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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40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636 號

案由：本院委員何欣純等 22 人，鑑於跟追、騷擾等行為，造成被跟
追人心理上恐懼甚而構成對他人身體、行動、私密領域或個
人資料自主構成侵擾之行為。然而我國就跟追行為之規範僅
見諸「家庭暴力防治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別以民
事保護令及行政裁罰為之；相較之下，歐美國家針對「跟追
」陸續增訂相關規範，以刑事處罰或行政手段予以規範。為
強化跟追行為被害人之人身自由及安全保障，爰參酌相關規
範，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九條、第八十九條之一及
第八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跟追行為美國最早於 1990 年加州訂定反跟追法（Anti-Stalking Law）之專法規範，並於實證
研究（1996）中發現美國每年有將近 140 萬人被跟追。約略同時期，先進國家陸續重視跟
追行為的問題，如日本於 2000 年制定「騷擾行為規制法」，德國則於 1999 到 2005 年之間
，各邦逐漸推動立法，聯邦政府亦修訂刑事法相關規範。參酌各國有關跟追之立法，訂定
專法以及修訂相關刑事、行政及民事法規等二種模式。我國亦曾有相關討論，考量制度變
革影響甚鉅，擬以逐步檢討修正相關法制為目標，以兼顧人身自由及安全保障、新聞媒體
採訪自由。
二、本法有關各種違反社會秩序安寧規範，其裁罰手段多有拘留及罰鍰，相較之下有關跟追行
為之裁罰則明顯輕微，亦欠缺拘留可選擇，但對於跟追者而言以拘留方式令其與被跟追人
隔絕，故提高罰鍰額度並增加拘留之規定，以便有效執法。
三、針對「跟追」行為之定義，現行條文並無明確定義，司法院大法官第六百八十九號解釋解
釋文所稱「系爭規定所稱跟追，係指以尾隨、盯梢、守候或其他類似方式，持續接近他人
或即時知悉他人行蹤，足以對他人身體、行動、私密領域或個人資料自主構成侵擾之行為
。」，現行條文第八十九條之構成要件僅有「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並未明示「構成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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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且如僅規範跟追行為，則難以規範其他構成侵擾的騷擾行為，爰參採相關法律增訂
並修正行為定義。
四、為加強保護被害人，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內容及立法精神，增訂被害人向法院聲請
保護令之機制。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保護令分為通常保護令、一般暫時保護令及
緊急暫時保護令，得由當事人向法院聲請者為通常及一般暫時保護令，緊急暫時保護令之
聲請則由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社工為之。考量跟追事件涉及基本權衝突，國家介入強度不
宜過高，更要符合我國憲法對限制人身自由之處分應有法院介入機制之要求，擬增訂由當
事人得向法院聲請通常保護令及暫時保護令，另於本法未詳細保護令聲請及執行程序部分
，準用「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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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九條、第八十九條之一及第八十九條之二
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八十九條

條

文

有下列各款行為

現

行

第八十九條

條

文

說

明

有左列各款行為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規

之一，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
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
下罰鍰或申誡：

定僅明定「跟追」，惟其內
涵為何並未臻明確，以致本

一、無正當理由，為人施催
眠術或施以藥物者。

一、無正當理由，為人施催
眠術或施以藥物者。

條文之法律明確性過去常有
爭議，直到司法院大法官作

二、無正當理由，跟蹤、騷
擾他人，經勸阻不聽，致

二、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
，經勸阻不聽者。

出第六百八十九號解釋，方
確立其內涵為「以尾隨、盯

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
受嚴重影響者。

梢、守候或其他類似方式，
持續接近他人或即時知悉他

前項所定跟蹤，指以任
何人員、工具、設備或其他

人行蹤，足以對他人身體、
行動、私密領域或個人資料

方法持續性監視、跟追之行
為；騷擾，指對同一對象反

自主構成侵擾之行為」。
二、除本法外，就跟追行為予

覆為打擾、警告、嘲弄或辱
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

以規範者係規定在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二條第三款及第四

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

款，但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保
護範圍僅在「家庭成員」之
間，未能擴及不具該關係之
行為人與被害人，司法院既
將跟追行為之見解予以擴充
，為使不具家庭成員關係之
跟蹤、騷擾行為獲得相應之
保障，爰參酌家暴法有關「
跟蹤」、「騷擾」之內涵，
修正本款「跟追」行為態樣
之規定。
三、現行條文對於妨礙安寧秩
序、妨害善良風俗及妨礙公
務部分，其裁量罰鍰額度較
高，且多保留依第四十五條
規定向法院聲請裁定拘留之
手段。相較之下本條規範之
跟蹤、騷擾行為之罰則過於
輕微，且部分情況下如將跟
追騷擾人予以拘留，得為一
行為人與被害人之緊急隔離
措施，爰提案增列拘留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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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罰鍰額度。
四、第一項第二款所訂要件未
區分跟追行為是否以對被跟
追人生活造成何種影響或騷
擾，或造成被跟追人不安或
困擾為必要，只要不受被跟
追人歡迎，即可能被認定為
無正當理由而遭到禁止，不
但射程過廣，致所有不受被
跟追人歡迎之採訪行為均可
能遭到禁止，更無從藉由以
保護令命新聞從業人員跟拍
時與被採訪對象保持相當距
離，以平衡採訪自由與被跟
追人之利益。為減少實務上
適用本款規定之疑義，並降
低對新聞採訪自由之干預，
爰將本款規定限縮於有致生
危害之虞者，增列「致生命
、身體、健康或自由受嚴重
影響」之文字，避免陷入跟
追對象及目的之審查，並提
高執法效能。
五、參酌家庭暴力防治法訂有
關於「跟蹤」、「騷擾」之
定義，增訂第二項之規定。
第八十九條之一 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被害人得向法院聲

一、本條新增。
二、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請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
。

約第十七條規定：「一、任
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

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
有跟蹤、騷擾之事實且有必

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
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

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
發包括下列內容之通常保護

非法破壞。二、對於此種侵
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

令：
一、禁止相對人對於被害人

護之權利。」因此，個人私
生活領域以及家庭生活領域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
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

，均有不受任意干涉之權利
，並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

聯絡行為。
二、命相對人遠離下列場所

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國家
負有照顧保護義務，提供法

特定距離：被害人之住居
所、學校、工作場所或其

律保護，或以法律制裁處罰
跟追、騷擾行為，以免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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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害人或其特定家庭成
員經常出入之特定場所。

人的私生活及家庭遭受不當
干涉或攻擊。
三、有效果的禁止跟追、騷擾
之命令，所限制的是人民的
行動自由，屬於對人身自由
的限制，依據憲法第八條，
以及大法官會議諸多解釋（
如第七百一十號）對正當法
律程序的要求，應該遵守法
官保留原則，為彰顯人民是
司法程序的主體，處理跟追
禁止令狀的正當法律程序，
應由被跟追人向法院聲請，
由被跟追人啟動司法程序，
以避免司法過度介入人民彼
此之間的生活互動，爰引用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條及第
十四條之內容及立法精神，
增訂本條之規定。

第八十九條之二 法院核發暫
時保護令，得不經審理程序
。
法院核發暫時保護令，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前條
第二項各款之命令。
有關保護令之聲請及執
行，本法未規定者，準用家
庭暴力防治法相關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跟蹤、騷擾所造成的
急迫危害，為排除被害人即
時危險，行政權須有效介入
並兼顧正當法律程序，應建
置由法院核發暫時性禁止令
狀的機制，使警察機關有緊
急狀況的排除權力。
三、比較外國法制，德、日就
處理跟蹤、騷擾事件設計有
各種保護令，如警告、暫時
命令或禁止命令等，惟不均
由法院核發，而是依情形，
由法院、警察機關或公安委
員會在不同階段及程序分別
作成，但基本上如違反禁止
命令者，有刑事制裁的法律
效果。相較之下，我國對於
限制行動自由，依憲法及大
法官會議解釋，有法官保留
原則之要求，爰參酌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及
德、日立法例，增設本條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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