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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7874 號

案由：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及「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增訂第九條之四條文草案」案。

行政院、司法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 日
發文字號：院臺法字第 1110167696 號
院台廳刑一字第 111001294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 9 條之 4 修正草案，
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11）年 3 月 10 日行政院第 3793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
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 9 條之 4 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各 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司法院、法務部（均含附件）
抄件：本院羅政務委員秉成辦公室、本院法規會、外交國防法務處、公共關係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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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定公布，並自二十四年七
月一日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修正公布。鑒於數位科技發
展迅速，網路及其他數位環境之性別暴力叢生，已然對於人民之隱私權與人身安全造成實害，依據
行政院一百十年公布「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業明確將「惡意或未經
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非法侵入或竊取他人資料」之行為，定為數位/網路性
別暴力之類型。於現今網路發達之時代，資訊傳播迅速，如影像或電磁紀錄內容與性相關，容易引
人一窺究竟，倘經他人恣意攝錄，其性影像恐將快速外流、散布而難以遏止，造成被害人心理無法
抹滅之傷害。近來未經同意散布性影像之案件頻傳，關於攝錄、散布性影像等犯罪對被害人之隱私
、名譽及人格權所生之損害甚鉅，現行本法係以第三百十五條之一窺視竊聽竊錄罪、第二百三十五
條散布猥褻物品罪等論斷，使其性影像遭受「猥褻物品」之污名，加劇社會對於被害人之歧視及責
難，且未能妥適對應各類行為惡性，及對被害人權利侵害之嚴重性予以合理評價。復邇來網路資訊
科技及人工智慧技術之運用快速發展，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而製作他人不實之性影像案件於
國內外亦有逐漸增加之趨勢，因該性影像內容真假難辨，對於被害人人格法益之侵害程度不亞於散
布真實影像之犯罪，爰有予以明定處罰之必要。
準此，為抑制是類新興犯罪事件，並使其罪刑相當，擬增訂第二十八章之一「妨害性隱私及
不實性影像罪」，區分各犯罪行為樣態及侵害法益程度，明定加重處罰規定；另為符合司法院釋字
第七九九號解釋意旨，保障受強制治療處分人之權益，並維護社會安全，明定強制治療處分之期間
、延長期間及相關程序，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性影像之定義。（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增訂強制治療處分之期間、延長期間、停止執行後再繼續施以強制治療及期間計算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九十一條之一）
三、增訂未經他人同意攝錄性影像之處罰。（修正條文第三百十九條之一）
四、增訂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攝錄性影像之處罰。（修正條文第三百十九條之二）
五、增訂未經他人同意，無故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性影像之處罰
。（修正條文第三百十九條之三）
六、增訂製作、散布、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不實性影像之處罰。（修正條文第三百十
九條之四）
七、增訂沒收及告訴乃論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百十九條之五及第三百十九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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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十條

稱以上、以下、以內

條

第十條

稱以上、以下、以內

一、為明確規範性影像之定義

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

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

，爰增訂第八項規定，說明
如下：

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

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

(一)第一款性影像，係指含
有「以性器進入他人之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
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
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

性器、肛門或口腔，或
使之接合之行為」、「

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
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

。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性器、肛門，或使之接
合之行為」之內容者。

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
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

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
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

(二)第二款所稱「客觀上足
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

共事務者。
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

共事務者。
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

體隱私部位」，指該身
體隱私部位，依一般通

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

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

常社會觀念足以引起性
慾或羞恥而言，例如臀

：
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

：
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

部、肛門等。
(三)第三款所定「以身體或

二目之視能。
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

二目之視能。
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

器物接觸前款部位」，
例如以親吻、撫摸等方

二耳之聽能。
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

二耳之聽能。
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

式或以器物接觸前開部
位之內容，不論自己或

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

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

他人所為者均屬之。
(四)第四款規定「其他與性

上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

上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

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
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機能。
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

機能。
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

例如其影像內容未如第
一款或第三款行為清楚

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

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

呈現「性器」或「足以
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

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
為：

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
為：

隱私部位」，而係對該
等部位以打馬賽克等方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

式遮掩、迴避，或因攝
錄角度未能呈現，而客

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

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

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
恥之行為。

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

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

二、第一項至第七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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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
行為。

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
行為。

司法院加註意見：
本院認行政院來函會銜第十條

稱電磁紀錄者，謂以電
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

稱電磁紀錄者，謂以電
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

第八項之草案，其第一款與第
三款有部分重疊規範之處，建

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
理之紀錄。

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
理之紀錄。

請第三款修正為「第一款以外
之以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部位

稱凌虐者，謂以強暴、
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

稱凌虐者，謂以強暴、
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

，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
恥之行為。」：

，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
。

，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
。

第三款規定「以身體或器
物接觸前款部位，而客觀上足

稱性影像者，謂內容有
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

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是凡身體接觸前款部位，而客

紀錄：
一、第五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
為均包括在內；而第一款規定

之行為。
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

「第五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行
為」即以性器、其他身體部位

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
位。

或器物進入（或使之接合）他
人性器、肛門等之行為，自當

三、以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
部位，而客觀上足以引起

然為第三款「接觸」概念所包
含，即該兩款有部分重疊規範

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四、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

之處。為免適用上產生爭議，
建請第三款修正為「第一款以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
為。

外之以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部
位，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第九十一條之一

犯第二百二

羞恥之行為。」以資明確。
第九十一條之一

犯第二百二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

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

二、為保障受強制治療處分人
之權益，參考第八十七條第

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
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

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
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

三項規定，修正第二項，規
定強制治療處分之期間為五

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
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

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
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

年以下，第一次延長期間，
無論原裁定期間是否達五年

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
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

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
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

，均為三年以下，第二次以
後每次延長期間為一年以下

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強制治療：

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
以強制治療：

。又第二項所稱「以後」，
參考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應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
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
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

俱連本數計算。
三、為使強制治療之執行符合

、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
者。

、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
者。

受處分人之實際情形，於強
制治療執行中，認無繼續執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
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
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

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停止治
療之執行，以保障受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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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鑑定、評估，認有再
犯之危險者。

，經鑑定、評估，認有再
犯之危險者。

之權益，爰增訂第二項但書
規定。

前項處分期間為五年以
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

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

四、受處分人於停止強制治療
之執行後，有第一項情形之

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
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

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
止治療之必要。

一者，法院得再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強制治療，爰增訂

一次延長期間為三年以下，
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

第三項規定，以保護社會安
全。

一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
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停

五、有關繼續施以強制治療之
期間，應與停止治療前已執

止治療之執行。
停止治療之執行後有第

行之期間合併計算，爰增訂
第四項規定，以保障受處分

一項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令
入相當處所，繼續施以強制

人之權益。
六、無論執行、延長或停止後

治療。
前項強制治療之期間，

繼續執行強制治療期間，應
每年鑑定、評估有無繼續治

應與停止治療前已執行之期
間合併計算。

療之必要，爰將現行第二項
後段規定移列第五項規定，

第二項至前項執行或延
長期間內，應每年鑑定、評

以符實需。
司法院加註意見：

估有無繼續治療之必要。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本院就行政院來函會銜第九十
一條之一草案容有下列疑義，
茲說明如下：
一、草案第二項但書以「執行
中無繼續執行之必要」為法
院裁定停止治療之要件，其
標準未明，存有違反法律明
確性原則之疑慮：
(一)現行法係規定強制治療
至受處分人「再犯危險
顯著降低為止」：
現行法本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處分期間至
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
，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
、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
必要」，又依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八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刑法第九十一
條之一第二項之停止強
制治療，由檢察官聲請
該管法院裁定之。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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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
療之要件，為「再犯危
險顯著降低」，依司法
院釋字第七九九號解釋
意旨，認以此作為性犯
罪者停止強制治療之要
件，尚無違法律明確性
原則。
(二)草案停止治療之要件未
明，存有違反法律明確
性原則之疑慮：
草案有關強制治療
之期間，由現行法「無
最長期限（期間至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搭配
「每年鑑定、評估有無
停止治療之必要」，修
改為有期限但得不限次
數延長、「法官定期審
查」，搭配「每年鑑定
、評估有無繼續治療必
要」及「停止治療」。
惟草案就停止治療「無
繼續執行之必要」之要
件，尚付之闕如。
復參照司法院釋字
第七九九號解釋意旨：
「現行強制治療制度長
年運作結果有趨近於刑
罰之可能，而悖離與刑
罰之執行應明顯區隔之
憲法要求，有關機關應
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為有效之調整改善
，以確保強制治療制度
運作之結果，符合憲法
明顯區隔要求之意旨。
」主責機關就強制治療
制度之規劃與執行，應
本於受強制治療者係立
於「病人」之地位接受
治療，其治療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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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管理等項，應以
使受強制治療者有效降
低其再犯危險為目的，
以保護社會大眾安全，
並協助受強制治療者日
後復歸社會，而應與刑
事處罰應有明顯區隔。
從而，草案以「執
行中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為法院裁定停止治療
之要件，究係指「無再
犯之危險」（第一項各
款要件反面解釋）？抑
或「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抑或包含「長時間
治療但未達到或無法達
到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之治療目標」？尚有疑
義，存有違反法律明確
性原則之疑慮。
(三)結論：
建請於第二項但書
明訂「無繼續執行之必
要」（停止治療）之要
件，供檢察官聲請、法
官裁定停止治療之審酌
標準，以符法律明確性
原則之要求。
二、草案就停止強制治療之加
害人，欠缺行為監督機制，
社會安全網恐有缺漏：
(一)經假釋或緩刑宣告之性
侵害犯罪加害人，於人
身自由非受拘禁期間，
依法應付保護管束：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於假釋、緩刑或經裁定
停止強制治療者，依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規定，如經評
估認有施以治療、輔導
之必要，主管機關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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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
教育。其中「假釋出獄
者，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犯九十一條之一
所列之罪，受緩刑之宣
告者，應於緩刑期間付
保護管束。」刑法第九
十三條第二項、第一項
第一款分別定有明文，
由此可知，於假釋或緩
刑期間之加害人，除接
受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
外，依法並應付保護管
束，藉由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及觀護人系統對加
害人之「行為監督」（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
四條之二之命應遵守事
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十條第三項採取一
款或數款之處遇方式，
如實施包括電子腳鐐在
內之「科技設備監控」
等），以達矯治行為人
、預防再犯之目的。如
有違反保護管束期間應
遵守事項且情節重大者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七十四條之三規定，檢
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
束或緩刑之宣告，典獄
長得報請撤銷假釋。
(二)草案及現行法就停止強
制治療之加害人，於人
身自由非受拘束之期間
，欠缺如假釋及緩刑「
付保護管束」之行為監
督機制：
承前所述，依草案
及現行法之規定，停止
強制治療之加害人，欠
缺如假釋或緩刑期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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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監督」機制，恐
未能及時發現其不當行
為，而不能再令入相當
處所繼續施以強制治療
。實務上往往等到加害
人再犯另案性侵害犯行
，始能聲請法院裁定繼
續強制治療，恐不利於
防止再犯或維護公共安
全，造成社會安全網存
有漏洞。
(三)結論：
本院認性侵害加害
人於停止治療期間，應
建立行為監督機制，由
低度限制之保安處分（
保護管束）替代拘束人
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強
制治療），建議增訂「
（第六項）停止治療者
，於停止治療期間付保
護管束。（第七項）前
項受保護管束人違反保
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
條之二各款情形之一，
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令
入相當處所，繼續施以
強制治療。」並審酌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
條第四項，規定保護管
束執行期間、延長及免
其處分執行之相關規範
，使性侵害加害人於停
止強制治療期間，得同
時受有完善之監督、保
護，完足社會安全網之
功能。
第二十八章之一

妨害

一、章名新增。

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
罪

二、按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
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
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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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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
院釋字第五八五號、第六○
三號解釋參照）。
三、次按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
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
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
係密切，是人格權應受憲法
第二十二條保障（司法院釋
字第六六四號解釋參照）。
而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
性及人格之完整，為實現人
性尊嚴所必要，受憲法第二
十二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
第三九九號、第四八六號、
第五八七號、第六○三號、
第六五六號解釋參照）。
四、本次修正，增列隱私權最
核心之侵害性隱私犯罪，以
及為有效抑制製作、散布不
實性影像相關行為，回應外
界對於人格法益保障之期待
，爰增訂第二十八章之一，
並定章名為妨害性隱私及不
實性影像罪。
司法院加註意見：
本院認行政院來函會銜第二十
八章之一立法說明容有下列疑
義，茲說明如下：
一、關於本章各罪之保護法益
是否包括「名譽權」，尚有
未明：
草案總說明「關於攝錄
、散布性影像等犯罪對被害
人之隱私、『名譽』及人格
權所生之損害甚鉅」，第二
十八章之一立法說明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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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
……『名譽權』……受憲法
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可
知「名譽權」為本章立法所
保障之法益之一。惟對照本
章各罪所保護之法益，其中
草案第三百十九條之一至三
百十九條之三立法說明「維
護個人生活私密領域最核心
之性私密」、「保護個人性
隱私」、第三百十九條之四
立法說明「保護個人隱私權
及人格權」，均未提及保護
「名譽權」，則究竟「名譽
權」係哪一罪名所保護之法
益？尚有未明。
二、本院認為刑法第三百十九
條之三之罪（未得同意散布
性影像罪），保護之法益包
括「名譽權」：
「名譽」，指對他人品
性、德行、名聲、信用等的
社會評價；「名譽權」指享
有名譽的權利，為人格權之
一種，屬憲法所保障之基本
權。而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
影像，使得被害人最私密之
隱私部位或行為對外流傳，
往往遭他人歧視、嘲笑、攻
擊、騷擾等，除其隱私權遭
侵害外，並使其在社會上所
保有之人格和地位評價受到
貶損，自傷害個人名譽。參
以日本「個人性圖像紀錄散
布被害防制法」（即通稱之
2014 日本「情色報復受害
防治法」）規範處罰未得他
人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行
為，於第一條即明定其立法
目的：「為保護個人名譽及
防止私人生活之安寧遭受侵
害」，可知該法保護法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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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名譽與隱私。從而，建
議就刑法第三百十九條之三
之罪，於立法理由補充說明
保護法益尚包括「名譽權」
。
三、本院認為刑法第三百十九
條之四之罪（未經同意散布
他人不實性影像罪），保護
之法益包括「名譽權」：
散布以深偽科技方法製
作之不實性影像（如將商業
A 片主角置換為被害人之臉
），傳述個人不實之生活事
實（誤以為被害人拍過色情
影音，或該不實性影像為本
人真實之性影像），造成個
人社會評價貶低、社會形象
減損之結果，除人格法益受
到侵害外，亦侵害個人名譽
權。從而，建議就刑法第三
百十九條之四之罪，於立法
理由補充說明保護法益包括
「名譽權」。
四、結論：
本章章名之立法說明
，與本章各條文之立法說
明，就名譽權部分，尚難
契合；而保護法益之確認
，攸關犯本章之罪與妨害
名譽罪章之罪競合時，法
院如何解釋、適用法律，
建請釐清並於各該罪之立
法說明中，予以補充。
第三百十九條之一

未經他人

一、本條新增。

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
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

二、為強化隱私權之保障，明
定第一項未經他人同意，無

錄其性影像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故攝錄其性影像之處罰規定
，以維護個人生活私密領域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
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項

最核心之性隱私。
三、參考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

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一項規定，為第二項規定，
並參考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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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
意圖營利、散布、播送

二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

、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
覽，而犯第一項之罪者，依

定，為第三項規定。另衡酌
其行為意圖，加重刑責，以

前項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合理評價其行為罪責。
四、參考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五項規
定，於第四項定明對未遂犯
之處罰規定，以期保護之周
延。
司法院加註意見：
本院認行政院來函會銜第三百
十九條之一之草案容有下列疑
義，茲說明如下：
一、草案第三項將「意圖營利
」與「散布、播送、公然陳
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併列
，易使人誤會後者係「行為
」而非「主觀意圖」，建請
修正為「意圖營利，或意圖
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
他法供人觀覽，而犯……」
：
草案規定「意圖營利、
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
他法供人觀覽而犯……」，
易使人難以理解「散布、播
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
觀覽」係「行為」或「主觀
意圖」，爰建請參酌刑法第
二百四十條第三項之規定，
修正為「意圖營利，或意圖
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
他法供人觀覽，而犯……」
，立法說明三後段修正為「
如行為人基於營利、散布、
播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
人觀覽之意圖而犯第一項之
罪，惡性較重，有加重處罰
之必要，爰參考參考第三百
十五條之二第二項、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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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第四項規定，增訂第三
項規定。」以資明確。
二、「攝錄」之內涵是否包含
「側錄」？建請釐清：
所謂「攝錄」，於刑法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均無相同構成要件用語。
則其文義上除包含拍攝及錄
影之行為外，是否包含「側
錄」（如透過網際網路即時
影音從事虛擬性愛之際，未
經對方同意錄影，即以電腦
軟體設備進行側錄或截圖其
性影像）？建請釐清並於立
法理由中說明。
三、第三項「依前項規定處斷
」，建請修正為「亦同」，
以符立法體例：
刑法分則體例，如某項
罪行援引前項罪行之刑罰作
為法律效果者，係以「亦同
」文字代之（如第一百七十
四條第三項、第二百三十五
條第二項、第三百十五條之
二第二項等），爰建請修正
之。
第三百十九條之二 以強暴、
脅迫、恐嚇或其他違反本人

一、本條新增。
二、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

意願之方法，以照相、錄影
、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

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以
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

攝錄其性影像，或使其本人
攝錄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
或使其本人攝錄者，行為手

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段之惡性更重，應加重處罰
，爰為第一項規定。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
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項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範理
由同前條說明三及四。

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

司法院加註意見：
本院認行政院來函會銜第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散布、播送

十九條之二之草案容有下列疑
義，茲說明如下：

、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他人
觀覽，而犯第一項之罪者，

一、關於第一項違反本人意願
攝錄性影像之方法，建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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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加「詐術」、「藥劑」及「
催眠術」，以完善保護性隱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私：
參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項
規定，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尚有「詐術」、「藥劑」
及「催眠術」，例如實務上
有假借招募模特兒或拍片，
要求前來應徵者脫衣試鏡；
亦有在網路上佯裝交友、發
展戀情，騙取他人自拍裸照
，此均係以「詐術」方法攝
錄他人之性影像；另施以「
藥劑」、「催眠術」，亦為
實務上曾見攝錄他人性影像
之手段，均有立法禁止之必
要，爰建請增加處罰以「詐
術」、「藥劑」、「催眠術
」方法攝錄性影像之行為。
二、第三項「意圖營利、散布
、播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
供人觀覽」建請修正為「意
圖營利，或意圖散布、播送
、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
覽，而犯……」，理由同第
三百十九條之一修正條文之
本院加註意見一。
三、第三項「依前項規定處斷
」，建請修正為「亦同」，
以符立法體例，理由同第三
百十九條之一修正條文之本
院加註意見二。

第三百十九條之三

未經他人

一、本條新增。

同意，無故重製、散布、播
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

二、性隱私為私人生活最核心
之領域，無論是否為他人同

他法供人觀覽其性影像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意攝錄，如有未經其同意而
無故重製、散布、播送、交

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其性影像

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
觀覽其性影像者，對於被害

係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一項
至第三項攝錄之內容者，處

人將造成難堪與恐懼等身心
創傷，而有處罰必要，爰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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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考德國刑法第二百零一 a 條
、日本個人性圖像紀錄散布

。
犯第一項之罪，其性影

之被害防制法律案第三條、
美國伊利諾州二○一二年刑

像係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攝
錄之內容者，處一年以上七

法第十一之二十三點五節等
規定，增訂本條規定，以保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
十萬以下罰金。

護個人性隱私。
三、行為人雖未為散布、播送

意圖營利而犯前三項之
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

或公然陳列之行為，然一有
未經他人同意而重製、交付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販賣前
三項性影像者，亦同。

其性影像者，該性影像將有
流傳之可能，侵害之程度應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與散布、播送或公然陳列行
為等同視之，故納入本條之
犯罪行為予以處罰，以充分
保護被害人。
四、如行為人對於所重製、散
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之性影
像，主觀上認識（明知或預
見）係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
一項至第三項或第三百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攝錄
之內容（即性影像來源係竊
錄或施以強暴脅迫等違反本
人意願之手段而攝錄所得）
，主觀惡性更重，應加重處
罰，爰為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
五、如係以營利為目的犯前三
項之罪，或販賣前三項之性
影像者，對於個人隱私權及
生活私密領域之侵害尤甚，
爰為第四項規定，其處罰依
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六、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行為，
著手後即有侵害他人隱私權
之危險，爰於第五項定明對
未遂犯之處罰規定，以期保
護之周延。
司法院加註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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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認行政院來函會銜第三百
十九條之三之草案容有下列疑
義，茲說明如下：
一、草案就「性影像」未區別
被攝錄者對之是否有合理隱
私之期待，與立法保護性隱
私之立法目的不符：
(一)草案規範未經同意散布
「性影像」之行為，其
中尚包括非屬性私密影
像部分，與保護性隱私
之立法目的未合，存有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
疑慮：
依草案立法說明，
本條係為保護個人性隱
私，即規範所謂「未得
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
之行為。然草案規定之
行為客體為「性影像」
，依草案第十條第八項
之定義，乃客觀描述內
容與性有關之一切影像
，是縱屬被攝錄者同意
公開而不具隱私期待之
性影像（如商業片等）
，亦為定義所涵攝，而
與保護性隱私之規範目
的未合，存有違反法律
明確性原則之疑慮。
(二)不具合理隱私期待（如
已經公開）之性影像，
應非本罪保護之客體：
「隱私權」所保護
者，為個人私生活領域
免於受到侵擾，如本人
無合理隱私期待（如已
經公開）之性影像，並
無應受保護之隱私權可
言，自無須立法保護。
又若本條行為客體未限
制被拍攝者具合理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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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則散布本人已公
開之性影像諸如商業 A
片、情色寫真、電影中
露點影像、被拍攝者自
行於社群媒體公開張貼
其本人之露點照片等，
恐均該當本條構成要件
，與本條保護性隱私之
規範目的未合。
(三)立法例：
參以日本「個人性
圖像紀錄散布被害防制
法」處罰未經他人同意
散布其「私事性的影像
」之行為；日文「私事
」即「隱私」概念，私
事性的影像專指被拍攝
對象，不論對於拍攝係
在知情或不知情狀況下
，並不欲該影像公開或
為第三人觀覽之情形。
可知被拍攝者對該影像
保有合理隱私期待，始
為該法所保護之範疇。
(四)結論：
本條之行為客體，
應具「私密性」，即被
拍攝者保有合理隱私期
待，應以未曾經被拍攝
者（同意）公開者為限
。建請於條文、立法理
由中規範、說明，以符
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保
障規範目的之實現。
二、本罪與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第四十一條之
罪可能產生競合，並因本罪
法定刑較輕，如從重罪處斷
，恐失草案立法之美意：
(一)臉部及身體特徵，屬個
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
個人資料」，依個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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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不得非法蒐集、
利用：
按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稱之「個人資料」，
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婚姻、家
庭、教育、職業、病歷
、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
、聯絡方式、財務情況
、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
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二條第一款定
有明文。實務見解有認
為，「身體特徵」具有
生物上之識別性，因每
個人之身體外觀仍具相
當差異性，若結合人之
身體其他多個部位外觀
特徵或其他資訊，已足
以個別化而具有識別性
，當屬該法所欲保護之
「個人資料」，不得非
法擅自蒐集、利用。
(二)未經同意散布他人性私
密影像之行為，可能構
成個資法第四十一條之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依實務見解，未經
同意將被害人身體隱私
部位之個人資料照片（
裸照）傳送他人，顯已
逾越蒐集之特定目的必
要範圍，係違反個資法
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
，而犯同法四十一條之
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
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
個人資料罪，其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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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重於草案之
法定刑。
(三)結論：
未經同意散布性影
像之行為，現行法可能
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四十一條之罪，而草案
立法後，兩罪競合（不
論想像競合或法規競合
）從重依個資法之罪處
斷時，恐失草案立法之
美意，建請斟酌。
三、草案處罰「重製」性影像
之行為，有違反刑法謙抑原
則（最後手段性）之疑慮，
建請刪除：
(一)「重製」屬著作權法之
用語，概念上包含備份
、下載等行為，草案處
罰「重製」行為，似等
同處罰「持有」、「觀
覽」之行為：
依著作權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五款前段之規
定，「重製」指以印刷
、複印、錄音、錄影、
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
直接、間接、永久或暫
時之重複製作。另侵害
電腦程式著作以透過電
腦設備予以編輯、處理
、傳輸、顯示或儲存，
重複下載、讀取、傳輸
電磁紀錄的過程中，原
有電磁紀錄的檔案內容
，可以隨時複製而不致
減損，亦屬於此之重製
行為涵義（司法院 108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
談會」「刑事訴訟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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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議題」提案及研討結
果第 1 號參照）。據此
，凡備份、從網路下載
性影像之行為，均該當
草案之「重製」行為。
然而，本條主要處
罰對外流通行為，例如
散布、播送、交付、公
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
觀覽性影像等。而「重
製」乃「複製」之概念
，例如備份留念、下載
觀覽等，並未將性影像
對外擴散、流通，若加
以刑事處罰，等同間接
處罰「持有」、「觀覽
」性影像之行為；則其
法定刑度與散布流傳等
同視之，且罪數上為一
罪一罰（如依備份或下
載數次，構成數罪），
是否過苛？是否輕啟人
罪？立法政策上是否有
處罰之必要？建請斟酌
。
(二)對非法攝錄他人性影像
之行為人，如就其單純
將該性影像複製備份之
「重製」行為加以處罰
，恐有過度評價之疑慮
：
依草案規定，未經
同意非法攝錄他人性影
像之行為，可依第三百
十九條之一或第三百十
九條之二加以處罰，如
其有對外散布性影像之
行為，可再依第三百十
九條之三加以處罰，有
層級化之區別。
然而，非法取得性
影像後，單純備份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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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其目的是為保
存非法攝錄所得，可視
為原犯行結果之保存，
對法益並未有更進一步
侵害，性質上屬「不罰
後行為」，處罰其非法
攝錄之行為應已足評價
。再者，依草案規定，
重製之法定刑竟重於非
法攝錄之行為，並依重
製次數併罰，恐有過度
評價之疑慮。
(三)「重製」非典型隱私侵
害態樣，處罰「重製」
性影像之行為，可否達
保護隱私權法益之規範
目的，容有疑義：
立法體例上以「重
製」為犯罪構成要件者
，例如著作權法第九十
一條第一項「擅自以重
製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
財產權」、營業秘密法
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
一款「以擅自重製方法
取得營業秘密」，上開
「重製」行為為侵害著
作權或營業秘密典型之
行為態樣。
然而，性隱私典型
之侵害態樣為未經同意
而「攝錄」或「散布」
之行為；至於「重製」
性影像，是否會進一步
造成隱私權之侵害？加
以處罰，是否為保護隱
私權法益所必要？未見
草案說明其理由，容有
疑義。
(四)結論：
基於刑法謙讓抑制
之本旨，應在必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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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小限度範圍內，始
予適用，而且屬於最後
的手段。處罰重製行為
，等同處罰持有、觀覽
之行為，且有過度評價
之可能，亦未能達到法
益保護之規範目的，國
家動用刑罰權處罰重製
行為，有違反刑法謙抑
原則之疑慮，建請刪除
本條有關「重製」之規
定。
四、草案第四項後段處罰「販
賣」行為，與前段處罰「意
圖營利而散布、交付、公然
陳列」之行為，有部分重複
規範之處，且適用上恐生衝
突、矛盾，建請刪除後段文
字：
(一)所謂「販賣」，係指行
為人基於營利之意圖，
而將某物有償轉讓予特
定人而言。當買賣標的
物交付與他人並收取對
價時，犯行即屬既遂；
若行為人著手販賣行為
之實施，但尚未完成販
賣行為（如尚未收取價
金），則犯行止於未遂
階段。
(二)又「散布」者，乃散發
傳布於公眾之意（最高
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6294 號判決意旨參照
），即將某物散布予不
特定多數人或特定多數
人，使其流傳於眾而言
；所謂「交付」，係指
將某物移轉占用予特定
人或使之處於可得觀覽
或使用之狀態（例如以
電子郵件將檔案寄給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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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公然陳列」
，指陳列於不特定人或
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
聞之公然狀態。草案處
罰「意圖營利而散布、
交付、公然陳列」行為
，則行為人主觀上只須
有營利之意圖，一旦完
成散布、交付或公然陳
列之行為，犯行即屬既
遂，是否收取對價，不
影響犯行既遂與否之認
定。
(三)據上，草案後段處罰「
販賣」行為，倘若行為
人已交付性影像而尚未
收取價金，究竟應論以
第三項前段之意圖營利
而交付罪，抑或販賣未
遂罪？又倘行為人意圖
營利公然陳列（即已著
手於向不特定人或特定
多數人行銷），於尚未
售出之際，則應論以意
圖營利而公然陳列既遂
，抑或販賣未遂罪？適
用上恐生爭議。另販賣
對象若已達多數人，究
竟應論以意圖販賣而散
布之一罪？抑或販賣之
數罪？適用上亦生疑義
。
(四)綜上，草案前段「意圖
營利而散布、交付、公
然陳列」既可涵蓋處罰
「販賣」之各階段行為
，建請刪除草案第四項
後段「販賣前三項性影
像者，亦同」之文字，
避免爭議。
五、草案第二項、第三項分別
有「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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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至第三項攝錄之內容者」
、「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攝
錄之內容者」用語，建請均
刪除「至第三項」之文字：
(一)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二
項、第三百十九條之二
第二項分別係處罰意圖
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
設備，便利他人為各該
條第一項攝錄行為之犯
行，屬幫助行為之正犯
化，非攝錄行為本身，
故該項無攝錄之內容可
言；又第三百十九條之
一第三項、第三百十九
條之二第三項均係犯各
該條第一項之罪之加重
處罰規定，所指性影像
內容即各該條第一項攝
錄所得。
(二)從而，草案第二項、及
第三項均僅規定「……
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一
項攝錄之內容……」（
第二項）、「……前條
第一項攝錄之內容……
」（第三項）為足，條
文中指涉「第二項、第
三項攝錄之內容」，則
皆無規範之必要，均建
請刪除「至第三項」文
字。
第三百十九條之四 意圖散布
、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一、本條新增。
二、因網路資訊科技及人工智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以電腦
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

慧技術之運用快速發展，以
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而

於他人不實之性影像，足以
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

製作關於他人不實之性影像
，可能真假難辨，易於流傳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如有意圖散布、播送、交
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

散布、播送、交付、公
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

人觀覽而製作，或散布、播
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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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性影像，足以生損害於
他人者，亦同。

他法供人觀覽他人不實之性
影像，對被害人造成難堪與

意圖營利而犯前二項之
罪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恐懼等身心創傷，而有處罰
必要，爰參考韓國性暴力犯

，得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販賣前二項性影像者，亦

罪處罰特別法第十四條、美
國維吉尼亞州刑法道德與風

同。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化罪章第十八點二之三八六
點二條規定，增訂本條規定
，以保護個人之隱私權及人
格權。
三、製作他人不實性影像之行
為手段包括以電腦合成、加
工、編輯或其他科技方法，
例如以深度偽造技術，將被
害人之臉部移接於他人之性
影像即屬之。
四、行為人製作關於他人不實
之性影像，如係基於散布、
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
以他法供人觀覽之不法意圖
，且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者，
已有處罰之必要，爰為第一
項規定，以符合憲法比例原
則。
五、行為人散布、播送、交付
、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
覽第一項之性影像者，雖非
製作行為，然使不實之性影
像流傳於人，足以生損害於
他人者，亦有處罰必要，爰
為第二項規定，以遏止上開
犯罪行為，並保護被害人。
六、至於行為人意圖營利而犯
前二項之罪，或販賣前二項
性影像者，惡性更重，應予
加重處罰，爰為第三項規定
，以符罪刑相當原則。
司法院加註意見：
本院認行政院來函會銜刑法第
三百十九條之四草案，容有下
列疑義，茲說明如下：
一、「不實」性影像概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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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之疑慮：
何謂「不實之性影像
」？其概念可能有多種情
形，包括(一)將被害人之
臉部移接於他人之性影像
。（即草案立法說明三所
舉例子）、(二)將被害人
真正之性影像，透過軟體
製作出原影音所無之動作
（即臉部、身體係被害人
本人，但製作不實之動作
內容）或變更被害人之身
體（如將胸部變大或變小
等）、(三)將被害人真正
之性影像，換臉為他人。
（如身體、動作係被害人
本人之性隱私，但臉部置
換為他人）等。則草案所
稱「不實之性影像」，係
規範何種情狀？未予定義
、說明，存有違反法律明
確性原則之疑慮。此涉法
律之解釋與適用，建請於
草案或立法理由中予以定
義、說明，以資明確。
二、草案立法理由認為本條保
護法益包括「隱私權」，
容有誤會，建請刪除：
(一)「隱私權」所保護者
，為個人私密領域免
於遭受侵擾及個人資
訊之自主控制權：
關於憲法所保障
隱私權之種類，包括
私密領域之隱私（司
法院釋字第七九一號
解釋）、個人資訊自
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
（司法院釋字第六○
三號解釋）、秘密通
訊自由（司法院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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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三一號解釋）、
個人生活私密空間（
司法院釋字第六八九
號解釋）等。其中，
司法院釋字第六○三
號解釋闡釋隱私權包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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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
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
資料、及在何種範圍
內、於何時、以何種
方式、向何人揭露之
決定權，並保障人民
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
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
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可知隱私權所保
護者，為真正個人私
生活領域免於遭受侵
擾及個人資料自主控
制權。因此，若非個
人真正之私密資訊、
活動，即非隱私權保
護之對象。
以草案第三百十
九條之三為例，「未
經同意散布（真實）
性影像」之行為，乃
未取得本人之同意而
將其具隱私期待之親
身動作、身體部位所
表現出來之私密活動
影像揭露予他人觀覽
見聞，故其在刑法上
之不法內涵，應在於
行為人破壞本人對於
該等真正性私密影像
資訊之自主控制權，
致本人之個人私領域
生活遭受侵擾，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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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隱私權。
(二)依草案說明欄三之例
，行為客體為「不實
」性影像，非被害人
真正之性隱私資訊，
其真正私密領域未受
到侵擾，故「隱私權
」應非本罪保護之法
益：
草案規範之製作
、散布「不實」性影
像之行為，依說明欄
三舉例，係指以深偽
技術將被害人臉部移
接於他人性影像之行
為，因該性影像並非
本人真實身體、動作
，故所製作、散布者
並非本人真正之性隱
私資訊，其真正私密
領域未受到侵擾，難
認被害人「隱私權」
遭侵害。
(三)結論：
草案立法理由認
為本條保護法益包括
「隱私權」，容有誤
會，建請刪除。
三、第三項末段「亦同」，建
議修改為「依第一項之規
定處斷」，以符立法體例
：
刑法分則體例，如某
項罪名援用前項罪名之刑
罰作為法律效果，而前項
係以「亦同」援用再前項
之刑罰作為法律效果者，
該某項係以「依第○項之
規定處斷」文字代之（如
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一項
至第三項），爰建請修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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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案未處罰未遂犯，係立
法疏漏或有意不罰，建請
釐清：
本條處罰製作（第一
項）、散布（第二項）及
意圖營利而散布（第三項
）「不實」性影像之行為
，其立法架構、構成要件
行為，與第三百十九條之
一至第三百十九條之三攝
錄、散布及意圖營利而散
布「真實」性影像相當。
然後者修正條文處罰未遂
犯，何以本條草案並無未
遂犯之處罰規定？係立法
疏漏或有意不罰，建請釐
清。
第三百十九條之五

第三百十

一、本條新增。

九條之一至前條性影像之附
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

二、配合第三百十九條之一至
前條增訂性影像相關規定

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將其附著物及物品納入
義務沒收範圍，以避免被
害人受到二次傷害。

第三百十九條之六

第三百十

一、本條新增。

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百十
九條之三第一項之罪，須告

二、為尊重第三百十九條之一
第一項、第三百十九條之

訴乃論。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三第一項被害人進行訴訟
程序之意願，爰為本條規
定。
司法院加註意見：
本院認行政院來函會銜刑法第
三百十九條之六草案，容有下
列疑義，茲說明如下：
一、就新增訂之第三百十九條
之一第一項（未經同意攝
錄性影像罪）、第三百十
九條之三第一項（未經同
意散布性影像罪）規範為
告訴乃論之罪，涉及刑事
政策，本院尊重主責機關
及 貴院之權責。惟本院
認草案未就第三百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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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第一項（以電腦合成
製作不實性影像罪）、第
二項（散布不實影像罪）
規定為告訴乃論之罪，容
有下列疑義，茲說明如下
：
(一)草案就攝錄（製作）
、散布「真實」或「
不實」之性影像，而
有告訴乃論或非告訴
乃論之差別待遇，但
未說明製造、散布「
不實」性影像採非告
訴乃論之規範目的為
何，是否有助於該目
的達成之合理、實質
關連，存有違反憲法
平等原則之疑慮：
對比同為性影像
之犯行，「真實」性
影像遭偷拍、散布，
對被害人身心之創傷
應不亞於製作、散布
「不實」性影像，甚
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蓋「真實」之性影像
外流，乃個人最私密
之隱私核心領域遭侵
害，嚴重影響被害人
之形象、事業、婚姻
、身心健康等，草案
規範為告訴乃論之罪
，就實質侵害較輕之
製作、散布「不實」
性影像犯行則規範非
告訴乃論，而立法理
由卻未說明差別待遇
之正當理由（即採非
告訴乃論之規範目的
及是否有助於該目的
達成之合理、實質關
連），存有違反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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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則之疑慮。
(二)攝錄（製作）、散布
「真實」性影像與「
不實」性影像之罪均
係侵害與性有關之個
人法益，其訴追條件
應為相同之規範：
草案第三百十九
條之一第一項（未經
同意攝錄性影像罪）
及第三百十九條之三
第一項（未經同意散
布性影像罪），依其
立法理由，係保護個
人之「性隱私」；第
三百十九條之四第一
項（未經同意製作不
實性影像罪）、第二
項（未經同意散布不
實性影像罪），依其
立法理由，係保護個
人之「隱私權」（本
院就此有不同意見，
詳前述）、「人格權
」。可知兩者均係保
護個人法益，而非國
家或社會法益，且上
開罪名與追求公共利
益之目的尚無重大關
連（如意圖營利為之
者，因惡性重大，基
於追求公共利益考量
，始有規範為非告訴
乃論之必要），兩者
保護法益既均為「性
影像」攝錄（製作）
、散布等行為造成個
人法益之侵害，立法
政策上，應尊重被害
人本人是否提起告訴
之意願，其等追訴條
件應為一致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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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真實」或「不
實」性影像之訴追條
件採取不同政策，可
能產生保護失衡、追
訴條件是否具備之爭
議：
不論「真實」或
「不實」之性影像，
臉部均係被害人本人
，差別僅在身體部位
及動作是否係本人之
性隱私。若未經同意
攝錄、散布「真實」
之性影像，採告訴乃
論之刑事政策，另非
本人性隱私之「不實
」性影像，卻未相同
採告訴乃論之訴追條
件，對不同性影像被
害人之保護、意願尊
重，恐有失衡。
又「性影像」之
內容（包含臉部、身
體及動作等）是否係
本人之性隱私，本人
知之甚稔，程序上需
向本人調查、確認，
故不論散布真實或不
實性影像，均規範為
告訴乃論之罪，實務
上並無窒礙難行之處
。
再者，性影像究
竟為真實或不實，有
時真假難辯，若製造
、散布不實性影像罪
採非告訴乃論之罪，
經起訴審理後法院認
定是真實性影像（如
被害人不願指稱係其
真實性影像，卻稱係
遭深偽技術合成之性

政 153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影像，而未提出告訴
），此時將因訴追條
件欠缺致無法追訴。
從而，不論真實或不
實性影像之罪如均採
告訴乃論，尊重告訴
人是否訴追之意願，
即可避免相關問題產
生。
(四)本院建議條文：
建議將草案修正
為「第三百十九條之
一第一項、第三百十
九條之三第一項及第
三百十九條之四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須
告訴乃論」。
二、草案漏未規定上開罪名之
「未遂犯」須告訴乃論，
應予補充：
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
一項之罪、第三百十九條
之三第一項之罪，依各該
條第四項之規定均處罰未
遂犯。草案僅規定上開罪
名之既遂犯須告訴乃論，
漏未規定未遂犯須告訴乃
論，容有未恰，建請予以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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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九條之四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二十四年四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定公布，並自二十
四年七月一日施行，期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為配
合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強制治療期間規定修正採定期延長制度，使強制
治療制度之轉換更為周全，爰擬具本法第九條之四修正草案，明定本次修正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
定之施行日期，並就刑法修正施行前受強制治療宣告者，於刑法修正施行後，其強制治療期間裁定
之聲請、管轄以及期間之計算予以規範；另就已停止強制治療之執行者，於刑法修正施行後聲請繼
續施以治療時，其管轄、期間計算與法律適用予以明定，以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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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九條之四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第九條之四

條

文

現

行

條

中華民國○年○

文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月○日修正之刑法，自一百
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施行。

二、為使強制治療制度之轉換
有所周全，應另定施行日期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日刑法修正施行

，爰為第一項規定，以臻完
備。

前，受強制治療之宣告者，
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三、本次刑法修正施行前受強
制治療之宣告者，於本次修

修正刑法施行後，應繼續執
行。

正刑法施行後，應繼續執行
，爰為第二項規定，以杜爭

前項情形，由原執行檢
察署之檢察官於中華民國一

議。
四、為於新舊法過渡時期，明

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
刑法施行後六月內，向該案

確受強制治療處分人之執行
期間，由原執行檢察署之檢

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
依修正後刑法第九十一條之

察官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刑法施行後六月內

一第二項規定，聲請裁定強
制治療之期間。

，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
之法院，依修正後刑法第九

前項聲請，如法院裁定
時，其強制治療已執行累計

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聲
請裁定強制治療之期間，爰

逾五年者，視為依修正後刑
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後

為第三項規定，以利後續執
行。

段規定為第一次許可延長之
聲請；已執行累計逾八年者

五、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修正
意旨，僅就強制治療期間予

，視為第二次許可延長之聲
請。

以修正，對於修正前原強制
治療處分之宣告不生影響，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
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

故法院受理第三項強制治療
期間之聲請時，無須就應否

院，依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裁定之

強制治療為決定，而僅就強
制治療之期間為宣示即可，

，並適用前項規定：
一、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附此敘明。
六、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修正

十二月三十日刑法修正施
行前，受法院停止治療執

後，應視受強制治療處分人
執行期間之不同，分別裁定

行之裁定，於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刑法施

其執行期間，爰為第四項規
定，以維衡平。

行後，經聲請繼續施以強
制治療。

七、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
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受法院

二、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情形

停止治療執行之裁定；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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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於中華民國一百十
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刑

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情形，例
如刑法修正施行前已經聲請

法施行後為停止治療執行
之裁定，經聲請繼續施以

停止治療之執行，或修正刑
法施行後，依第三項規定應

強制治療。

定其強制治療期間之裁定前
，經鑑定、評估應停止治療
之執行，而經法院於一百十
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刑法
施行後為停止治療執行之裁
定者，均為修正前強制治療
宣告效力之延續，如於一百
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刑
法施行後，再經聲請繼續施
以強制治療時，應由該案犯
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依
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
及第三項之規定裁定之，並
適用第四項之規定，以定其
強制治療期間，爰為第五項
規定，以維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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