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誰欠誰一個道歉?
香港藝人慾照事件在人權教育上的省思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李真文@客座助理教授

壹、前言一不是一個八卦而已

2008年年初，香港藝人陳00與女性友人間的親密照片爆光後(以下簡稱陳

案) ，華人地區各大媒體爭相報導，唯恐天下不知、無人不曉的傳播速度，使事情

似乎已非陳姓藝人個人的私事，而是全天下人共同關切且有待解決的重要課題。這

種全民八卦瘋的習氣，在某個層面上也表現出我們對於他人人權的不尊重。筆者趁

課程I教學主題相近之便，藉機於課堂上和師培生們討論這個議題，一則引起學生

對這門課的學習動機，二則以此作為機會教育的素材。在課堂上，師培生們熱烈的

討論、思考與回應，亦給筆者頗多的收穫。此議題延伸出的教育意涵與敵示將重點

呈現於本文，供各界參考。

貳、幾種解讀方式

師培生們對於時事的議題顯得興緻高昂，一方面這件事被媒體炒作得沸沸揚

揚，男方面課堂上的提問若是能較為具體，讓師培生可以蒐集資料，且能直接瞭解

1 此課係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96學年第二學期的「生命與人權」。自 97學年後，將分為「生命教育」與

「人權教育」兩門課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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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間的假設情境，往往課堂的討論氣氛便會十分熱烈。課堂討論中可以顯示出解讀

此事件的幾種觀點，某些觀點也反映出部分社會大眾的立場。

首先，有一種「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觀點，認為陳姓藝人若當初不拍這些

照片的話，就不會有今日的局面。此觀點將始作俑者指向陳姓藝人，指責他的作為

是自作自受，因為他若不拍這些親密照的話，今天便不會產生這樣的風波。

再次是「錯不在陳，而在散播者」的觀點，認為陳姓藝人拍的親密照無關他

人。個人在私領域自拍的尺度有多開放都是他/她自個家兒的事，只要不妨礙別

人，並不違法。

還有一種「散播者有錯，陳亦有錯」的觀點，認為陳姓藝人與散播者兩者都有

共同責任。因為陳00有責保管好這些照片，卻未善盡這樣的責任，導致照片流出

事件發生。

除了這些追究責任的解讀方式外，也有同情受害女性藝人的觀點，甚至將陰謀

論的觀點都搬了出來(解讀觀點真是天馬行空，令人直呼驚訝! )。當然，偶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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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公眾責任也成為討論的一個要點。因為藝人本身的行為舉止，雖不直接影響其

他人，但卻對無數死忠崇拜的粉絲嚴重打擊。不過，筆者課堂上的重點並不是要特

別追究陳姓藝人的責任，而是想藉由這個事件來讓未來的老師們想想日後在教育現

場上可能的處過。

參、假設問題的討論

筆者遂提出以下幾個問題當作修課師培生的回家作業，讓他/她們好好想想:

(一)如果你的學生是陳00. 當你知道他與女友們拍親密照時，你會怎麼做?

(二)如果你的學生和他男友拍了親密照，結果不慎流出，你會怎麼做?

(三)如果你的學生散播班上某個同學的親密照，你知道後會怎麼做?

(四)如果你知道你的學生觀看且討論陳00的事件，你會引導他/她們怎麼看待

這個事件?

假設問題中的學生當然是未滿18歲的青少年人修課的師培生必須依這樣的問

題情境去設想日後自己要如何進行機會教育。這些問題基本上是將事件的所有關係

人都當成自己班上的學生，希望師培生不要僅將此事件視為藝人八卦而己，而是一

個未來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以下即是學生作業呈述的重點摘述:

(一)當學生拍了這攘的親密照片....

學生若是與自己的男/女朋友拍攝了親密照，多數修課的師培生都表示會私下

去詢問學生當初何以拍攝此額照片的動機、是否出於自願或被脅迫。若是自願的，

則有些師培生表示，他/她們會告訴學生要保存好(當然最好是銷毀) .以免肇生

像陳姓藝人一樣的紛擾。

由於這樣的親密照可能顯示學生極可能已有了性行為，學生雖然有其性自主

權，但在未成年階段，仍然受到法律相當程度的保障與限制。有些師培生認為除了

要向學生強調愛不等於性、女生自己應多多保護自身等觀念外，若是違反性自主的

行為則要通報。但會考量校譽以及顧忌學生名節，對此事加以保密處理，並加強後

續輔導工作。

(二)當你知道學生拍的親密服不棋協由...

當學生的親密照保存不當，或遭有心人士故意散播時，顯然會造成學生的身心

受創。此時身為未來的教師，師培生們作業中大多關照到兩個層面，一是受害的學

2修課的師培生為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的學生，即未來的國、高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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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另一是散播者的責任。對於受害學生，師培生們均表示會針對學生的狀態加以

安撫輔導，畢竟錯不在他/她自己身上，而是散播者所造成，因此期待受害學生能

勇於面對，不要自暴自棄。散播者則不可赦，應該報警處理。一旦報警處理，又可

能對於受害者二度傷害，故有師培生認為宜協助受害學生休學或轉學，待此事對其

身心影響平復再復學，或到新環境比較不會受到原有團體壓力的指指點點。

肆、性好奇但不愉法律

一A

(三)如果學生融插同學的親密照......

學生若成為散播圖片的人，修課的師培生們認為要與這位學生好好談談，瞭解

其動機後再做處置。也有師培生認為散播圖片的人欠缺同理心，因此要加強同理心

的訓練。多數師培生在作業中雖然表示會告知學生散播圖片的刑責，但多半不會將

學生移送法辦，只會要求向受害者道歉並將圖片移除或銷毀。

(四)學生觀看且討論陳案......

若是知道學生在課餘觀看且討論陳案，師培生們會先視討論同學的多寡來決定

採取的作法。若是多數同學對此事加以關注，則公開討論或是辯論是不錯的方法，

讓學生對此事件能有一個價值澄清的機會，而非私下小眾的八卦方式來瞭解此事。

以同理心的置換立場來受害當事人可能的心情，從而調整自己對此類新聞的閱聽態

度。同時，此事也可以警惕自己日後的行為舉止應當要謹慎小心。另外，也有師培

生提到自己會和同學專注於討論現在傳媒的部分，希望同學以冷處理的方式來看

待，以免被媒體擅色腥的報導方式所誤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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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正是對性好奇的階段，未來的教師對於學生性開放的態度究竟要持何種

立場來與之對話呢?修課的師培生以為，未來教師也是要以開放的態度去面對，不

要先傳達自身保守的或主流性倫理的立場，學生比較能接受這樣的態度。換言之，

先接納青少年的立場，不論其對錯與否，進一步才能與之溝通，針對法律、道德、

情感等層面加以剖析，讓學生了解各種性取向選擇的利弊。畢竟性並不等於愛，透

過性，人究竟尋到的是短暫的快樂或是恆久的幸福，也許是個人的選擇。但在那之

前，他/她必須真切理解到自己的選擇將會決定他/她怎樣的人格與人生，此為教

育者應讓學生知道的重點。

再者，前述幾道課堂作業雖然都只是假設問題，卻也點出學生在自拍親密照的

同時可能衍生的法律問題，例如時下年輕人喜歡自拍，若是拍攝內容屬於男女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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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且在公共場合或大庭廣眾的情況下為之的話，可能觸犯刑法第234條「意圖供

人觀覽，公然為狠褻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若將前述的男女親密照張貼於網路上供他人觀賞，還觸犯刑法第235條「散布或販

賣狠褻之文字、圖畫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意圖散布、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之

文字、圖畫或其他物品者亦同。」及《見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拍

攝、製造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或提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

號或其他物品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因此，青少年學生自拍親密照，或同學們對於他人不願公開的相簿照片加以

破解，並加以散播、轉貼等話，不僅侵犯他人之隱私權，皆須負相關法律刑責。

縱使學生情侶己滿18歲，彼此同意下為留下的自拍親密照只為個人觀賞之用，

但若保存不當，像是放置於網路上的個人相簿未加保密，不僅自己與親密伴侶的隱

私不保，同時也容易使自己淪為有心人士加害(如恐嚇勒索)的對象。

男外，學生若有親密照在同學問加以流傳，也表示男女雙方可能有性行為發

生。現行法律認定年滿16歲之後才有完全的性自主同意權。然而，在未成年階段，

即使是雙方都出於自願，易極有可能觸法。故相關法令規定還是應該讓學生清楚知

道.

表 1 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之相關法令刑賣規定

16歲以上
未滿18歲

14歲以上
未滿16歲

14歲以下

無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2條﹒

r 18錢以上之人與16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為
性交易者，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
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27條﹒ |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2條: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 I r 與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易者，依刑法之規
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J 定處罰之。」

(故刑責依刑法第227條)

刑法第227條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2條:
「對於未滿 14歲之男女為性交者， I r 興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易者，依刑法之規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定處罰之。」
(故刑責依刑法第227條)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未成年人基於自願而發生性行為都有觸法的可能，何況是違反當事人之意願為

之，更是觸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第221條-第229條)。諸如這些法律知識，教師

均應適時地進行機會教育，以免學生在性好奇的階段，愕懂無知又兩小無猜，自毀

雙方美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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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權如何受到侵犯

于
\

事實上，陳姓藝人事件與個人隱私有很大的關連。隱私權是比較晚近的人權概

念，縱使我國憲法並未明文保障人民的隱私權，但在一般的法律中卻可見相關的規

定，例如《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刑法第二十八章的妨害秘密罪，都對個人

身分資料的取得、應用、保存加以規範，以免遭他人不法利用。或如《社會秩序維

護法》第83條第一款「禁止窺視他人臥室、浴室、廁所、更衣室等足以妨害他人隱

私的地方」等，也將個人生活及活動空間的保障加以明定，這些都是與隱私權相關

之法規或法條。

將隱私權視為人格權保護的延伸亦已成為法界的共識。隱私權包含了個人可

以決定自己是否要與他人分享資訊以及個人享有不受他人平涉的權利(包括個人獨

處的權利) (郭苑玲譯. 2008 : 4) 。它通常是從一個人是否有權力或能力掌握有

關自身的資訊流通或散播此一觀點來加以定義的。簡單地說，隱私權是和自我、

掌控、接觸、資訊有關的概念(林惠棋，陳雅汝譯. 2003 : 102) 。隱私權獲得保

障，對於個人在心理上會較具安全感，同時也較能使個人形成自己獨特的信念與想

法，保持這樣的個人自由對於創意發想、人際間的親密感，甚至是經濟利益等皆有

益處(郭苑玲譯. 2008 : 42-45) 。故隱私權的保障既關乎個人的生活尊嚴，對於

個人的人格成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因此，個人若是在家自拍裸照或親密照，他/她人應當無可置喙。不單是陳姓

藝人有自由拍照的權撞，他的伴侶們在同意拍攝的情況下，也是同樣享有這樣的自

由。此乃屬於個人私生活的空間。因為陳00拍攝的照片基本上是用以自我留存欣

賞之用，縱使內容尺度淫穢，並未違反其他人的自由，也沒有任何其他不當用途。

就此而言，只要陳姓藝人保存得當，並不構成任何犯罪的事實。故陳姓藝人自拍的

權利，屬於受到保障的自由權，也是個人隱私權的範疇，他人應當予以尊重。陳姓

藝人及其女性友人的隱私權在這件事件上被輕忽，成了全案最大的受害者。

在《隱私的權利》一書中曾提到一個偷拍性愛錄影帶訴訟案例，全案纏訟七

年多才告終。由於事件中的女主角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男友(男主角)錄下二人親

密性愛錄影帶，並在男友的友人間流傳開來。女主角起訴了男主角及其友人們侵犯

隱私。但重點並不是案件有了宣判的結果，而是對案件中的男女主角都有深刻的影

響。文末女主角最後感傷地道訴 r那些人說這只是他們犯錯的一晚， ......卻改變

了我的一生」。而事件的男主角亦有心理陰影，他在訴訟終結後才能慢慢走出與他

人友善握手而不猜忌「他們知道那件事嗎? J (吳懿婷譯. 2006 : 3仰-339 )。顯

然，其實世界中的偷拍性愛錄影帶的影響並不像電影<美國派>那樣可以幽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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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任何人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拍攝、散播、傳遞親密照(影)片，當事人必然

會遭受到很大的社會壓力，進而在當事人身上形成嚴重的心理創傷。陳姓藝人慾照

事件即使不是一個偷拍事件，但隨著網路科技的快速傳送特性，當事人的隱私同樣

被眾多網民侵犯，對陳姓藝人及其關係中的友人心理也勢必造成莫大的衝擊。

再者，媒體爭相報導陳姓藝人的新聞事件也有輸越其專業倫理之嫌。新聞自由

屬於人民的言論自由保障範疇，現今卻似乎被無限上綱到無所不追的地步。媒體打

著發現真相的口號，不斷挖掘著個人的隱私 o 這樣的公設似乎已被接受:只要是公

眾人物、是偶像，等於沒有隱私。可是，每個人都享有基本人權，隱私權是人權的

一部分。陳姓藝人享有個人隱私權，媒體卻不斷地模糊焦點地追究此事件，自以為

握有社會公器地發掘真相，實則嚴重地蝕害人權國家的基本價值。閱聽大眾跟隨著

媒體這種惡質低劣的扒糞技倆，紛紛傳閱與轉寄相關的報導甚至照片，也是侵犯人

權的作法。

換言之，此事因為有心人士的散播，使得陳姓藝人及其友人的隱私權受到侵

犯。媒體的追問報導更進一步跨越了個人隱私權保障的界線，使得閱聽大眾也成了

侵犯他人隱私權的共犯而不自知。整個華人社會跟著媒體報導而上演著「偷窺狂國

家」的熱映戲碼，人權保障的指數卻是直線下滑到歷史新低的狀態。

陸、我們學到了什麼?

我們的社會大眾對於個人私事與社會風俗間有不對等的衡量。一旦私事違逆了

風俗，那麼隱私權便不是個可以訴求的護身符。就如數年前，一位知名人物噱小姐

的偷拍案，社會大眾反而忽略了自己隨著媒體一同侵犯了她的隱私，而對噱小姐與

有婦之夫的性行為行徑大加捷伐。同樣的，新聞媒體對公眾人物抱持著「一切行為

都要攤開在陽光下被檢視」的任意取鏡，打著這樣似是而非的口號，其實是侵犯了

陳姓藝人的隱私權。隱私權為人權的一部分，媒體辦案的現象其實便是對人權的重

大侵犯。隱私權在華人世界還不是普遍被重視的情況下，類似的例子真不知還要上

演多久。

再者，惡意散播陳姓藝人照片的人，侵犯陳姓藝人隱私權不說，也損害其名

譽，更對其個人以及相關女子之人格有著莫大的傷害，因此散播者自然要負最大的

責任，但在此事件的相關報導上卻讓人覺得他的責任不大，甚至一些轉寄的網友，

雖然也被警方取締，我們似乎也不覺得他/她們是需要為此事負責的人。我們這些

觀看此事並加以批評的人，其實都是侵犯陳姓藝人隱私權的共犯結構。未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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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權教育上對於隱私權的尊重多加強調。

此外，此事件衍生出的性教育議題是學生在未成年階段若是自拍親密照、散播

親密照，乃至於發生性行為之相關法律規定有必要讓學生瞭解，避免其以身試法。

倘若學校學生發生類似的事件，處理時亦應注意學生隱私的保障。同時，學生對於

性自主權的意識與性別尊重的觀念，亦是進行機會教育時可以加以強化的。

總之，隱私權與性自主權的人權尊重與保障，應該是這個事件給予吾人進行人

權教育時應著重的主要課題。雖然陳姓藝人出面道歉後，使得事件得以在媒體前落

幕，但陳案作為機會教育的同時，也似乎提醒著身為閱聽大眾的我們，其實也欠陳

姓藝人一個鄭重的道歉一因為我們極可能隨媒體報導之便而侵犯了他與其伴侶的

隱私權3 。個人隱私的尊重，顯然未來還需要所有教育工作者一同努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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