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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安事件發生之後，輿論上總是出現許多「天佑臺灣」的加油標語，各

方捐款也是火速聚集；臺灣人的善良與互助，令人感動。可是，若只關心事

情的光明面，而不去尋找躲在事件陰影處的真正兇手，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遺憾將一再發生。當我們再次檢視這些災害時，本文認為：若能跳脫個人情

緒的投射，用三大觀點切入，徹底思考災害防治與應變的法制建構，才不會

再次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卻又無法根治病因的困境。

2014 年，發生了高雄氣爆，蘋果日報指出：「經濟部昨召集『高雄石化原物

料輸運管線清查平台』首次會議，發現國內法令可管理天然氣及石油管線，卻無可

管理各類『石化管線』的專法，僅能靠業者『自主管理』。」1

2015 年，發生了八仙粉塵燃燒事件，網路輿論卻多呈現，這是一場私人業者

所舉辦的娛樂派對，並對參與民眾投射以逸樂與縱情等負面論述，再把這樣的結局

貼上「全民買單」的標籤。

轉眼至 2017 年，針對屢次的違建火災事件，自由時報報導：「台北市長柯文

哲表示……由於前市長陳水扁當年對違建下達「特赦令」，把 83 年 12 月 31 日以

前的違建定調為「既存違建」……他查過……但當年只是行政命令，所以就是透過

市政會議，用行政命令撤掉。」

面對這些遺憾的公安事件，我們總會想確認「誰來負責」？是國家還是私人？

同一時間，輿論的轉彎程度又好比白海豚奔馳海上，所以到底有沒有一個可供檢驗

的標準，讓我們冷靜地看待這些問題？

由於國家失職的問題，往往在屢次事件中被輕輕放走，所以本文想先帶領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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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穩一個角度：國家本來就有義務排除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傷害；發動國賠請求，是

來督促政府作分內的事。

以下就以三大思考點來說明；反之，若總是迴避這樣的討論，除了罔顧自己的

權益，更是縱容國家怠惰，無助消弭未來可能會發生的公安疑慮。

一、國家是否有保護義務？

所謂「保護義務」，是指國家生來就有採取積極措施，保護人民免於其他第三

人或自然侵害的「義務」。而這義務怎麼來的？是因為憲法與他的快樂規範，內建

了保障基本人權的精神，所以政府不得不遵守；而且考量侵害人民的角色，並非僅

只有國家，也有可能來自強勢的第三人（慣老闆？不肖業者？）或無情的天災。因

此要求國家扛起這樣的保護責任，是我們創立「國家」這個概念時的深深期許。

也就是說，回顧歷史，近代國家的發展，乃是建立在人民自行放棄「自己麻煩

自己救」的想法，另外改由國家獨占強制力，統一維護社會上的秩序。換句話說，

既然讓人民放棄自力救濟的方式，國家自應針對群體安全「做好做滿」，好好保障

人民權利。

當然，任何保護措施發動後，並非表示該措施就這麼算了，政府還是要懂得與

時俱進。因此，保護義務自也包括「即時改善」的要求，像是行政機關制定相關命

令後，若相關概念變遷，以致法制有所缺失，就應即時負起塡補漏洞的責任，透過

研討及修訂，鞏固對人民的保護。

二、保護義務是否未即時履行？

保護義務是否未即時履行，涉及所謂的「裁量」。裁量特別是指行政機關符合

一定法定要件下，得依據法律的授權，決定發生某種法律效果的選擇。這樣的選擇，

因為需輔以長久的經驗累積，通常會留給行政機關辦理，然而在特定情況下，為避

免機關決斷遲到，產生「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之憾，有時會例外限制機關的裁量

空間，即時要求機關改依特定方向行事，這就是裁量收縮理論。

我國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中，就曾提出幾個「何時應該收縮」的判

斷參數，像是應在個別事件中考量：人民權益受損的迫切程度為何？公務員是否對

損害發生有所預見？是否僅能仰賴公權力方能防止侵害，而非依靠個人努力也能避

免？若以上參數大致符合，代表機關已經不做不行了，此時機關若未即時辦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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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構成怠於執行職務的可能；若符合其他要件，則有成立國家賠償的餘地。

三、國家賠償是否應予要求？

換個角度，先想想為何憲法第 24 條特別明文規定，當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的

自由或權利時，人民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理由書告訴

你：以國賠規範作擔保為前提，可促進行政機關擴大功能，採取各種防止或管理危

險的措施，因應高度工業化、過度開發所引發的各種危害，藉此保障國民的安全生

活。

也就是說，在法律的世界裡，若想要避免加害行為，除了事前經由法律規範設

定界限（公權力哪些該做，哪些不可以做），事後還有法院判其賠償或接受懲罰的

機制，監督公務員們在執行公務時，能好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即明確指出：當某些法律規定的內容，不只賦予

國家執行公共事務的職務，更是為了保障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安危而存在，且

該等法令對於主管機關應如何執行職務的要求堪稱明確，主管機關依此規定，對於

是否出手相救已無庸再行考量，卻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該等職務，導致特定人

的權利受損，被害人即可依照本條，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

這就是所謂「規範引導」的功能，藉由訴訟將原告的損害，轉而由失職的公務

員來承擔。透過公務員有趨利避害的預期心理，自然會去調整自身行為；若不想砸

了飯碗，又付出大筆金錢，自然會好好注意，是否存有緊急危難之際，應該好好注

意。

四、結語

如同前述，部分輿論批評八仙事件的傷者是「因跑趴而國賠」，如此心情抒

發固然是個人自由，卻也替政府的怠惰找了脫免責任的台階。而我們若「只」聚焦

業者的過失，卻從不自災害法制的角度管控風險，電視新聞上將永遠有哭不完的家

屬，開不完的檢討會議，還有高官們震不完的怒。

另外，若從傷亡者的弱勢地位切入，以傷勢嚴重者或其家眷龐大的生活及復健

費用來看，藉由財務相對健全的政府，扛起第一線賠償責任，衡平傷亡者及其家屬

失落的社經地位，不正是符合當代國家出於社會連帶，打造一個風險扶持共同體的

概念？為何不能由全民來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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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事件發生之後，輿論上總是出現許多「天佑臺灣」的加油標語，各方捐款

也是火速聚集；臺灣人的善良與互助，令人感動。可是，若只關心事情的光明面，

而不去尋找躲在事件陰影處的真正兇手，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遺憾將一再發生。當

我們再次檢視這些災害時，若能跳脫個人情緒的投射，嘗試用解決問題的角度，徹

底思考災害防治與應變的法制建構，才不會再次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卻

又無法根治病因的困境。

法律白話文運動，http://plainlaw.me

NEWPAOCHEN　　　ALWAYS FIGHT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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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近因為獨立運動的興起，所以有許多獨派人士因為認為中華民

國是一個殖民體制，所以經常透過各種方法來抗議這樣的體制的符號。

其中最常運用的方法就是透過焚燒中華民國旗來做為抗議的手段，但

因為我國刑法第 160 條第 1 項規定：「意圖侮辱中華民國，而公然

損壞、除去或污辱中華民國之國徽、國旗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所以經常有獨派人士變成此刑法的被告。 

然在 2017 年 11 月 6 號，有法院認為此刑法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所以聲

請大法官釋憲，再經過釋字第 744 號以及第 756 號解釋後，對於言論自由

的事前審查的條文能不能通過大法官的檢驗，很多人都很期待，剛好也透過

這次的機會，讓我們來了解一下「燒國旗」，是不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有甚麼形式？

就我們一般理解而言，所謂的言論自由就是指我們從口中表達出來我們心裡的

意念，就是言論自由，所以大家多半對於言論自由的想像就是在於如何「說」。但

其實並不是那麼單純而已，言論自由的意義在於如何表達你的意念，所以其實也有

多種方式，其中一種就叫做「象徵性言論」。

何謂「象徵性言論」？簡單來說，就是透過一些行為來展現出你想要表達的想

法。例如我比中指，大家應該很清楚我的不爽，我不需要透過講話，就可以很清楚

表達我的情緒。

但這樣還不夠，真正的「象徵性言論」還必須要「傳達性要素」。

何謂「傳達性要素」？

美國聯邦法院曾在 1968 年的 United States v. O’Brien 案中如此表示：「象

徵性言論之範圍，限於一種『傳達性行爲』，必須要有傳達性要素，要有表達性目

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單純為做而做，還必須要有你想要表達的意念，而如果不透

言論自由，不是只是用「說」的？

撰文／劉珞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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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樣的行為，是無法達到傳達的意義。

舉例來說，若我不爽某甲，而單純燒毀他的照片，這就是「非傳達性行為」，

而非象徵性言論；但若因為Ａ是某政府官員，做了某項政策，我相當不爽，而以焚

燒他的照片來作為我抗議他的政策，這時「焚燒Ａ的照片」就不只是單純的破壞Ａ

的形象，而是傳達一種政治的想法，此時就是「傳達性行為」，就是一種「象徵性

言論」。

所以象徵性言論到底是甚麼？

在美國，法院便將「象徵性言論」定義為：

「如果她的目的在於表達，而且事實上有作為在表達，並成為一種客觀上能被

了解的方式，就是象徵性言論。」

換言之，以行動或行為產生某種形式來作為表達，就是象徵性言論。

回到引言的部分，所以燒國旗是「象徵性言論」嗎？

關於燒國旗這件是，不得不提美國共產黨青年燒國旗：Texas v. Johnson 案。

1984 年，時任的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尋求連任，共和黨在德州

舉辦全國大會。在場外，也有一群人正在示威抗議，其中有一位叫做強森（Gregory 

Johnson）的人，是「革命共產青年主義旅」的一員，情緒激動地高喊著「我們唾

棄美國！」隨後在大庭廣眾下燒毀國旗，抗議著雷根總統過去四年的施政。

雷根總統是著名的保守派代表，他所主張的「新保守主義」席捲了 1980 年代，

而美國保守派一直以來最以「美國」為傲，非常熱愛揮舞國旗，所以強森燒國旗的

行為，確實是對於代表保守派的雷根一種嚴重的抗議，同時也觸碰到了保守派的底

線。

因此強森遭檢察官起訴，德州有一條法律是規定，處罰「毀損或褻瀆受人尊敬

的物件」，法官判處強森有期徒刑一年，罰金兩千美元。強森不服上訴，一路上訴

到聯邦最高法院。

所以爭點就在於，如果燒國旗是言論，那當然他的行為需要被保護而不能處罰；

反之，若你不把它當作言論，那當然就可以禁止並且處罰。

法院如何判決？

這邊必須要處理兩件事。第一，就是「燒國旗」是不是「言論」？如果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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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會問第二個問題，那政府對這樣的言論可不可以「限制」？

正如前面所說，所謂「象徵性言論」就是有一些想要表達的事物，偏偏無法透

過「言語」表達，只能訴諸「行為」，以行為表達對特定事務的主張，更能不偏倚

的被更直觀的理解，此時「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言論表現。

根據聯邦最高法院歷年來的判決，曾認為「拒絕向國旗敬禮」、「和平靜坐」、

「手臂上綁黑帶表示抗議戰爭」，是以行動對當前政府施政表達不滿，都是「言論」

展現。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必須要去看該行為者的行為有沒有：

傳達特定訊息之目的；

所傳達訊息是否具有可能為一般的人所預見。

而很明顯的，強森燒國旗的意義在於要抗議共和黨再次提名雷根當總統，也包

含了雷根總統的相關政策，很明顯是有一個表達行為，所以法院認定強森「燒國旗」

行為表達個人抗議的想法，所以是一種「言論」。

如果是言論，可不可以限制？

首先法院引用過 Holmes 大法官在 Schenck v.United States 的不同意見書中所

提及的：「政府不應該處罰個人言論，除非言論表達的結果必然會產生『清晰而立

即的危險 1』（clear and present danger）。」而強森燒國旗的行為並沒有煽惑暴亂，

也沒有引起任何危險，因此不會造成所謂「不法的結果」，所以強森的言論應該要

被保障。

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理由書中寫下：

「言論自由之基本原則是：國家不可以因為社會公眾認為表達意見本身具『侵

犯性』或『不被大家接受』而禁止該意見之表達。」

法官認為，政府不應該規定國旗只能拿來尊敬，不能拿來燒毀，因為這會讓「國

旗」只能有「一種」表達方式，如果一定要尊敬國旗，那美國開國之父華盛頓值不

值得尊敬？能不能燒毀華盛頓的畫像？更糟糕的是，誰來決定什麼東西該被大家尊

1 更白話一點，這邊的爭點就是「言論自由」可不可以「事前審查」？經過我國最新關於言論

自由的釋字 744 號解釋是如此說的，如果要事前審查，是對言論自由之重大干預，原則上應
為違憲。除非你可以證明事前審查，絕對可以為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
及難以回復危害之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且賦予人民獲立即司法救濟之機會，那才可以
事前審查。關於這樣的論點，在目前最新的釋字第 756 號解釋又再確定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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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為什麼人民不能選擇不尊敬它？如果把特定「模糊」的符號透過立法來強制規

定人民只能有一種態度，這和美國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不符。

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這麼說：

「本院認為政府有正當理由以鼓勵對國旗之適當尊敬，但不應該對以焚燒國旗

來表達政治意見之人用刑法來處罰。」

「憲法所要保護的是『人民的自由』，即便那意見不是美麗動聽，不是眾人喜

歡，甚至可能是醜惡或是令人反感的，但他是民主社會中人民應該可自由表達

的意見。」

最後，最高法院以 5：4 的比數，認為德州的法律侵害了強森的言論自由！最

高法院認為，要決定是否被保護的言論，你必須去探究該「行為」所要表達的「意

念」為何。強森燒國旗本身的意義不是燒國旗，而是透過燒國旗來表達自己的政治

意見，那他的言論就應該屬於被憲法保護的範圍。

這就是著名的 Texas v. Johnson 案。宣判之後，美國有 48 州中規定保護國旗

的條文，通通廢除了！強森罪被撤銷，不用坐牢也不用繳納罰金。然而，1990 年

時，國會又想通過保護國旗的條文，仍然一路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一樣 5：4 被

法院宣告這條法律違憲，這樣的爭論到現在一直沒有停過。

那我們台灣呢？

刑法 160 條第 1 項：「意圖侮辱中華民國，而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中華民

國之國徽、國旗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條文就是對於燒國旗這樣的言論事前禁止，若按照

大法官新的見解，事前審查原則上是違憲的，所以似乎也會很容易被宣告違憲。

再者，到底「國旗」應該要被作為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如同周盈文、林海祥

及林孟皇法官在釋憲聲請書中所提：

「國旗作為一國象徵，可以團結人民、彰顯愛國情操，而且國旗作為憲法上

所明定的國家象徵，本於國家尊嚴的維繫，固然應享有一定的尊榮性。然而，如果

過度神化國旗，允許政府教導、宣揚什麼是『愛國』？什麼是『不愛國』？即可能

發生類似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或灌輸特定的黨國意識、領袖崇拜思維……。在政治

上，國旗作為政治圖騰，它對於每個人來說並不是意義都是一樣的，尤其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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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歷經殖民統治、威權統治的歷史，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對於某些人可能是一種

熱血的揮灑、民族的復興，對於其他人卻可能是一種鮮血的屠殺、殖民者的旗幟。」

國家本身並不會偉大，國家是因為人民才會偉大。因為人民而偉大的國家，

是不會壓迫人民如何的講、如何的想，而是用包容去面對那些對國家不同聲音與言

語，哪怕那聲音對於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厭惡的。

「你不能自由的講，就不能自由的想。」任何對於思想戕害條文，是時候說再

見了。

法律白話文運動，http://plainlaw.me

NEWPAOCHEN　　　ALWAYS FIGHT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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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案例 1

虹膜提案挨批 鍾佳濱：蘋果廣蒐臉部特徵有國安危機 1 ？

民進黨立委鍾佳濱提出戶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主張國家應蒐集國民自出

生至死亡都不會改變的生物資料如虹膜，供辨識身分之用，取代隨身攜帶身分證。

但這項修法遭質疑「人權倒退」，有「違憲」之虞。鍾佳濱解釋，虹膜就是「一

張解析度很大的照片」而已，如果政府可以蒐集人民的照片作為身分證，為何不

能蒐集「高解析度的照片」？

鍾佳濱表示，依警察權職行使法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警察得「令出示身

分證明文件」，造成很多民怨；目前這套戶籍法是「訓政時期」通過的，有非常

強烈的「警察國家」遺緒，應該通盤檢討。他提案主張建置容貌資料庫後，公務

員得直接以虹膜等容貌辨識、查驗人民身分，未來已無強制要求人民攜帶身分證

之必要。

今天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詢答時，鍾佳濱也詢問內政部長葉俊榮，身分證上

為何要有照片？如何確保身分證上的照片是本人？

鍾佳濱還表示，大家提到生物特徵，就想到指紋及DNA，很敏感，怕被外流，

但國外公司卻大量蒐集；當蘋果最新智慧型手機 iphone x 也可臉部辨識，如果

廣泛運用，蘋果公司是否可以大量蒐集國人的臉部特徵？如果蘋果透過 iphone x

蒐集臉部特徵，會不會有國安危機？

葉俊榮則認為，上述問題應該回到源頭來看：第一，是否全面蒐集？第二，

是否自願蒐集？這兩件事情非常重要；身分證上要附照片，因為是行使國家公權

力的象徵。

鍾佳濱表示，並非所有蒐集生物特徵的行為都有侵犯人權之虞。他認為，虹

膜對於隱私的影響，比照片和臉部特徵還小，例如監視器可錄下個人的臉部特徵，

1 聯合報 記者林河名╱即時報導，https://udn.com/news/story/7314/2820710，最後導覽日：

2017/11/30。

隱私權案例

撰文／陸伯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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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戴上太陽眼鏡或閉上眼睛，就拍不到虹膜。他反問葉俊榮，這樣來看，哪一個

對人民的行蹤暴露比較多？

但葉俊榮仍認為，「照片終究跟虹膜、指紋還是不一樣」，這些生物特徵的

運用，有些是市場機制，有些是個人意願，但大法官第 603 號解釋為何說不行蒐

集指紋？「就是因為強制。」

葉俊榮強調，「問題不在科技，問題在管制」，身分證不是只有照片，還有

很多防偽的機制。他同意未來可能未必需要有實體的身分證，但身分確認、隱私

保障及國家安全，都必須同步到位，「問題在這裡，而不是科技本身」，「科技

一直進步，但後面那個議題也一直存在」。

最後，鍾佳濱則提醒，「當 10 年後，國人的手機都是虹膜辨識，國家必須

預為因應」

貳、概括基本權

憲法本文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受憲法之保障。」

一、概括基本權的意義

在制憲者制憲時，之所以列舉基本權會出現，就是因為在當時時代所反映出最

重要的基本權類型，但這樣的「列舉」，會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慢慢不足的地方，

所以憲法第 22 條就為此有規定，有一個概括條款，若是基本權的一種，但不在列

舉基本權裡面，就會成為第 22 條的規定範圍內。

惟有認為這是一種補充的基本權，也就是當列舉無法滿足時才落到第 22 條的

討論規範；但也有論者反對這樣的意見，因為有些新興的基本權就是制憲者當時並

沒有想到的範圍，所以用這種舊思維來討論是錯誤的。

總之，沒有在憲法裡頭明確規定的基本權，都有機會在憲法第 22 條被規範進

去、被保護。而成為新興基本權的重要來源之處。

二、隱私權的創設

而隱私權並沒有在我們的憲法裡頭，因此是經過釋字第 585 號以及第 603 號

解釋後，被放進憲法第 22 條的概括基本權中，成為基本權的一種。而成為基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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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在於若是基本權，政府就不可以完全的限制，因為既然是權利，限制就必須

要經過合憲性的審查，通過憲法上的原則檢驗。

三、其他被創設的基本權

而在我國的釋憲實務上，藉由大法官的憲法解釋，也創設出許多的基本權，例

如釋字第 242 號的婚姻自由、釋字第 399 號的姓名權、釋字第 554 號的性自主權、

釋字第 576 號契約自由、釋字第 587 號子女獲知血統來源之權利、釋字第 626 號

受國民教育以外之權利、釋字第 664 號少年人格權以及釋字第 689 號的一般行動

自由。

參、隱私權的意義

一、隱私權和人性尊嚴的關係

每一個人都有想要秀的時候，也當然有不想要秀的時候，所以正當你不想要讓

大家知道你在做甚麼時或是你在想甚麼時，這個就是隱私權的來源。這當然跟人格

權也會有很大的關係，仔細想想，若你做任何事情都會被大家知道，或是你的資料

不論如何大家都會知道，那你還是會是你嗎？

例如在知名小說家喬治 ‧ 歐威爾筆下的《1984》中，那個世界連在自己的房

間裡面，都會有一個電視螢幕，將你的生活的畫面以及任何聲音吸進去，所以國家

對你會有無極限的監視，使得小說中的主角溫斯頓，只好在房間裏頭都必須隱藏自

己，活的不像個自己，這當然也是破壞人性尊嚴的意義。

例如哈佛法學院憲法學教授 Charles Fried 三十年前所主張的，如果我們所說

出來的每一個字和每個舉措，都是公諸於世的，結果是：我們再也不願意發表某些

意見，以及再也不願意從事某些活動。簡言之，一旦我們發表的言論或從事的活動

無從免於監視時，很自然地可能便會主動限縮自己的活動空間，就此而論，Fried

認爲資訊隱私的理念，似乎不應該只侷限於不讓他人取得我們的個人資訊而已，而

是應該擴張到由我們自己控制個人資訊的使用與流向，也就是類似今日慣用的「資

訊自決」概念 2。

2 整理自劉靜怡，〈隱私權：第一講 隱私權的哲學基礎、憲法保障及其相關辯論――過去、現

在與未來〉，《月旦法學教室》，第 46 期，2006 年 8 月，頁 4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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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隱私權重要的概念在於「不受干擾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擁有控制自己

的資訊權利，並且可以自己來決定個人的資訊要如何來使用，藉由這樣的過程可以

來保護完整的身分以及自我認同，以及藉此能夠免於環境外加之不必要影響，亦即

因而保有免於環境外加影響的權利，甚至可以選擇離群索居、不受困擾、不受侵犯

的權利，最終達到可以自己維護自我人性尊嚴的目的，這些都是隱私權的意義 3。

二、美國法上的隱私權的意義

在美國憲法史上第一次登上憲法舞台的隱私權是 1965 年的 Griswold v. 

Connecticut 案，由 Douglas 大法官執筆的多數意見認爲，康乃狄克州法禁止任何

人使用藥物或儀器避孕，並且禁止任何人對避孕行爲提供諮商和協助的規定，違反

憲法所保障的隱私權 4。

而在美國過去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其中關於隱私權很重要的判決，就是認為

憲法對人民居住自由的保障，只限於物理空間的保障。所以如果公權力行為並沒有

在物理性上侵入人民的居住空間與鄰近的空間，便不能構成對人民住所的搜索。但

自從在 1967 年 United States v. Katz 案出現之後，Harlan 大法官在其協同意見當

中，提出判斷搜索是否合理的判斷標準。也就是判斷一項政府行爲是否構成搜索，

必須取決於個人對於該項被搜索的事物是否具有「合理的隱私期待」。主要有兩個

含意，一個是主觀上對於隱私有所期待，客觀上也有社會以一般通念對於此有隱私

權的認可期待 5。

肆、隱私權在我國大法官解釋上的樣貌

一、釋字第 585 號真調會案件

大法官第一次在我國釋憲上提到隱私權，是在非常經典的「真調會」的釋字上

提到，但沒有著墨太多，只有簡單的提到一些字詞，但至少把隱私權這樣的概念放

進去憲法第 22 條裡頭。

3 同上註。

4 同上註。

5 劉靜怡，〈隱私權：第二講 隱私權保障與國家權力的行使－以正當程序和個人自主性為核

心〉，《月旦法學教室》，第 46 期，2006 年 12 月，頁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