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大會堂法律問題我來扛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 
第三集的節目播出 
這個節目主要當然希望來 
探討法律的相關的議題 
我們希望大家知法守法 
當然也不希望大家玩弄法律 
但也不要放棄自己應該要 
了解的一些權益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在 6 月 1 號有一個新法 
叫跟蹤騷擾防治法 
簡稱跟騷法 
這跟騷法到底跟大家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 
這個大家討論的多時 
終於通過了 
那也在今年來做一些實施 
有人就開玩笑說 
然後我這個每天早上這個送早餐 
到我心儀的對象 
這個家門口 
或者以前電影情節裡面 
站在這個樓下 
這個彈琴唱歌 
這會不會就觸犯了所謂的跟騷法 
到底跟騷法的界限在哪裡啊 
他在立法的過程當中 
有哪些的一些爭議哦 
可能也許在這法規裡面 
會不會還有不足的一些部分呢 
我想我們今天就好好來 
了解一下跟騷法 
這也可能跟大家的權益 
有相關的關係哦 
特別是我們 
發現這個 
跟騷法通過之後當天呢 
6 月 1 號馬上就有一些案例 



所以我想這個值得我們好好來 
關心了解一下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三位來賓哦 
首先我們邀請到的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江永昌江委員 
主持人好 
瑞德大哥好劉律師 
我們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接著邀請的是我們的資深司法記者 
我們王瑞德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著我們邀請的是我們的律師 
我們劉上銘 劉律師 
主持人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是我們劉律師也是我們《 暗黑親情》 
過去啊 
做許多的家事的這些法庭的部分哦 
所以我想今天有許多的一些案例 
也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想一開始大概我們就請教一下 
這個委員 
因為跟騷法的部分當然在立法院 
從這個過往大概些事情發生之後 
大家一直認為說好像在原來的一些 
家暴法的一些處理裡面好像不足 
所以顯然有一些法律 
常常發現要用的時候不夠 
所以大家就開始覺得 
必須要有這些跟蹤騷擾防治法 
那當然在這個法規上述 
大家就很擔心啊 
這個死纏爛打 
這個到底這個界限該怎麼界定呢 
什麼樣狀況大家不小心會 
誤觸到這個法網 
那當大家談到說過去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剛提到的 
因為如果我剛提到家暴法的部分 
可能就是你要是這個親密關係啦 
家人至少要是“前”什麼這樣的身份 



如果我都不是 
我在路上 
在公車上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或男生或者是反正我就我欣賞的人 
我就跟著他下車 
同時跟著到他家住哪裡 
然後看看燈幾樓是亮燈 
在這過程當中 
會不會就是我們剛提到的 
有這樣子觸法的一些疑慮 
所以到底怎麼樣 
才到忍無可忍這個定義 
怎麼定義哦 
所以當初法案卡關的原因 
因為也有警察會說哇 
如果這樣子我的警察量會不會受不了 
因為到處搞不好搞不好了 
我必須說這個線永遠就是一條線畫了 
有人在左邊有人在右邊 
搞不過有人一直覺得說 
我覺得他一直在看我 
所以打電話報警 
我覺得我現在在哪家餐廳 
我覺得那個人一直在看我 
我被騷擾了 
委員在當初這個法過程當中 
引起許多的一些關注跟討論 
但過了至少看起來是正面較多了 
但你要不要談一下這立法過程 
第一個剛主持人講哦這個反覆跟持續 
事實上在我們的跟蹤騷擾法當中 
就是針對這個來的 
那其實剛剛也有談到 
家庭暴力防治法 
但是我們的這個親屬家人恐怖情人 
所以他是對這個人物他有特定 
那另外其實還有性騷擾防治法 
可是性騷擾防治法並沒有去提到 
有關於反覆跟持續 
他可能就是說違反當事人的意願 



那對受害人有沒有 
故意就是說 
強迫他要順從 
造成他工作啦 
或者很多的一個權益的一個喪失 
那或者就是說 
他可能讓他在這個 
生活上的 
種種的這個進行當中 
有沒有都會遭受這樣的一個影響 
他情節比較重大的 
這個會放在性騷擾防治法 
所以就回頭過來講 
那我們就是要針對說 
反反覆覆啊啊持續進行的 
就違反當事人的這些意願 
而且然後要使他這個心生畏怖 
然後呢也會影響他的這個生活的 
社會活動這樣子的一個情境狀態下 
要不要來制定法律 
來保護我們這個當事人 
重點就在這裡了 
什麼叫持續 
什麼叫反覆 這個很很難去討論 
幾次 要多久 
所以在這當中有沒有就 
很多的這個討論 
不斷的在這裡面 
也許我們等下還會再談到說 
那與性或性別有關 
到底要不要區分開來 
那又是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範圍的一個層次 
所以當時在立法院的討論的時候就說 
那我們把它界定到 
就是說如果有人 
我現在用加害人 嫌疑人 
或者是行為人 
對這個當事人受害人 
他對你做了現在規定的八大類的這個 



行為放在跟騷法當中 
有這個 
監視然後觀察跟蹤哦這一種的 
那也有什麼 
也有這個盯哨守候尾隨的 
還有說對你嘲弄啊威脅啊 
辱罵啊貶義的 
或者就是說用這個通訊來干擾你 
或者說要求要跟你約會 
然後這種不當行為 
那或者就是說 
他可能就是寄送或 
留置什麼樣的一個物品 
或者說他冒用你的這個個資 
然後就去就去訂購這些東西 
或者就是說他使用一些 
一些訊息或物品的話 
妨礙到你的名譽 
就規定在這八大類當中 
反覆跟持續那這當中我就講說 
那還沒有其他的 
這個行為類別樣態有沒有 
也有可能構成跟蹤騷擾 
這未來可能還再想清楚 
然後 6 月 1 號開始實施之後 
到底有多少案例將來能夠做參考 
回過頭來 
那當時在制定的時候法務部就想 
對啊忍無可忍到什麼樣的一個 
境界那這就很難定義 
大家眾說紛紜 
你覺得是一個月兩個月 
一天兩天一個禮拜 
有的人可能一下子就受不了了 
有人可能就是說 
最後真的是 
無可奈何的時候才去求助 
行政救濟或各項的 
社會的一個協助或司法的一個協助 
那所以當時 



在我們在立法院委員會討論時候 
那我個人也其實有把 
相關一些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情況 
排來做界定 
比方說我在這裡手上有帶資料來 
那如果像德國 
他在講持續反覆的這一個 
解釋上他說第一個行為人 
我們想去跟蹤騷擾的這個人 
他是不是顯然不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或者是漠視 
當事人 當事人就反對他 
就他就漠視 
所以德國注重在這個 
像奧地利他說你要一段長的時間哦 
段長的時間當中有多少的次數 
重複的次數啊去騷擾人家 
奧地利是這樣想法 
那日本的這個反覆 
他又說你要一次跟下一次 
跟下下一次 
重複反覆的這個行為時間有多短 
很密集而日本就著重在這個 
所以我現在講哦 
其他國家這樣聽起來好像都 
不太一樣了 
所以對於這個法務部來講 
他第一個擔心就是說 
要明確呀這個如果不能明確的話 
那你到底說哪樣能夠構成 
而且我們現在講的是 8 類行為 
所以我們這次跟騷法當中 
不是說 8 個全部都觸犯了 
是觸犯了其中的一種 
就會構成這個跟騷法了 
那在這當中還有 
個重點我必須要提一下 
他還有兩個 
一個是啊這個結果犯跟適性犯的合成 
我這樣講 



其實劉律師在這邊等一下都很清楚 
他也不是你當事人 
受害人心生畏怖而已哦 
這是第一個第一層次 
你後面啊 
從跟騷到進入到聲請保護令 
你還有這個法官 
法官在心證上他會說 
這個有足以怎麼樣 
影響他的生活 
影響他的社會活動 
還有法官這個層次 
那兩個層次一起的的時候 
才能構成說啊去觸犯到跟騷法 
違反保護令以致於 
這個犯罪這個行為了 
所以我這樣解釋 
就是說大家就大概知道了 
怎麼樣去定義 
怎樣去闡明 
因為畢竟定一個法律要去處罰 
那有的人會認為說 
不會吧這有的其實說一句實在話了 
這可能是追求的一種行為 
可是你在追求人家的時候 
人家不堪其擾啊 
那法律怎麼來看這個 
如果要定人於罪 
那就需要很明確的 
你要叫警察去開個書面告誡 
也要很明確 
何況到後面的聲請保護令到刑法 
所以這當中最困難 
持續反覆是什麼行為樣態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 
這委員 
也是我們這個法案起草者之一 
因為這一次在立法院裡面 
當然有許多委員關注 
都有提法案喔這個 



江永昌委員也是 
也有主提法案針對這些修法 
那剛也提到過 
其實聽完委員介紹大家才會知道說 
這不一定是我們剛談到的所謂的 
喜歡一個人去追求過 
程當中才叫騷擾 
剛剛提到你去給人家訂餐 
一直用人家名字 
這可能在界定的樣態上的這些 
複雜的一些程度 
事實上可能都會有 
那剛剛也提了 
會不會有一些是沒有涵括的 
那當然大家啊認為跟騷的部分最直接 
當然還是跟針對這個男女感情 
這部分所產生的一些問題哦 
其實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們在 
好幾年前 
我們這個屏東 
有個通訊行的一個案例 
很難過其實這個事情就是我們看到了 
當然這個就是由愛生恨 
就是我想要追你 
你也可以說成敗論英雄 
如果追上了然後如果結婚了 
最後結果是美滿 
也許他們還可以跟子孫跟人家說 
當初我他追我追的多勤 
你看他每天下班如何 
每天都來送水果等等啊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啊多美好的事情 
但不一定都是如此 
這案例甚至最後演變成一個 
讓大家比較遺憾的結局哦 
所以請教一下瑞德大哥 
對啊 這個顯然這種社會案例 
你社會案件哦 
瑞德大哥談這麼多 
常常這種由愛生恨 



追求不成最後翻臉的部分顯然不少 
是不是也可以請您分享一下 
對沒有錯 
那麼江永昌委員是好立委啊 
所以他們推動這個跟騷法非常好啊 
補法律的不足啊 
為什麼呢 
台灣的很多先進法律 
其實是奠基於悲劇 
像家庭暴力防治法 
最有名就是鄧如雯被家暴以後殺夫案 
然後所以推動了東亞第一部 
最先進的這個家庭暴力防治法 
那跟騷法 
就是為了補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不足 
那麼所以跟騷法事實上呢 
在立法院裡面討論很久 
但是能夠推動他真正這個 立法成功 
然後三讀成立 
然後緊接而來實施 
跟這一場剛剛講的主持人剛剛講的悲劇 
與屏東悲劇有關係啊 
那麼這個 55 歲的黃姓男子他無業 
然後呢他為了要這個手機的問題 
所以進到了屏東一家通訊行 
結果呢負責 
接待他的是一個 29 歲的 
這個曾姓女子 
長相甜美 
通常媒體都用長相甜美四個字來形容 
就是她又漂亮 
然後呢 
待人處事呢又非常的和氣等等啊 
很親切就沒想到說這個 55 歲的這個 
黃姓嫌犯 
他就因為這樣子色向膽邊生 
所以在問的過程當中 
他就出手去摸了人家的手 
那這個曾姓女子當然就縮回去嘛 
然後就斥責他等等了 



就是說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不歡迎或怎麼樣啊 
如果可以這樣子 
那麼除此之外呢 
這件案子可惜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他不是就單純案件 
所以直接衍生到後來的命案 
他中間還經過有一個層次 
有個時間的醞釀 
很多的小案變成大案 
我們常講說 
小偷 
到了監獄裡面就變成這個再造了以後呢 
然後這等於說出國深造了以後 
那沒多久出來以後就變大盜 
他從這個單純的這個性騷擾 
到後來他喜歡上她 
他覺得她很漂亮 
雖然她對他不假辭色 
但問題他覺得這個曾姓女子很漂亮 
他就開始跟蹤騷擾 
跟蹤騷擾 
那其中有一次呢 
在跟蹤騷擾的過程當中被 
這個騎摩托車回家的這個曾姓女子 
發現了還報警哦 
警方來到現場 
警方有來喔 
警方還告誡啊 
告誡因為當時我們翻遍 
我們台灣的所有的法律裡面呢 
只有這個社會秩序維護法 
裡面有一條就是無故跟蹤他人 
可惜後面還有一句話 
經勸阻而不聽 
什麼意思 
我要警方先勸阻 
跟當事人先勸阻不聽 
然後最後罰 3 千塊 
結果警方就來了以後就跟他告誡 



不可以再跟蹤騷擾別人哦 
如果這樣的話我要辦你哦 
然後緊接而來啊 
那通常一般的人啊 
聽到這句話以後 
那我就不跟蹤騷擾我就離開嘛 
離開了以後 
等到你警方不在我再回來啊 
那你下次再來對不對 
我就反覆不斷的 
反覆的實施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很可惜的是 
那一次警方受理報案了來了然後呢 
把對方趕跑了 
還很非常非常貼心的送曾姓女子回家 
到這個部分以後 
曾姓女子說警察先生這裡 ok 了對不對 
安全了然後你們不要再護送我了 
有這麼一段 
那結果到後來呀 
那麼他的跟蹤騷擾的行為 
在短短幾個月之內 
一直出現 
一直反覆 
那麼後來他就跟朋友 
這個黃姓男子跟朋友借車 
借了一個自小客車 
他預謀犯罪 
所以他的犯罪事實上是 
從鋪峰在往上走的 
如果中間有一段卡住了以後 
通常就不會衍生到最後的那個命案 
他跟朋友借車以後呢 
在晚上 10 點的時候 
尾隨這個曾姓女子下班 
他知道她的路線 
所以尾隨了她一路以後 
他早上勘查他連續勘查了三天 
在一座橋的前面 
認為那個地方最偏僻 



所以就在那個地方尾隨著她以後呢 
突然間加速碰撞這個啊 
曾姓女子的摩托車 
那因為他的力道沒有抓好 
所以碰到太大 
力道太大那麼曾女 
她自己本身飛出去安全帽都 
甩脫 
然後整個摩托車掉到那個大排 
旁邊的大排裡面 
人陷入昏迷 
手機都粉碎啊手機都摔碎了 
這個時候這個嫌犯呢 
直接抱起了這個曾姓女子呢 
進到這個車子裡面 
然後呢把車子開 
後來逆向開到這個住家附近 
50 公尺的一個空屋 
顯然他也事先也都已經經過勘查地形 
他用意 
警方懷疑可能是跟性侵之類的 
有這個意圖了 
但後來他就把人放了以後 
把車先開離開 
後來又回來 
又回來又回來看了 
可是因為晚上沒有回家 
所以呢她的先生跟親人非常的緊張 
馬上就報案 
報案了以後就調監視器 
再加上之前有騷擾的這個行徑 
那後面發現有這個車牌的號碼 
趕快就追啊趕快追啊 
那麼結果竟到早上 6 點的時候呢 
這個黃姓男子 
突然間跟附近的派出所出來投案 
說他剛才發生車禍 
然後呢他又把她抱上車 
然後再來問他 
他可能是想要製造 



本來警方懷疑說 
他可能是不是要製造一個 
就是我是自首 
可問題是他承認他撞她 
可是他說是假車禍啊 
所以說車禍撞到了 
然後呢把她抱上車 
那人呢人在哪裡呢 
支吾其詞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哦 
自首的要件是 
你在跟警察機關或檢察機關出面 
投案的過程當中 
你把所有的案情和盤托出才算自首 
如果你有所保留的話 
那就不算自首 
那算是投案 
那結果呢 
當時包括警方在內 
包括當事人的先生在內都覺得代誌大條了 
所以他們事實上找了一個晚上 
後來就決定擴大找之外 
連嫌犯住家附近整個搜山 
整個這樣搜啊 
就不幸就在 50 公尺外的空屋裡面 
發現已經死亡的這個曾姓女子 
如果那時候趕快把她送醫 
因為她陷入昏迷 
如果把她送醫的話可能還有救 
但你就把她放在空屋裡面 
然後讓她在那個地方自生自滅 
後來不幸就死亡了 
因為現場蒐證發現撞擊力道非常大 
因為她的安全帽掉了以後 
頭部直接顱內 
這個就撞顱內出血撞擊 
我剛剛說了連手機都摔成粉碎 
所以可見的撞擊力道很大 
後來因為這件案件 
那麼 
也促成的所謂的跟蹤騷擾防治法 



趕快加速在立法院通過 
因為付出了一條人命 
所以呢大家才驚覺到說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因為如果在剛開始的時候 
他跟蹤騷擾的時候有這個法律 
那當時就可以用 
比如說啊申發保護令 
跟騷法的保護令 
像家暴法的保護令一樣 
發保護令或者是直接把他移送法辦 
把他移送法辦呢以後呢 
通常會有一個嚇阻效果 
當然也有可能會有反效果 
但是反效果通常會力道比較小 
通常會嚇阻效果比較大 
因為如果你再犯的話啊 
我們有法律馬上可以把你收押了 
幹什麼預防性羈押啊等等一大堆的 
這個理由就對了 
這才讓跟騷法過去 
我要在這邊跟大家講啊 
你們沒有被跟騷過 
不知道那種痛苦跟那種這個等於說啊 
畏懼 
那麼有時候我們上電視節目 
會有一些啊粉絲啊很熱情啊 
我們很歡迎啊 
但是呢我個人就曾經接過 
整整兩個多月 
每天來信 
每天寄東西那種 
到後來那像這種的話 
你就不能跟他有回信還是有 
因為你一旦 touch 上 
他就會覺得說你跟他是 touch 上嘛 
那如果是一般單純的這個粉絲 
我們會就是很高興 
好跟你互動幹嘛 
但顯然顯然 
隨著每天的這個信件裡面 



他要寄來的東西 
你會心生畏懼 
你知道甚至於會害怕說 
會不會在下面等你啊 
我們還曾經有這個名嘴啊 
那個大樓的管理員呢 
錄影現場 
電視台大樓一樓的管理員 
發現對方竟然拿著身份證 
直接把那個配偶欄填上 
打上自己的名字 
然後用假的身份證要騙上來的 
我那時候的狀況就是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接到 
而且那個裡面的內容荒誕不經 
到你會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步 
到後來竟然說 
竟然到後來說你跟他發生性關係啊 
什麼東西已經到那樣的階段了 
那你就會覺得 
那我該怎麼處理呀 
你知道嗎 
他到時候萬一如果像我剛剛講的 
來到電視台還是那個 
那我們必須要如何去 
你也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還好兩個多月以後 
我接到了一封信跟一個很大的禮物 
那是我這輩子在感情挫折上面 
最大最開心的一件事 
是他移情別戀了你知道嗎 
他決定把我甩了 
說我們不能再有這種關係 
我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 
我被人家甩掉了我覺得很高興 
因為根本不認識他 
他要我把東西禮物呢 
送給旁邊另外一個名嘴 
我就很高興的就送給他了你知道嗎 
但是那個兩個多月我自己說 



因為你不知道敵人是誰 
你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啊 
那就是跟蹤騷擾的一種方法 
那在我們跑過的社會新聞裡面 
裡面有很多女孩子 
通常是愛慕者 
偷偷跟著他 
但是就怕 
跟這個剛剛講的屏東案例一樣 
因愛生恨或者是為達某種程度的目的 
他去綁架他 
他去傷害他啊 
最後的結果竟然造成一件悲劇啊 
所以希望台灣以後在立法的時候 
不再是因為發生的悲劇發生的命案 
最後才使這些的法律呢 得以通過 
是我們謝謝瑞德大哥哦 
大概也談的自己包含親身經歷 
也談到了當然不幸的案例 
的確啦就是 
常常都要這個奠基在一些不好的事件 
然後有人甚至犧牲生命的 
有些法律才會快速的來通過 
那當然了 
這個有時候你說不得不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在一個有很大的一個 
不同的討論角度紛爭的時候 
大家還僵持不下的時候 
就會產生大家的擔心 
會不會到時候會有過度的 
會不會有人去濫訴 
所以我想就請教一下我們劉律師 
因為 6 月 1 號 
通過馬上我相信有人這個表示 
這個案例就是已經發生很多 
終於有這個法規了 
所以我馬上就適用這個法律 
所以有人在 6 月 1 號啊 
就有這個案例發生哦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 



這一個就是馬上首例的這個案例 
到底他的狀況怎樣 
許多人啊這個兩面啊 
一方面是有些人 
馬上自己就遇到這問題 
他會覺得說那透過這節目裡面 
他是不是有一些 
他怎麼去判斷他覺得符合哪些條件 
他可以來提出 
自己的一個救濟的一個手段 
另外當然也有一些人說 
我就是一個純情的一個人 
我真的現在有點擔心哪一天 
警察突然出現我面前 
然後說誰 
告訴我說我做了什麼不對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是兩面的部分 
大家都會有點擔心 
是不是請教一下劉律師 
一個法律 
他就是因為是有需求的關係 
所以說他才會被制定 
但是這個需求也來得太快了 
6 月 1 號才剛上路 
然後結果已經 
已經有人因為跟騷法的違反 
已經被羈押了 
那個狀況是這樣的 就是在南投 
南投有一個男生 
是恐怖情人 
然後為了跟他的這個所謂的前女友啊 
去做一個追求啊 
他的追求的方式就是那種死纏爛打 
而且會那種出言恐嚇 
你如果沒有跟我在一起我就對你不利 
然後等等那個女生受不了啊 
所以說她去 
就按照這個這個跟騷法這邊呢 
去做一個相對應的一個處置 
那他的處置是這樣子哦 



跟騷法要分成三個階段哦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好 
我今天去警察機關哦 
記得是警察機關哦 
警察機關這邊他去做一個申報 
然後警察機關的話 
這邊會去做一個告誡書哦 
開個告誡書說給這個騷擾的人說 
你不能再騷擾他有一個告誡書 
這個告誡書也不是什麼刑事判決 
或者是起訴書 
不是他就是告誡書 
告誡你不能這樣做 
就告誡你之後 
你還繼續做繼續騷擾的話 
那這時候呢 
就會向 
這個法院這邊去聲請一個保護令 
保護令是這樣哦 
保護令就是他可能會有說 
不能接近這個這個聲請人幾公尺 
或者說不能出現在聲請人的 
這個住家範圍幾公尺之內 
或者說不得再去跟聲請人有任何的聯絡等等 
保護令他會有一個規定 
那這個規定如果繼續違反 
好我沒在理睬法院 
法院那些都文書而已 
我就是要去追我的愛 
然後繼續 
用他的那種 
恐怖方式去追這個愛的時候 
那接下來 
這個就厲害這個這個效果就很強了 
就有機會啊 
可以按照法院向法院去聲請去羈押 
聲請羈押 
那麼回到講這個南投這個恐怖情人 
這個案例是這樣哦 
他一開始在追求這個女生 



然後這女生就不受其擾 
然後所以說尋求警方的協助 
開了個告誡書 
然後告誡書開了之後 
這個男生依然故我 
然後去這個女生也受不了 
所以說按照剛剛講法哦 
第二階段 
我們到法院去聲請了個保護令 
這男的真的很妙 
他拿到已經是收到 
法院的保護令之後呢 
他傳訊息打電話跟這個女生說 
你今天這樣子對我 
那我就是要去放火燒你全家 
結果呢 
這男生不是只有訊息這樣寫哦 
他真的是拿了一個汽油彈 
跑到她家樓下 
要去燒她家的那個摩托車 
當然警方就及時到場 
然後就避免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可能後面更大的一個悲劇發生 
那因為他這一塊 
他就可能會有一個所謂的反覆實施 
因為他根本就是在短時間之內 
他完全沒有在管這個保護令跟告誡書 
所以說很快的也很明確的 
那個法院這邊就下了一個 
羈押的一個裁定 
大家想說 
下這個羈押裁定好像很合理 
可是大家想想看哦 
如果今天是在跟騷法出現之前 
這就是一個單純的恐嚇行為 
單純的恐嚇行為怎麼辦 
請跟警方報案 
警方偵辦偵辦完之後去做一個起訴 
然後法院判決 
這個沒有羈押誒 



因為他是單一事件 
他是單一事件 
他用單一事件去看 
看這個刑事犯罪的一個行為 
所以說有這個跟騷法的一個制定 
然後與執行的希望說能夠 
事先可以預防很多的一個遺憾 
那包涵說很多人就會質疑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如果去追求一個女生 
或者說我們不要這樣講追求女生 
或者說我們去追求我喜歡的人好了 
我去追我喜歡的人 
那我會不會有遇到跟騷法的這個狀況 
這個基本上 
你去追求一個人哦 
這個追求的部分就是有兩個 
一個是被追的人他可以接受 
被追的人他不能接受 
而不能接受就是有點 
這變成是一個騷擾 
所以說在這樣子一個狀況之下呢 
我們可以得知 
就是如果他去警方那邊去做報案 
去受理你收到了一個告誡書啊 
那告誡那個是單純的告誡 
他不會是一個刑事的責任 
或者是刑事的前科記錄 
你收到告誡書 
你就不要再去追求你喜歡的這塊 
你轉去追求其他你喜歡的或者 
可能喜歡你的這個這個部分 
所以說 
在這個整個刑事的一個程序上面 
其實他是很嚴謹的 
每一個階段都要通過 
但是就會讓人家發現 
就會可能會讓人家會覺得說 
會不會有一個狀況 
有的時候那個 



脅迫或者是這個追求 
或者是可能的 
這個危機來的很急迫的時候 
我還要三階段 
我還要先警方報案收到告誡書 
然後告誡書之後 
我又再去聲請保護令 
這個可能會是接下來在 
在適用法律上面 
我們可能要去做探討的一部分 
因為剛剛律師在談的部分 
最後談的這個 
提醒我自己剛腦中也在想說 
這個會不會 
我們就剛瑞德大哥也談到了 
我說目前看起來是利大於弊 
但不諱言一定到時候會有些特殊案例 
是你突然這樣害警察來找我 
我可能搞不好真的就快速由愛生恨 
我不過就是喜歡追求你幹嘛 
你既然叫警察來哇那太不給我面子了 
會不會產生挾怨 
想報復 這樣態真的太多了很難 
所以我想當初在立法院 
在立法的過程當中 
一定也有許多的討論啊 
但我們所知道這版本剛剛也提到的 
在立法院有許多委員都提案 
大家也認真做許多辯證哦 
那這裡當然在這過程當中 
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大家就很好奇說 
在這立法過程當中 
到底哪些的事情 
可能是大家比較擔憂的 
有爭議的 
甚至有可能覺得不足的 
那當然呢 
通過這法案或者在當下的時候 
我們看到也有一些在野黨的委員 



他們當然提到說啊 
這法尤其性與性別相關的一些案例 
他們認為說在這部分來講 
在這一次好像並沒有通過 
就是讓不是每個委員的版本都通過 
畢竟在立法院來講 
大家在合議討論 
最終總還是 會有形成一些 
大家覺得是以多數決 
的方式來得到這結果 
不能面面俱到 
但這過程當中 
到底還有哪些在立法過程當中 
的一些探討啊 
我們有不同的一些角度的辯證 
這是不是可以請教一下委員 
好謝謝 
我這樣講 
其實我們剛講的就是現在已經 
這個修法三讀 
6 月 1 號施行的跟蹤騷擾法 
這當中就是說當你的 8 類行為 
我想未來可能會再想想看 
是不是有其他類的行為 
或者是概括式的把它來加入 
或者是列舉式的 
那就要想到他 
他要在一定脈絡下 
這個行為 
已經讓社會大眾覺得說 不行不行哦 
這個需要用刑罰來保護當事人 
用刑罰來保護受害人 
要就是要觸及到這個程度 
所以這裡面有講 
他需要達到一個特定脈絡 
然後社會大眾的這個想法 
必須要刑罰來處理的 
那其實我們在跟蹤騷擾法 
的其他過去的相關法律當中哦 
也許剛剛提到的這個性騷擾等等 



就說他可能沒有辦法去處理 
反覆持續 
那其實其實我當時我的提案版本是 
糾纏行為防治法 
糾纏了 勾勾纏 
就是一直死纏爛打的這個 
我是用這個 
要不然會跟 
其他這個騷擾有沒有好到底 
大家在對定義上名詞上 
那所以大家在這個方面的一個設計就是一個 
警察怎麼樣在行政跟書面告誡 
那以及連接到法院的這個保護令 
怎麼樣把它串在一起怎麼樣施行 
所以在這當中就會有不同的版本 
都產生了 
那我來講當時司法院的意見 
司法院的意見就是說 
他看了很多委員提的版本 
以及後來行政院的版本 
那他在思考說 
那法院這邊 
相較於這個啊我們的這個家暴保護力 
那你有這個通常防治令 
就你申請之後那個法院核發 
那你也有緊急的哦 
比如說 
當那個你受理到警察機關 
來申請這個緊急的 
這個保護令或主管機關來申請的時候 
我 24 小時之內要核發 
那這當中 
緊急防護令跟通常防護令似乎會有差別 
司法院會考慮這個 
所以他在看各家的版本之後 
他就在這裡有提出 
司法院還考量一點 
就是說那如果你都直接來 
那我司法院他會考量到說 
他的品質問題 



他的量能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兩個層次 
剛剛律師有講 
就說先有警察去發一個書面告誡 
這書面告誡之後呢 你還再犯 
在兩年之間再犯 
那你再向這個 
當事人呢 
或警察或主管機關 
再向這個司法院來 
申請這個保護令 
那觸及到保護令的時候 
我們在後面有這個刑法上的一個處罰 
這樣的一個連接 
然後所以感覺上就說 
這樣會不會是比較好 
或者是比較不好 
但這是司法院的見解 
在看版本的時候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看來討論一下 
就說其實有關於跟蹤騷擾 
這樣子使人就是說 
心生畏怖違反意願 
然後就妨礙到他的這個 
生活跟活動的時候 
那歐美很多國家他是直接刑罰 
直接處罰 
好就是說 
我就直接定一條跟蹤騷擾相關的 
這個罪 法條只要一觸犯了 
那你可就用這個罪就可以 
有沒有直接入刑罰來來處罰了 
很多國家有 
這就是直接入刑罰的概念這種模式 
那也有的國家比方說像德國 
然後他的暴力防範當中 
他有設計的他是怎樣 
就說你必須先申請到 
就是說 
先有一個司法保護令的一個介入 



後面再連接到刑罰 
就說先申請到保護令 
那保護令有一定期限 
在這保護令一定的期限當中 
那行為人再去觸犯 
好這個時候就進入到刑罰的處罰 
那有的國家比方說像 
這個丹麥 它可能就是說 
它必須就是說 
我沒有說直接可以刑罰 
那必須我先用一個警察或行政單位 
先去禁止 
先去警告 
那在這一定有效期間當中再犯的時候 
然後再連接到刑罰的處罰 
我剛才講下來就三種模式 
那我接下來講 
其實我們比較接近的 
其實是日本的模式 
但是我們還是有比他們多一點 
日本模式 
就是說它先行政介入 
它先行政介入 
就說警察可以告發這個警告 
然後他的主管單位 
可以發布這個保護令 
還是禁制的這個行為管制 
這樣防治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你觸及的時候那當然會入刑罰 
可是日本他是刑罰並行 
也就是說 
就算沒有經過啊這個警察單位的警告 
主管機關的這個 
教你防治這些命令 
你直接觸犯 
他相關的這個樣態要件有達成的時候 
也是會構成跟蹤騷擾 
直接入刑罰的一個處罰 
這日本的模式 
那我剛講完這麼多 



大家都知道後 
立法院的確是非常充分的討論 
因為好多年來一直在煩惱這一塊了啊 
最後台灣的模式就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先拿一個行政的介入 
比如說警察可以書面告誡 
好啊那告誡那當事人呢 
不管是行為人或是受害人 
那你這對這書面告誡 
你有異議幾天之內要怎麼樣去處理 
但是警察告誡這個期間 
行為人如果再犯哦 
那就可以去申 
請法院的這個核發保護令 
那核發保護令下來之後你又再犯 
那就可以直接進入到刑罰 
就是說行政介入 
司法連接到刑罰處罰 
但我們也單獨另外刑罰並行 
好刑法並行我剛剛講日本的 
比如說如果你直接犯了啊 
那八個樣態那八類行為的跟蹤騷擾 
你會處以這個一年以下 
的這樣的刑罰 
所以現在這個是 
台灣看起來的一個模式 
當然在這模式之下 
那我們就會討論說 
那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還是比較不好 
那其實我我剛剛有講 
就是說我們其實不管是行政介入到 
司法保護令連接到刑罰 
那個可以判到 3 年以下 
你違反保護令 
但是其實直接的刑罰也有一年以下 
甚至如果你預備帶凶器什麼的 
還可以判到 5 年以下 
那這當中 
你就可以一直聽到我這邊在講述的 



其實內政部 
是最憂慮的了 你想想看 
你現在如果有受害人當事人然後說 
他被跟蹤騷擾了怎麼辦 
他第一個事情找警察 
就我們在設計的找警察 
第一個層次在警察 
警察去偵查一下 
要去了解一下那誰的工作 
警察的工作會非常多的事 
書面告誡誰的工作 
警察的工作 
那將來你這個聲請核發保護令 
保護令下來了 
誰要去負責執行也是警察 
那警察不是 這個哇 
重中之重啊 
幾乎大半的責任都在他們上面啊 
全國才 
幾萬個警察那到底哦其他的哦 
刑事案件什麼案件 
各種案件交通案件都要處理 
交通案件剛剛前面有講 
再加上跟蹤騷擾的這個案件 
那大家就說哇那這樣負荷得了 
負荷不了 
這當中在立法院是量能 
是討論很多 
可最後還是決定了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樣看呢 
因為我剛剛講的我們最接近的 
的模式是日本 
那日本他們在制定 
也就是說警察可以先發這個警告 
發現有沒有效 有 
就是說根據統計數字模型跑完 
相關的分析 
就說如果在第一時間 
對於這種跟蹤騷擾 
糾纏的這種行為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動作出來的話 
幾乎可以避免掉八成 
後續再繼續 
發生犯行啊 
如果做按照這樣來分析的話 
是很值得做 
因為看起來好像哦警察負責大半 
可是他卻會 
把檢調的後面很多包括是 
這個司法啊這個 
訴訟啊或者受害者等等 
這後面還有很多工作 
是否得以減輕負擔然後整個效果 
會更好啊 
所以其實最後就是 
大家還就走這樣的模式 
不過剛剛有講到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有沒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第一個不足的地方就是 
跟我剛剛這樣講完之後大家會發現 
我覺你很多東西沒講啊 
你今天跑去找警察說你被跟蹤騷擾了 
希望警察好給你開這個啊 
書面警告 
你有講說警察多久時間已經要開了 
對不對這這就問題了 
那我們設計又是 
警察要開完書面告誡之後 
這個書面告誡的期限 
又再犯的時候才去聲請保護令 
那萬一在第一時間當中 警察忙碌 
或者有什麼 
沒有辦法夠去注意的第一個地方 
勞心勞了 
沒有辦法疏忽或怎麼樣的種種 
這也是有可能會發生 
難道後面整個牽涉到的不就是 
影響到了 
所以未來是說我們還是像家暴 



保護令像什麼的 
他不是都會有一個時間之內 
你多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做一個期程 
那回頭來看 
警察的這個書面告誡你要多少時間 
那延續到後面 
所以這個是 
可能一個一個重點在這裡的 
那 
另外我剛剛講的就是主持人提的 
我來回應了 
要不要跟性別有關 
那我自己當時我提的版本有沒有 
其實我想英國黛安娜王妃 
大家都很知道 
狗仔隊 
那一定不是跟性或性別有關 
對不對 
所以所以在英國這方面他就有制定了 
是他就把這個囊括在內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他說一開始我跟他講 
警察工作負債那麼多 
那他到底要不要 
全部都管 
那其實在討論的時候 
讓國民黨或者其他的政黨 
也不斷的提出 
應該說不要只限制在與性或性別 
然後那 
那個時候 
大家在討論就說那怎麼辦那討債集團 
如果你今天不 
不把它規範在性或性別 
討債集團來怎麼辦 
或者我剛剛重複講了狗仔隊這些 
那通通要加進來的話 
那警察在第一時間之內後 
那我到底能人力物力 



所以先求有再求好 
然後就是說先把 
性跟性別的這範圍 
納入 納入之後 
後面有機會的話 
能夠再做一些修正 所以 
今天來講就是說我們未來可能就說 
三個我再整理一下 
就是到底警察多久時間 
要去發這個書面告誡那以及 
跟蹤騷擾的行為樣態是不是只限那 8 種 
要不要你在 
其他也是 
情節程度強度有夠的 
你用一個概括式的一個條文來說 
如果跟這八類相關一樣嚴重 
最後一個其實剛剛律師也有提 
那個預防性羈押 
那個是重中之重喔 那不容輕忽 
所以我們 6 月 1 號上路之後 接下來 
那法院 
在同意這個羈押的時候 
到底會產生多少的案例 
可以那 
那這個東西到底到底要怎麼做 
也連結到我們現在是刑罰並行 
刑罰並行那 
那刑罰的程度到底比例上 
或者以後怎麼取捨 
到底是行政介入比較有效以後 
還是說刑罰比較有效以後 
都會看到這個部分 
在未來更多的案例 
好那大家來研究再來分析 
然後立法院再來做修正 
這可是每次我都很感觸啊 
真的叫你們的立委哦不要跑 
婚喪喜慶了 不是那個新郎很帥 
新娘很漂亮 
然後去鞠躬致意 



你要讓你的委員去認真討論法規 
因為他通過了之後 
就是中華民國的法律 
不管好跟壞 
那就變成國家的遊戲規則 
你在意就會決定你的命運 
不在意就把命運交給別人就是如此啊 
這是我每次談到說去關心立法院 
去提升他的品質 
給他更多的一些經驗支持 
然後當然很多的認真立委會 
召開公聽會廣聽各種民意 
我覺得條文訂的的更精準了 
也請教瑞德大哥就說 
當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部分的法規 
顯然不管怎樣他 6 月 1 號就開始實施了 
我們剛剛前面聽起來都會知道 
跟你我啊 
可能都會有很密切的一些關聯性 
甚至你周邊的親友 
可能都會有遇到這樣狀況啊 
那當然之前有提到說 
我們剛提到家暴法的部分 
因為他有一些 
針對恐怖情人的部分 
當然就很好奇 
說到底還是一樣這個適用的部分 
然後包含 
有可能因為瑞德大哥也跑那麼多的案例 
大家也會好奇這樣的法規通過之後 
真的啊在這些所謂的樣態上的部分 
在未來可以想像的一些狀況 
那當然也是提到說 
我可能這樣聽一聽之後 
會發現有些剛講對我的恐嚇 
難道一定要用這個所謂跟騷法嗎 
那有我們剛才提到說 
有些時候限制的家暴法裡面 
應該是這個親人朋友啊等等 
那剛剛律師有提到那個案例 



如果假設又是前男友 
那為什麼不會用 
這些法規來就辦呢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對於家暴法啦 
跟騷法這些區隔這些法規的應用 
可能還是怕霧煞煞 
那瑞德大哥有什麼樣的一些見解呢 
立法委員是法律的制定者 
那像劉律師律師跟檢察官 
他們是法律的執行者 
那我們媒體就是法律的旁觀者 
旁觀者清啊 
所以呢那麼法律 
每部新的法律出來 
一定是為了彌補在某種程度上面的 
這個等於說空虛哦 
那但是法律跟法律之間也會有交集啊 
那跟騷法目前為止 
三讀通過 6 月 1 號開始實施 
一般跟騷法就跟蹤騷擾了 
那這些的話 
你提出告訴的話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你 
發出的保護令他他又不聽對不對 
又觸犯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應該算是蠻重的 
那緊接下來如果你帶凶器的話哦 
5 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更重哦 
目前 
跟騷法的三個刑責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大家也講到霧煞煞 剛剛講到了啊 
不是跟蹤騷擾嗎 
那為什麼狗仔不算 
那如果狗仔算進去的話 
這部法律會變得無限複雜 
會非常的複雜 
所以現在先定他的這個前提 
大家要記住 
跟蹤騷擾目前的前提是與性 
跟性別有關係 



性跟性別有關係 
所以你單純的啊 
這狗仔隊只是為了跟明星這個就 
不在此列 
那如果你是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討債集團 
還是這個通常跟 
妨礙自由比較有關係 
強制罪有關係 
那因為有債務糾紛 
所以這也不在啊 
跟騷法的立法的原旨裡面啊 
不是所有的 
跟蹤騷擾都全部都在裡面 
這個去你家潑漆那些東西 
那是屬於比較強制罪的部分啊 
那麼理論上來講那有些人會覺得 
那跟蹤騷擾適用的對象啊 
跟這個家暴防治法適用對象 
到底怎麼區別啊 
很簡單 
那麼跟騷法的這個適用的對象是 
任何人你知道嗎 
就我剛剛說的任何人符合性跟性別哦 
通常跟追求啦或者幹嘛有關係的 
與性與性別啊包括同性都一樣哦 
然後呢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話 
家庭兩個字在前面 
所以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也修 
也修正過好多次啊 
家庭暴力防治法一開始是設定在 
很侷限的家庭裡面 
所以包括可能就很麻煩了 
把夫妻啦 然後呢 
包括這個父子啦什麼啦 
然後包括之前還要前妻前夫 
這前夫等等了 
但後來發現有一些跟這個有關係 
情侶就沒在規範裡面 
後來又修正一個叫同居 同居關係 



但後來又發現你修正成同居關系 
有些人沒有同居在一起啊 
他比如說 
後來才會有這個所謂恐怖情人條款 
他只是可能是男女朋友關係 
但問題是他不是夫妻關係 
也沒有同居在一起 
那就不符合這個家庭暴力防治法 
他的構成要件 
法律啊 
人說法律千萬條要用自己喬 
可問題是喬要有那個字 
白紙黑字在上面 
沒有白紙黑字在上面 
警察機關 
跟檢察機關是沒有辦法幫得上你忙的 
所以呢那怎麼辦呢 
那後來就有這個所有恐怖情人條款 
所以恐怖情人條款經過立 
法院修正三讀通過了 
以後不再限定說什麼前妻前夫了 
甚至於必須住在一起 
同居關係都不限於這個關係 
你只要有感情的啊 
不管你是男女情侶呢 
反正性別啊同性也在裡面 
全部在保護裡面 
那我要特別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想說有家暴法的這個保護令 
然後呢有一般保護令跟緊急保護令了 
然後還有這個等於說啊 
跟跟騷法的保護令 
你不要以為這個保護令就能夠救你 
幫你啊為什麼 
保護令只是警察機關哦 
這個開出來的一張紙而已 
你不要以為 
不要以為說這樣子我就安全了 
所以有些我們 
老百姓自己必須要有自保的 



這個啊等於說可能性為什麼警察機關 
全台灣大概以前叫 8 萬警察大軍 
現在少一點大概 7 萬警察大軍 
他要處理太多太多的事情啊 
所以你必須要 我問你 
如果你不在警急情況報 110 
那警察也幫不了你 
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蒐證很重要 
錄音錄影也很重要 
告訴各位 
就是說台灣的法律是經過不斷的啊 
變更的不斷的修正的 
所以現在跟騷法 
也是為了補足於我們現行的法律 
跟所謂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外 
所以來這個東西 
那恐怖情人跟跟騷法差不多 
差別在什麼地方 
恐怖情人跟你有關係 
就恐怖情人就是不是你的呃 
你們至少之間彼此可能有追求啦 
有感情糾紛在裡面啊 
所衍生出來的暴力 
各位不是就打你才叫暴力 
言語也算暴力啊 
造成你精神上的壓力也算暴力 
那你就可以去申請這個所謂的 
家暴令啦 
可以把他從家裡面趕出去 
然後呢或者是說啊 
他必須保持 200 公尺這個距離 
不能靠近你 
然後呢緊接下來但你不要忘記 
所有的一切你都必須要蒐證 
所以有證據才能辦他啊違反保護令啊 
抓去關對吧 
那一樣這些都由警察機關來處理 
那現在跟騷法就是補過去的不足了 
不過再強調 



狗仔隊跟你如果確定是狗仔隊的話 
那就不屬於跟騷法了 
那是屬於另外其他的法律 
通常現在啊 
社會秩序維護法那一條就出來了 
但是呢經勸阻不聽讓狗仔隊先離開嘛 
啊緊接著再來跟你嘛等等嘛 
所以法律是不斷的滾動跟修正 
但是我覺得就像那個委員說的 
有比沒有好 
先修正那這先修正的實施了以後 
再看看他有什麼弊病 
什麼地方需要修改 
那到時候再修改就跟家暴法一樣 
是這個 
我想本來這個民主深化過程當中 
這些法規就是如此 
我們連憲法都會有修憲的這個過程 
更何逛這些相關的法律哦 
的確與時俱進的再做一些進行哦 
那當然了 
這個再請教一下我們劉律師哦 
我們都希望大家不要有發生這些 
都不要使用到這些法條了 
但萬一真的有人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那當然剛剛提到的 
除了跟騷法這過程當中 
大家也會好奇說 
他還會有什麼樣子 
可以採用的一些法律手段的一些工具 
來保護他自己 
甚至萬一真的發生了不幸事情 
不管是他自己或者家人有什麼作為 
可以求償 
的這些程序來做一些相關的處理 
現行的法規的狀況 
是不是 
請劉律師也可以幫我們做一下說明 
我覺得跟騷法這一塊 
剛提到有八個面相哦 



但是可能大家 
可能對法律上面不是那麼清楚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有哪八個面相哦 
第一個就是所謂監視觀察 
然後監視這種行為 
或者是那種盯哨尾隨 
就是那種典型的跟蹤哦 
然後或者是有這種歧視貶義的言論 
那種辱罵的就是就無來有的辱罵 
那或者是有通訊騷擾 
尤其在現在這種 3C 的時代哦 
很多就是網絡上面的一些留言等等 
這個也算哦 
那另外就是會有不當追求 
這可能就是比較抽象的一個法律概念 
然後他有一個物品騷擾 
物品騷擾就說對特地人去寄送 
或者是留置一些物品 
那另外還有妨礙名譽啊 
會留一些這個 
這個妨礙個人名譽的一些言論 
那另外一個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冒用個資 
如果說我冒用某一個人的一個名義 
去做一個訂購物品 
或者是去要求服務等等的 
那剛剛有去提到 
剛委員有特別去強調 
說跟騷法這一塊 
必須是要跟性以及性別有關 
那其實在這一塊就會遇到一個 
如果大家剛在分析這個 8 個項目裡面 
大家會遇到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狀況 
我們假設一個 scenario 這樣 
就是假設剛提到最後提到冒用個資 
就我在看這個法律的時候 
我自己是就會覺得很有趣說 
為什麼這八個裡面 
其實有一些 



我真的我自己都想不太起來說 
他跟性跟性別可能會有關哦 
所以說 
這部分其實也是在呼應剛委員提到 
就說我們這些 
今天在法律的執行上面 
可能接下來還會有一些磨合哦 
那尤其說扣到性與性別有關 
因為我自己當律師 
我們看到一個法律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情這個 
這有點算是職業上面的本能 
然後 那這部分會不會在執行上面 
會遇到什麼狀況 
你看哦 
他的構成要件是必須要性與性別有關 
然後去執行的人是警察 
那個警察怎麼去判斷 
他必須怎麼去判斷 
他不會警察不會開庭 
他不會說有一個在偵察庭裡面 
然後叫大家來去調查證據 不會 
警察要去判斷他是性與性別有關 
這是兩面刃 
這是兩面刃 
一個是容易成一個是不容易成 
我講的比較暗黑一點 
我們看不容易成的這一塊 
如果我今天遇到一個 
可能在執行上面 
警察在執行上面他可能 
不是那麼積極的 
他很容易說 
那你沒有舉證這跟性與性別有關 
他可能就不發這個所謂的告誡 
有可能就會遇到這樣子的一個 
執行上面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到底這個具體的標準到哪裡 
這可能會是執行上面接下來大家 
要去觀察的一點啊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但是我可能就是因緣際會之下 
跟了某一個人 
或者是造成某一個人覺得說他誤會 
他在跟我 
然後結果我被警察發了一個告誡書 
剛剛我們提到通通都是以 
被害人的立場來看 
那假設我今天 
我不小心被認為是跟蹤的人 
那這一塊我有沒有什麼救濟 
目前的救濟是這樣哦 
我今天被收了一個告誡書 
說真的我如果我什麼事也沒幹 
我收一個告誡書 
我一定心裡很不痛快 
對我要去申訴 
申訴的管道是 
跟警察申訴 
所以說其實我們已經可以預見 
他這個申訴 
基本上就是一個行政上面的一個作業 
他也不會具有特別的一個開庭 
但是我好好的一個人 
然後莫名其妙我的這個這個紀錄裡面 
雖然那不是刑事的判決 
但是我多了一個 
曾經有收過這個警戒的這個 
這個書面的處分 
我覺得這塊可能也是會和 
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一些爭議啊 
那另外在現今的這個 
呃跟騷這部分科技的騷擾 
其實他已經 
慢慢的隨著我們的 
科技的這個社會有演變 
他已經開始比這個 
物體物理上面 
他跟著你的那個騷擾的那個影響程度更重了 
而且你物理的騷擾是你只有跟著我 



你那個科技上面騷擾是你 我整個社群 
好我可能我整個 instagram 我的 facebook 
我的這些社群都可看得到你在騷擾 
我造成的那個損害更大 
而所以說在科技的騷擾上面呢 
很重要是 
現在網路上面大部分都是匿名 
或者是說這些社群上面你要去找 IP 
要花很多的功夫 
所以說在執行或在保護上面這可能 
接下來是會遇到這個挑戰 
所以說跟騷法是一個我覺得很 
有必要的 
然後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法律 
能夠去給人民更多的一個保障 
但是在這個現實上面的一個那個落實上面 
可能會後續會有很多的挑戰 
那在這挑戰之外呢 
我們來來跟大家說明說 
如果在排除跟騷法之外 
那我現今 
我法律上面有什麼樣的一個保障 
那如果是行為態樣 
這我們是變成說有一個前提 
那這遇到恐怖情人他對你有一些 
強制力的一個一個行為 
所以強制法律上的強制是 
使人去做無義務之事 
好就是說 
例如說他在家裡面樓下堵我 
害我不能出門 
我明明就是可以出門的啊 
我本來就有出門的權利跟跟自由 
然後我被這樣堵的時候啊 
這可能就會 
刑法 304 條的一個強制罪的一個適用 
那如果說他這個講那個 
例如像南投那個案子 
他還出言恐嚇啊 
然後恐嚇你的維安安全 



然後讓你自己哦 
你心裡面是覺得說很害怕 
你一想到這個人 
然後你一收到他的訊息 
你就會覺得很害怕 
這個也都能夠去用 
利用這個刑法 305 條 
然後恐嚇維安罪這樣 
那當然說 
如果你因為這樣子的受到損害 
這民事上面都有所謂侵權行為 
可以去做損害賠償的一個請求 
那觀眾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啊 
既然 誒 劉律師你剛剛講 
刑法都已經有這樣的規定 
那民法都有都有這樣規定 
那為什麼我們 
我剛剛還一直在講說跟騷法這麼好 
為什麼有這個必要 
他的必要性就是在 
我今天如果走剛剛講的刑法跟民法 
我要透過冗長的法律程序 
我才能夠去實現 
這個遲到的正義 
人家講說正義會遲到 
但是不會不來 
可是這個有時候那個正義遲到 
那個過程 
我可能我的身家安全 
我的性命 
我的名譽可能都已經都毀了 
正義再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哦 
所以說 
剛剛把他提供了一個及時的一個捷徑 
雖然他有一些程序 
這程序我也同意說這是很必然 
因為他會侵害到人民的一個權益 
但是說如果說能夠在這個 
跟騷法在剛剛我提到 
因為接下可能還會有更多的 



實務上面的一個 
運作上面的討論 
如果你可以利用這個這個法律 
我們把這個跟騷法 
能夠去做一個更具體的落實 
然後滾動式的做調整 
我覺得這一塊的話 
對人民的權利還有這個安全保障 
會更有更有效力 
今天謝謝我們三位來賓哦 
透過他們三位的這些分享 
我想大家可以針對我們 6 月 1 號上 
路的這跟蹤騷擾防治法 
有一個更深刻的 
了解哦那這也是我們的目的啊 
因為我們也希望 
這個台灣第一個我們啊 
雖然是網路的節目 
但我們希望從立法啊 
甚至有些時候是修法 
從這些施行的 
甚至反饋檢討的過程當中 
好好去做一些論壇哦 
那讓大家更充分保障自己的權益哦 
曾經有一句名言說這個法律的力量哦 
應該跟隨著人民 
就像影子應該跟隨我們的身體 
我覺得我們既然談民主國家 
基本上就是法治的國家 
對於這些法治 
相關的素養都是每個人必須要了解的 
所以這是我們開心透過我們的節目 
希望可以啊達到的一些目的 
所以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幫我們轉傳 
按讚點閱分享 
也當然歡迎大家留言啊 
給我們一些提醒啊給我們一些建議哦 
當然如果對於相關的一些法律 
有什麼想要再進一步的了解 



都可以告知我們 
我想我們會努力的 
邀請這些最棒的這些專家學者啊 
這些民意代表政治人物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啊清楚來做解析哦 
今天再次感謝三位來賓 
我想最後我們感謝我們 
隆祥經濟發展基金會來贊助我們 
全民大會堂的節目 
因為有他們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來製作這麼好的節目 
呈現給大家 
所以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