、指出、舉

例、解釋）之區別。（△董秀蘭副教

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2】無任何情意或技能目標可列

入？或手段為認知目標。（△董秀蘭

副教授） 

其中關於讓學生能『體認』大法官的體制

在於守護憲法之精神，即是屬於情意目

標，至於技能目標將根據意見補充之。。

【3】配合課程綱要及教科書主題，

本教案適合二年級。一年級並未具

備先備知識，無法討論本案所設計

的內容。另外，總節數兩節課，案

例及教師補充說明的內容太多，二

節課不足。（△董秀蘭副教授） 

一年級學生雖可能未具先備知識，然教師

可以生活實例提問作為引導思考。又，本

研究設計立意是為呈現言論自由的完整

概念，提供教師教學參考使用。依各校各

班不同之情形，應如何使用本教材仍需教

師依情形斟酌使用。 

壹、 大法官 
釋憲及其體

制之介紹 
教案： 
憲法的守護

者 
教案名稱與

教學目標 

【4】讓學生「體認」大法官的體制

在於守護憲法的精神，此一目標係

情意目標與 1-1、1-2、1-3 內涵為認

知目標，兩相不對稱。2-1、2-2 撰
寫方式要注意學生是否作得到。（△

鄧毓浩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壹、大法官

釋憲及其體  
【1】步驟一中的問題一，建議以口

語化陳述。(○葉桑如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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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驟五中的學習單，以「大法

官體例」書寫結論，是否難度太高？

(○葉桑如老師) 

教師已先於步驟四時向學生介紹大法官

體例之形式及其精神，是故學生於步驟五

僅需以「解釋文」、「理由書」、「協同／不

同意見書」之格式書寫討論結果即可。 
【3】延伸學習中制定班規，並以大

法官體例記錄，兩者是否有關聯？

(○葉桑如老師) 

制定班規之用意在於制定班級共同規

範，後續尚需配合組成學生法庭解決班級

違規糾紛之活動，並將決定過程以大法官

體例紀錄，是故重點在於違規糾紛之判定

及解決，班規之制定僅是前置作業，無直

接關聯。 
【4】全班分成六組，每組約五人，

但高中每班人數約為 40 人。（△董

秀蘭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5】宜列出每一步驟所估計所需的

教學時間。（△董秀蘭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6】「大法官的違憲審查權，是鞏

固民主政治、保障人權的重要機制」

如何評量？這是個大問題。（△董秀

蘭副教授） 

此部分屬於情意部分，欲讓學生體會大法

官體制是鞏固民主政治、保障人權的重要

機制，是故請具體提供關於情意的評量方

式。 
【7】自編教材一與二應言明此三組

係討論不同案例。（△鄧毓浩副教

授） 

自編教材一與自編教材二後面皆有註明

學習單名稱，應即可知曉兩者係不同案例

之討論。 

制之介紹 
教案： 
憲法的守護

者 
教學步驟 

【8】步驟三中的自編教材二「大法

官審案」，是否應先說明大法官釋憲

體例？（○劉麗媛老師） 

本步驟乃是欲讓學生就案例事實依其所

有之法律情感及知識作判斷，體例部份將

由教師於步驟四帶出。 
壹、大法官

釋憲及其體  
制之介紹 
教案： 
憲法的守護

者 
自編教材 

【1-1】自編教材一的案例敘述較簡

略；問題討論建議依據法官判決書

列出判決有罪之理由及被告所提出

之反駁論點，交由學生判斷是否有

罪。(○葉桑如老師) 
【1-2】自編教材一的徐自強案概述

所提供訊息不足夠，高中生需要更

具體的資料來思考問題，尤其是針

對問題二的後半部問題─當事人是

否受有憲法基本人權之保障？（△

董秀蘭副教授） 
【1-3】資料不充分，是否有範例？

（○劉麗媛老師） 

本案由於經過多次更審，亦經再審與非常

上訴，是故相關案例事實相當冗長。自編

教材限於篇幅，以及讓學生易於閱讀，必

須將重點濃縮陳述，因此難免讓人有敘述

簡略資訊不足之感。此部分的相關案例摘

錄自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於 2002 年所著

之《正義的陰影》一書。關於摘錄內容需

加以說明的部分，教師使用時可就該書所

提供之資訊，適時向學生提供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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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編教材一的問題討論中，當

事人「是否」受有憲法基本人權之

保障，題目應不在是否，而是其所

持立場的理由。（○劉麗媛老師） 

此部分乃是欲讓學生體認到基本人權未

受保障之情境與影響，因此本題特意設計

讓學生就自編教材所提供之資訊判斷是

否受有人權保障之情形。 
【3】自編教材二的問題太簡略，建

議口語化陳述。(○葉桑如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4】自編教材二的案例一、三建議

直接使用真實案例之姓名，增加臨

場感，以使學生討論。(○葉桑如老

師) 

自編教材二的案例雖係採用真實案例，然

為給予學生在是否得以聲請大法官釋憲

之情況作判斷，是故於此已稍微改編案例

事實，並未沿用真實案例之人名。 
壹、大法官

釋憲及其體  
制之介紹 
教案： 
憲法的守護

者 
教學說明 

教學說明一中，「以『誰來救救我』

所摘錄的資訊來看，法院並沒有給

予被告徐自強充分的防禦權」，此處

看不出這方面的資訊。（○劉麗媛老

師） 

根據釋字 582 所示，「為確保被告對證人

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

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

其陳述使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

斷依據。」因此從「案例概述」（因為被

告黃春棋及陳憶隆的自白，徐自強被判了

死刑）、「關於被告自白」及「關於不在場

證明」的重點摘錄中即可獲得這些資訊。

【1】學習單一針對「學校髮禁規定

有無違背憲法第十一條言論自由之

保障？」，書寫理由書以及不同建議

書。可有範例？否則學生還不會

寫。（△鄧毓浩副教授） 

此部分之設計並不要求學生必須書寫的

如同大法官般嚴謹，僅需就其討論，將理

由寫於理由書之處，若有不同意見，則將

不同意見紀錄於不同意見書之處即可。 

【2-1】學習單二：法律條文及文字

太艱澀，建議改為實際案例，否則

很像在考閱讀測驗。(○葉桑如老師)
【2-2】學習單二缺乏案例，申論不

易。對高中生稍難，固非案例，僅

是理論申述，學生無紮實法律基

礎，會寫不出來。（△鄧毓浩副教授）

此部分是為讓學生能認識並理解大法官

會議解釋文中的三段式論法，因此引用原

文並設計三項引導題目。學生不需有相關

法律基礎，能依照文章脈絡尋找到關鍵字

句即可。雖然有可能產生考閱讀測驗之疑

義，但教師於使用時亦可對該解釋文之意

涵稍作解釋說明。 

壹、大法官

釋憲及其體  
制之介紹 
教案： 
憲法的守護

者 
學習單 

【3】學習單二的性質實為「作業

單」。（△鄧毓浩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貳、 言論自 
由之內涵 
教案一： 
文字獄的

【1】高中一年級不適合。案例太

多，兩節課不切實際。（△董秀蘭副

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然關於授課時數，由於

教師於使用時可選擇案例陳述，或以經濟

簡便之方式來為案例之陳述與探討，因此

仍以兩節課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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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與

「囚」：從

朱元璋到柏

楊 

教案名稱與

教學目標 

【2】本教案偏重資料堆砌，如何引

導學生學習，較乏詳細交代，只有

自編教材二列了一些討論問題。（△

鄧毓浩副教授） 

步驟三以自編教材三「真實歷史檔案」向

學生介紹與言論自由相關之案例，雖然敘

述事實的比重較大，然於步驟中亦提及檢

視各個案例後，教師需引導學生回答該事

件是否為言論自由之範疇以及是否受到

保障的情形，並讓學生能就其生活經驗舉

例回應。用以建立學生對言論自由積極提

供保障與消極尊重容忍的認知與情意態

度。 
【1】步驟一中透過戲劇扮演與達成

目標 1-1 之關連？(○葉桑如老師) 
藉由故事情境的展現，讓學生更能發現體

會缺乏言論自由保障與受到言論自由保

障的不同情境是如何。 
【2】溝通意見－悲情畫家陳澄波，

此事例與主題連接有點牽強。（△鄧

毓浩副教授） 

根據釋字 509，「溝通意見」為言論自由

的功能之一，陳澄波因代表人民欲與當時

政府溝通意見卻遭殺害，係屬言論自由被

侵害之情形，因此與本主題有關。 
【3】關於關鍵字「Fellows」應用原

文，中文較無法傳達其涵義。（○劉

麗媛老師） 

柏楊當初將「Fellows」翻譯為「全國同胞

們」即因涉嫌影射國家元首而被逮捕入

獄，在此用中文呈現即是欲讓學生體認文

字獄箝制言論自由之境況，故並未使用原

文。 
【4】「柏楊與大力水手卜派」中問

題三：請討論言論自由的功能，很

像在考試。（○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壹、 言論自 
由之內涵 
教案一： 
文字獄的

「禁」與

「囚」：從

朱元璋到柏

楊 

教學步驟 

【5】高中一班學生大約四十到四十

五人。（○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1】自編教材二：集思廣益的問題

三、四建議刪去。(○葉桑如老師) 
第三第四題乃是欲讓學生反思言論自由

受到保障的情境為何，能帶來什麼樣的好

處，是故具有重要意義。 

【2】自編教材一：故事分析的作用

意義為何？（△鄧毓浩副教授） 
用意在於深入說明專制體制下缺乏言論

自由，侵害人權的背景。根據意見其用途

應可由故事案例吸收，故將予以刪除。 

貳、言論自

由之內涵 
教案一： 
文字獄的

「禁」與

「囚」：從

朱元璋到柏

楊 

自編教材 

【3】自編教材三：所列網站作用意

義為何？（△鄧毓浩副教授） 
僅係案例編寫之參考出處，提供教師參考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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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單一：言論自由的尺度如

何拿捏？有案例是學生在 BBS 站辱

罵教授而遭控誹謗罪，言論自由與

誹謗如何區分，建議列入討論。此

外，問題略抽象。(○葉桑如老師) 

關於言論自由尺度如何拿捏，以及言論自

由與誹謗之區別的討論，已設計於言論自

由之限制的兩項教案中。本份教案係屬學

生接觸言論自由概念之入門，是故僅先介

紹言論自由之基本內涵—積極提供保護

與消極容忍尊重。 

貳、言論自

由之內涵 
教案一： 
文字獄的

「禁」與

「囚」：從

朱元璋到柏

楊 

學習單 

【2-1】學習單通常是針對教學內容

的輔助學習，而不適合作為新案例

的討論。（△董秀蘭副教授） 
【2-2】應稱「作業單」較宜。（△鄧

毓浩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1】看圖說故事是很有趣的 idea，
可惜圖太不清楚，會影響閱讀。若

有圖檔，不妨用 power point 呈現更

佳，但仍需教師提示與引導。(○葉

桑如老師) 

本圖因為印刷之故，無法清楚呈現。又，

本教案係提供教師參考使用，至於教師要

如何使用本教案（如以 POWERPOINT、

圖畫書、幻燈片、學習單等），教師可根

據參考資料來源，斟酌使用方式。 

貳、言論自

由之內涵 
教案二： 
不同意見的

自由？！ 

輔助教材 【2】能從圖像引導到學生自身經驗

是很好的設計，可以多設計問題讓

學生回答。例如：當你的意見與大

多數人不同時，你會不會表達自己

的看法？為什麼？當有人在課堂上

或公開場合挑戰你的意見時，你會

如何處理？(○葉桑如老師) 

該部分的設計題目即包含這些問題意涵。

【1-1】教學目標不太像教學目標。

(○葉桑如老師) 
【1-2】教學目標較像單元目標，其

下應再細列至少兩項的具體目標。

（△董秀蘭副教授） 
【1-3】教學目標的內容呈現的是意

涵而非目標。形式內容面向未說

明。教學目標再修細緻些。（○劉麗

媛老師） 
【1-4】教學目標並非表達概念，應

設置教學時要完成的目標。（△鄧毓

浩副教授） 
【1-5】教學目標要有動詞及受詞。

（△鄧毓浩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參、言論自

由之面向 

教案一： 

言論變形蟲 

教案名稱與

教學目標 

【2】兩節課七個案例不切實際。（△

董秀蘭副教授） 
教師使用時可依實際情形選擇案例進行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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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這些言論自由的面向是教師自

訂？還是論述中提出？（○劉麗媛

老師） 

本教案所提出的言論自由面向乃是利用

前述理論架構所挑出的七個面向作為教

學討論。 
【1】教師未說明，學生能得知言論

自由的面向嗎？案例中所表現的言

論，其爭議為何？（○劉麗媛老師）

學生需先透過討論，再由教師利用學習單

幫助學生做整理歸納，即能得知言論自由

的面向。至於案例中所表現的言論爭議，

則是要讓學生對案例實體部分能有所瞭

解，其重點則是在後兩項討論問題上。 
【2】分七組討論七個案例足證設計

者的用心，但從實際教學效果而

言，七個案例還不如用一個案例分

七組討論來得有效。（△鄧毓浩副教

授） 

七個案例分別呈現言論自由的七個面

向，然若為顧及實際教學效果，教師使用

時可依實際情形選擇案例進行教學。 

參、言論自

由之面向 

教案一： 

言論變形蟲 

教學步驟 

【3】每一組都能了解其它組案例之

背景，原則三分鐘的報告教學有

難。（△鄧毓浩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參、言論自

由之面向 

教案一： 

言論變形蟲 

自編教材 

自編教材案例二與案例五相同。(○
葉桑如老師) 

自編教材之案例二與案例五的重點並不

相同，前者重點在於『誹謗』，後者重點

則在『肢體性言論』。 

【1】學習單一：需先解釋「言論變

形蟲」的涵意。(○葉桑如老師) 
在進行學習單前，教師即會於總結部分說

明言論自由的多元面貌，而此即『言論變

形蟲』之涵意。 

參、言論自

由之面向 

教案一： 

言論變形蟲 

學習單 

【2】我不想蓋，不行嗎？這個案例

的爭議點不是言論本身，而是集會

的問題。（△董秀蘭副教授） 

集會遊行即是言論自由的表現，是人民表

達意見的一種展現方式。因此，本案例之

爭議與言論有關。 
【1-1】一項單元目標下至少應包括

二項以上具體目標。（△董秀蘭副教

授） 
【1-2】教學目標可再細部化，系統

化。（△鄧毓浩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參、言論自

由之面向 

教案二： 

表現的媒介

與制度 

教案名稱與

教學目標 

【2】本教案需大幅修正。（△鄧毓

浩副教授） 
請提供具體修正意見。 

參、言論自

由之面向 

教案二： 

表現的媒介

與制度 

【1-1】步驟一：案例 A、B、C 在哪

裡？陳述不清楚。(○葉桑如老師) 
【1-2】案例 ABC 未見案例詳細內

容，過於理論化。（△鄧毓浩副教授）

於步驟一下方所列之 A、B、C 三案例僅

是人民藉由不同媒介發表言論進而受限

的情境敘述，其重點在為提供學生做不同

言論媒介之判斷，是故不需過多的詳細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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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將全班分成五組，每組五到

六人，但全班只有 25-30 人嗎？（△

董秀蘭副教授） 
【2-2】將全班分成五組，每組五到

六人。人數與實際狀況不符合。（○

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3】「案例 A、某甲在行政院門口

批評政府施政被逮補；案例 B、某

乙在報紙上對政府批評被逮補；案

例 C、某丙在大學課堂上以民主理

論批評政府而被逮補。」此三者不

僅涉及不同面向的問題，其實最重

要的可能是言論的內涵為何？是否

已超出保障的範圍，言論自由不是

無限上綱。再者，案例本身太簡略，

容易產生不同的解讀，如：究竟是

因為言論內容被逮補，或表現形式

的限制？（△董秀蘭副教授） 

A、B、C 三案例僅是人民藉由不同媒介

發表言論進而受限的情境敘述，其重點在

為提供學生做不同言論媒介之判斷，是故

不需過多的詳細資料，也不需討論言論自

由的內涵為何，是否已超過保障的範圍。

至於是否可能產生不同的解讀，本案例已

有特別設計，將言論內容皆設定為對政府

之批評，因此，應不致有此疑慮。若為避

免失焦，教師使用時亦可斟酌給予學生提

示。 

【4】任何學習單進行之前，學生對

於基本主題應有所認識、說明，否

則學生可能不清楚何謂「表現自由

限制」。（○劉麗媛老師） 

教師進行教學時，可對 A、B、C 案例做

延伸說明，讓學生理解這三項案例即是言

論受到限制的一種表現，如此即能進行討

論教學。 

教學步驟 

【5】延伸學習請同學就幾項主題寫

小論文，題目應嚴謹些，有些學生

不清楚小論文如何書寫。（○劉麗媛

老師） 

關於幾項主題，本研究將根據意見修正

之。至於小論文應該如何書寫，則於教師

進行延伸學習時向學生說明之。 

參、言論自

由之面向 

教案二： 

表現的媒介

與制度 

教學說明 

教學說明二：針就政治性社團用於

宣傳其政治理念上之限制是否合理

公平。高中並沒有這些性質的社

團。（○劉麗媛老師） 

高中雖無政治性社團，但仍是可以讓學生

就假設情形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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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學目標不太像教學目標。

(○葉桑如老師) 
【1-2】教學目標不像教學目標。（△

董秀蘭副教授） 
【1-3】這裡的教學目標是解釋而非

目標。是否把教育目標的敘述拿

掉，直接把 1-1、1-2 等目標列出即

可？（○劉麗媛老師） 
【1-4】教學目標不符合教案格式。

（△鄧毓浩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肆、言論自

由之限制 

教案一： 

享自由？先

搞懂「鬼」

「理由」

吧！ 

教案名稱與

教學目標 

【2】兩節課不夠。前一教案了解言

論自由的媒介、制度，設計在一、

二年級，本教案言論自由的限制卻

在一、二年級，不合邏輯。（△董秀

蘭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1】「上述所相衝突的利益，可以

主張憲法§23 的人民權利四大枷鎖

的何種理由？」題意不清。（○劉麗

媛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2】「『雙軌』搞什麼鬼」的標題不

宜。（○劉麗媛老師） 
本標題乃是為以活潑俏皮之方式引起學

生學習之動機。 
【3】根據三種不同情境讓同學就問

題作討論的部分，題目語意應修正

完整。（○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肆、言論自

由之限制 

教案一： 

享自由？先

搞懂「鬼」

「理由」

吧！ 

教學步驟 

【4】第三題「請同學演出合乎憲法

保障表現自由之情境」的部分與前

兩題有些不搭，讓學生即興演出有

些困難，且在下一部分（三）亦要

求呈現。（○劉麗媛老師） 

前兩題旨在讓學生瞭解言論自由中內容

與非內容的限制，因此，學生在能掌握憲

法保障言論自由的原則（教學目標三）

後，便設計透過戲劇扮演的方式來檢視其

吸收程度。對表演慾望強的學生來說應不

致太難，必要時授課教師得給予指導提

示。 
肆、言論自

由之限制 

教案一： 

享自由？先

搞懂「鬼」

【1】自編教材一之言論自由的四大

枷鎖，本身是負面的用語，但言論

自由本就不應無限上綱，本書有合

理的限制，以枷鎖稱之,，是否妥當？

（△董秀蘭副教授） 

當言論自由面臨憲法第二十三條的四項

限制情形時，這四項理由即會像枷鎖一

般，將言論自由限制住。是故，為讓標題

不顯得過於拘謹，乃改以「枷鎖」形容限

制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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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

吧！ 

自編教材 

【2】自編教材二的說明不夠明確清

楚，應該有抒寫背景之類的說明。

（○劉麗媛老師） 

A、B、C 三種情境分別代表欲討論的地

點、時間、地點。若過於詳細交代背景，

則可能會讓學生著重於實體的討論，而背

離設計的目的。 
肆、言論自

由之限制 

教案一： 

享自由？先

搞懂「鬼」

「理由」

吧！ 

教學說明 

關於釋字 509 的部分，是否須說明

「真實惡意原則」？（○洪鼎堯老

師） 

本部分的重點並非在討論「真實惡意原

則」，而是在討論何種權利相衝突。 

【1】案例過多，二節課太少時間遑

論一節。適合高中二年級。（△董秀

蘭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肆、言論自

由之限制 

教案二： 

超級兩院電

「論」公司 

教案名稱與

教學目標 

【2】這個標題有些繞口不順。（○

劉麗媛老師） 
本標題乃是模仿電視節目「超級兩代電力

公司」而來，以期能以活潑俏皮之方式引

起學生學習之動機。 

【1】教學步驟一：第二點中陪審團

區不限制坐在哪個位子，且都可舉

贊成或反對的牌子。建議要限制人

數，否則難以達成人數均等。(○葉

桑如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2】延伸學習一：請學生參加里民

大會建議改為班代大會。(○葉桑如

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3】「給家長的一封信」，是否說明

為何邀請家長，邀請家長的用意為

何？（○劉麗媛老師） 

「給家長的一封信」乃是通知家長本單元

之教學活動具有何種意義與目的，藉以讓

家長能夠瞭解教師的教學目標，同時讓家

長亦能協助學生參與學習。 

肆、言論自

由之限制 

教案二： 

超級兩院電

「論」公司 

教學步驟 

【4】案例一二三的題目對於學生有

點難，有些時候讓學生開口不是那

麼容易，較難像電視上暢所欲言（○

劉麗媛老師） 

案例一二三皆帶有政治性議題的色彩，可

能反而會引起學生廣泛不同意見之討

論。教師使用案例時，可選擇適合班級文

化之案例進行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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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編教材一：案例二的討論

性不高。(○葉桑如老師) 
【1-2】自編教材二：案例八的討論

性不高。案例九不適合辯論。(○葉

桑如老師) 

教師於使用本教案時，可自行斟酌選擇適

合的案例來進行討論。若有認為爭議性不

高或是不適合辯論之議題，則教師可選擇

其他適合之案例來進行教學。 

肆、言論自

由之限制 

教案二： 

超級兩院電

「論」公司 

自編教材 【3】自編教材一案例說明可再詳細

些。（△鄧毓浩副教授） 
自編教材一之案例皆已呈現主要事實爭

點，足以讓學生進行思辯討論。 

【1】「審慎思辯」言論自由之問答

中第二題中，上完這單元後，有沒

有轉變你「原本的看法」，是指原本

的何種看法？（○劉麗媛老師） 

此乃是預設學生對自由與自由權以及言

論自由限度之有無並無清楚的概念，因此

其『原本的看法』即可能是對上述問題的

一些迷思。 
【2】第三題的題意不明確，是針對

上題哪一部分？（○劉麗媛老師） 
此乃是針對言論自由限制的理由。 

【3】第四題，雙層理論和雙軌理

論，這些理論學生都了解嗎？再

者，依你自己經驗所知與評價，你

認為截至目前為止，「這些判斷原則

夠不夠用」？這語句是否有點不

宜？可以改為「是否足以適用台灣

的情況？」（○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肆、言論自

由之限制 

教案二： 

超級兩院電

「論」公司 

學習單 

【4】第五題，「請試著列出上述問

題可能的解決方案」，這是大哉問，

不容易回答。（○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刪除之。 

伍、言論自

由在校園中

的應用 

教案一： 

自由「表現」

在校園？ 

教案名稱與

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一與二、三的敘寫格式不

同。（△鄧毓浩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1】教案與上篇類似。(○葉桑如老

師) 
上篇教案乃是針對言論自由的限制層

面，本篇則是將言論自由之概念（內涵、

面向、限制）應用至校園情境。 

伍、言論自

由在校園中

的應用 

教案一： 

自由「表現」

在校園？ 

【2】此部分所列的辯論規則並非是

辯論規則，是採奧瑞岡制嗎？（○

劉麗媛老師） 

此項辯論規則並非採用奧瑞岡制，僅是為

能順利進行辯論而設定之進行規則。因

此，於此將根據意見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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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辯論主題題意應修改，大部分

的辯題是與事實相反。（○劉麗媛老

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4】步驟二的說明不清。（○劉麗

媛老師） 
本步驟是讓學生就校刊社所收到的三篇

投稿文章進行言論自由的相關討論。 

【5】猥褻性言論可參考建中校刊社

的爭議文章「AV 女優」，聯合文學

曾刊載。（○劉麗媛老師） 

由於該篇文章過長，故僅舉出重點作為議

題討論。 

教學步驟 

【6】步驟三的書寫模糊。（○劉麗

媛老師） 
步驟三為教師總結之說明，相關詳細內容

可參考教學說明二。 
伍、言論自

由在校園中

的應用 

教案一： 

自由「表現」

在校園？ 

自編教材 

「小說的創作是否為一種表現自

由？請說明理由。」這題思辯性較

弱。（○劉麗媛老師） 

本題設計的重點在於一步步引導學生對

意見自由的認識和判斷過程。是故，本題

係用來建立學生結構性的概念，形成分析

的問題意識，讓學生能進行有系統的判

斷。 

【1】教學說明二指出「釋字 414 吳

庚、蘇俊雄、城仲模部分不同意見

書中特別引用『立即而明顯之危險』

的判斷標準，以及其他國家禁絕『事

先審查』體制之例來主張針對商業

性言論為事先審查之無必要性。」，

宜再補充說明。（△董秀蘭副教授）

根據意見補充之。 
 

伍、言論自

由在校園中

的應用 

教案一： 

自由「表現」

在校園？ 

教學說明 

【2】社團基金一般而言大多稱為補

助經費、活動基金。（○劉麗媛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伍、言論自

由在校園中

的應用 

教案二： 

言論自由走

進校園 

教案名稱與

教學目標 

【0-1】教學目標與前教案有相同問

題。（△董秀蘭副教授） 
【0-2】目標敘寫格式不符。（△鄧毓

浩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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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言論自

由在校園中

的應用 

教案二： 

言論自由走

進校園 

教學步驟 

【0-1】A~F 的實際情境宜再補充。

（△董秀蘭副教授） 
【0-2】案例宜交待清楚，宜使用學

習單。（△鄧毓浩副教授） 

六項案例情境為重點敘述，關於其個別實

際情境，教師可自行就學生、親身或當時

新聞事件作為補充說明。至於學習單的使

用，自編教材一本身即可為一份學習單供

教師使用之。 

【1】自編教材一：問題四題目太

多，建議一次只問一題。(○葉桑如

老師) 

自編教材一所設計之題目皆相當明確，可

於閱讀完案例及題目後即立刻知所回

應，只有第三及第四題可能需花時間思考

回應。因此，四則問題應不致於太多而難

以完成。 
【2】自編教材二：建議加入

2005/09/01 教育部明文規定禁止髮

禁的新聞。(○葉桑如老師) 

若有需要，教師可於進行此部分之教學活

動前，先向學生說明這則新聞，以為此部

分之討論背景說明。 
【3】較像輔助的學習單，而不是學

習教材本身。（△董秀蘭副教授） 
其性質本即為學習單，教師使用時即可當

學習單使用。 
【4】自編教材一「生活中的言論」

題目有點怪。（○劉麗媛老師） 
由於自編教材中的六項案例情境皆是發

生在實際生活中的言論表現，是故以「生

活中的言論」作為此部分之標題。 

伍、言論自

由在校園中

的應用 

教案二： 

言論自由走

進校園 

自編教材 

【5】自編教材二中，「B 同學穿印

有幫派標誌的衣服到學校…」，首

先，平時不可能發生這樣的事，除

非是穿著便服的學校。其次，本題

是指假日或一般上課時間穿著幫派

標誌衣服到校？（○劉麗媛老師） 

學校設有便服日者，即有可能發生此種情

事。然，根據建議，本問題將補充加上「印

有幫派標誌之裝飾品」，以貼近可能發生

在學生身上的生活情境。至於此處所指之

時間點，則係指於一般上課時間的情形。

※若是文字錯誤或語句上通順的修正部份，則不列入上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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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整體意見審查表 

意見分類 專家整體意見 意見回應 

【1】內容艱深 
 對高中生而言可能太深。 
 理論部分可更簡單化，用語更白話。 

（△陳文政副教授） 

關於大法官釋憲體制與

言論自由之理論架構，

係為作為教案設計之依

據而做，並非直接給予

高中生作為學習之參

考。因此文中所使用之

言詞，係以教師可能理

解之程度而作。 
【2】焦點論述 

 資料收集非常豐富，但請多論述過程或內容，說明有

待加把勁！ 
 言論自由博大精深，各位宜致力其中某一問題，或僅

作鳥瞰式說明，如欲求鉅細靡遺，問題錯誤之處，將

難以避免。 
（☆林超駿副教授） 

關於論述部分已於修正

時補充說明之。而為能

建立起完整言論自由之

理論架構，並以此作為

教案設計之理論根據，

故採取分層詳細論述。

尚無定論或仍有爭議部

分，則如實陳述或省略

論及之，以避免錯誤或

模糊焦點之弊。 

關 

於 

理 

論 

架 

構 

 有關言論自由之介紹十分詳盡有條理。 
（○葉桑如老師） 

感謝寶貴意見！ 

【1】教案整體實施問題 
 可能實施上有其困難，因為高中公民教師專業養成部

分有關法學方面之內涵有限，對大法官之研究更少。

何況目前配課情形仍多，非專業公民教師根本無力講

解。 
 教案部分可請現職公民教師參與(研究生較缺實務經

驗)，俾能符合實務需要。 
（△陳文政副教授） 

教師專業素養的確是個

大問題。為能讓教師掌

握言論自由之概念，並

瞭解如何使用設計教

案，進行實證研究時將

會對高中教師進行解

說。 

關 

於 

教 

案 

設 

計 

 整體上，教案設計有偏難、偏深傾向，有些會超出學

生認知及表達的範疇。 
（△鄧毓浩副教授） 

教案設計採多元活潑方

式進行教學。至於教學

內容之深淺，教師於使

用教案時，可斟酌學生

學習情形調整內容說明

方式以利教學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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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由設計教案者實際將教案於課堂上教學，一方面

檢驗學生的的反應，一方面讓教學更符合設計原意。

（○葉桑如老師） 

本研究之教案設計者並

非全然為在職高中老

師，實施有困難，仍須

現職高中老師協助進行

實證研究。 
【2】教案設計—教案名稱 

 教案名稱應力求中立，不宜隱含或明示價值判斷，以

免給學生先入為主的觀念，不利其批判思考的學習。

（△董秀蘭副教授） 

教案名稱為活潑化地忠

實呈現教授單元之主

題，故未採取嚴謹之用

語。此非意圖隱含任何

價值判斷在內，亦已盡

量避免負面不當之用

詞，應無此疑慮才是。

【3】教案設計—教案內容 
 整體而言，用心、認真、細緻、惟兩節課要學生整理

這麼多案例，教學教案不易達成。 
 以兩節課而言，幾乎所有的教案內容設計均過多，可

行性因而降低。 
 同一單元案例過多，容易造成蜻蜓點水，焦點模糊，

不利學生深入學習。 
（△鄧毓浩副教授、董秀蘭副教授） 

本研究係為提供完整相

關概念而設計詳細教

案。教師可依班級情形

與學生學習狀況斟酌教

學內容之使用。 

 分組宜考慮學校實際的班級人數。 
（△董秀蘭副教授） 

根據意見修正之。 

 各教案的實施步驟說明詳略程度不一，有的失之過

簡，有的則較詳細（如超級兩院電論公司）。 
（△董秀蘭副教授） 

請提供具體應修正之教

案為何。 

 
 有關言論自由限制的教案，所提教案說明或教案設

計，均較偏向 「言論自由不應限制」，正反意見並未

平衡顯示。例如：大法官的不同意見書，宜增加說明

篇幅。言論自由本身即是爭議性的！ 
（△董秀蘭副教授） 

關於言論自由限制的教

案設計，其所提之案例

與教學說明並未傾向

「言論自由不應限

制」。兩項教案所援引之

例皆能說明言論自由並

非無限上綱，此外，所

舉出之大法官解釋如釋

字 165、407、414、434、
445、509、577 亦皆明確

指出言論也有受到限制

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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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篇教案之內容採行大法官之解釋文加以應用，符合

其旨意與目的。 
 九篇教案皆能扣連言論自由的主題，將艱深的大法官

解釋文活化應用於教學，也採集時事、校園議題融入

教案，使教學活動更能貼近學生生活，使學生能反省

生活中言論自由的重要性。 
 教案設計多樣活潑，可以吸引學生注意，惟文字敘述

欠缺口語化，尤其是解釋文和法律條文與名詞，常是

全文摘要，建議以案例或故事敘述方式，透過影片或

口語化說明，更能使學生對於生硬的法律文字產生親

切感，避免望文生畏。 
（○葉桑如老師） 

本研究教案之設計為避

免法律條文及法律意見

之專業陳述，已多採案

例、故事或圖片方式進

行教學活動。惟為介紹

相關概念，仍不免需將

法律專有名詞帶出。於

此，教師教授相關課程

時，可先以符合學生起

點行為之方式進行教學

活動，之後再帶入法律

條文、解釋或名詞說明。

【4】教案設計—教案格式 
 教學目標宜再斟酌。 
 部分教案的教學目標與內容不符，且較抽象不具體。

（△董秀蘭副教授、○葉桑如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宜列入時間分配和評量方式。 
 建議教案設計中列入「適用課程冊別章節」及「教學

各步驟所需時間」，方便老師帶入課程與選擇所適教

材，兩節課的估算略嫌保守。 
（△董秀蘭副教授、○葉桑如老師） 

根據意見修正之。 

 教案設計格式不太一致，有的以兩節課編排設計，有

的採單節課設計。 
（△鄧毓浩副教授） 

依照教案設計內容之多

寡，所需之授課節數也

就有所不同。 

 

【5】教案設計—其他 
 建議統整言論自由及大法官職權相關書籍、網址，以

便師生上網查閱。 
（○葉桑如老師） 

關於言論自由及大法官

職權相關書籍、網址，

皆已附於各個教案之

後，教師可參考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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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研究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之建議 

一、研究結論—大法官會議解釋文在言論自由上之應用 

本研究係利用大法官解釋文來發展一套教材給高中生或一般民眾來認識言論自由。因

此，本研究認為解釋文之使用模式大致上可分為四種類型：「字號參考型」、「部分解釋文型」、

「案例事實型」與「完整解釋文型」。 

第一種模式為「字號參考型」。「字號參考型」係僅將大法官相關解釋文之字號提出，作

為相關概念說明的參考依據。使用此種模式時，教師可以避免解釋文內其他龐雜無關的專業

法律知識說明，而為其所欲陳述之相關概念提供實質的根據。然而，其最大的缺憾則是無法

將大法官解釋所賦予的精神及其體例介紹出來，因此學生可能容易忽略大法官及其解釋文在

相關概念上所作之貢獻，與其所帶來之影響和意義。模式一舉例如下： 

 言論自由的面向不只表現在言語或文字表達的部分，還有許多意見表達的面向，所

以統稱為表現自由(參考釋字 445 第一項)。（言論自由面向之教案：言論變形蟲） 

 關於平面媒介，我國大法官解釋在釋字 414（商業廣告）蘇俊雄的不同意見書以及

釋字 407 號解釋（猥褻出版品）中，皆可謂是間接肯定了在平面媒體上所表達的意見也應該

受到言論自由的保護與保障。（言論自由內涵之教案：不同意見的自由？！） 

第二種模式為「部分解釋文型」。本模式採取節錄解釋文核心意涵與重要概念的方式以融

入教學，讓教師能藉由大法官的見解來使學生了解憲法的精神。教師在聚焦相關概念並同時

避免解釋文內其他龐雜無關的專業法律知識說明時，可選用此種模式融入教學。然而，其缺

失則是無法將大法官解釋之體例完整介紹予學生。模式二舉例如下： 

 釋字 364 號解釋明確指出了「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

障言論自由之範圍。」（言論自由內涵之教案：不同意見的自由？！） 

 根據釋字 445 號第一項：「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十一

條規定之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

基本人權。」我國憲法明文保障集會遊行的自由，因此集會遊行本身即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

式。（言論自由面向之教案：言論變形蟲） 

第三種模式為「案例事實型」。顧名思義，此模式乃是將解釋文背後之案例事實應用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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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學上。教師得藉由案例故事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導引學生相關概念的思考方向。是

故，本模式之運用不但能讓學生體認到真實生活中權利保障的衝突面，於問題思考的同時，

亦能無形中將抽象解釋文與具體生活實例相關聯，進而幫助學生認識憲法在生活中的應用。

然，其缺點則在必須搭配解釋文與其他相關文件才能對相關觀念做介紹，否則，即僅是引起

動機的工具，而無法讓學生體認憲法保障與調和人民權利的功能與精神。模式三舉例如下： 

 徐自強案概述：『這天上午，徐自強和往常一樣到檳榔攤和岳母交接顧攤的工作，

後來岳母吩咐他到郵局提領現金。此時，在台北大直，房屋仲介商黃春樹也正出門上班，卻

在途中遭人綁架勒贖。⋯因為被告黃春棋及陳憶隆的自白，徐自強被判了死刑。』（大法官釋

憲及其體制介紹之教案：憲法的守護者） 

 案例一：『張正修一行人遭到阻擋之後就地演說、呼口號、演行動劇、在柏油路噴

漆等行為，造成附近馬路壅塞。在林瑞圖市議員的協調下，遊行隊伍始宣布解散。台北地方

法院士林分院檢察署針對張正修等五人提出公訴，在地方法院的判決中張正修等五人敗訴遭

判處刑責後，上訴高等法院亦以違反《集會遊行法》判處刑罰。張正修等人認為《集會遊行

法》有關規定已經違反《憲法》保障人民集會、言論自由之精神，向大法官會議聲請釋憲。』

（言論自由限制之教案：享自由？先搞懂「鬼」「理由」吧！） 

第四種模式則為「完整解釋文型」。本模式即是讓教師完整利用解釋文相關文件來進行大

法官體例與體制完整介紹之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援引完整的解釋文、理由書或協同／

不同意見書來向學生說明相關概念，因此，此種深度融入的模式不但能讓學生直接了解違憲

審查的體制，也能使其從中認識大法官釋憲的體例及其背後說理之意義與精神。然，如此即

無法避免其他與課程無關之專業法律知識的延伸說明，是故容易造成教學的失焦狀態。模式

四舉例如下： 

 請學生就釋字 509（誹謗罪是否違憲）的解釋文來找是何種憲法權利受侵害？哪個

法律可能涉及違憲？以及大法官的結論如何？（大法官釋憲及其體制介紹之教案：憲法的守

護者） 

依前揭所述，大法官會議解釋文應用於高中課程之使用模式可整理如下表六： 

 
表六：解釋文使用模式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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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類別 模式名稱 使用方式 使用利弊 使用時機 
利 

1、避免解釋文內專業知識的

介紹 
2、點出教學論述之根據以利

進一步的參考學習 
模式一 字號參考型

僅列出字號作為教

學參考之根據 

弊 
欠缺對解釋文內容之認識 

避免必須介紹解釋

文中其他龐雜的法

律專業知識時 

利 
1、藉助大法官使用的話語讓

學生直接認識憲法的精神 
2、避免其他龐雜法律專業知

識之介紹 
模式二 

部分解釋文

型 

摘錄解釋文之相關

文字以作為教學論

述之說明 
弊 

未能完整介紹解釋文 

為介紹解釋文中之

憲法觀念又為避免

對不相干之法律知

識做說明時 

利 
1、將抽象解釋文與具體生活

實例相關聯以幫助學生認

識憲法在生活中的應用 
2、能呈現觀念上的爭議點以

作為教學上的問題討論 
模式三 案例事實型

利用解釋文之相關

事實案例作為教學

的使用設計 
弊 

必須搭配解釋文其他相關文

件才能對相關觀念做介紹 

設計教學活動時利

用問題討論以引起

學習動機 

利 
1、能讓學生直接認識違憲審

查的體制 
2、能讓學生實際了解解釋文

的體例 
模式四 

完整解釋文

型 

完整利用解釋文之

相關文件作為教學

的使用設計 
弊 

無法避免該號解釋文內其他

相關法律知識的介紹 

教學中欲對大法官

體例與體制之完整

介紹時 

由於大法官解釋文融入課程教學的深淺程度不同，再加上各模式亦具不同的使用時機、

功能以及利弊，因此，在實際運用時，這幾種模式往往會交叉配合使用著，以能清楚呈現教

師所欲傳授之相關概念並達成預設之教學目標。以本研究所發展之教案為例，在大法官釋憲

及其體制之介紹─「憲法的守護者」之教案中，即使用了模式三與模式四兩種方式來介紹違

憲審查之體制；而言論自由之內涵─「文字獄的『禁』與『囚』：從朱元璋到柏楊」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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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見的自由？！」兩份教案間運用解釋文之方式則有所不同。前者以模式二來介紹言論自

由的精神，後者則搭配著模式一與模式二，來協同介紹言論自由的核心內涵；至於言論自由

之面向─「言論變形蟲」以及「表現的媒介與制度」教案，則是同以模式一與模式二的搭配

來介紹言論自由之個人與媒介、制度面向；再觀言論自由之限制─「享自由？先搞懂『鬼』

『理由』吧！」與「超級兩院電『論』公司」兩份教案所使用之解釋文模式，則亦可發現兩

者在解釋文模式之選擇運用上是未盡相同的。前者選擇將模式一、模式二與模式三納入課程

教學之設計，以說明言論自由之限制的概念，而後者則是以模式二來統籌言論自由限制的概

念說明。最後，於言論自由在校園上之應用─「自由『表現』在校園」與「言論自由走進校

園」兩份教教案上，解釋文使用模式的選擇亦是以模式一搭配模式二的方式來引導觀念之應

用。由此可見，雖然分別獨立使用解釋文的四大模式即足以達到教學目標，但是，在為能豐

富教學設計以及達成最大功效的情境之下，解釋文使用之四大模式即往往是交互搭配以充分

運用著。相關教案內涵與解釋文使用模式對照如下： 

表七：相關教案內涵與解釋文使用模式對照表 

層面 教案名稱 教學目標 引用釋字 解釋文使用模式 
大法官釋

憲及其體

制之介紹 

憲法的守護

者 

一、讓學生體認大法官的體制在於

守護憲法的精神。 
二、讓學生認識大法官釋憲之制度。

釋 字

509、582 
模式三（自編教材一）

模式四（學習單二）

言論自由

之內涵 

文 字 獄 的

「 禁 」 與

「囚」：從朱

元璋到柏楊 

一、了解言論自由的內涵，在於除了

消極地容忍不同意見之外，更應

該積極地保護其意見表達之自

由。 
二、認識言論自由的功能與重要性。

釋    字 
399、509 
567 

模式二（教學說明二、

四） 
 

言論自由

之內涵 

不同意見的

自由？！ 

一、了解言論自由的內涵除了積極

地提供保護之外，另一層面乃係

在於對不同意見的容忍與尊重。

二、對於不同意見之存在，能找到共

存之道。 

釋 字

364、407 
414、445 
499 

模式一（教學說明二）

模式二（教學說明二）

言論自由

之面向 
言論變形蟲 

一、言論自由所保障在其意見表

達，故稱為表現自由。 

二、表現自由的多面向並不表示都

受到憲法所保障的言論自由，需

與其他利益做調和。 

釋 字

364、407

414、435

445、509

577 

模式一（教學說明一）

模式二（教學說明一）

言論自由 表現的媒介 一、了解表現自由與媒介、制度的關 釋 字 模式一（教學說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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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面向 與制度 係。 

二、理解表現自由的保護包括對媒

介與制度的保障。 

364、380

407、414

445、509

模式二（教學說明一、

二） 

言論自由

之限制 

享自由？先

搞懂「鬼」「理

由」吧！ 

一、生活在社會中，要讓自由展現其

真正的意涵，即須在一個社會規

範的架構之下。社會規範必有其

限制，國家可以介入與管制的範

疇即言論自由的限制。 
二、國家對言論自由的管制是在何

種情況下管制、用什麼方式管、

哪些面向可以管是重要的課題。

三、能掌握合法表達自己意見的方

法。 

釋 字

407、414 
445、509 

模式一（教學說明三）

模式二（教學說明一、

三） 

模式三（自編教材一）

言論自由

之限制 

超級兩院電

「論」公司 

一、能瞭解言論自由的利弊得失。

二、能瞭解限制言論自由之管制面

向與事項。 
三、能以理性、尊重的方式與他人協

調爭議並達成共識。 

釋 字

122、165

414、407

435、445

509、577

模式二（教學說明一、

二） 
 

言論自由

在校園中

的應用 

自由「表現」

在校園？  

四、言論自由屬於表現自由的範

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

本人權。 

五、認識校園中言論自由的範圍與

限制。 

六、能以理性表達己意，以尊重的態

度與不同意見之他人達成共識。

釋 字

364、407

414、445

509 

模式一（教學說明一、

二） 
模式二（教學說明一、

二） 

言論自由

在校園中

的應用 

言論自由走

進校園 

一、言論自由屬於表現自由的範

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

本人權。 

二、認識校園中言論自由的範圍與

限制。 

釋 字

407、414

445、509

577 

模式一（教學說明一）

模式二（教學說明一、

二） 

 

二、未來研究方向之建議 

　 　 根據本研究過程及發現，關於「把大法官帶進教室」未來可繼續發展研究的方向大致

上可列舉出下列四點： 

　 （一）、擴大內容廣度 

　 　 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內涵廣泛，本研究為配合有限時間、人力以及經費，並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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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完整概念體系，是故僅選擇一項內涵—言論自由—作為研究焦點。然，基本人權尚包括

人身自由、隱私權、平等權、受益權、參政權等等，因此，若為將完整人權體系藉由大法官

解釋介紹予我國莘莘學子，使其知曉各項權利所附之精神與概念，培養其自尊尊人與知法守

法的態度，並訓練其面對多元民主社會時判斷及思辨之能力，以落實法治教育，即需將研究

逐步擴及至人權內涵中的各個概念。 

　 （二）、延伸使用廣度 

　 　 由於大法官釋憲係屬抽象性的概念，必須於已具有抽象性思考能力之階段進行教學，

始能達成其教學目標，因此，本研究乃將教學對象設定為高中生。高中生大致上多到達形式

運思期之階段，故，對於人權保障背後之精神與意涵較能理解與掌握。然而，本研究並不認

為發展僅停留於具體運思期的中小學生即無法藉由大法官釋憲來學習相關概念。藉由本研究

所發展出的四項解釋文使用模式來看，模式三「案例事實型」由於較能貼近兒童生活情境、

結合兒童心理，並對兒童產生認知、情意與態度上的實質意義，因此亦可運用於國小階段，

將憲法精神帶入兒童的日常生活中。至於其他模式（字號參考型、部分解釋文型、案例事實

型、完整解釋文型），隨著國中學生認知及心裡發展層次的提高，亦可就貼近其認知範圍及程

度內容來進行教學。由此可知，大法官解釋文使用模式一旦建立，所剩的即是教授內容深淺

拿捏的問題。因此，未來可向下研究發展適合各階段學習的改良模式。 

　 （三）、進一步發展『法條使用模式』之研究 

　 　 本研究藉由大法官會議所作之解釋文，向我國中學生教授言論自由之意涵與精神。此

種方式，不但不同於以往對法治觀念的講述或背誦，更打破了傳統以來對法治教育的固著見

解，採取了原則性概念的教授方式，使學生藉由大法官之口認識權利保障與限制背後所附有

的精神與意義，並使其能真正達到知行合一，而非不明究裡的被迫遵守。然而，法條之教授

並非毫無優勢之處，其亦有功能性存在，能將抽象概念具體、明文、條理化。因此，未來有

必要對『法條使用模式』做進一步的研究，將過去威嚇的效果、填鴨與背誦的成分去除，以

研究出更為活潑、彈性與妥適的使用模式。 

　 （四）、將『把大法官帶進教室—以言論自由為例』搭配實證研究進行教案實用性之檢驗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以言論自由為例』之研究，乃係將焦點置於架構相關概念理論，

並以之作為設計言論自由教案之理論依據。研究團隊整理相關文獻，就其設計理念結合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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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所作出之教案設計，僅是理論性之研究，至於是否真能實行於真實課堂情境中，達到教

學目標，完成教學，則需進一步進行實證研究來探查其實用性與可行性。一旦如未能達成實

際效果，則本研究的使用模式即必然需經修正。因此，未來研究方向建議亦可從實證研究面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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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計畫成果自評 

一、完成之工作項目 

（一）、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之基本結構為何？ 

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之基本結構可分為「解釋文」、「理由書」與「協同意見書或不同意見

書」。而大法官解釋憲法之所以必須以如此嚴謹的方式呈現，其核心概念即在於「講理」。 

首先，就「解釋文」之架構來論，解釋文乃係大法官針對人民╱團體認為有違憲疑義之

事項，以「三段式論法」開門見山地說明該件聲請事項是否違憲。所謂「三段式論法」即是

以「大前提」、「小前提」與「結論」三階段做邏輯式的判斷。解釋文之初，大法官首先引用

與該聲請事件相關之憲法依據，做為判斷是否違憲之根據；再來，就聲請解釋之客體（案件）

分析；最後，綜合針對該聲請案件所分析出之要素與違憲根據之構成要件做判別，以得出是

否違憲之結論。接下來，大法官會議解釋文即附有「理由書」與「協同意見書或不同意見書」，

以說明大法官針對違憲聲請之事項，所做之判斷理由與意見。在「理由書」中，大法官更詳

細的陳述如何得到解釋文中「違憲」或「合憲」之決定。然而，基於法學上的原理原則以及

考量點的不同，大法官們對於同一聲請事件亦會擁有不同的見解。因此，大法官雖以投票方

式通過是否違憲之決議，但若有不同意見者，則即可以「不同意見書」之方式，附論於解釋

文與理由書之後；對於同意決議之作成，但仍認為有重點需加以補述者，則可以「協同意見

書」附論於其後。 

　 　 總而言之，大法官們必須負責的交代其是如何決定聲請案所指涉的事項有無違憲。因

此，必須有條不紊，依照憲法精神內涵，以及晚進法學發展之概念，做邏輯式的推演解釋，

以為合理解釋的追求，進而做到以理服人。否則，若大法官們僅一逕地公告結果，而未將其

所做決定之理由告訴大眾，那麼則將無法信服於人，進而將被譏為司法判決上的「太上機關」。

關於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之架構可歸納於下圖： 

　  

 

圖二：大法官會議 

解釋文內容架構 
理由書 

做成上述決定之理由

協同意見書／不同意見書 
其他補充重點或不同意見 

解釋文 

【大前提】違憲的根據→【小前提】解釋的客體→【結論】是否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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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利用大法官會議解釋文在言論自由的認識？ 

　 　 本研究首先以文獻探討之方式，架構言論自由之四大層面：言論自由之內涵、言論自

由之面向、言論自由之限制與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用。每項層面下分細項以說明言論自由

各層面之內容，並就其內容於「法學資料檢索系統」或「司法院大法官網站」搜尋相關大法

官會議解釋，以補充論述或證成言論自由之概念架構。以下將分項說明如何利用大法官會議

解釋文來論證言論自由之概念。 

1. 言論自由之內涵 

　 　 關於言論自由之內涵，乃係在探究言論自由背後所存在之精神，與架構此項基本人權

之概念。因此，往下又可細分為：（1）、個人尊嚴之尊重（2）、人格發展自由（3）、消極不同

意見之容忍（4）、積極意見表達之保護（5）、言論自由的功能極重要性。根據這些概念，我

國大法官會議曾就與言論自由相關或無關之案例於解釋文、理由書、協同意見書或不同意見

書做出前揭概念之論述。以下將就上述五個概念列舉本研究對於相關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之論

述應用。 

（1） 個人尊嚴之尊重 

　 　 個人尊嚴之尊重，乃係言論自由發展的重要概念之一。關於此部分，我國大法官會議

解釋分別在釋字 372、407 蘇俊雄不同意見書、490、550 理由書、567 理由書以及彭鳳至一部

協同意見書及一部不同意見書中有所論述。在各該號解釋中，大法官們皆指出維護個人尊嚴

之重要，是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基本概念，因此國家應積極提供保障的最高指導原

則。本研究在此即引用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中之相關論述來證成維護個人尊嚴為人民自由權利

之基本理念，或就解釋文整體要旨延伸佐證維護人性尊嚴之重要性。 

（2） 人格自由 

　 　 人格發展自由乃是憲法及法律層次的人權保障，其是「自主決定」和「自我實現」的

表現，因此，延伸至言論自由的面向，言論自由即屬人格外部之精神自由。關於此，本研究

援引大法官會議所做成之釋字 399 與 479（姓名權）、400 與 580（財產權）、554（婚姻制度）、

587（確認婚生子女之訴）說明上述之概念，並以釋字 407 號蘇俊雄大法官不同意見書來論證

言論自由與精神自由之相關性。 

（3） 消極不同意見之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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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係指對於不同意見為容忍之主張為言論自由之內涵與精神之一。是故，本研究援

引釋字 407 吳庚協同意見書與 445 號解釋，以說明保障不同意見之表達乃憲法保障言論自由

真諦之所在。 

（4） 積極意見表達之保護 

　 　 意見能為充分之表達並受到保護，即屬言論自由之積極精神內涵。於此，本研究援引

釋字 364（平等接近權）與 445（集會自由）號解釋，以說明積極意見表達之保護為憲法所保

障之事項。 

（5） 言論自由的功能及重要性 

　 　 言論自由之重要性於前述已有雛形，於此，本研究更援引釋字 445、509 以及 509 號蘇

俊雄大法官協同意見書，加以論證言論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國家應給予

最大限度之維護，並藉由大法官之意見提出言論自由的四項功能：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

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 

2. 言論自由之面向 

　 　 關於言論自由之面向，此部分即是欲求將言論的種類予以分析出來。根據文獻研究，

分為言論形式與實質的面向、個人表達面向、言論媒介面向、與言論制度面向做探討。再依

據分項內容以大法官相關解釋做為論述之輔證。以下將就上述四個面向列舉本研究對於相關

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之論述應用。 

（1） 權利保障之範圍與程度 

哪些意見表達的方式是屬於受憲法保障的「言論」，到底何種言論較具價值，如何判斷，

本研究援引釋字 414 號以及其中的吳庚、蘇俊雄、城仲模等部份不同意見書中說明，得證我

國對言論自由已採較廣義的保護與保障。再者，並藉由釋字 414 號雙階理論與釋字 445 號雙

軌理論精神之闡述，來闡釋權利保障之範圍與程度。　 　  

（2） 言論實質與形式的面向  

　 　實質面向，即指表達意見之內容本身，如商業性、政治性、誹謗性、暴力性、猥褻性等。

此部分，本研究即援引釋字 407 與釋字 414 吳庚、蘇俊雄、城仲模部分不同意見書論述大法

官對於猥褻性言論之意見；釋字 414（商業廣告）與 577（商品標示）說明大法官對於商業性

言論之看法；釋字 509 來探究誹謗性的言論；以及釋字 445 關於政治性言論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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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面向，則可分為外在的表現自由、消極性的不表意、象徵性行動與頭髮服飾、言

論之媒介與言論制度面向等。從表現自由而論，本延就延續前述形式與實質的相關意見（釋

字 407 與釋字 414 吳庚、蘇俊雄、城仲模部分不同意見書；釋字 509；釋字 445；釋字 414 等）

做論述之；消極性的不表意則援引釋字 407 吳庚之協同意見書、釋字第 567 號、釋字 577、

577 余雪明協同意見書（關於菸商是否得以不標示「吸煙有害健康」之字樣），與釋字 490 類

似美國拒絕向國旗敬禮案之消極不表意案例（拒服兵役），以說明消極性之不表意亦為言論自

由之表現；再者，以釋字 445 與 435 號解釋說明象徵性行動（肢體性行動）亦為言論表現的

範疇。至於頭髮服飾，則因目前仍尚未有定見，故乃援引最高法院 85 年台上字 621 號的裁判，

來說明此亦為人格保障事項，係屬外在表現需受保障。此外，關於言論所使用到之媒介，則

可分為平面、廣播電視、公共論壇以及網際網路。其中網際網路之部分尚未有定見，是故並

未援引大法官解釋加以說明，而是以新聞實例及法界實務見解論述之。其他部分，關於平面

媒體，如書報、刊物等，則援引釋字 407 說明其為受保障之對象；廣播電視及公共論壇，即

以釋字 364 說明積極停工保障以及平等接近的概念。而言論制度化的保障，在我國僅有大學

自治一項可為例證。此乃因大學自治來自於憲法所保障之講學自由。是故，本研究援引釋字

380、450、462、563 來說明大學自治之概念。而關於言論市場之概念，則有釋字 407 吳庚協

同意見書，以及釋字 509 蘇俊雄之協同意見書說明應予制度性之保障。因此，為了保障言論

市場自由的流通，實務上有兩個面向來保障此制度層面─分別為積極面向與消極面向：前者

有釋字 364 關於平等接近媒體權之規制；後者，則是不刻意打壓特定言論，而此部分仍須實

務見解予以補充。至於與言論自由相關的新聞自由，則因目前尚無定論，未能予以制度化，

是故乃援引釋字 509 蘇俊雄協同意見書說明大法官認為此兩者應要加以區分的概念。　 　  

3. 言論自由之限制 

　 　 言論自由之限制，可從管制理由、管制方式、管制面向、管制事項等四點來加以說明。

根據這些概念，我國大法官會議曾就與言論自由相關或無關之案例於解釋文、理由書、協同

意見書或不同意見書做出前揭概念之論述。以下將就上述四個概念列舉本研究對於相關大法

官會議解釋文之論述應用。 

（1） 管制理由 

　 　 根據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國家可從防止妨礙他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公共利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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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及社會善良風俗與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護四方面來限制人民的自由。因此，依以上各點

舉例說明，關於「防止妨礙他人自由」之部分，即援引釋字 509 說明言論對名譽、隱私等自

由應相互調整之概念；「維持社會秩序」之部分，則援引釋字 445 說明為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

共利益所必要，言論得受有限制；「公共利益之維護」部分，援引釋字 414 說明藥物廣告之管

制係維護國民健康；至於「社會善良風俗與青少年身心健康之維護」部分，則援引釋字 407

說明猥褻物品之刊物可因侵害善良風俗與青少年身心健康而被限制。 

（2） 管制方式 

　 　 管制的方式可分為事前審查與事後處罰。關於事前審查的部分，大法官釋字 445 號解

釋明確指出關於政治性之言論不得為事先之審查，相對於釋字 414 號解釋，則認為商業性的

言論可為事先之審查。然，此部分吳庚大法官則有不同意見。本研究皆加以援引說明之。另

外，關於事後處罰之部分，則分別援引釋字 206 說明非醫師之廣告行為處罰合憲，以及釋字

509 說明誹謗罪的可罰情境。 

（3） 管制面向 

　 　 針對非言論內容之管制，其管制面向即可分為時間、地點與方式的合法或適當否來加

以限制。關於此部分，釋字 445 號已做有相當詳細之論述。除此之外，關於方式之部分，本

研究更補充釋字 509 說明對外傳播損害他人名譽事項之言論方式，亦非法所容許。 

（4） 管制事項 

　 　 從管制事項的層面來看，即可分為政治性、宗教性、學術性之言論；商業性言論；猥

褻性言論；專業性言論；暴力性言論與顛覆性言論來論述之。由於前三項性質之言論於前文

已揭做有論述，是故本研究於此部分僅以同樣相關之解釋文稍做說明。至於專業性言論，則

可細分為民代言論免責權、公務人員之限制與保密義務加以說明，因此，關於民代言論免責

權部分，本研究援引釋字 122 與 435 說明其範圍和形式之受保障程度；公務人員之限制則以

釋字 6、11、120 號解釋說明其於廣播媒體等言論媒介上使用之限制；保密義務則未有相關解

釋文之實務見解，因此乃引用現行法規做為論述。而最後的暴力性言論與顛覆性言論，則亦

因未有相關解釋文之實務見解，因此乃引用國外法院實務見解加以說明之。 

4. 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用 

　 　 言論自由在校園中的應用，即是將前述由文獻探討與大法官實務見解所架構的言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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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概念套用於校園之情境案例使用。是故，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之利用於本層面即藉由問題情

境，將前述大法官解釋文所立下之原理原則引出，並做重點摘示，以為我國意見之參考。 

（三）、 如何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來編製實際之教材？ 

　 　 本研究係利用大法官解釋文來發展一套教材給高中生或一般民眾來認識言論自由。因

此，本研究認為解釋文之使用模式大致上可分為四種類型：「字號參考型」、「部分解釋文型」、

「案例事實型」與「完整解釋文型」。 

　 　 第一種模式為「字號參考型」。「字號參考型」係僅將大法官相關解釋文之字號提出，

作為相關概念說明的參考依據。使用此種模式時，教師可以避免解釋文內其他龐雜無關的專

業法律知識說明，而為其所欲陳述之相關概念提供實質的根據。然而，其最大的缺憾則是無

法將大法官解釋所賦予的精神及其體例介紹出來，因此學生可能容易忽略大法官及其解釋文

在相關概念上所作之貢獻，與其所帶來之影響和意義。 

　 　 第二種模式為「部分解釋文型」。本模式採取節錄解釋文核心意涵與重要概念的方式以

融入教學，讓教師能藉由大法官的見解來使學生了解憲法的精神。教師在聚焦相關概念並同

時避免解釋文內其他龐雜無關的專業法律知識說明時，可選用此種模式融入教學。然而，其

缺失則是無法將大法官解釋之體例完整介紹予學生。 

　 　 第三種模式為「案例事實型」。顧名思義，此模式乃是將解釋文背後之案例事實應用於

課程教學上。教師得藉由案例故事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導引學生相關概念的思考方向。

是故，本模式之運用不但能讓學生體認到真實生活中權利保障的衝突面，於問題思考的同時，

亦能無形中將抽象解釋文與具體生活實例相關聯，進而幫助學生認識憲法在生活中的應用。

然，其缺點則在必須搭配解釋文與其他相關文件才能對相關觀念做介紹，否則，即僅是引起

動機的工具，而無法讓學生體認憲法保障與調和人民權利的功能與精神。 

　 　 第四種模式則為「完整解釋文型」。本模式即是讓教師完整利用解釋文相關文件來進行

大法官體例與體制完整介紹之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援引完整的解釋文、理由書或協同

／不同意見書來向學生說明相關概念，因此，此種深度融入的模式不但能讓學生直接了解違

憲審查的體制，也能使其從中認識大法官釋憲的體例及其背後說理之意義與精神。然，如此

即無法避免其他與課程無關之專業法律知識的延伸說明，是故容易造成教學的失焦狀態。 

　 　 由於大法官解釋文融入課程教學的深淺程度不同，再加上各模式亦具不同的使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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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功能以及利弊，因此，在實際運用時，這幾種模式往往會交叉配合使用著，以能清楚呈

現教師所欲傳授之相關概念並達成預設之教學目標。 

　 　 以本研究所發展之教案為例： 

1、大法官釋憲及其體制之介紹─ 

　 　 「憲法的守護者」之教案中，即使用了模式三與模式四兩種方式來介紹違憲審查之體

制； 

2、而言論自由之內涵─ 

　 　 「文字獄的『禁』與『囚』：從朱元璋到柏楊」與「不同意見的自由？！」兩份教案

間運用解釋文之方式則有所不同。前者以模式二來介紹言論自由的精神，後者則搭配著模式

一與模式二，來協同介紹言論自由的核心內涵； 

3、言論自由之面向─ 

　 　 「言論變形蟲」以及「表現的媒介與制度」教案，則是同以模式一與模式二的搭配來

介紹言論自由之個人與媒介、制度面向； 

4、言論自由之限制─ 

　 　 「享自由？先搞懂『鬼』『理由』吧！」與「超級兩院電『論』公司」兩份教案所使

用之解釋文模式，則亦可發現兩者在解釋文模式之選擇運用上是未盡相同的。前者選擇將模

式一、模式二與模式三納入課程教學之設計，以說明言論自由之限制的概念，而後者則是以

模式二來統籌言論自由限制的概念說明； 

5、言論自由在校園上之應用─ 

　 　 「自由『表現』在校園」與「言論自由走進校園」兩份教教案上，解釋文使用模式的

選擇亦是以模式一搭配模式二的方式來引導觀念之應用。由此可見，雖然分別獨立使用解釋

文的四大模式即足以達到教學目標，但是，在為能豐富教學設計以及達成最大功效的情境之

下，解釋文使用之四大模式即往往是交互搭配以充分運用著。（相關彙整圖表，可參考第五節） 

 

二、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一）、為法治教育之課程和教材發展，提供法律與教育專業合作之可行模式 

   本研究以大學研究所的課程進行十八週之「工作坊」模式，試圖由學院的法律專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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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第一線的實務老師，藉由教授介紹相關的大法官會議解釋，而與老師們研討相關的憲政

觀念如何落實於校園的行政與教學，試圖將抽象的憲政理念，轉化為第一線的老師與學生能

理解的實例與語言。「工作坊」模式，著重於專業與實務之合作，即由教授與老師共同地研發

出，第一線的教師與學生可進行之課程與教材；老師在此過程，進行參與式的學習，其並非

被動地接受觀念，其更須將觀念轉化為實際的課程；教授在此過程，亦藉由溝通互動，將抽

象的法理觀念，專化成更淺顯易懂的語言，並從學生和老師的生活實例，尋求觀念的應用。 

　 （二）、探索大法官會議解釋文，在課程與教學上由淺顯到深入的應用模式 

   本研究欲拉近一般人或高中生與法律專業之大法官解釋文之距離，研討大法官會議解釋文

之可行的四種應用模式，並整理出其各別模式之優缺點。從最簡單之「字號參考型」，僅將大

法官相關解釋文之字號提出，作為相關概念說明的參考依據；「部分解釋文型」，本模式採取

節錄解釋文核心意涵與重要概念的方式以融入教學，讓教師能藉由大法官的見解來使學生了

解憲法的精神；「案例事實型」，此模式乃是將解釋文背後之案例事實應用於課程教學上，教

師得藉由案例故事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導引學生相關概念的思考方向；「完整解釋文型」，

本模式即是讓教師完整利用解釋文相關文件來進行大法官體例與體制完整介紹之教學，在教

學過程中，教師援引完整的解釋文、理由書或協同／不同意見書來向學生說明相關概念。四

種模式，從簡單到複雜，解釋文扮演不同的功能，提供老師或未來的研究者，在教學設計與

開發上之參考。 

　 （三）、提供一套有系統地介紹言論自由觀念之課程與教材 

 本研究已整理出約 16 萬字的利用大法官會議解釋文，來介紹言論自由之觀念，第一部分

區分為「言論自由之內涵」、「言論自由之面向」、「言論自由之限制」、「言論自由在校園」等

四層面；第二部分，以前揭之四個面向，進一步地各設計兩個教案，另外，再提出一個教案，

專門介紹大法官的體制，共九個教案可應用於高中或一般人之憲政課程。言論自由，是近代

民主憲政之核心價值，但我國並無較有系統的教材與課程，供一般人或社會大眾來研習，更

無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來介紹言論自由之著作，本研究希望拋磚引玉，希望更多人能投入這

方面的開發與研究，對幾個重要的人權或憲政概念，如「人性尊嚴」、「人身自由」、「隱私權」、

「正當法律程序」、「平等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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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期刊的論文發表計畫 

本研究計畫已有兩個論文發表計畫： 

一、題目：「把大法官帶進教室－學生的言論自由在校園」，已接受邀請將發表於法務部的＜

刑事政策論文集（8）＞。 

二、題目：「把大法官帶進教室－以言論自由相關之大法官會議解釋為例」，台灣師大公領系

「多元文化與民主公民資質」學術研討會，民國九四年十二月十七日（六），台灣師大教

育學院大樓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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