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Angle Health Law Review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Prosecutor, Taiwan Tainan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關鍵詞： COVID-19、肺炎（pneumonia）、疫情（epidemic）、假消息（fake 
news）、傳染病（infectious disease）

DOI：10.3966/241553062020040042006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
散播不實訊息罪，是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散播傳染病
流行疫情謠言罪的特別規定，具限時法性質。該規定

可解析為「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

謠言或不實訊息」之構成要件行為要件與「足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之構成要件結果要件。倘以實際上已

發生之假消息為例檢視其適用，僅在處罰其內容中含

有對「發生病例」或「集體聚集」錯誤資訊之假消

息，以避免刑罰的過度擴張。

Spreading fake news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4 of Special 
Act on COVID-19 Prevention, Relief and Restoration is lex 
specialis to spreading rumor about epidemic according to 
paragraph 63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and the 
former is time-limited. The former norm could consi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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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ment of crime with focus on the act that the rumor 
of epidemic or fake news abou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had been already spread and on the consequence that the 
spreading might cause the public or others damage. By 
investig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orm with the existed 
fake news as an example, the object of the crime should be 
narrowed to the fake news, whose content is about cases 
of illness which has existed or assembling, to avoid the 
extension of punishment.

壹、前言

2019年11月，武漢爆出不明原因肺炎，此一由全新冠狀病

毒所引發的「COVID-19」疫情，在隨後短短3個多月，已蔓延

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逾50萬人罹病，其傳播之快為本世

紀所未見， 歐美各國更陸續從中國撤僑、航班禁飛，形成近

代規模最大的一場全球隔離行動1。而臺灣對抗疫情之反應迅

速，乃受世界各國所肯認2。隨著此波疫情爆發，政府與民間

共為守護臺灣民眾的健康齊心協力，除了盡可能地避免疫情擴

散之外，也隨著抗疫政策的實踐，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公共衛

生體系應對變局的能力。有感於公共衛生體系的強化，雖然需

要以紮實的醫學專業為本，然而也需要政府各機關的專業職能

相互配合，臺灣於2020年2月25日公布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本條例」），即為改善

1  參閱報導者，從武漢到世界COVID-19疫情即時脈動，https://www.
twreporter.org/i/covid-2019-keep-tracking-gcs（瀏覽日期：2020年3
月27日）。

2  參閱林育立，德媒：台灣對抗疫情反應迅速值得各國借鏡，
中央社，2020年3月7日報導，https:/ /www.cna.com.tw/news/
aopl/202003060415.aspx（瀏覽日期：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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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層面之適例。而本條例第14條，針對散播疫情之謠言或不

實訊息罪（下稱「本罪」）之立法，在原有傳染病防治法第63

條的基礎上加以更張，未來應如何予以適用，容有探討之必

要。筆者前此曾於本刊為文，簡介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的要件

判斷3，值此防疫期間，當再就本罪之要件加以檢討。以下即

自「立法理由與保護法益」、「本罪刑罰構成要件及相關條文

比較」等層面切入，簡要解析本罪，期望有助於本罪在司法實

務層面之運用。

貳、立法理由與保護法益

一、本罪之立法理由

首先須說明的是，依據第1條規定，本條例係為有效防治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維護人民健康，並因應

其對臺灣經濟、社會之衝擊而制定；又依第19條，本條例施行

期間自2020年1月15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其中第12條至第

16條則自公布日起施行，在本條例施行期間屆滿後，得經立法

院同意而延長之。從上述規定可知本條例具限時法性質，而本

罪係自2020年2月25日起生效。

觀之本罪的立法理由係「鑑於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易

引發民眾恐慌，對社會及經濟造成衝擊，爰參考傳染病防治法

第63條、刑法第251條第3項、災害防救法第41條第3項及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6條之1規定，定明散布疫情謠言或不實訊

息行為之刑責，以符時需。」可知其訂定不僅參考了傳染病防

治法第63條，更參考了刑法第251條第3項、災害防救法第41條

第3項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6條之1的規定。本罪的構成要

3  參閱許華偉，散播傳染病流行疫情謠言罪之要件判斷，月旦醫事法報
告，36期，2019年10月，149-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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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實屬高度相似，至於各該刑法、災害

防救法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條文，與本罪的共通點，從其修

正時間分別是2020年1月15日、2019年5月22日及2019年6月12

日，以及要件均有與本罪「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相似之文字

以觀，應可認為都是屬於政府近來「防制假消息」刑事政策之

一環。再以各該刑法、災害防救法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條文

所定刑度分別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

元以下罰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相互對照，筆者認為，本罪立法理由中所載參考刑

法、災害防救法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之處，應是指

各該規定對於法定刑度的規劃部分。而本罪亦因而成為災害防

救法第41條第3項之特別法4。

二、本罪之保護法益

本條例既在第1條明確指出「有效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維護人民健康」與「因應經濟、社

會之衝擊」之立法目的，則本罪須有助於該等立法目的之達

成。自本罪立法理由以觀，立法者認為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

訊息，易引發民眾恐慌，並對社會及經濟造成衝擊，因而立法

規制，則其保護法益，自當係「透過有效執行防疫政策，維護

人民身體健康」之公共利益。在此次COVID-19肺炎疫情在全

世界散播的過程當中，可以發現自主健康管理與公共衛生知識

的建立，以及對政府防疫策略與生活週遭社區感染情況的認

知，將左右原本無法完整掌握疫情實況的大多數民眾，就其為

4  災害防救法第2條第1款，既將「生物病原災害」及「動植物疫災」納
為「災害」定義之一環，則本條例作為對肺炎傳染病防治之特別法，
與災害防救法中相關條文若存在競合關係，認定本條例規定為災害防
救法中具體規定之特別法，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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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自身或家人健康所作的決定。倘若民眾在無法明確分辨相

關訊息之真偽時，接收到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並基於

未知進而產生恐慌，最終導致決策錯誤，即有可能對其健康管

理發生危險，且因此等假消息的存在，造成政府為推動防疫政

策，必須不斷花費心力澄清、闢謠，亦有害於整體防疫政策之

推動5。從而本罪的保護法益，應歸結到與個人身體健康法益

結合之超個人法益（社會法益），此與本罪所定「足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要件即相互契合。從而在規範設計上，本罪採取

了具體危險犯的模式，期望能在個人的言論自由與前述「透過

有效執行防疫政策，維護人民健康」之公共利益間，取得平

衡。

參、本罪刑罰構成要件及相關條文比較

一、本罪刑罰構成要件

本罪規定：「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

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於立法

理由中提及所參考之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規定：「散播有關

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其構成要件幾乎相同。至

於本罪與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

1項第5款之間的比較，容後再述。以下將對本罪「散播有關嚴

重特殊傳染病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及「足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要件，予以介紹。

5  即以本條例第5條、第6條對於防疫物資及其生產設備、原物料的徵
用、調用規定為例，在自由市場體制下，政府有可能面臨民眾或私人
企業因假消息所生的囤積物資、哄抬價格及搶購行為的影響，使得相
關政策效能降低的挑戰，故有必要以本罪為配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