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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會刊編輯部）

　　第十六屆第一任的桃園律師公會理事長任

期，在�1�0�9年�1�1月�3�0日正式劃上句點，並順利

交接給第二任的丁俊和理事長。隨著理事長職

務的交接完成，也代表我在桃律理監事會已服

務滿十三年半了。期待並祝福新任丁丁理事長

及百欣副理事長的團隊，必定能夠繼往開來，

再創佳績！！

　　細數自己任期裡的種種，辛苦和疲累就不

用說了，假日比平日更忙。但是能夠以理事長身份代表桃律出席參

加相關會議，在各種場合上認識許多法律界或非法律界的前輩及好

朋友，也開了更多的眼界，對我個人來說，還是很值得的。畢竟，

不是每個人都能有機會站在這個位置上，而且還能安全無事順利下

莊，留下一些給人探聽的事蹟和瀟灑的下台背影，也就夠了。好比

跟當兵一樣，會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但是要你回鍋再做一次？…

…絕對是打死不願意的，哈哈。

　　靜心檢視自己一年半裡面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其實並不太多。

除了桃律日常的各項活動行程都能繼續進行，會務同仁的內部人事

考績考核辦法也順利通過；律師法修正通過施行後的艱苦挑戰，包

括會員的重新擇定、會籍總整理、跨區執業申請等，也在會務同仁

努力配合之下，安然度過難關；桃律章程的第一波修正，在大家的

努力之下，經過會員代表大會順利通過完成；新冠肺炎的疫情雖然

嚴峻，所幸桃律各位會員、寶眷及會務同仁們都很平安健康。公會

大小事務都上了軌道，正常運作進行，也就是持家者心中最大的確

幸。

　　在任內很開心的幾件事，包括：去年我們桃律的高爾夫球隊、

羽球隊和壘球隊，分別榮獲全律盃球賽的冠軍，贏得全律三冠王的

殊榮，在台上與冠軍隊員們一起舉起冠軍獎盃振臂歡呼的那瞬間，

感覺真的很爽！

　　桃律的修復式正義委員會，在今年榮獲全聯會選為年度公益律

師團體優選獎，並在�9月�6日全國律師節慶祝大會中，由小英總統公

開頒獎表揚，我有幸陪同獲獎代表一起上台領獎及與總統合影，實

在與有榮焉！！

　　其實各球隊隊員的辛苦比賽，以及修復式正義委員們的進修及

進入校園分享，我個人都沒有幫上什麼忙，但是我卻沾了光，與他

們一同分享獲獎的喜悅，只能說我真的很�l�u�c�k�y，這一切美好的事，

都集中在我的任期內發生，真是何其有幸！！

　　對了，連今年金曲獎的最佳台語男歌王，也是我們桃律一般會

員的蘇明淵大律師獲獎唷！恭喜蘇大律師，真是實至名歸！！

　　由衷感謝全體理監事、各委員會主委及委員、各社團成員、財

務長、秘書長及各位副秘書長們，謝謝大家一年半來對桃律公會會

　　本會於�1�0�7年�1�0月由前理事

長徐建弘律師倡議成立修復式正

義委員會，希望律師投入校園宣

導，透過修復式正義得以於校園

內排解紛爭，避免紛爭擴大。委

員會成立後於兩個月內完成�3�8位

初階律師培訓，隨即於�1�0�8年�4月

與桃園市教育局接洽，並簽訂合作備忘錄，由完訓律師投入校園宣

導。關理事長上任後，亦極力支持，同時委員會也拍攝影片，期能

有效宣傳，該影片於宣導時，頗受好評，去年日本仙台辯護士會來

訪，亦讚譽有佳。

　　另一方面，修復式正義委員會更於去年對完訓初階律師進行進

階訓練，以提供學校老師對修復式正義更深入之瞭解，並能實用於

校園，第二階段之完訓律師高達�2�0位，並由�2�0位律師於今年暑假分

兩場次對全市教師進行進階宣導，並以案例引導參訓教師得以活用

於校園中，以有效化解校內紛爭。

　　修復式委員會成立不到�2年，校園宣導場次高達�1�4�0場，成效卓

著，因而於今年經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由專業評審評定本

會為�1�0�9年優秀公益律師團體組特優，由理事長關維忠律師及修復

式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呂丹琪律師、委員魏大千律師、潘麗茹律師

於�1�0�9年�9月�6日台南律師公會所舉辦之「第�7�3屆全國律師節慶祝大

會」代表本會自總統手中獲頒此一獎項，本會榮譽為全國有目共睹

，實值於本會會史刻畫璀璨一頁。� 

　　而新冠肺炎（�C�O�V�I�D�-�1�9）自去年年末起持續於全球肆虐，各國

政府為防止疫情擴散，無不採取各種強制措施，使人身自由受到限

制，然臺灣因有當年�S�A�R�S經驗，防疫有成，深獲各國稱許，但因疫

情影響，本會國際交流委員會於去年即已進行今年回訪仙台相關安

排，但終因新冠肺炎影響，從順延時程，到不得不取消回訪，實令

本會與仙台辯護士會扼腕，經兩會協商後，改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交流。也因我國防疫成就，日本友會表達希望能針對新冠肺炎之議

題進行意見交換，經兩會多方溝通下，雙方敲定於�1�0�9年�1�1月�6日下

午首開先例以視訊方式舉辦「台日新冠肺炎對策意見交換會」，雙

方於各自會館以視訊方式分享兩國政府、司法機關為防疫所作的種

種努力，並交換意見，雙方皆收獲滿滿，並期待明年兩會能相聚為

彼此良好的友誼舉杯慶祝並促進兩國司法交流。

務的大力支持，讓桃律能夠持續發光發熱，在波濤中站穩腳步。

　　特別感謝最辛苦的會務同仁們，一年半來被我「奴役」、「使

用收益」到極致，但各位卻願意容忍我的壞脾氣，全力完成各項交

辦任務，而且沒人喊苦要離職，一個都沒有少。妳們的堅定支持，

是我身為理事長最大的後盾，真的很感恩。

　　桃律的榮光，絕非一人之功，是以上諸位的

共同努力，才能圓滿成就。謹此向各位深致十二

萬分謝意，並與各位一同分享！！

　　嗯，終於畢業了。真好！！

一版：�1�.【畢業感言】�-� 關維忠律師�/第十六屆第一任� 
　　　　　理事長
　　　�2�.【修復正義　獲頒獎項受肯定！
　　　　　防疫有成　國際交流創先例！】
　　　　　�-� 會刊編輯部
二、三版：
� � � � � � � � � � � � � � � � � 【淺談當前課予通訊服務業者協力義務的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境與突破（上）】�-� 黃銘輝教授

四版：
�1�.� 【第�1�9、�2�0屆全國律師聯誼會暨第�7�2、�7�3屆全
　國律師節慶祝大會】� �-� 張雅蘋律師
�2�.� 【綠島，自然與人文的深刻觸動】�-� 莊心荷律師
�3�.� 【攝影作品�-踏雪尋美】�-� 廖珠蓉律師

修復正義� � 獲頒獎項受肯定！
防疫有成� � 國際交流創先例！

（關維忠律師／第十六屆第一任理事長）『畢業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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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當前課予
通訊服務業者協力義務的困境與突破�(上�)】

（黃銘輝教授�*）

壹、前言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進行「通訊傳播市場發

展概況與趨勢調查分析」，最新的（�1�0�9年度）報告指出，台灣有高達百

分之九十七的網路使用者擁有社群媒體或即時通訊軟體的帳號，其中更有

高達百分之七十二以上是通訊軟體�L�i�n�e的經常性使用者�1。從這份調查可以

得知，在行動通訊以及數位科技飛躍進展的今日，通訊軟體已然成為人們

傳遞訊息的主要媒介，甚至大有取代傳統電話的趨勢。而當吾人在讚嘆通

訊科技一日千里，改變人們的資訊交流模式的同時，科技同時也為我們帶

來了新的問題：當國家公權力為了犯罪偵查進行通訊監察時，環繞在傳統

訊息傳遞方式（郵電）而建立的現行通訊傳播法制，解釋上有無可能將其

沿用到個人通訊軟體？� 而若解釋論行不通，立法論上又該如何因應？

　　對於上述解釋論上的疑義，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在給通訊監察主管機關法務部的函覆中，給了一個非常直白的答案：

“�N�o！”�2，這樣的解釋自然造就了犯罪偵查實務上課予通訊軟體服務業

者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的障礙，這在通訊軟體已然成為社會主流訊息傳播媒

介的今日，形成了一個超大的通訊監察缺口。以下本文將闡述，造成此等

解釋論上困境的緣由，主要是吾人在解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時，受到了通

訊傳播法制（主要是電信法）過多的牽制所致，要破繭而出就應該大膽地

讓兩者在解釋上適度脫勾。其次並附帶說明通訊軟體訊息傳遞技術上的特

性對通訊監察效果的干擾，仍須仰賴立法論才能澈底解決，而就此，日前

法務部公布的「科技偵查法」草案，是否是適切的解方？� 亦將給予初步

的評價。

貳、通訊保障監察法制與通訊傳播法制的夾纏

一、通訊（�c�o�m�m�u�n�i�c�a�t�i�o�n）與電信（�t�e�l�e�c�o�m�m�u�n�i�c�a�t�i�o�n）

　　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將

「通訊」定義為：「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

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此一定義，解釋上是否足以

將網路電話（�V�o�I�P）業者（如過往的網路語音通訊服務霸主�S�k�y�p�e）以及目

前盛行的�O�T�T（�o�v�e�r�-�t�h�e�-�t�o�p）�3文字訊息和語音通信服務（像是�L�i�n�e、

�F�a�c�e�b�o�o�k� �M�e�s�s�e�n�g�e�r、�W�h�a�t’�s� �A�p�p、�W�e�C�h�a�t以及近年快速竄起的�T�e�l�e�g�r�a�m等）

納入規範？�4

　　根據前述通保法之規定，「通訊」概念的界定，關鍵是必須使用「電

信」設備發送傳輸訊息。也因此接下來，一般在解釋上多會根據「電信法

」的規定探求「電信」的定義。而依據現行「電信法」第�2條第�1項第�1款

對「電信」的定義：「指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

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

，而一般人在使用�S�k�y�p�e、�L�i�n�e、�F�B� �M�e�s�s�e�n�g�e�r等軟體傳輸資訊的過程，通常

都是藉助各種有線或無線的電信設施才有可能實現，如此一來，將�V�o�I�P以

及�O�T�T文字語音服務納入「通訊」的概念，受通保法規範，在普羅大眾眼

裡似為理所當然之事。

　　然上述直觀式的結論，卻與今日通訊監察實務運作的結果相反，通訊

軟體業者認為其在法律上無配合監聽的義務�5，檢警調欲調取犯罪嫌疑人

所使用的通訊軟體的通訊內容，也必須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持搜索票為之

，而非通保法上的調取票�6。如此一來形同讓——與傳統電話功能完全相

同的——�V�o�I�P與�O�T�T語音服務變成非通保法上的「通訊」。採取此等見解最

主要的理由，在於以上述軟體進行語音通話，是藉由「網路」，而非「『

電信』設備」達成，而與一般的室內電話或是手機通話是直接使用電信設

備，而有所不同。換言之，人們是用電信設備連上網際網路，而網際網路

上有各種應用服務，包括瀏覽網頁、雲端儲存、觀看影音等，因此在論者

眼裡，人們利用網路使用�V�o�I�P或是�O�T�T語音服務，評價上是趨近上述瀏覽

網頁等「網路服務」，而不是和傳統撥打電話的「電信服務」相當。質言

之，人們實際上利用電信設備的，是「上網」這個服務，至於�V�o�I�P和�O�T�T

語音是用連上網路達到通話的功能，僅能視為「間接」使用電信設備（服

務），而非「直接」使用，遂據此認為�V�o�I�P和�O�T�T語音通訊軟體不在通保

法的規範範圍內。

　　然而，上述的理解忽略了，我國通保法並未將「通訊」規定為「『直

接』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

他信息」，故所謂的「利用電信設備」，解釋上自然有涵蓋「直接」與「

間接」這兩種利用形式的空間。如無其他堅強的理由，實無將通保法上的

通訊限縮解釋成「直接」利用電信設備的必要�7。

　　更何況，根據�N�C�C依電信法第�1�7條第�2項授權而訂定的「第二類電信

事業管理規則」�8，網路電話服務亦屬第二類電信服務的範疇，該規則第�2

條第�1項第�6款，將「網路電話服務」定義為「指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傳送

與接收所提供之語音服務。」由此可知，現行法制實際上業已承認「透過

網際網路傳送與接收語音訊息」屬電信服務的一環，準此，則無將�V�o�I�P排

除在通保法上「通訊」一詞以外之理。

　　然而上述的觀察，卻仍有導向另一種結果，也就是區分適用的可能—

—將狹義的�V�o�I�P業者（�S�k�y�p�e）和目前更為盛行的�O�T�T語音服務所使用的軟

體／�A�P�P（如�F�B� �M�e�s�s�e�n�g�e�r、�L�i�n�e）分別評價，前者若已依我國電信法之規

定，申請第二類電信業者的執照，則應有通保法之適用，例如�S�k�y�p�e為推廣

其“�S�k�y�p�e� �o�u�t”（用�S�k�y�p�e軟體撥打市話與手機）功能，已成功申請第二類

電信執照成為名副其實的電信業者，其依法負有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當無疑

義�9；反之，未申請第二類電信業者許可的�L�i�n�e和�F�B� �M�e�s�s�e�n�g�e�r等通訊軟體

服務，則不在通保法的規範範圍。

　　區分適用看似細緻，然此種說法一來忽略了，我國電信法第�1�1條對於

第二類電信，係採取射程範圍最廣泛的「反面定義」法，意即凡是「第一

類電信事業以外之電信事業」均屬之�1�0，因此對於第二類電信的範疇，容

有相當程度的動態詮釋空間。而過去幾年國內的通訊傳播實務上，本於「

相同服務受相同規管」的原則，輿論不乏有要求�O�T�T語音軟體業者應依法

申請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的聲音�1�1。二來，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通保

法所規範的客體是「通訊」，而如前所述，通保法第�3條係規定，凡利用

「電信設備」傳遞訊息即構成通保法上的「通訊」，條文關鍵在於訊息傳

遞的過程中有無使用「電信設備」，而非必須直接透過「電信事業」傳遞

訊息，蓋是否屬於電信事業（以及何種電信事業），係通訊傳播行政管制

面的議題，制度重心在產業監理與科技發展；此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制

度關懷，側重在犯罪偵防與隱私保障，明顯屬於不同面向。是以，電信行

政管制措施的態樣，與通保法的規範範圍，應屬二事，解釋上實無以電信

管制的規定，來限縮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適用範圍的必要。

二、通訊服務業者與電信業者

　　然而，即使依照上述解釋，將�V�o�I�P和�O�T�T的文字與語音訊息服務納入

通保法的規範範圍，並不意味著實務上適用通保法對上述通訊軟體進行監

察，就可以暢通無阻。蓋通訊監察與一般物理的搜索不同，多須要有居於

中介的業者之協力始得以竟全功，而通保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電信事業

及郵政事業有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義務；其協助內容為執行機關得使用該

事業之通訊監察相關設施與其人員之協助。」此處的「電信事業」，有無

涵蓋提供�V�o�I�P與�O�T�T等通訊服務的業者之可能？

　　現今一般輿論對於各種網路服務提供者多以�I�S�P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統稱�1�2，然通訊傳播學界為了討論精確起見，將所謂的�I�S�P做進一

步的細分，常見的類型包括「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I�A�S�P�,�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P�r�o�v�i�d�e�r），指讓民眾可以連線到網際網路的業者，例如國內家庭用

戶最常申裝的中華電信光纖寬頻上網服務、行動通訊業者的數據傳輸服務

等；「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I�C�P�,�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指網際網路

上提供各種內容或資料的業者，例如�O�T�T影音服務業者，像是�N�e�t�f�l�i�x、愛奇

藝等；還有「應用服務提供者」（�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只為網

路上提供應用程式以及相關服務的業者，此種業者非常多樣，例如雲端儲

存（如�D�r�o�p�b�o�x）、搜尋引擎（如�G�o�o�g�l�e）等服務均屬之。� 

　　關於何種網路服務業者可以被認定為電信業者，首先，電信法第�2條

將「電信業者」定義為「經營電信服務供公眾使用之事業。」（第�5款）

，而「電信服務」則指「指利用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通信服務。」（第�4款

），至於「電信設備」則是「電信所用之機械、器具、線路及其他相關設

備。�(第�2款�)，」從而，前述網路服務的類型中，目前唯有�I�A�S�P業者，為使

民眾得以接取網路資訊，必須利用到電信設備傳輸封包，才被歸為電信法

第�2條第�5款所稱的「電信事業」。以我國現況而言，必須建構機房纜線等

電信基礎設施的各家固網業者、行動通訊業者固然是「電信事業」，就連

提供寬頻上網服務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因為數據交換通信之需要，其經

營寬頻服務必須視情況，依電信法第�1�1條申請第一類電信事業或者依第�1�7

條申請第二類電信事業執照�1�4。職是之故，提供網路接取服務的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當然亦具有電信業者之資格身份，而須負擔通保法上的監察協

力義務，部分國內文獻認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非電信業者，進而將其無須

負擔通保法上的協力義務視作規範漏洞，恐係誤會。

　　至於�V�o�I�P、�O�T�T等通訊軟體服務，基本上應歸為�A�S�P業者，除非像前述

�S�k�y�p�e為經營可以撥打市話以及行動電話的�S�k�y�p�e� �o�u�t業務，為了核配號碼而

依電信法第�1�7條規定申請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執照，否則一般的通訊軟體業

者，在現行電信法的架構下，確實難以以「電信業者」稱之。如此一來，

將形成通訊軟體提供的服務是通保法所欲規範的「通訊」，但提供此一服

務的業者平台，多數在通保法上卻都不屬於負有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的「（

電信）業者」，造成法律規範意旨事實上無從實踐的落差。對於此一落差

，該如何彌補以切合現實的需要？

壹、前言

貳、通訊保障監察法制與通訊傳播法制的夾纏

　一、通訊（�c�o�m�m�u�n�i�c�a�t�i�o�n）與電信（�t�e�l�e�c�o�m�m�u�n�i�c�a�t�i�o�n）

　二、通訊服務業者與電信業者

　三、如何破繭而出？

參、點對點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數位通訊監察的夢魘

　一、有看沒有懂的加密資訊

　二、不能說的秘密與不自證己罪

　三、科技偵查法的「設備端監察」—解藥還是毒藥？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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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進行「通訊傳播市場發

展概況與趨勢調查分析」，最新的（�1�0�9年度）報告指出，台灣有高達百

分之九十七的網路使用者擁有社群媒體或即時通訊軟體的帳號，其中更有

高達百分之七十二以上是通訊軟體�L�i�n�e的經常性使用者�1。從這份調查可以

得知，在行動通訊以及數位科技飛躍進展的今日，通訊軟體已然成為人們

傳遞訊息的主要媒介，甚至大有取代傳統電話的趨勢。而當吾人在讚嘆通

訊科技一日千里，改變人們的資訊交流模式的同時，科技同時也為我們帶

來了新的問題：當國家公權力為了犯罪偵查進行通訊監察時，環繞在傳統

訊息傳遞方式（郵電）而建立的現行通訊傳播法制，解釋上有無可能將其

沿用到個人通訊軟體？� 而若解釋論行不通，立法論上又該如何因應？

　　對於上述解釋論上的疑義，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在給通訊監察主管機關法務部的函覆中，給了一個非常直白的答案：

“�N�o！”�2，這樣的解釋自然造就了犯罪偵查實務上課予通訊軟體服務業

者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的障礙，這在通訊軟體已然成為社會主流訊息傳播媒

介的今日，形成了一個超大的通訊監察缺口。以下本文將闡述，造成此等

解釋論上困境的緣由，主要是吾人在解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時，受到了通

訊傳播法制（主要是電信法）過多的牽制所致，要破繭而出就應該大膽地

讓兩者在解釋上適度脫勾。其次並附帶說明通訊軟體訊息傳遞技術上的特

性對通訊監察效果的干擾，仍須仰賴立法論才能澈底解決，而就此，日前

法務部公布的「科技偵查法」草案，是否是適切的解方？� 亦將給予初步

的評價。

貳、通訊保障監察法制與通訊傳播法制的夾纏

一、通訊（�c�o�m�m�u�n�i�c�a�t�i�o�n）與電信（�t�e�l�e�c�o�m�m�u�n�i�c�a�t�i�o�n）

　　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將

「通訊」定義為：「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

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此一定義，解釋上是否足以

將網路電話（�V�o�I�P）業者（如過往的網路語音通訊服務霸主�S�k�y�p�e）以及目

前盛行的�O�T�T（�o�v�e�r�-�t�h�e�-�t�o�p）�3文字訊息和語音通信服務（像是�L�i�n�e、

�F�a�c�e�b�o�o�k� �M�e�s�s�e�n�g�e�r、�W�h�a�t’�s� �A�p�p、�W�e�C�h�a�t以及近年快速竄起的�T�e�l�e�g�r�a�m等）

納入規範？�4

　　根據前述通保法之規定，「通訊」概念的界定，關鍵是必須使用「電

信」設備發送傳輸訊息。也因此接下來，一般在解釋上多會根據「電信法

」的規定探求「電信」的定義。而依據現行「電信法」第�2條第�1項第�1款

對「電信」的定義：「指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

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

，而一般人在使用�S�k�y�p�e、�L�i�n�e、�F�B� �M�e�s�s�e�n�g�e�r等軟體傳輸資訊的過程，通常

都是藉助各種有線或無線的電信設施才有可能實現，如此一來，將�V�o�I�P以

及�O�T�T文字語音服務納入「通訊」的概念，受通保法規範，在普羅大眾眼

裡似為理所當然之事。

　　然上述直觀式的結論，卻與今日通訊監察實務運作的結果相反，通訊

軟體業者認為其在法律上無配合監聽的義務�5，檢警調欲調取犯罪嫌疑人

所使用的通訊軟體的通訊內容，也必須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持搜索票為之

，而非通保法上的調取票�6。如此一來形同讓——與傳統電話功能完全相

同的——�V�o�I�P與�O�T�T語音服務變成非通保法上的「通訊」。採取此等見解最

主要的理由，在於以上述軟體進行語音通話，是藉由「網路」，而非「『

電信』設備」達成，而與一般的室內電話或是手機通話是直接使用電信設

備，而有所不同。換言之，人們是用電信設備連上網際網路，而網際網路

上有各種應用服務，包括瀏覽網頁、雲端儲存、觀看影音等，因此在論者

眼裡，人們利用網路使用�V�o�I�P或是�O�T�T語音服務，評價上是趨近上述瀏覽

網頁等「網路服務」，而不是和傳統撥打電話的「電信服務」相當。質言

之，人們實際上利用電信設備的，是「上網」這個服務，至於�V�o�I�P和�O�T�T

語音是用連上網路達到通話的功能，僅能視為「間接」使用電信設備（服

務），而非「直接」使用，遂據此認為�V�o�I�P和�O�T�T語音通訊軟體不在通保

法的規範範圍內。

　　然而，上述的理解忽略了，我國通保法並未將「通訊」規定為「『直

接』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

他信息」，故所謂的「利用電信設備」，解釋上自然有涵蓋「直接」與「

間接」這兩種利用形式的空間。如無其他堅強的理由，實無將通保法上的

通訊限縮解釋成「直接」利用電信設備的必要�7。

　　更何況，根據�N�C�C依電信法第�1�7條第�2項授權而訂定的「第二類電信

事業管理規則」�8，網路電話服務亦屬第二類電信服務的範疇，該規則第�2

條第�1項第�6款，將「網路電話服務」定義為「指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傳送

與接收所提供之語音服務。」由此可知，現行法制實際上業已承認「透過

網際網路傳送與接收語音訊息」屬電信服務的一環，準此，則無將�V�o�I�P排

除在通保法上「通訊」一詞以外之理。

　　然而上述的觀察，卻仍有導向另一種結果，也就是區分適用的可能—

—將狹義的�V�o�I�P業者（�S�k�y�p�e）和目前更為盛行的�O�T�T語音服務所使用的軟

體／�A�P�P（如�F�B� �M�e�s�s�e�n�g�e�r、�L�i�n�e）分別評價，前者若已依我國電信法之規

定，申請第二類電信業者的執照，則應有通保法之適用，例如�S�k�y�p�e為推廣

其“�S�k�y�p�e� �o�u�t”（用�S�k�y�p�e軟體撥打市話與手機）功能，已成功申請第二類

電信執照成為名副其實的電信業者，其依法負有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當無疑

義�9；反之，未申請第二類電信業者許可的�L�i�n�e和�F�B� �M�e�s�s�e�n�g�e�r等通訊軟體

服務，則不在通保法的規範範圍。

　　區分適用看似細緻，然此種說法一來忽略了，我國電信法第�1�1條對於

第二類電信，係採取射程範圍最廣泛的「反面定義」法，意即凡是「第一

類電信事業以外之電信事業」均屬之�1�0，因此對於第二類電信的範疇，容

有相當程度的動態詮釋空間。而過去幾年國內的通訊傳播實務上，本於「

相同服務受相同規管」的原則，輿論不乏有要求�O�T�T語音軟體業者應依法

申請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的聲音�1�1。二來，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通保

法所規範的客體是「通訊」，而如前所述，通保法第�3條係規定，凡利用

「電信設備」傳遞訊息即構成通保法上的「通訊」，條文關鍵在於訊息傳

遞的過程中有無使用「電信設備」，而非必須直接透過「電信事業」傳遞

訊息，蓋是否屬於電信事業（以及何種電信事業），係通訊傳播行政管制

面的議題，制度重心在產業監理與科技發展；此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制

度關懷，側重在犯罪偵防與隱私保障，明顯屬於不同面向。是以，電信行

政管制措施的態樣，與通保法的規範範圍，應屬二事，解釋上實無以電信

管制的規定，來限縮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適用範圍的必要。

二、通訊服務業者與電信業者

　　然而，即使依照上述解釋，將�V�o�I�P和�O�T�T的文字與語音訊息服務納入

通保法的規範範圍，並不意味著實務上適用通保法對上述通訊軟體進行監

察，就可以暢通無阻。蓋通訊監察與一般物理的搜索不同，多須要有居於

中介的業者之協力始得以竟全功，而通保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電信事業

及郵政事業有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義務；其協助內容為執行機關得使用該

事業之通訊監察相關設施與其人員之協助。」此處的「電信事業」，有無

涵蓋提供�V�o�I�P與�O�T�T等通訊服務的業者之可能？

　　現今一般輿論對於各種網路服務提供者多以�I�S�P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統稱�1�2，然通訊傳播學界為了討論精確起見，將所謂的�I�S�P做進一

步的細分，常見的類型包括「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I�A�S�P�,�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P�r�o�v�i�d�e�r），指讓民眾可以連線到網際網路的業者，例如國內家庭用

戶最常申裝的中華電信光纖寬頻上網服務、行動通訊業者的數據傳輸服務

等；「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I�C�P�,�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指網際網路

上提供各種內容或資料的業者，例如�O�T�T影音服務業者，像是�N�e�t�f�l�i�x、愛奇

藝等；還有「應用服務提供者」（�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只為網

路上提供應用程式以及相關服務的業者，此種業者非常多樣，例如雲端儲

存（如�D�r�o�p�b�o�x）、搜尋引擎（如�G�o�o�g�l�e）等服務均屬之。� 

　　關於何種網路服務業者可以被認定為電信業者，首先，電信法第�2條

將「電信業者」定義為「經營電信服務供公眾使用之事業。」（第�5款）

，而「電信服務」則指「指利用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通信服務。」（第�4款

），至於「電信設備」則是「電信所用之機械、器具、線路及其他相關設

備。（第�2款）」從而，前述網路服務的類型中，目前唯有�I�A�S�P業者，為使

民眾得以接取網路資訊，必須利用到電信設備傳輸封包，才被歸為電信法

第�2條第�5款所稱的「電信事業」。以我國現況而言，必須建構機房纜線等

電信基礎設施的各家固網業者、行動通訊業者固然是「電信事業」，就連

提供寬頻上網服務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因為數據交換通信之需要，其經

營寬頻服務必須視情況，依電信法第�1�1條申請第一類電信事業或者依第�1�7

條申請第二類電信事業執照�1�4。職是之故，提供網路接取服務的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當然亦具有電信業者之資格身份，而須負擔通保法上的監察協

力義務，部分國內文獻認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非電信業者，進而將其無須

負擔通保法上的協力義務視作規範漏洞，恐係誤會。

　　至於�V�o�I�P、�O�T�T等通訊軟體服務，基本上應歸為�A�S�P業者，除非像前述

�S�k�y�p�e為經營可以撥打市話以及行動電話的�S�k�y�p�e� �o�u�t業務，為了核配號碼而

依電信法第�1�7條規定申請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執照，否則一般的通訊軟體業

者，在現行電信法的架構下，確實難以以「電信業者」稱之。如此一來，

將形成通訊軟體提供的服務是通保法所欲規範的「通訊」，但提供此一服

務的業者平台，多數在通保法上卻都不屬於負有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的「（

電信）業者」，造成法律規範意旨事實上無從實踐的落差。對於此一落差

，該如何彌補以切合現實的需要？

�*�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法學博士（�S�.�J�.�D�.）。

本文初稿曾於「法律白話文運動」舉辦之「數位時代中偵查與隱私的權衡兩難

」研討會宣讀，作者感謝兩位與談人：法務部檢察司黃致中檢察官以及台灣促

進會周冠汝專員，於會中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1� 台灣經濟研究院，「通訊傳播市場發展概況與趨勢調查分析委託研究」簡報檔

，頁�2�3�-�2�4（�2�0�2�0）。

�2� �1�0�3年�8月�2�0日通傳法務字第�1�0�3�0�0�5�1�4�4�9�0號函覆，引自王晴玲，對以具加密

功能之通訊軟體之通訊監察之理論與實務，頁�5�3�-�5�4（�2�0�1�5）。

�3� 早期使用�O�T�T一詞，多數人的理解是指利用開放式的網路架構（�o�p�e�n� �e�c�o�s�y�s�t�e�m

）所提供的各種影音服務，而與傳統藉由無線廣電（�b�r�o�a�d�c�a�s�t�i�n�g）或是「多頻道

服務供應商」（�M�V�P�D�s�,� �m�u�l�t�i�p�l�e� �v�i�d�e�o� �p�r�o�g�r�a�m�s� �d�i�s�t�r�i�b�u�t�o�r）的收視服務有別。但在

�2�0�1�6年歐盟「歐洲電子通訊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E�R�E�C）發布「�O�T�T服務報告」（�R�e�p�o�r�t� �o�n� �O�T�T� �S�e�r�v�i�c�e�s），將�O�T�T

服務定義為「藉由網際網路向終端使用者提供的內容、服務或應用」（�c�o�n�t�e�n�t�,� �a� 

�s�e�r�v�i�c�e� �o�r� �a�n� �a�p�p�l�i�c�a�t�i�o�n� �t�h�a�t� �i�s� �p�r�o�v�i�d�e�d� �t�o� �t�h�e� �e�n�d� �u�s�e�r� �o�v�e�r� �t�h�e� �p�u�b�l�i�c� �I�n�t�e�r�n�e�t）」之後

，今日通傳學界對�O�T�T一詞已經改採廣義的理解，該報告並進一步將�O�T�T的服務

形態區分為�O�T�T�-�0、�O�T�T�-�1、�O�T�T�-�2等三類，線上影音服務（�O�T�T� �T�V）屬於�O�T�T�-�2的

範疇，不與公眾電信網路連接的即時通訊（含語音、文字）服務則歸為�O�T�T�-�1，

有連接的則為�O�T�T�-�0，�S�e�e� �B�E�R�E�C�,� �R�e�p�o�r�t� �o�n� �O�T�T� �S�e�r�v�i�c�e�s�,� �a�t� �1�5�-�1�6�,� �3�7� �(�2�0�1�6�)�.� 

�4� 李榮耕教授在其大作「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專書中，明確主張「通訊服務提供

者亦應負通訊監察協助義務」，但由其同時表示「通保法就此，也應該要有相

對應的修正」，氏之通訊服務提供者應負通訊監察協助義務的主張，似乎是站

在立法論，而非解釋論的立場所言。參� 李榮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頁�2�4�8�-�2�4�9

（�2�0�1�8）。

�5� 國內通訊軟體使用率最高的�L�i�n�e，為了化解用戶的疑慮，對外始終強調「不會

單方面配合政府隨意調閱用戶資料，不會配合監聽或審查。」參� �U�D�N數位焦點

報導，「 �L �I �N �E 與台灣檢警調在台採用全球一致資料調閱模式」，

�h�t�t�p�s�:�/�/�u�d�n�.�c�o�m�/�n�e�w�s�/�s�t�o�r�y�/�7�0�8�6�/�4�1�0�5�9�5�6（�2�0�1�9年�1�0月�5�0日）。

�6� 參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2�5�9號判決。法院判定通保法的相關規定只能

適用在「現在或未來將會發生的通訊內容」，而「過去已經結束」的通訊內容

，即使轉換為對話紀錄或傳真影像等檔案儲存在電腦或伺服器之中，也不能依

通保法來調取。理由在於法院認為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旨在避免人民「通訊的

過程」受到不法的干預及侵擾，因此通保法的相關規定只能適用在「現在或未

來將會發生的通訊內容」，而「過去已經結束」的通訊內容即與秘密通訊無涉

。本文以為最高法院此一具有指標性的解釋，顯然富有濃厚的刑事法釋義學的

色彩。實則，若對憲法秘密通訊自由的基本權利保護領域採取從寬的解釋，考

量到保障秘密通訊自由的目的在於資訊隱私的維護，則從資訊隱私權保障的角

度，未始不可得出通訊活動結束後的資料亦受秘密通訊自由保障之結論。

�7� 或許有人認為在通保法制訂當時的通訊科技，本來能夠想像得到的利用型態就

是直接透過電信設備發送訊息，因此解釋上將其限於「直接利用」合乎主觀的

歷史解釋。然而，立法者「沒有考慮到」和「考慮後刻意將其排除」有不同的

法律意涵，考慮到法律修訂的難度有一定的難度，本文寧可朝向讓法律條文保

有一定解釋空間，可以令其隨著時空環境變化而成長的方向解釋，而非完全固

守立法者在立法之時的理解。

�8� 電信法上第一類與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分類，主要是以「基礎網路設備之有無」

（�f�a�c�i�l�i�t�i�e�s�-�b�a�s�e�d� �o�r� �n�o�n�-�f�a�c�i�l�i�t�i�e�s�-�b�a�s�e�d）加以區分，第一類電信事業必須設置電信

機線設備以提供電信服務。而所謂電信機線設備，係指連接發信端與受信端之

網路傳輸設備、與網路傳輸設備形成一體而設置之交換設備、以及二者之附屬

設備。電信法第�1�1條參照。

�9� 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5年�1�0月�1�4日通傳營字第�0�9�5�0�5�0�8�9�5�8�0號公告。（

公告第二類電信事業須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業務種類）

�1�0� 第二類電信管理規則第二條列出了�1�4種需申請許可的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項

目，然為貫徹母法（電信法）第�1�1條的精神，第二類電信管理規則上所臚列的

業務項目，宜解為第二類電信服務項目的例示，而非窮盡式的列舉。

�1�1� 參　上報，台製「揪科」無法管�N�C�C擬以歐日法規解套，�2�0�1�6年�1�0月�1�4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6�5�3� 。

�1�2� 由於更早的時候，�I�S�P一詞僅指後述的「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I�A�S�P），且

現今仍有部分論述採取此種理解，故讀者在閱讀以網路為主題的文獻時，對於

�I�S�P一詞的使用，其意涵必須仔細辨明。

�1�3� 相關概念之介紹，可參　江耀國（主編），電信法，頁�3�5�-�3�6（�2�0�1�7）。

�1�4� 單就寬頻服務而論，原則上申請第二類即為已足，但部分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為了跨足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以及市內網路業務，亦同時申請第一類電信業

者執照。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名單暨其業務項目

一覽表，�h�t�t�p�s�:�/�/�w�w�w�.�n�c�c�.�g�o�v�.�t�w�/�c�h�i�n�e�s�e�/�s�h�o�w�_�f�i�l�e�.�a�s�p�x�?�t�a�b�l�e�_�n�a�m�e�=�n�e�w�s�&�f�i�l�e�_�s�n�=�5�4�1�5�1� 。



第�1�9、�2�0屆全國律師聯誼會暨
第�7�2、�7�3屆全國律師節慶祝大會 （張雅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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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律師的生活並非只是書狀及開庭，各位道長間除了因為工作上認識外，對於其他道
長的認識有多少？其他道長對於自己的認識有多少？本會刊提供法庭外交流的管道，請
各位道長發揮寫書狀以外的文采，豐富律師的生涯。
　　來稿內容、文體不拘，本刊保有修改之權利，如因文章過長，本刊並得分期刊登，
稿費從優，惟為免侵害著作權，如有引用他人著作，請先行取得同意。如欲一稿多投，

本刊僅接受首刊，若已投稿其他刊物，請惠知出刊日期，若無法首刊，本刊將不予刊登，
敬請見諒。
　　本刊除印製紙本外，並一併於公會網站、臉書上公開發表，歡迎道長及各界先進踴躍
賜稿。來稿請寄桃園律師公會電子信箱：�s�e�c�.�t�y�b�a�r�@�g�m�a�i�l�.�c�o�m，並請註明姓名及『投稿桃律
通訊』等標題文字，謝謝。

（廖珠蓉律師）
攝影作品【踏雪尋美】

（莊心荷律師）
綠島，自然與人文的深刻觸動

　　連續兩年都和在桃園執業的律訓同學一起報名參加全聯會舉辦的律師節

慶祝大會兩天一夜活動，

　　去年是由南投律師公會承辦活動，俗必必的我這是人生第一次來到日月

潭，行前一路期待到達目的地，南投真的是一個非常優美的地方，即使是隨

意一瞥，風景都是一幅畫，在南投的兩天都沉靜在美景的幸福感中。也很慶

幸桃律有這麼一群律訓同學陪伴，幾個律訓同學同住一間房間聊天，可惜第

一天聊天太晚睡著，隔天起不了大早看日出，同行有起床的兩位律師親自到

了日月潭面上看日出，那個日出搭配雲霧繚繞的景色，根本仙境，而我們起

不了床的人只能看著美景照片覺得可惜，帶著一點遺憾離開南投，期待下次

再到南投能夠順利早起看這仙景。

　　第二天一早要進入律師節會場前，桃律參加慶祝大會的會員一齊在會場

外拍照，幫我們拍照的人突然喊出：桃律，加油！直覺反應下，手就比出「

讚」的姿勢拍照，桃律這個大家庭所帶來的團結感和歸屬感不用解釋，一切

都是這麼樣的自然，真心愛上桃律，我愛桃律，桃律最讚！

　　今年全國律師節慶祝大會往南來到台南！！出發前看到台南律師公會負

責引導桃園律師公會的工作人員姓名是律訓同學，馬上與律訓同學聯絡，沒

想到居然真的是律訓同學，律訓同學非常好心的提醒很多去台南要注意防曬

、可能會下雨要帶傘等等，還沒出發就感受到南部朋友滿滿的熱情款待，來

到台南府城，怎麼可以沒有吃到台南小吃！同行學長姐對於美食之都台南都

有自己的私房餐廳，第一天就吃了許多台南小吃，飽嘟嘟的我們看到台南律

師公會精心準備的晚宴，還是吃光光，台南美食真的令人一吃再吃，回味無

窮。

　　第二天奇美博物館的行程，

許多學長姐都帶了象徵法律基礎

公正道德的正義女神和象徵運氣

和富貴財富女神的雕像回家，相

信正義女神和財富女神都會守護

各位學長姐，帶來美好的工作日

常，祝願各位學長姐永保初心和

生意興隆！

　　去年在南投活動遇到了研究

所同學，相談下意外發現這位研

究所同學和我的律訓同學竟然是

高中同屆同學，馬上就建立感情

。今年在台南活動，大學同學、

研究所同學、律訓同學、事務所

分所的同事通通都能在這個場合遇見。北中南各地的律師會員們能夠透過這

一年一度的全國性聯誼活動，和其他律師公會聯繫情誼、和自己的老友相聚

，我想這就是全聯會每年固定舉辦全國性律師節活動的初衷，衷心希望未來

每一年都還能夠有這樣的全國性律師節慶祝大會活動延續各地律師情誼，雋

永綿長。

　　一片汪藍中的一座綠，在浪花飛舞中映入眼簾，歷經飛行及航行的跋涉，我

和家人終於踏上了綠島的土地，在全長十八公里的環島公路中展開三天兩夜的未

知探索。

　　綠島以觀光為主要產業，南寮港外各出租車行路旁一排排插著鑰匙的機車，

整齊劃一的彰顯著這座島的友善和安全

，晴朗的暑氣使我們駐足「小叮噹黑糖

海草冰」，老闆詳細介紹自創的綠色海

草冰磚及手工配料，十分熱情好客，我

們也在「阿嬤的蔥�Q餅」體驗了酥脆彈

牙的炸飛魚，著實相當特別，綠島因

海風、鹹水等地理環境農耕不易，民生

物資亦仰賴貨輪運輸，飲食方面難免不

比本島精緻，物價也些微略高，惟仍難

能可貴的保留原始自然生態，夜遊活動時除了璀璨的滿天星斗，我們亦觀覽了津

田氏大頭竹節蟲、黑眶蟾蜍，更是非常幸運的在夜色遮掩中，與野生梅花鹿相遇

，遠遠望著牠們靈動閃爍的眼睛，心中的歡欣和激動難以言喻。

　　綠島海岸沿線由礁盤海岸形成，又因強勁的黑潮暖流經過，得天獨厚之地

理環境使其成為國際級的潛水天堂，此行安排了「綠島熱浪潛水中心」預約體

驗，潛水中心因顧及天候狀況，特別聯繫建議將原定上午時段變更至前一天下

午，並於下水前詳細解說注意事項，服務充滿用心、細心、安心，當天海水湛

藍清澈，多樣化的熱帶魚類綺麗而鬥豔，在教練珈名的帶領下，發現礁岩間的

「章魚哥」，貼近觀察穿梭在海葵、軟珊瑚中可愛的「尼莫」，教練珈名亦全

程協助拍照錄影，留下美麗難忘的各個片刻。在這安靜無聲的海底世界中，專

注於每次呼吸、每瞬轉眼，就這樣深深與靈魂自我對話，感受這片海的美將我

俘虜，更將我釋放。

　　綠島另一處不容錯過的，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

分為新生訓導處�(�1�9�5�1�-�1�9�7�0年�)、綠洲山莊�(�1�9�7�2�-�1�9�8�7年�)兩區，是白色恐怖時期

專門用來囚禁政治犯與思想犯的場所，當時政治監獄為求隱密，對外多以山莊、

招待所、接待室、訓導處、教育實驗所等名稱掩飾。「白色恐怖」一詞，起源於

法國大革命時期，指政權統治者運用國家手段，不正當鎮壓、捕殺政治抗爭者的

行為，�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因中國共產黨佔領中國大陸而敗退臺灣，開始國民黨

獨裁威權體制，當時除涉共案件、臺獨案件外，民主運動案件、言論獄案件成為

當時受難者大宗，我們參加了園區的定時導覽，聆聽數受難者的背景和處遇，也

進入當時禁錮者黑暗狹小的空間，哀悼那曾經渴望自由的信念，穿梭在受難者名

單的長廊中，那一張張真摯的臉龐刺痛著眼睛，也震懾了心，用他們生不逢時的

哀歌，提醒著我們這自由新鮮的空氣，都是血和淚乘載而來。

　　這質樸的綠、無際的藍、沉痛的白，交織調配出綠島獨特的色彩，在回憶的

畫布中鮮明渲染，無可取代。

　　拍雪景要先能忍受頂著低溫酷寒四處漫步取景，將被白雪覆蓋的美麗景緻

，用冰冷的雙手按下快門，期待透過相機的鏡頭，把被雪白覆蓋在花上的美與

感動瞬間凍結。

拍攝資訊：i7手機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