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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假消息事件—以我國現行法制探討 

■ 國家文官學院政風室主任及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副教授 李志強 

隨著網路盛行及社群媒體當道，現代人透過電腦或手機，只要上網即

可輕鬆接收新聞資訊，但面對五花八門的消息，如何分辨真假恐怕連

報導者都難以認定，加上許多人喜好大肆轉傳，因此很容易造成以訛

傳訛或者以假亂真之結果，輕者致特定人遭受誣衊、店家蒙受損失，

重者可能影響公司獲利甚至危及國家安全、破壞民主生活方式，實在

不容小覷。                (本文載自清流月刊) 

一、何謂假消息 

自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川普即屢屢指控與其意見相左的新聞媒體

製造假新聞，並把這些媒體說成是全民公敵，假新聞（fake news）、 假 



4 
 

消 息（disinformation）遂成為一個全球性話題。然而其與錯誤報導、

不公評論、未經查證新聞或廣告置入新聞有所相似，以下先說明現行

法律規範及處理方式： 

（一）錯誤報導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 23 條規定，對於電臺（指廣播、電視電臺）

之報導，利害關係人認為錯誤，於播送之日起，15 日內要求更正時，

電臺應於接到要求後 7 日內，在原節目或原節目同一時間之節目中，

加以更正；或將其認為報導並無錯誤之理由，以書面答覆請求人。前

項錯誤報導，致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受有實際損害時，電臺及其負責人

與有關人員應依法負民事或刑事責任。由上可知，錯誤報導乃指廣播

或電視電臺所報導之內容錯誤，該報導事件之利害關係人可以請求更

正，而電臺及其負責人與有關人員應依法負民刑事責任。再者，《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亦有類似規定，當利害關係人對於衛星廣播 

電視之節目或廣告認為有誤，得於播送之日起，20 日內要求更正；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接到要求後 20 日內，在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

告中加以更正。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認為節目或廣告無誤時，應附具理

由書面答覆請求人。 

（二）不公評論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明文，廣播、電視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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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等之答辯機會，不

得拒絕。透過本條文可知，所謂不公評論，即是指被評論者對於廣播、

電視電臺之評論認為不公致損害其權益，故此規定廣播、電視電臺應

提供被評論者答辯之機會，以避免評論有失公正。此外，在《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 40 條也規範，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評論涉及

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當答

辯之機會，不得拒絕。 

（三）、未經查證新聞 

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1 項，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製播之節目及廣告內容應尊重

多元文化、維護人性尊嚴及善盡社會責任；第 2 項更進一步規範「製 

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第 3 項則明定，上述

業者播送之節目或廣告內容，不得「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

損害公共利益」；涉有違反者，依第 4 項規定，應由該事業建置之自 

律規範機制調查後作成調查報告，提送主管機關（即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審議。從以上條文可知，未經查證新聞係強調所製播之新聞未

經事實查證程序。另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3 條，主管機關對於

違反上開規定（如製播未經查證之不實新聞）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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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停止播送該節目

或廣告，或採取必要之更正措施。 

（四）廣告置入新聞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 33 條，電臺所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並

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但本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另在《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 31 條第 1 項則明文，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不得有下列各款行為： 

1.播送有擬參選人參加，且由政府出資、製作或贊助之節目或廣告。 

2.播送由政府出資、製作或贊助以擬參選人為題材之節目或廣告。 

3.播送受政府委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 

4.播送受政府委託，而未揭露政府出資、製作、贊助或補助訊息之節

目。 

在第 2 項還特別規定，前述業者不得於新聞報導及兒童節目為置入

性行銷。第 3 項更進一步明定，業者於主管機關所定之節目類型中

為置入性行銷時，不得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直接鼓勵購買物品、

服務或誇大產品效果，並應依規定於節目播送前、後明顯揭露置入者

訊息。由上可悉，廣告置入新聞即指基於行銷之目的，假借新聞打廣

告。從字面上來看，若將假消息定義為與事實不符之新聞，則其與前

述所稱之錯誤報導、不公評論、未經查證新聞或廣告置入新聞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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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多有雷同，甚至還可能同時夾雜幾種態樣。維基百科將假新聞定 

義為：刻意以傳統新聞媒體或是社群媒體的形式來傳播的錯誤資訊，

目的是為了誤導大眾，帶來政治及經濟的利益。故此認為，假消息之

核心概念，在於故意捏造不實新聞、訊息，藉此誤導大眾而達到其政 

治或商業上之利益。 

二、他山之石 

此議題因涉及我國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故為避免侵害人民權利，

若要管制或處罰自須透過法律明定，然要制定專法或者修法，乃是當

前值得深思者，以下國家可供借鏡。如美國加州議員因不滿川普操弄

民意當選美國總統，曾於 2017 年試圖提出《政治網路詐騙防制法案》

（California Political Cyberfraud Abatement Act），將意圖影響選舉而刻

意製造或傳播不實網路內容之行為視為違法，但本草案一經提出立即

引發各界批判而告終。馬來西亞國會於今年 4 月間通過《2018 年反

假新聞法案》（Anti-Fake News Bill 2018），目的是為了嚴懲任何製造、

散播、轉發假新聞者，違法者不僅面臨最高 50 萬令吉罰金（約新臺

幣 370 萬元），甚至可能遭判處最高 6 年有期徒刑。然而在同年 8 

月間，因改朝換代，短短 4 個多月，馬來西亞國會又三讀通過廢除

這項頗具爭議的法案。本文認為，若制定專法，首要之務應將假消息

予以明確定義，且將其有別於本文上述所舉之相關名詞，以避免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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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造成適法疑義。再者，必須通盤考量我國當前社會情況及民意需

求，以免貿然制定專法而遭質疑以立法之名而行打壓之實。若採修法

方式，必須注意者，不論是錯誤報導、不公評論、未經查證新聞、消

息或廣告置入新聞，我國雖有法律明文，但規範主體及裁罰對象恐不

及於一般民眾，對此應納入修法考量。另據報載有立法委員提案，將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5 款，原定散布謠言，足以

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處 3 日以下拘留或 3 萬元以下罰鍰，在前述條

文中新增「未經查證在網路散播傳遞假新聞、假消息」視為違法，立

意雖好，惟認定標準及配套措施宜先審慎研訂，否則將衍生更多爭議

與民怨。此外，就目前可行作法而言，對於攸關民眾權益之法令，如

上所提錯誤報導、不公評論、未經查證新聞、消息或廣告置入新聞等，

由於現行法律已有規範，主管機關應廣為宣導並善盡監理之責，若屬

個人權益部分，當事人自得循法律途徑救濟。 

三、結語 

當今民主國家皆強調「第四階級」的概念，此即「第四權」，指大眾

媒體係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外之制衡政府的第四種力量。第四權

賦予大眾傳媒扮演非官方卻能夠凝聚各界想法的角色，不僅有助於公

眾瞭解問題及表達聲音，同時也是制衡政府的重要機制。因此，當有

政府涉入管制或遭質疑新聞之真實性與公正性時，媒體多認為因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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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自由（freedom ofpress）而主張應予免責。面對假消息充斥之亂象，

如何透過健全法制、媒體自律、查核機制及網路治理等措施，促使報

導或傳遞真實且公正之新聞與消息，但同時也要保障言論自由，此 

乃世界各國現正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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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密維護宣導 

 
 

 

 

 

 

 

 

 

 

 

 

 

行動支付安全嗎? 

 

■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資訊組長 李詩婷 

107 年為臺灣行動支付元年，政府大力推動行動支付，民眾被行動支

付的便利性所吸引，但也對其背後的安全風險有所疑慮，便利與安全

應如何兼得？                         (本文載自清流月刊) 

一、行動支付時代來臨 

行動支付是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的國家發展政策之一，行政院賴 

院長於 106 年出席「行動支付購物節暨聯盟成立大會與聯合成果展」

時，揭示於 114 年行動支付提升至 90% 的政策目標。行政院已將 

107 年訂為臺灣行動支付元年，為了讓行動支付更為普及，相關部會

陸續修訂與鬆綁法令，並推出眾多行動支付軟體，以建置友善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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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使用環境。政府大力推動行動支付，目的不僅在增加便民服務，

亦希望藉此刺激消費、促進經濟成長。在政府及民間業者的努力下，

行動支付使用率也逐年提升，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截至 

2018 年 4 月底，國內行動支付總交易金額已超過 281 億元，較去

年同期成長 601% 

二、什麼是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簡單來說就是可利用行動載具（如手機）以非現金方式進行 

付款交易。交易方式主要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使用 NFC 功能進行

感應刷卡，以國際三大 Pay（Apple Pay、Google Pay 及 Samsung Pay）

為代表，其特色是交易時是利用行動裝置內建的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場通訊）功能進行感應傳輸，故不需要啟用網路，

行動裝置充其量只是信用卡的載體而已。另一種則是透過 QR Code 

掃描方式進行支付，交易時需啟用網路，但因不限定廠牌手機與 NFC 

通訊功能，進入門檻較低，故配合的商家最廣，如夜市或手搖茶飲店 

常見的街口支付或 Line Pay 等。 

三、資安問題仍是最大疑慮 

民眾被行動支付的便利性所吸引，但也對其背後的安全風險產生疑慮。

有據於此，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6 年修正了《電子支付機構資

管作業基準辦法》，而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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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等法規，

目的就是在建立相關安全控制基準，規範支付平臺應具備完善之安全 

防護機制，以維護使用者個人資料安全。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另外，

針對行動裝置 APP 的安全問題，經濟部工業局已修訂「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規範 V1.2」等相關文件，並新增「行動應用 APP 安

全開發指引 V1.0」，提供行動支付商家在開發及檢測 APP 時作為參

考依據，以加強資安防護。相關業者及開發商為符合法令規範及維護

自身商譽，亦須設計相關安全防護機制以降低資安風險，在不危及使

用便利性下努力提高支付機制的安全性。舉例而言，Apple Pay 為了

提高安全性，凡是設定使用 Apple Pay 的手機皆強制啟用螢幕鎖，並

可搭配指紋辨識或 Face ID 以兼顧使用便利 

性。Google Pay 亦須設定螢幕鎖控制，不論是密碼、圖形或指紋皆可，

且一旦移除螢幕鎖設定，裝置內綁定的信用卡設定也會一併移除。 

四、使用者應具備基本資安意識 

然而，行動支付最大的安全隱憂仍來自使用者的行動裝置使用習慣。

手機螢幕鎖定方式一般包含圖形、密碼、及滑動解鎖等，若未開啟螢

幕鎖定，或是解鎖密碼太簡單（例如使用慣用密碼 0000、1234、 

生日等）就容易被破解而盜用，使用圖形解鎖也須避免被旁人偷看或

利用螢幕殘留的指紋痕跡進行猜測破解。當手機變成行動支付的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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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力就等同信用卡般重要，但一般民眾不會將信用卡輕易離身， 

卻可能會將手機隨意置於座位後短暫離開，增加行動支付被盜用風險。

多數行動支付 APP 依賴的是內建的密碼認證機制，而非手機密碼，

例如街口支付、Line Pay 及台灣 Pay 等，於交易前必須輸入密碼後

始能開啟支付功能，故並不會強制使用者啟用螢幕鎖控制機制。然而

使用者仍需留意其內建的安全機制是否確實有效，即使在手機遺失時

仍能及時發揮保護作用。建議使用者仍應以縱深防禦（Defense in depth）

之概念，仍應啟用手機螢幕鎖定密碼。 

五、結論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在 2017 年 2 月所進行的「行動

支付消費者調查分析」調查顯示，國人考量是否使用行動支付的前五

名因素之中，安全性因素（83.3%）位居榜首，「有無優惠（49.5%）」 

則屈居第二，表示國人對行動支付的安全性疑慮比「優惠小確幸」更

為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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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專家建議民眾應： 

◆ 行動裝置啟用螢幕鎖定機制，強化資安縱深防禦。 

◆ 避免下載來路不明的 APP 軟體，並安裝防毒軟體。 

◆ 避免使用簡易密碼並時常更換。 

◆ 小心保管行動裝置，若不慎遺失則可利用 Android 的「找回手機」，

或是 Apple 的「尋找我的 iPhone」功能，定位手機位置或近一步進行

裝置鎖定、資料清除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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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     (節錄自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電子報資料庫) 

油鍋起火， 

沒有滅火器該如何處理？ 

廚房是家中最容易起火的場所之一，油鍋起火常為主因，面臨油鍋突

然起火，一般人會產生驚慌，不知所措，此時千萬要鎮定，如身旁無

滅火器，可依下列步驟處理： 

 

一、拿起鍋蓋，由身體往油鍋方向蓋住油鍋，阻絕火勢持續擴大延燒。 

二、關閉爐火。 

三、再用濕毛巾覆蓋鍋蓋之邊緣縫隙，阻隔氧氣。 

 

為什麼不先關爐火，要先蓋鍋蓋？因為滅火之勝負往往決定在剎那之

間，如果油鍋已經起火，關閉爐火無法立刻發揮滅火功效，只有立即

蓋上鍋蓋才能阻隔火勢，所以在此強烈建議，處置油鍋起火請先蓋上

鍋蓋。 

如果火勢無法控制要立刻通知屋內其他人員，迅速逃離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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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欄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發出新聞稿，提醒民眾應多留意，以防發生爭議。 

(下文引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新聞稿) 

近日因網購演唱會二手門票引發之消費爭議，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下稱行政院消保處)多次邀集相關業者協商，改善網站文字與圖示，

並明確揭露網站內容。惟今(107)年年終將至，大型演唱會紛紛推出預

售門票之活動，行政院消保處蒐集相關資料，發現自今年 10 月 1 日

至 11 月 12 日止仍有 285 件爭議案，包括 Viagogo A.G.(下稱 Viagogo) 

274 件、Ticketbis S.L.(下稱 Stubhub) 8 件，及權可易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 GO 票亮) 3 件(附表)。申訴之主要態樣，分別為門票售價與

服務費用過高，以及不能退票等消費爭議。 

 

為防範演唱門票消費之爭議，文化部於今年 5 月 16 日發布「藝文表

演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維護消費者在官網購票

之權益。倘消費者無法在官網購得門票，行政院消保處再次提醒消費

者，網購演唱會二手門票，應注意下列事項： 

 

確認進入之網站是否為唱演會官方網站，並注意二手票售價與官網原

價之差額(非官網之售價由賣家自行定價，售價與官網面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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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二手門票，除售價之外，尚需負擔平台高額之服務費用(Viagogo

之預訂費約售價之 25%-30%，Stubhub 之處理費約為 15%，GO 票亮

只收取售價) 

三、勿因業者限「分」完成，或因頁面顯示排隊人數及所剩門票有限，

而在壓力下倉促刷卡付費。 

 

四、注意網站是否同意買家在一定期限內無條件退票，並掌握退票期

限。 

 

五、約定由平台交付門票較有保障，若約定由賣家自行交付，可能發

生未交付門票或門票無效之爭議。若未依約交付有效門票，買家因此

衍生之損失，例如交通費用或取消旅館之違約金，可向平台網站業者

主張權益。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再提醒消費者，網購演唱會門票如有消費爭議，可

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諮詢，或至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

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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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 

別落入「餡」阱，清明潤餅健康 DIY 

本文引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清明節吃潤餅是國人特有的文化！潤餅是以極薄的麵餅為皮，內餡種

類無論葷、素、甜、鹹，均可自由選擇，是常見於小吃攤販或餐廳料

理之傳統小吃。市售潤餅一份約 400 大卡，外皮兩張相當於 1/4 碗飯

(1 張潤餅皮 15 克，約 35 大卡)，內餡有炒蔬菜（如高麗菜、豆芽菜、

韭菜、紅蘿蔔等）、炸紅糟肉、豆干及蛋酥，最後撒上花生粉及糖粉。

另外，有些潤餅還會特別加油麵，增加飽足感。國民健康署提醒民眾

市售潤餅通常含較高的油脂及糖粉，建議民眾把握「少油、少鹽、少

糖、高纖」的原則，如外購潤餅時，內餡應選擇非油炸肉，並要求店

家不要撒糖粉。國民健康署也建議民眾可以在家自己動手做健康又美

味的潤餅。 

潤餅輕鬆 DIY 身體健康零負擔 

國民健康署建議民眾聰明 DIY 健康潤餅，掌握高纖、川燙、不油炸、

少糖、多蔬果五要訣。 

 一、餅皮選高纖，健康不油炸  

潤餅皮可以選購富含纖維的全麥或紫山藥口味，且不要再經油炸、油

煎，另外，兩張潤餅皮等於四分之ㄧ碗飯，需與正餐主食做代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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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燙伴油麵，主食需替換  

油麵本身已含油脂，建議以川燙方式減少油量，再將蔬菜拌進油麵。

另外，若一捲潤餅如用兩張潤餅皮及半碗油麵，則主食量等於半碗飯

量，需與正餐主食做代換。 

三、蛋肉不油炸，川燙白肉佳 

潤餅內餡少用飽和脂肪含量高的五花肉、炸蛋酥，因含有大量油脂，

過量攝取造成膽固醇及熱量過高，可改用川燙雞肉絲、瘦豬肉絲、豆

干絲及蒸蛋皮等，減少身體負擔。 

四、1 份堅果好，少糖多健康 

攝取過多的糖會造成肥胖、代謝異常與齲齒。國民健康署建議潤餅不

加細糖粉，可用葡萄乾和蔓越苺乾之甜味取代糖粉，天然營養，風味

更佳。另外，堅果種子類富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維生素 E、纖維質、

鎂等營養素，具有保護心臟的功能，我國每日飲食指南建議每天攝取

1 份堅果種子類(等於 1 湯匙花生粉)，故建議花生粉亦應適量攝取、

勿過量。 

五、多蔬多果好，清爽無負擔  

蔬菜與水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礦物質及膳食纖維，可促進腸胃蠕動、

腸道益菌生長、降低血膽固醇。多選用當季新鮮、顏色豐富及富含纖

維的蔬菜，如：高麗菜、胡蘿蔔絲、韭菜、香菇絲、苜蓿芽、豆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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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蔬菜以川燙或水煮方式，減少烹調油。另外，搭配季節性的新鮮

水果（如椪柑、小番茄、蓮霧、香蕉、芭樂、蘋果等），可取代糖粉

之甜味，不僅口味清爽，讓民眾享受美食之餘，也能一手掌握健康。 

 

  

 

 
 

 

政風室全體同仁敬祝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