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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與言論責任
當公眾人物的名譽權遇上言論自由：以民事責任為中心
李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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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釋字第 656 號解釋的做成，就可以知道，自民事責任探討公眾人物的名譽權與言論自由的分際，不是
法學上的新題目；從該號解釋林子儀與許玉秀兩位大法官所撰寫的意見書也可看出1，此中還有許多未解
決的題目會在理論與實務上繼續形成困擾。家馨的這篇文章也不是他在這個題目上首次發表的研究2，隨
著相關的司法裁判日多，家馨也以繼續尋找並褒揚優良作品的態度，引導實務的方向，對於社會上無日
不會發生而必須在法律上找到解答模式的困擾領域而言，這是值得肯定的努力。我身為與談人，以下嘗
試提出實務上尚未解決但必須正式面對的問題從事討論。
一、 公眾人物或是公共利益？
本場研討會以公眾人物的名譽權遇上言論自由所產生的民事責任為討論焦點，當然是由於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在 1964 年作成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3一案確立真正惡意 (actual malice)法則，並
在 10 年後也就是 1974 年的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4一案中確立此一原則於公眾人物的訴訟中
也有適用而來。在我國的法律規定中並沒有特別將公眾人物視為一種特殊的身份而賦予不同的法律
效果。刑法的相關規定如 310 條與 311 條中，都只使用「公益」、「可受公評之事」的詞彙強調公
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在衡量保障名譽權/隱私權兩者與保障言論自由之間的取捨時所佔有的重要
位置，基本上多是為了公共利益的理由而縮限名譽權/隱私權的保障，從而得到更多的言論自由保
障。公眾人物涉及公共利益的場合必然遠較一般人為多，基於公共利益的考量，為了保障言論自由
而縮限名譽權/隱私權，其結果當然是縮限公眾人物權利保障的程度比縮限一般人的權利保障程度為
大。然則在立法技巧上使用「公共利益」替代「公眾人物」作為衡量的著眼，可以避免針對身份做
區別待遇以致有違法律平等保障憲法誡命的風險，我國法律規定所採取的方式，其實較將「公眾人
物」的身分標而出之，更為理想。美國最高法院在 1974 年的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案之前，1971
年的 Rosenbloom v. Metromedia, Inc.5一案中即曾指出 Sullivan 規則應該普遍適用於涉及公共或一
般利益(public or general interests)事務的誹謗性言論，「不因相關的當事人是知名人物或無名之輩
而有不同。」此為討論此項題目值得注意的一個前題。
二、 名譽權的定義
名譽權是本場研討會的主題，但名譽權本身如何定義卻仍然有些混沌。根據家馨歷年來的整理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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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解，從釋字 509 號解釋問世後，法學理論與司法實務界漸已改變過去長期保護所謂「名譽感
情」的錯誤，得到「不實的言論才會損害名譽」的共識，作為理解刑法第 310 條規定的前提。可是
由於刑法 309 條的存在，擾人的名譽權定義問題，其實並未就此結束。
刑法 309 條係為處罰「公然侮辱」而設，列於刑法第 27 章妨害名譽及信用罪項下，不免引發三層
疑問。
第一，公然侮辱是不是妨害名譽？從刑法第 27 章的章名來看，似乎答案為是。
第二，公然侮辱是否限於根據不實陳述所為之侮辱，還是及於與事實狀態無關，純粹根據主觀評價
或情緒而為的侮辱（例如呼人「王八旦」或「不要臉」是）？如果問題的答案為限於不實陳述而為
侮辱，那公然侮辱與誹謗究竟有何不同？
第三，如果刑法第 309 條處罰的侮辱包括全不涉及事實真偽的侮辱，又要說侮辱是妨害名譽，那豈
非承認名譽的侵害不以不實言論為限？還是要得出公然侮辱不是妨害名譽，刑法根本列錯了章節的
結論？如果公然侮辱侵犯的既然不是名譽權，那又是什麼權？
在這些問題得到答案之前，恐怕不能說名譽權的定義問題已然得到解決。
無論公然侮辱算不算侵害名譽，刑法第 311 條於公然侮辱罪與誹謗罪都有適用。就公眾人物所受之
批評而言，言論自由的限度其實繫於刑法第 311 條規定的「善意」、「可受公評之事」及「適當之
評論」如何理解。「善意」如作「不知」解，就會發生「不涉事實的公然侮辱如何適用該條」的問
題；同樣的疑問也在「可受公評之事」的要件上發生。合理的答案似乎應該指向刑法第 309 條其實
無意處罰不涉事實陳述的侮辱行為。如此解釋則是認為公然侮辱與誹謗罪同樣是在處罰侵害名譽權
的不實言論，只是公然侮辱罪重在處罰不實言論所招致的人格羞辱，而誹謗罪則重在處罰不實的名
譽惡害。如果認為公然侮辱不以懲罰不實言論為限，那就顯示公然侮辱罪其實放錯了章節，因為只
有不實的言論才會侵害名譽權，純粹的侮辱（例如呼人「王八旦」或「不要臉」）不會。
三、 名譽權 vs.人格權
名譽權的刑法定義沒有得到解決，可能也會影響民法的判斷。不涉事實判斷的公然侮辱，雖不侵害
名譽權，在適用民法第 195 條的時候，還可能被認為侵害了「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以致須負民事責任。此時由於不是侵犯名譽權，同條為保護名譽權而設的「回復名譽的適當
處分」（如道歉）將不能適用。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而言，什麼樣不涉事實判斷的侮辱言論算是「不
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以致須為民事賠償，仍然值得一問。此時真正的問題乃是，不
涉事實判斷的侮辱言論，到達如何程度才算是侵犯了人格權（或人性尊嚴）？此與社會生活中每個
人每天都在享受對他人進行並表達負面評價的表達自由，又將如何區隔？在司法實務上，似乎都是
尚未為系統性探討的重要題目。按名譽權為人格權之一種，而無具體內容（如隱私、健康、自由等）
之人格權的概念，亦即人性尊嚴，較為抽象。司法為了保護較為抽象之人性尊嚴而限制言論自由，為
相關取捨的審查標準為何，其實是司法實務亟待斟酌的問題。
四、 刑法立法理由的矛盾
公然侮辱是否為保障名譽法益而存在？不妨回顧其立法理由。民國初年的暫行新刑律第 360 條已有
公然侮辱之立法，其理由明揭：「本罪自行為之本體觀之有二：一指摘事實，公然毀損名譽者是。指
摘事實，即具體的表彰其惡事醜行之謂。一不指摘事實，惟平空結構、當眾罵詈嘲弄者是。惟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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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本條範圍之內，後者當據違警律第三十五條罰之。」6此則區分犯罪與違警行為之不同，不知有
無排除使用刑罰加諸不涉事實之罵詈嘲弄，以免過度箝制言論之意7。而現行刑法之立法理由則謂：
「…稱侮辱者，以言語或舉動相侵謾而言，稱誹謗者，以指摘或傳數足以毀壞他人名譽之事而言，兩
者之區別，若侮辱則無所謂事之真偽，至誹謗則於事之真偽應有分辨者。」嚴格言之，侮辱本亦可
能包括涉及不實陳述的罵詈嘲弄，然而依此立法理由，則係將涉及事實陳述之言論一概歸為誹謗，而
將不涉事實之罵詈嘲弄論為侮辱，既無涉事之真偽即無損及名譽之可言，卻將之列為妨害名譽罪而
限制表意自由，即屬手段（限制不足以傷害名譽之言論）與目的（保護名譽）無關，能否通過憲法
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檢驗，至為可疑。至於可否採取合憲性解釋，而僅僅將之適用於懲罰含有不實
陳述之罵詈嘲弄，或許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惟如此一來，係認刑法並不處罰無涉事之真偽的罵詈
嘲弄；是則侮辱的民事侵權責任，亦將只有侵犯人格法益而無名譽權的問題，也就沒有民法第 195
條後段命為適當處分以回復名譽規定之適用。
五、 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憲法效果差異
刑法制裁誹謗罪，係以刑罰制裁誹謗言論，縮減言論自由；民法制裁侵權行為，則是以損害賠償及
其他適當處分制裁妨害名譽權言論的方式，縮減言論自由。兩者在憲法的評價上，除了責任輕重有
別(自由刑/罰金刑 vs. 金錢賠償/登報、道歉)之外，最大的差異在於，刑罰提供了公權力發動刑法
追究言論責任的機會。政府人員發動刑罰箝制批評政府的言論，足以形成民事賠償所無的寒蟬效
應，乃是刑法與民法限制言論應受不同密度的違憲審查之主要理由。此一道理，在涉有懲罰性賠償
之侵權行為立法，亦有適用，即是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一案的宗旨所在。Sullivan 一案
所樹立的原則嗣後向公眾人物延伸，而公眾人物的定義則可包括政府人員；此中揭示的道理是，憲
法保障言論自由的規定，對於深具社會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利用刑法或懲罰性賠償追究批評言論之責
任，其實深具戒心。美國最高法院以為，相較於一般人能夠得到的司法救濟而言，利用憲法解釋縮
減公眾人物權利（包括名譽權及隱私權）的法律保障，主要理由之一是公眾人物除了司法救濟之
外，透過輿論表白而為自清，往往是更有效而非一般人所能享受的救濟8。在原告與被告都是公眾人
物的案件中，涉及的公共利益討論必多，用輿論公評取代法院的刑事裁判，避免動用刑事司法的資
源，並藉之減輕動輒利用刑罰介入公共討論的風險或惡害，道理更為明顯9。
至於釋字第 509 號解釋以為刑罰非民事賠償所能取代，否則可能使得具有經濟能力之人實質上得到
較大的誹謗空間，並不具有說服力；果然如此，則所有的民事賠償勢必都有相同的問題，循此推論，豈
不都應交由刑事制裁取代民事賠償？此中混淆賠償與刑罰的目的，且隱隱將刑事制裁當成類似賠償
的報復意識，不足為訓。就公眾人物之被告而言，因為公眾人物的言論更引人注目，所造成的傷害
可能較大，民事賠償的額度亦將應因其經濟能力及形成損害之規模對應提高，自然亦可實現公平正
義，不能使被害人得到賠償的刑罰，也不該成為賠償的替代性救濟。

6

黃源盛，《晚清民國刑法史料輯注(上)》，頁 491-2，元照，2010 年 7 月。

7

現行刑法第 311 條的立法理由則謂：「…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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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100 年簡上字 398 號刑事判決指出：「言詞是否粗俗，端賴個人之品味而定，且實情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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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良心的道歉才是道歉
家馨對於釋字 656 號解釋忽視道歉是良心的表達不以為然，其見解至堪贊同10，釋憲者不該因為憲
法並無明文規定即對良心自由避之若浼，對於現行司法實務上容許勝訴之原告擅以被告名義刊登虛
偽之道歉啟事，亦不該視若無睹。以不實名義而為啟事作為賠償不實言論的手段，而以良心自由或
言論自由(不言論之自由)做為代價，不是符合憲法誡命的正當方法。在此一問題上我國大法官的釋
憲表現，與韓國憲法法院在同一問題上的見解11相較，不免高下有別。家馨提出兼顧名譽權與良心
自由的替代方案：「讓被告選擇道歉，或者若不願意道歉，則由原告以判決為本，刊登澄清啟事，費
用由被告負擔。」值得司法實務採取。如果判決被告敗訴的法院有意加強判決的力度，亦不妨於判
決書內明白交代法院認為被告應為如何道歉之具體內容，是則刊登判決書已與刊登道歉啟事的效果
相當，唯一的差別就是避免形成公眾「道歉是由被告自動為之」的不實印象。從比例原則的角度，此
種替代方案的存在，是可顯示容許強以被告名義刊登違背被告意願的道歉啟事，不是合憲的限制言
論自由的手段。司法實務應該不以釋字第 656 號解釋認為民法第 195 條並不當然違憲為已足，而應
重新思考如何妥適適用該條才真能符合憲法兼顧名譽與良心自由保障的意旨。
綜而言之，我以為許多問題主要出在刑法的立法有瑕疵（例如將不涉及事之真偽的言論科以刑罰制裁，還
將之列入妨害名譽的章節，都是），進而影響了民法的思考，也混淆了司法實務的觀念。如果不從改變
立法下手，也值得司法尋找並運用正確的憲法解釋方法，披荊斬棘。對此一題目夙有深入研究的家馨，在
未來的歲月中致力於分析解決此等問題，也同樣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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