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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1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5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22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賴素美、蘇巧慧、呂孫綾、江永昌、張宏陸等 20
人，鑑於社會型態改變，惡意揭露性隱私影像之行為益趨氾
濫，又網際網路複製便利與傳播快速等特性，對被害人之名
譽、隱私及性自主權造成重大侵害，亟需訂立專責法律，以
收其效，爰擬具「性隱私影像侵害犯罪防制條例」草案，建
請交付審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賴素美

蘇巧慧

呂孫綾

江永昌

張宏陸

連署人：趙天麟

吳焜裕

陳

瑩

黃偉哲

鍾孔炤

李麗芬

蔡培慧

吳思瑤

邱志偉

李俊俋

邱泰源

鍾佳濱

尤美女

段宜康

林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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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隱私影像侵害犯罪防制條例草案總說明
一、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文稱：「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
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
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惟針對上述情事，
現行法律並無法規範惡意散佈性隱私影像之行為，查其相關法律之處罰，因罰責過低，缺乏
嚇阻犯罪效果，無法有效嚇阻犯罪，從而保護被害人，是以個人性隱私權之保障，出現漏洞
。
二、近來隨社會型態改變，因感情糾紛，透過網路方式，動輒以散布性隱私影像進行報復，已時有
所聞。尤以「色情報復」（Revenge Porn）為新型態親密關係的暴力行為，此等報復事件，使
得受害人因被加害人取得性隱私影像，因此可能被其控制。針對此類案件，國內法律、婦女
扶助單位或團體，所收到申請協助的案件呈現趨勢上揚，再根據婦女救援基金會與各社群合
作的一份開放性民調顯示，在 1,138 位受訪者中，4%的受訪者曾經因性私密影像遭到恐嚇，
10%的受訪者不管有沒有受到威脅，性私密影像已經被外流或疑似被外流，其中更有高達 83%
的被害人是女性，顯見問題之嚴重。
三、審視各國立法趨勢：紐西蘭的危害性數位通訊規制法將違反當事人意願之揭露性隱私影片納入
規範。菲律賓在 2009 年修訂反偷窺照片與錄影法案，也意圖防止性隱私影像的不當流傳；南
韓在 2012 年修正其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內之 14 條，增列規定，將違反拍攝者意願而拍攝
，然事後違反其意願而揭露的行為，加以處罰；加拿大在 2014 年制定之保護加拿大人民免於
遭受網路犯罪法，同樣特別羅列出色情報復之行為，並加以處罰；英國在 2015 年將意圖造成
痛苦之惡意通訊法及性犯罪法之相關罪責特別標列，並對司法機關應有之作為明文律定。
表一、外國相關規定
內

容

罰

則

法

條

名

稱

未經同意揭露性隱私影像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

菲律賓 2009 年反偷窺照片與
錄影法案

同上

三年以下徒刑

日本防止私事性的影像紀錄之
提供等引發被害法律案

同上

五年以下徒刑

加拿大 2014 年保護加拿大人
民免於遭受網路犯罪法

行為人用於影像散佈之通訊傳
播服務提供者若沒有進行相關

法條內未明載，依日本特定電
信服務提供者之損害賠償責任

防止私事性的影像紀錄之提供
等引發被害之法律第四條─日

影像之處理，則須負連帶賠償
責任。

限制及發信者資訊揭露法相關
辦法

本特定電信服務提供者之損害
賠償責任限制及發信者資訊揭
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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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我國相關法律規定
內

容

一、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

罰

則

法

律

、

條

次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妨害風化罪章之散布、播送販

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賣製造猥褻物品罪（刑法第二
百三十五條）。

一、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
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

一、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章之誹謗罪
（刑法第三百十條）。

事者，為誹謗罪。
二、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

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文字、圖畫、聲音、影像
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
聞者。
二、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
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
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
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罪者。
一、廣播、電視意圖散布於眾

一、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

，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
他人名譽之事者。

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二、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
路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

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

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之事者。

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負
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

三、任何人意圖散布於眾，而
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
入前條規定之物品、命其

名譽之事者無正當理由者
。

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
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條之
一。

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
為止。
三、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
四、參酌其他各國立法例，考量我國相關法律規範之不足，我國確有制定專法之必要。爰擬具性隱
私影像侵害犯罪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草案，全文共計十一條，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本條例性隱私影像之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本條例侵害之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違犯本條例之罰則。（草案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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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定違犯本條例之加重刑責。（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本條例被害人輔導保護等責任之主管機關。（草案第六條）
(七)明定本條例被害人投訴警政及法務機關後，應有之處遇措施。（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本條例中侵害性隱私影像之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管理者責任與應有之處理措施。
（草案第八條）
(九)明定本條例中被害人與相關人等之個資保護，各類媒體與出版品不得任意報導或記載被
害人之姓名與足資辨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草案第九條、第十條）
(十)本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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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隱私影像侵害犯罪防制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為保障人民性隱私影像權，防止性隱

說

明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私影像遭不法侵害，並保護被害人權益，特
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
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性隱私影像，係指下列各

明定本條例性隱私影像之定義。

款與性相關之私密影像：
一、人體性器官或身體隱私部位之影像。
二、性器官接觸、性交或其他相關行為之影
像。
三、其他有事實足認與性隱私相關之影像。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侵害，係指未經當事人同

意而散布、傳送、販賣之行為。

明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對性隱私影像侵害行為
之表列，參考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之二（便利
窺視竊聽竊錄罪），以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利保障法第四十六條之一。

第四條

侵害他人性隱私影像者，處一年以上

一、以性隱私影像侵害被害人人格尊嚴、隱私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
以下罰金。

權、名譽權及性自主權甚重，故參考刑法
第三百零五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刑法

侵害他人性隱私影像，意圖報復者，處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第三百四十六條（恐嚇取財罪）對於恐嚇
之定義；刑期類比刑法第兩百二十一條（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侵害他人性隱私影像，藉以恐嚇使人致

強制性交罪）、第三百一十五條之二（便
利窺視竊聽竊錄罪）、第三百一十條（誹

生危害於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者
，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謗罪）訂定之。
二、參考性騷擾防治法第九條，關於被害人受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損權益之回復與賠償之規定。

對他人為前三項之行為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
第五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行為人不法揭露性隱私影像之情形，其特定身

加重其刑：
一、受害人為十八歲以下者。

分之被害人施加者，產生之損害需加重論處，
類比妨害性自主罪章之刑法第兩百二十二條（

二、受害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
本條例之罪，公訴，但第四條第一項之

加重強制性交罪）及妨害秘密罪章之刑法第三
百一十五條之二（便利窺視竊聽竊錄罪）所規

情形得依被害人意願撤回告訴。

定之加重刑責訂定之。

第六條

本條例涉及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本條例之被害人，所需身心輔導及後續權益保

關執掌者，應分別辦理下列事項：
一、社政主管機關：被害人保護扶助等相關

障類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被害人，故參考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三條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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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被害人身心治療等相關

關之權責劃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
權責，就本條例案件之相關事宜，做保護、治

事宜。
三、警政主管機關：被害人人身安全維護及

療、輔導、偵查等業務之被害人協助工作。

偵查等相關事宜。
四、法務主管機關：犯本條例之罪偵查等刑
事司法相關事宜，及保障被害人司法程序
之權益等相關事宜。
五、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廣播、電視及其他
由該機關依法辦理之媒體違反本條例規定
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第七條

為保障被害人之權益，自警政及法務

主管機關報案受理後，應即採取相關防護及
輔助措施，於偵查或審判階段，準用性侵害

為充分保護被害人在偵查及審判階段之權益，
明文訂定司法程序之保護機制。

犯罪防治法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
第八條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

為充分保護被害人之權益，遭侵害之性隱私影

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過網路內容
防護機構、其他機關、主管機關而知有本條

像應在第一時間移除以保護被害人，故比照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八條，並參考日本

例之犯罪嫌疑情事，應先行移除該資訊，並
通知警察機關且保留相關資料至少九十天，

制定之特定電信服務提供者損害賠償責任限制
及發信者資訊提供相關法案要求通訊傳播服務

提供司法及警察機關調查。
前項相關資料至少應包括本條例所稱犯

提供者積極管理其服務提供之內容，若有未竟
管理責任致使被害人權益難以回復者，應負連

罪網頁資料、嫌疑人之個人資料及網路使用
紀錄。

帶賠償責任。

遭侵害之性隱私影像，經被害人投訴後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
提供者及電信事業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對該影
像內容採取刪除、隱藏、下架等措施，或對
該揭露帳號、該網際網路協定位置採取停用
或禁止之措施。
前項之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
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如未受理被害人
之投訴或未對該揭露影像為前項之措施，須
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
於二十四小時內未有前項之作為者，處新臺
幣五十萬元罰緩，並限十二小時內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每小時處十萬元罰鍰，並得按
時連續懲罰。
第九條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被害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

本條例之被害人有名譽權、隱私權、性自主權
受侵害之可能性，為保護被害人之隱私及避免

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二次傷害的可能性，參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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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
措施。

十二條之規定，有關單位調查過程中不得揭露
被害人之個資。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
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
身分之資訊。
第十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
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
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但經有行
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

為保護受害人之隱私權及個資，參考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十三條之規定，禁止通訊傳播服務
提供者揭露被害人之個資。

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
法公開或揭露第一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
資辨別身分之資訊。
第一項但書規定，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或揭
露必要者，亦同。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一項規定者，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得連續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
或其他媒體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前條規定之物品
、命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
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時處罰至履行為止
。
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違反前條第二項規
定而無正當理由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
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
關係者，第二項所定之罰鍰，處罰行為人。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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