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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序主任委員序主任委員序主任委員序 

我國自電信業務自由化並循序進行監理機關組織大幅改制以

來，政府致力推動國家基礎寬頻通訊建設，網路通訊及傳播應用日

趨活絡，一方面促成通訊與傳播的匯流，另一方面也帶動國內電子

商務蓬勃發展，而其中運用網際網路傳送的電子郵件，即因具有可

大量快速發送、成本低廉及無國界傳遞的特性，而成為電子商務行

銷的重要手段。隨著全球商業競爭白熱化，網際網路上的商業電子

郵件肆虐亂象，已為世界各國需共同面對「網路治理」的重要議題，

立法管制電子郵件發送行為的國家不斷增加，同時也有多個國際組

織如倫敦行動計畫等，不遺餘力推展跨國聯合防制事宜；聯合國資

訊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WSIS）日內

瓦原則宣言曾提及，垃圾資訊是用戶、網路業者和整個網際網路所

面臨的日益嚴峻的問題，必須透過國家與國際合作予以解決。在

WSIS日內瓦行動方案文件中也載明，為樹立使用資訊通信技術的信

心並提高安全性，各國政府應採取適當措施以對抗垃圾郵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自 95 年 2 月 22 日成立以來，即以通訊傳播

基本法第 1 條所揭示的目的為政策目標，致力於促進數位匯流效能

競爭、健全通訊傳播監理制度、維護國民及消費者權益、提升多元

文化尊重弱勢等措施。其中，在維護國民及消費者權益方面，鑑於

商業電子郵件日漸氾濫，為尊重及權衡憲法賦予國民的基本權，即

規劃立法建立商業電子郵件發送行為規範，並於 94 年 2 月 3 日成立

籌備處階段，即已著手研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

並由行政院送交立法院審議，惟迄今尚待完成立法程序。 

鑑於通訊傳播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為使商業電子郵件監理政策規

劃適時靈活因應外在環境變革，本會自 95 年 12 月起成立專案研究



小組，運用專業人力，推動「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

究計畫。在為期一年的研究期間，藉由廣泛蒐集世界各國立法例進

行比較分析，同時參酌立法院各草案版本的管制重點，權衡憲法賦

予通訊與言論自由保障，據以重行檢討並提出本會未來商業電子郵

件立法管制及監理機制建議方向，本案研究報告不僅在我國「網路

治理」電子郵件管理議題提供具體管制建議方針，以作為政府與民

間對於管理商業電子郵件的參據，也可在國際社會展現我國建構完

備網路電子商務環境法制的努力，及共同參與防制電子郵件濫發行

為的決心。 

本研究報告定稿適逢本會成立二周年在即，為貫徹本會政策目標

及加強宣導防制垃圾郵件觀念，並企盼相關法規的訂定可更臻於完

善，特將本研究成果付梓，俾供各界參酌，若有疏漏謬誤之處，尚

祈不吝指正。 

 

     主任委員  



劉劉劉劉副主副主副主副主任任任任委委委委員員員員序序序序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95 年 2 月成立迄今，在立法定制之建樹

上，秉持獨立監理機關權責，積極推動通訊傳播業務相關法規之制

修，經全會同仁戮力以赴，已頗具相當實績，除已將原電信法及廣

電三法整併研擬為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陳報行政院審查外，並持續

推展「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究計畫，成立專案研究

小組，針對網路電子郵件之監理法制進行深入研析。經就網路郵件

傳遞實務面詳加探討，深感網路電郵之亂象與日俱增，亟需儘速建

立日後管制之法規依據，爰以行政院原送請立法院審查之「濫發商

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為基礎，加強管制問題核心剖析，重新

檢討後提出修正版條例草案，預定於 97 年 3 月送請行政院核轉立法

院審議，以期為我國「網路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相關立

法奠定嶄新里程碑。本研究報告內容即針對此一立法課題，將本會

專案小組同仁通力合作獲致之研究成果加以發表，殊屬難得。 

自資訊科技發達以來，網路電子郵件廣為世人使用，相當程度

上已取代傳統通訊載具，成為日常生活重要溝通媒介。然由於網路

傳輸所擁有無遠弗屆、成本低廉之特性，亦導致網路上充斥各類商

業電子郵件，進而造成社會大眾接收資訊之困擾。盱衡歐、美等先

進國家之立法例，早於九０年代起即陸續制定相關法規對網路垃圾

郵件（SPAM）加以規範，亞洲近鄰諸如日、韓、星、港、中國大陸

等亦於近年紛紛採行立法管制。鑒於我國網路通訊發達、資訊科技

先進，自電子商務興盛以來，即已飽受商業電子郵件氾濫之苦；然

國內立法仍停滯不前，非但影響廣大網路使用者權益，對我國網路

環境健全發展之公益需求亦有所戕害，甚且嚴重衝擊我國國際社會

形象。  

適逢我國通訊傳播監理新紀元之始，面對此一情勢，本會作為



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深感責無旁貸，乃推動前揭研究計畫，投入專

業人員，分由法律與技術面進行立法管制及防制機制之深入研究，

在通盤分析我國法制架構並斟酌實務運作後，於本研究計畫提出專

業報告，分別就外國立法例、原行政院提案及立法院第六屆部分立

委所提法案版本、本會監理機制規劃等項目進行分析，尤其透過探

究基本權調和、商業言論自由及具體法律關係之方法論進行立法論

證，相較於其他立法研究報告，尚不多聞，誠屬難能可貴。而時值

本會成立屆滿兩週年，會務蓬興之際，就網際網路秩序維護相關立

法機制，提出此一具體研究成果，更具有其特殊意義。 

他山之石，足以為錯，外國執法經驗顯示，商業電子郵件之管

制，除立法規範外，尚須輔以各種相關配套機制及國際合作，以佐

成效，故本報告之輯印，除冀圖振聾發聵、警醒世人 SPAM 現象之嚴

重性外，由於網路全球化、國際性之特性，本會亦將奠基於此一研

究成果，持續積極推動法案，並在「網路治理」此一範疇內，藉由

參與各種國際組織深化影響力，並藉國內立法、執法與國際合作事

項交相運用等手段，達到有效管制之目的。 

時值網際網路大興之際，各國資訊立法變動迅速，本研究報告

容有錯訛疏漏之處，敬希各界惠予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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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近年國內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以下簡稱垃圾郵件)情形有日益嚴

重趨勢，由於欠缺法規管理制約，垃圾郵件業已造成民眾社會資源

及業者網路服務資源雙重鉅額耗損，且多數濫發者為避免遭查緝，

常混用多種郵件發送技術，以隱匿其身分；本會為在法規層面加強

管理、遏阻垃圾郵件濫發情形，已研擬完成新版「濫發商業電子郵

件管理條例」草案，將於近日送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查，未來該條

例草案通過，我國即有法規以資規範垃圾郵件濫發行為，確保民眾

收信權益及維持通信之暢通。 

    現今網路治理蔚為各國立法潮流，有鑑於垃圾郵件管理法制亦

屬整體網際網路規範之一環，而資訊立法具備高度專業性與技術

性，為兼顧網路使用者權益及電子商務發展，爰藉由研究報告之形

式，從繼受外國立法例著手，再從國內相關法案、現有行政作為等

項一一進行剖析，並以圖表方式呈現整體立法思維與規範架構，務

求法案內容設計盡臻完善。 

為求慎重，本研究報告更業經兩度邀請會外及會內相關學者專

家組成專業會議進行審查，以確保研究內容及成果符合嚴謹之學術

要求，此一研究成果得來確屬不易，頗具參考價值，為免藏諸名山

之憾，爰將此一研究成果輯印成冊付印發行，作為條例草案立法過

程重要文獻，並俾便社會各界明悉本條例之立法宗旨。 

研究報告內容之撰寫方式，鑑於外國立法例繼受工程龐大，相

關法制研究亦非獨力可支，研究團隊遂循分工模式，由各研究員依

其專業分別執筆進行，分就不同國別及章節進行引譯、撰述，以期

責任明確並收個別專精深入之效，相關之從事過程，各同仁均備極

辛勞，爰將各員負責章節依姓氏筆劃說明如下： 



李佩芳（法律研究員）－第二章（星、韓、中共、香港法部分）、第

三章第一、三節（行政院與林國慶版本部分）、第四章第一節（行政

契約與行政命令等部分）。 

吳典城（法律研究員）－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美國、日本法部

分）、第三章第二、四節（馮定國版本與吳志揚版本部分）、第四章

第一節第二～四項（行政指導等部分）、第四章第二節（將來立法建

議）、第五章（結論）。 

許世明（法律研究員）－第二章（澳洲、歐盟、加拿大法部分）、第

三章第五節（鄭運鵬版本部分）、第四章第一節（行政處分與行政調

查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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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規簡稱各國法規簡稱各國法規簡稱各國法規簡稱    

（按章節先後排列） 

美  國：《Controlling the Assault of Non-Solicited Pornography 

and Marketing Act of 2003》，簡稱《CAN-SPAM ACT》。 

韓  國：《Act on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Network Utiliza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etc.》，

簡稱《資訊保護法》。 

日  本：《特定電子メールの送信の適正化等に関する法律》，簡稱 

《特定電郵法》。 

澳  洲：《SPAM ACT 2003》。 

歐  盟
1
：《Directive 2002/58/EC》。 

英  國：《The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2003》，簡稱《PECR 2003》。 

中  共：《互聯網電子郵件管理辦法》，簡稱《電郵管理辦法》。 

新加坡：《Spam Control Act》。 

香  港：《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簡稱《非應邀條例》。 

                                                 
1 法國：《Loi pour la confiance dans l'économie numérique 2004》；德國：《Gesetz gegen Unlauteren 

Wettbewerb》；義大利：《Data Protection Code》；荷蘭：《Dutch Telecommunications Act》，以上各國法律以全文稱之，不再另訂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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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Address Harvest 

即蒐集郵件位址；係以特定軟體從網站、新聞群組、聊天室等自

動蒐集電子郵件位址建立收信人名單。 

BotNet  

俗稱「殭屍網路」（Zombie Network )，也稱「機器人網路」（Robot 

Network )，病毒通常會隨著 e-mail、即時通訊軟體或電腦系統漏

洞，侵入電腦，再藏身於任何一個程式裡。 

Dictionary Attack  

字典式攻擊；經由軟體或程式將字元、符號或數字進行隨機排列

組合，產生電子郵件地址，以遂行無差別目的發送電子郵件之手

法。 

ESP（（（（Electronic mail service provider）））） 

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係指設置電子郵件伺服器提供他人發送、

傳輸或接收電子郵件之服務者。 

Mail Header 

信首資訊；係指附加於電子郵件之來源、路徑、目的地、發信日

期等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 

IAP（（（（Internet Access Provider））））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係提供連線服務給使用者連上網路之

網路業者。例如 Hinet、Seednet、台灣學術網路（TANET）等等。 

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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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主要係指提供多媒體內容的網路業者，其

對於所播放、提供的內容有決定權，通常也有經濟上或技術上加

以監督或控制的可能性。 

IPP（（（（Internet Platform Provider）））） 

網路平台提供者；係提供上網後各項網路相關服務的業者。例如

YAHOO 電子信箱服務、提供的檔案傳輸服務的 FTP 服務、各大

BBS討論版、又或提供各項資料檢索與搜尋引擎的業者。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其所提供的服務除各類連網服務外尚提供

網站代管、電子郵件、虛擬主機等服務。 

MDA（（（（Mail Delivery Agent））））  

郵件投遞代理；在郵件伺服器接收到郵件後執行，負責郵件的分

派或轉送工作。MDA可以是一個獨立的功能，不一定要與MTA

綁在一起，例如 UNIX系統上的 procmail、maildrop。 

MMS（（（（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  

多媒體訊息；目前主要在手機上使用。係將文字、圖片（黑白或

彩色圖片）、聲音（自錄人聲或鈴聲）和影片通通結合起來的新一

代影音訊息傳送服務。 

MUA（（（（Mail User Agent））））  

指郵件使用代理；使用者端用以讀取郵件的軟體或程式，Webmail

也屬於MUA的一種。其他常用軟體有 Thunderbird、Outlook、

Outlook Express。 

MTA（（（（Mail Transfer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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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傳輸代理；負責郵件的遞送工作。郵件伺服器(mail server) 通

常是指執行MTA功能的電腦，例如 Sendmail、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Postfix。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光學字元識別；是指對文本資料進行掃描，然後對圖像文件進行

分析處理，獲取文字及版面信息的過程。 

OPT-IN 

選擇加入；指電子郵件使用者自願加入「寄送名單」，接收大量發

送的電子郵件。 

OPT-OUT 

選擇退出；電子郵件使用者未事先聲明願意收到大量發送的電子

郵件，在收件後可選擇該電子郵件中提供的「退出寄送名單」機

制。 

PROXY  

即代理服務；是一種特殊的網路服務，允許客戶端通過它與另一

個網路服務進行非直接的連接，也稱網路代理。提供代理服務的

電腦或其它類型的網路節點稱為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 

SMS（（（（Short Message Service）））） 

文字簡訊；為手機之間傳送及接收的文字型訊息。 

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簡單郵件傳輸協議；是在 Internet上傳輸 E-mail 的標準。  

UBE（（（（Unsolicited Bulk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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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大量未經邀約之電子郵件；寄件者所傳送之郵件數量龐大，內

容並不限定於「商業性質」者，舉凡政治、宗教等各類涉及思想、

理念發表之言論，甚至及於違法性、攻訐性等內容之電子郵件皆

屬之。 

UCE（（（（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 

指未經邀約之商業電子郵件；與 UBE之概念相同，兩者的最大區

別在於 UCE之內容具有商業性質，但未必為大量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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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近來國內商業電子郵件1濫發情形有日益嚴重趨勢，由於欠缺法

律制約，業已造成社會資源及網路服務資源雙重鉅額耗損。據消費

者文教基金會於 2005 年 11 月針對台灣地區所進行之問卷調查顯

示，每個網路用戶一年要花費 30小時刪除垃圾郵件，如以每人每小

時 100 元工資推估即 440 億元，顯見垃圾郵件造成我國整體社會成

本極大的傷害。 

此外，我國垃圾郵件向國外發送情形，亦已愈趨泛濫，世界知

名網路安全業者 Sophos 公司於 2006 年 7 月發布之報告指出，台灣

在全球垃圾郵件出口擴散國中名列前茅，顯示我國商業電子郵件之

氾濫及輸出情形日趨嚴重，致使我國科技矽島的國際形象蒙受不良

陰影，旋踵間，SpamHaus網站於 2006年 11月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

示，我國在垃圾郵件輸出國排名更躍升全球第 8 名，嚴重損害國際

形象。 

政府有鑑於垃圾郵件日漸氾濫，為從法規層面加強管理、抑制

垃圾郵件濫發情形，早於 94年 2月 3日業由行政院研擬提出「濫發

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並送立法院院會決議交付科技及資

訊委員會審查中，未來該條例草案立法通過，我國即有規範垃圾郵

件濫發行為之法規依據，可確保民眾收信權益及維持通信之暢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慮及未來該條例草案如立法通過，基於為

                                                 
1 或稱垃圾郵件、SPAM、UBE或 UCE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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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對業者監理、協助共同防制垃圾郵件等立場，爰依政策規劃需

要，於 95年 10月擬訂本研究計畫，並於 95年 12月底開始執行，

研究內容分就法律面與技術面進行。 

法律面研究之作業重點在於從各國立法例進行比較分析，並檢

討國內防制垃圾郵件濫發之相關法案，以供我國未來立法參考；技

術面研究之重點則在於加強垃圾郵件監理實務技術知能，並針對垃

圾郵件濫發者常用之手法，提出過濾技術、電子郵件伺服器管理、

垃圾郵件來源追查等管理實務上之建議。 

本研究計畫預期透過加強資訊蒐集，供垃圾郵件防制之法案建

議及技術研析之用，並從目前電信法規及監理技術進行深入了解，

以備未來垃圾郵件新興監理業務、政策規劃、業者管理等作為之參

考依據，並對民眾垃圾郵件防制操作實務加強宣導，達到透過立法

管制、技術規劃之結合進而有效管制濫發行為之目標。 

本計畫之具體任務為： 

1、彙整發送垃圾郵件之手法及技術內涵，奠定防制基礎認知。 

2、蒐集各國防制濫發垃圾郵件相關立法、管理機制及相關研討會之

資料，研析制訂監理法規及機制之內容。 

3、比較外國立法例與國內各相關法案，整理共通之規範要素，作為

進行立法裁量之參考。 

4、分析規範要素及各種法律管制手段之利弊得失，提出立法建議，

並擬定具體之條文內容。 

5、透過商業電子郵件發送流程之觀察，建立整體之法律規範架構體

系，並分析各關係人間之法律關係。 

6、蒐集業界之管理過濾實務機制、軟體資訊，及如何降低僵屍電腦

比例等相關資料，以利向民眾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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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蒐集、研析垃圾郵件發送來源及追查技術，建立未來實務執行之

標準作業程序。 

8、配合倫敦行動計畫等跨國境反制垃圾郵件之倡議，研擬實務執行

程序。 

9、從既有法規分析法案通過前採取各種行政措施之適法性及可行

性，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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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研究動研究動研究動研究動機機機機 

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時代的到來，促使網際

網路蓬勃發展，各類應用服務因之日漸普及，其中尤以電子郵件更

成為現今網路使用者對外聯繫、溝通不可或缺的媒介，相當比例上

取代了電話、傳真等傳統通訊介面之地位，而隨著電子商務的發達，

透過 EMAIL進行商業往來亦發展成新型態交易模式，電子郵件之重

要性不言可喻。 

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由於與傳統廣告媒介相較，電子郵件

具有快速、便利、無遠弗屆及成本低廉之特點，迅即成為商品服務

提供者、經銷商、廣告商等藉以獵取商機之新興行銷工具，利之所

趨，產生大量、濫發的商業電子郵件，嚴重危及網路秩序、侵害收

信人權益，形成所謂「垃圾郵件」（泛稱 SPAM）之全球化網路課題。 

有鑑於網際網路充斥各類不請自來之商業電子郵件，嚴重侵擾

收信人隱私，目前世界各網路大國均積極針對此現象加以規範，一

時蔚為風氣，基於垃圾郵件問題具全球化之特性，我國當無法自外

於此一國際立法潮流，目前已擬就《《《《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草案草案草案草案並送立法院審議中，針對此一發展，主管機關 NCC刻正積極研

究法案內容之妥適性及預作執法準備，並已著手規劃建置雛型監理

系統。 

由於管制商業電子郵件涉及商業言論自由、隱私權、網路環境

健全發展及國家整體電子商務發展等面向，實有賴將來透過立法加

以解決，然在規範設計上，宜謹慎進行立法裁量，除應廣泛參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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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法例及目前國內相關法案內容外，就如何權衡各該法律關係主

體間之權利義務並兼顧整體公益需求，均須審慎設定研究議題，並

以詳實之研究步驟與分析途徑進行比較、論證與歸納。 

此外，目前相關之「法規整備度」如何，於條例草案通過前可

透過何種「行政規制」手段對業者進行管理，配套制度之設計，及

相關市場機制、教育宣導、國際合作等方式有何效用，國內相關規

範如何落實等等，均值得研究。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研研研研究目的究目的究目的究目的 

盱衡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趨勢，立法管制必不可免，然相關課

題之研究如何開展，範圍如何界定，均有待規劃，本研究計畫人員

秉此初衷，力圖透過設定具體研究目標，以確保論證之嚴謹與整體

架構之周全，鑑於本研究之宗旨在於解析商業電子郵件之規範要素

以提供具體立法建議，並分析法案通過前主管機關可採行之具體措

施，故本文據此設定五大研究目的如下： 

（（（（一一一一））））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分析外國立法例分析外國立法例分析外國立法例分析外國立法例 

    透過比較分析共計 13國之垃圾郵件法規，整理、分析其管制要

素，透過對照其規範客體、禁止行為態樣、違法效果、關係人權利

義務，以及各國相關之國際合作及執法現狀等，供我國立法裁量之

參酌。 

（（（（二二二二））））比較分析國內相關法案比較分析國內相關法案比較分析國內相關法案比較分析國內相關法案 

針對目前立法院審議中之各版本法案內容進行分析，擷取其相

異處進行討論，歸納不同制度間之利弊得失，並與行政院版《條例》

草案對照，審酌有無足資納用之立法設計，作為增修、改良該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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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具體參考。 

（（（（三三三三））））提供提供提供提供現行可採之現行可採之現行可採之現行可採之監理建議監理建議監理建議監理建議 

    鑑於目前條例草案尚在立法院審議中，通過與否或需時長短尚

無法預測，然以目前商業電子郵件濫發情形之熾，主管機關斷無袖

手置之不理之餘地，幸行政機關之作為態樣多變，在確保「依法行

政」原理之前提下，尚非全無採取相關措施之空間，本文將分析主

管機關在條例未通過前如何在現有之電信法規架構下採取適法之管

制作為，並提供相關建議。 

（（（（四四四四））））分析基本權與制度設計分析基本權與制度設計分析基本權與制度設計分析基本權與制度設計理念理念理念理念 

    為從條例草案立法之必要說明其合憲性，研究內容依循立法設

計之思維流程，特別從基本權衝突之權衡與商業言論自由之限制著

手，確定管制商業電子郵件之公益性，漸次論及行為規範改良、法

律效果抉擇、配套制度設計之建議等項，最後一併分析各主體之法

律關係及相關規範架構，以作為法案改良之原則。 

（（（（五五五五））））提供增修提供增修提供增修提供增修法案法案法案法案內容之建議內容之建議內容之建議內容之建議 

    本研究報告最末，先歸納出法案修正之具體方針，並分就前階

行為管制、業者斷訊權利、業者揭示個資義務、改採默式拒絕機制、

團訟機構必要費用請求權等五項內容提供改良建議，並就具體條文

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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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方法論方法論方法論方法論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概念分析與概念分析與概念分析與概念分析與工作步驟工作步驟工作步驟工作步驟 

    鑑於商業電子郵件之概念仍未統一，SPAM、JUNK MAIL、

UCE、UBE 等詞彙均常被使用，中文亦常以垃圾郵件稱之，但其定

義過於空泛而欠缺明確性，本文主要討論者乃「商業電子郵件」之

管制，或以 UCE、垃圾郵件、SPAM 稱之，實則應以商業電子郵件

或 UCE之用語較為正確，不及於 UBE之管制，特為說明。 

為使研究內容合乎學術嚴謹度，並配合主管機關之作業，本文

依據前開研究目的之需要，提出以下七大工作步驟： 

（一）議題設定 

（二）文獻蒐集與整理 

（三）外國立法例之比較分析 

（四）立委版本內容對照 

（五）國內行政管理現制檢討 

（六）制度理念、立法原則確立 

（七）草擬法案之修正內容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配合研究目的之需要及工作步驟之進程，本文將以五個章節進

行研究主題之分析，各個章節之間並有論證上之連貫性，謹鋪陳研

究架構如下： 

第一章序論，說明本研究計畫緣起、研究動機與目的及方法論，

方法論一節先從概念分析與工作步驟著手，再設立研究架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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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並簡述研究途徑與寫作原則。 

第二章透過比較分析法，說明各國之立法背景、規定內容及執

法現況，並提出我國立法繼受可行性之初步觀察。 

第三章從行政院版草案與各立法委員版本草案之比較著手，探

討各個版本之優缺利弊，並列出其中可採或不可採之部分，作為日

後我國法案內容改良之參考。 

第四章為本會監理機制之規劃，先從行政管理角度著眼，從依

法行政原則探討目前實務上可採行政措施之合法性與可行性，再從

立法裁量之觀點，透過各種規範要素之權衡，草擬法案之修正內容，

並分析其法律關係與規範架構。 

第五章綜合前開各章之論述結果，強化立法必要性之說明，並

提出管理與立法之具體建議。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本研究之重點在於提出立法及採取行政措施之建議，中文參考

文獻除基本之憲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等個別法領域專書外，

尚有通訊、資訊法方面之學術著作，而各種學術期刊與論文亦在學

理與實務之論證上提供充分之說明基礎。 

另鑑於我國草案尚未通過，目前國內僅有學說論述及業者之防

制措施可供參考，故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相當數量之國外文獻，除基

本之立法說明、官方政策文件及統計資料外，尚有各國際組織發表

之專業調查報告，以及各種學術專論與實務判決，整體而言，參考

文獻蒐羅相當完備。 

此外，商業電子郵件之特性即為透過網路此一訊息載具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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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亦常透過網際網路作為宣導教育之平台，且目前電子化政府蔚為

潮流，各國主管機關常透過建置官方網站之方式作為提供相關資料

之平台，例如美國 FTC SPAM、韓國 KISA等網站為其適例，日本則

除建立官方「迷惑メール対策」網站公布各類法令、行政措施及國

際合作進展外，並透過「日本數據通信協會」網站提供各種防制資

訊與相關統計資料，其他類似之網站甚多，因此，各國之相關網頁

資訊亦為重要之參考資料，併予說明。 

整體而言，中文參考文獻引用均依照傳統之學術倫理與格式，

符合定制與學術界常例，至於網頁資料因非正式之學術引用格式，

於參照時將特別標註，以下分中文與外文參考文獻兩類，後者並依

總論與國別兩類分別提列，粗略估算，中文參考文獻約佔兩成，西

文參考文獻約佔八成，由於篇數眾多，無法詳載，僅擇其要者臚列

於下： 

壹壹壹壹、、、、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一一一一、、、、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書籍書籍書籍書籍 

（一）「濫發電子郵件行為之管理與法治規範研究」，行政院

經建會委託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作成，簡略分析商業

電子郵件之定義、管理機制及各國現行規定，並就我

國現行相關規範與草案內容提供立法建議，部分資料

有待更新。 

（二）「資訊、電信與法律」，王郁琦教授所撰，將資訊時代

所涉及之隱私權、通訊傳播與電信產業管理等法律議

題詳予剖析，兼及垃圾郵件管制之相關討論。 

（三）「通訊科技與法律的對話」，謝穎青律師所撰，就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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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涉及之電信產業、電子商務、隱私權等議題加以

分析。 

二、學術期刊學術期刊學術期刊學術期刊、、、、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學界針對垃圾郵件之管制雖有豐富之討論，包括王郁琦、

黃立教授及蔡欣惠、黃菁甯等學者專家均曾為文論述，然仍以

資訊法學者王郁琦教授所撰「濫發網際網路廣告信相關法律問

題之研究」一文，堪稱箇中經典之作，從言論自由、隱私權之

探討，至管制方式及各國立法情況，逐一論述，並提出相關立

法建議，王郁琦教授另一篇「網路上的隱私權問題」專文，則

從網際網路上之資訊隱私權侵害行為，分析個人資料保護，亦

頗值參考。 

另外，蔡蕙芳教授於「與垃圾郵件有關的刑法問題」一文

中則針對濫發行為可能涉及之個資侵犯、詐欺、猥褻內容、妨

害電腦使用等項，分從個資法與刑法角度進行分析。 

論文部分，先是張鎮遠所著「垃圾郵件的規範管理研究」

博士論文，利用數值分析之模型，探討立法規範在垃圾郵件管

制效果上是否具備正、負相關，另蔡欣惠所撰「數位時代下垃

圾訊息法制之建置」碩士論文透過案例分析探討美國法發展過

程，其他另有數篇論文分就與垃圾郵件相關之不同主題探討，

均值參考。 

貳貳貳貳、、、、外文外文外文外文 

一一一一、、、、總論總論總論總論 

（一）“Regulating Spam”，荷籍學者 Lodewijk F. Asscher

氏所著，從歐陸法系觀點分析 SPAM 事件各種基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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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Rights）主體間法律關係，並論述歐盟

隱私權保護指令之適用問題。 

（ 二 ） “REPORT OF THE OECD TASK FORCE ON 

SPAM:ANTI-SPAM TOOLKIT OF RECOMMENDED 

POLICIES AND MEASURES”，由 OECD作成，從法

律及技術面詳細分析垃圾郵件管制之各種措施，並透

過論述 SPAM 現象之各種管制難題，提供各種規範要

素供立法參考，內容全面而豐富。 

（ 三 ） “STEMMING THE INTERNATIONAL TIDE OF 

SPAM”，美國哈佛大學 John G.Palfrey教授所撰，就垃

圾郵件之特性出發，藉由提出管制垃圾郵件之指導方

針，試圖創設一套典型之立法裁量機制，並透過分析

ISP之角色，闡明業者於自律防制作為上之重要性。 

（四）“ANTI-SPAM LAW ENFORCEMENT REPORT”，由 ITU

作成，論述垃圾郵件管制之跨國境執行架構及難題，

並提出透過多邊國際合作之模式進行管制之建議。 

（ 五 ） “ITU SURVEY ON ANTI-SPAM LEGISLATION 

WORLDWIDE”，由 ITU 作成，從界定 UBE、UCE、

SMS等名詞著手，分析 SPAM現象所造成之各種負面

成本，並整理世界各國立法內容之調查報告。 

二二二二、、、、各國文獻各國文獻各國文獻各國文獻2 

（（（（一一一一））））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2 以下文獻由各該負責之研究人員提供，另嚴格而論，香港、大陸地區所發表者亦屬中文參考文獻，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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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pam and the CAN-SPAM Act”，由加州大學Matt 

Bishop 教授所撰，對美國《CAN-SPAM ACT》進

行條文適用分析以及執法效果，得出該法並未「禁

絕」而僅「規範」SPAM之結論，並認為透過法律、

技術結合始可有效管制濫發行為。 

2 、 “A COMPARITIVE ANALYSIS OF SPAM 

LAWS:THE QUEST FOR A MODEL LAW”，由 ITU

作成，具體分析目前世界各國所採取之規範態樣及

法律效果、執行手段等，並兼及整體法律規範之適

用關係，尤以美國法為立論基礎。 

3、“Effectivenes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AN-SPAM 

ACT”，美國 FTC依法送交國會之報告，分就 SPAM

防制技術發展、立法成效、國際合作及防免色情電

郵侵擾之執行實務等主題論述，並從實際面分析美

國法條款之效應，配合對 FTC、州或 ISP業者所提

案件數之整理，提供綜觀美國法執行效果之全貌。 

（（（（二二二二））））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1、韓國「個人資訊爭端調解委員會」秘書長 Hyu-Bong 

Chung 博士於 2003 年所撰寫之 “Anti-Spam 

Regulations in Korea”及 APEC 在 2004年針對立法

問題所作研究報告 “Korea’s Information Privacy 

Approach”等兩篇文獻對於韓國《Act on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Network 

Utiliza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ect》均有相當精闢之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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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onil Kim 博士於 2005 年撰寫 “Reinforced 

Regulations on Spam Mail”一文，針對 2005年韓國

主管機關大幅修正前述法律予以評論。 

（（（（三三三三））））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1、「迷惑メールへの対応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最

終報告書」，由日本官方召集各界代表組成之研究

会作成，公布於總務省官方網站，詳細分析日本垃

圾郵件現狀及該國政府各種政策、防制措施、立法

及國際合作情形。 

2、「特定電氣通信役務提供者の損害賠償責任の制限

及び發信者情報の開示に関する法律－逐条解說」，

由總務省發行，透過對《特定電氣通信服務提供者

責任限制及發信者情報開示法》進行逐條解釋之方

式，分析該法適用上之法律關係，包括業者應負資

料開示義務之條件與效果等。 

3、「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違法・有害情報－への対応

に関する研究会最終報告書（案）」，由への対応

に関する研究会作成，介紹日本各類情報開示制度

之應用型態，及《特定電氣通信服務提供者責任限

制及發信者情報開示法》適用上之難題，並分析日

後管理方向及國際合作執行之可行性。 

（（（（四四四四））））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1、澳洲政府於 2006年檢討該國 Spam Act 2003所為之

研究報告” Report on the spam act 2003 review”，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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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該國實施成效欠佳的主要原因，並提出修法倡

議。 

2、Mark Robert Bender 3  所撰“ Australia’s spam 

legislation :A modern-day king Canute”一文，對澳洲

Spam Act 2003之立法政策多所批判，例如，該文

指出澳洲 Spam Act 2003之主要缺失之一在於並未

賦予個人對濫發者之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 

3、哈佛大學法學教授 John G. Palfrey 於 2006 年於

Trends in Telecommunication Reform國際會議中所

發表之“Stemming the international tide of spam”亦

為重要參考。 

（（（（五五五五））））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1、聯合國 OECD 於 2005 年出版之“Take Force on 

Spam”系列報告書，如“Anti-Spam regulation”、 

“Anti-Spam law enforcement”。 

2、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於 2005

年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網路安全會議(Wsis Thematic 

Meeting on Cybersecurity)後出版之報告書，包括

“ITU Survey on anti-spam legislation worldwid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to combat 

spam”、“How to Craft an Effective Anti-Spam 

Law”、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am Laws: the 

                                                 
3 Legal Practitioner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ACT, Barrister of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LLB 

Department of Business Land Taxation, Monash University. 



第一章 緒論 

 第 15頁 

Quest for a Model Law”等。 

3、Dennis W. K. Khong於 Erasmus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1所撰之“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pam 

Law”，該文對立法設計上扮演樞紐地位之 OPT-IN

或 OPT-OUT 制度，以法律經濟分析之方式評述其

利弊，立論精闢。 

4、義大利學者 Nicola Lugaresi 於 2005 年所撰

“European Union vs. Spam: A Legal Response”一

文。 

（（（（六六六六））））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1、清華大學趙曉力教授於 2005 年發表「反垃圾郵件

法之立法原則」一文，認為管制垃圾郵件不應只限

於商業郵件，並主張應採取 OPT-IN 機制等論點，

對 2006 年中共《互聯網電子郵件管理辦法》之訂

定造成一定影響。 

2、《電郵管理辦法》通過後，學者探討垃圾郵件之文

章多採正面評價，然亦有少數批判性文獻，如中國

商務法律網總裁阿拉木斯於 2006 年發表之「反垃

圾郵件的法律困惑」，對以規則而非法律管制垃圾

郵件提出質疑。 

3、大陸「反垃圾郵件中心」月報定期提供相關訊息。 

（（（（七七七七））））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1、IDA於 2004年出版“Proposed legislativ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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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control of email spam, Joint IDA-AGC 

consultation paper”，說明該國主管機關對管制濫發

電子訊息之基本立場，並提出法規草稿之研究報

告。 

2、IDA 在 2005 年匯整各界所回饋之意見及批評後，

出版“Proposed Spam Control Bill”研究報告。 

3、實務執行文獻，可參考“Multi-Pronged Measures 

Developed to Curb Email Spam in Singapore”，介紹

在法律通過前，新加坡主管機關為管制濫發所作之

實際措施。 

（（（（八八八八））））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1、香港工商及科技局4於 2006年送交立法會之報告，

內容提及非應邀電子訊息所引發之各種問題、立法

必要性以及法規訂定後將造成之影響。 

2、謝天懿律師所撰“中國香港特區反濫發訊息法律方

案”演講稿，針對《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表

示，制定法律雖有必要，但無法遏止所有濫發訊

息，建議相關當局參考美國、日本及新加坡之法規

範，以制定更適合香港之法規。 

（（（（九九九九））））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5 

1、加拿大政府工業部於 2005 年 5 月所出版之報告

書 ”Stopping Spam: Creating a Stronger, Safer 

                                                 
4 2007年 7月後改組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5 加拿大尚未立法，然已與我國簽訂「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政策及策略合作瞭解備忘錄」，故本研究乃蒐羅重要文獻，以了解加方之立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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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內容揭示該國管制 SPAM之基本政策。 

2、Karen Ng 所撰之 ”Spam Legislation in Canada: 

Federalism,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一文及 Roger Allen Ford 

所撰之 ”Preemption of State Spam Laws by the 

Federal Can-Spam Act”一文。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項項項項  研究途徑研究途徑研究途徑研究途徑與寫作原則與寫作原則與寫作原則與寫作原則 

基於前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之需要，本文寫作擬綜合採納多

種研究途徑，先從參考文獻及各國規範以「「「「文件分析法文件分析法文件分析法文件分析法」」」」與「「「「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解析法解析法解析法解析法」」」」出發，整理各國之規範內容，再分就各國立法例依「「「「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法法法法」」」」對照相互間之異同，最後再依「「「「歸納歸納歸納歸納法法法法」」」」總結、整理各國

立法內容之重要規範要素，作為我國法案設計及行政管理之參考。 

在研究工具上，本文共提出五大圖示，包括「「「「立立立立法設計思維流法設計思維流法設計思維流法設計思維流

程圖程圖程圖程圖」」」」、「「「「基本權利關係圖基本權利關係圖基本權利關係圖基本權利關係圖」」」」、、、、「「「「法律規範架構圖法律規範架構圖法律規範架構圖法律規範架構圖」」」」、「「「「法律關係示意圖法律關係示意圖法律關係示意圖法律關係示意圖」」」」

及及及及「「「「立法考量因素與內容設計總圖立法考量因素與內容設計總圖立法考量因素與內容設計總圖立法考量因素與內容設計總圖」」」」，透過圖表解說之方式清晰地將

整體研究架構、論證過程及總結具體呈現。 

關於報告內容之寫作原則，本研究期許可符合論證嚴謹、脈絡

清晰及歸納確實之要求，條文之設計則盡量要求符合「完全法條」

之模式，或使構成要件（行為規範）與法律效果條文之規定內容符

合一致性，最後，提供之立法建議與行政管理措施宜確實可行，以

對應整體研究架構，切合研究目的之具體要求。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究 

 第 18頁 

 



第二章 各國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比較 

 第 19頁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各國各國各國各國管制濫發管制濫發管制濫發管制濫發商業商業商業商業電子郵件規範電子郵件規範電子郵件規範電子郵件規範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由於電子商務蓬勃發展與網際網路使用之普及，藉由電子郵件

作為商務往來之聯繫方式，已日漸普遍，並進一步成為行銷商品或

服務之主要方式。電子郵件相較於其他傳統行銷工具，具有傳送快

速、便利、成本低廉、跨國界之優勢。然而，目前此一行銷工具卻

遭到濫用，收信人必須付出時間處理大量商業電子郵件，不僅造成

時間浪費，阻礙重要郵件之接收，大量商業電子郵件更時常造成網

路頻寬之壅塞，妨礙正常通訊服務，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必須耗

費龐大人力、物力處理，已嚴重影響社會大眾使用網路的環境。 

各國針對此一現象，無不戮力尋求解決之道，目前除透過市場

機制、教育宣導及國際合作等方式抑制濫發垃圾郵件外，制定規範

進行管制，已成為各先進國家普遍作法；自全世界第一部反垃圾郵

件法案於 1997年經美國內華達州立法通過後，截至目前為止，全球

已有超過 75個反垃圾郵件法案通過施行6，我國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

發展推動小組亦經第十一次委員會議決議，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擔任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主管機關，負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管

理、相關法案之推動及國際合作事宜。 

鑑於各國比較立法例之研究，對我國制定垃圾郵件之監理機

制，具重要參考價值，故本研究於第二章「各國管制濫發商業電子

郵件之規範研究」第一節以迄第十節，針對目前已正式立法管制垃

圾郵件之各國相關規範作深入的剖析，立法例研析之取樣範圍包括

                                                 
6  John G. Palfrey , STEMMING THE INTERNATIONAL TIDE OF SPAM , Trends in 

Telecommunication Reform 2006 ,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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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日等世界網路先進國及部分 IT發展迅速之新興國家，具體

涵蓋美國、日本、歐盟所屬國7（限於英國、德國、法國、荷蘭、義

大利）、澳洲、加拿大8、韓國、新加坡、香港、中共等計 13國，研

析之先後順序係依照各國法案通過日期而定，透過逐一解構各國規

範內容，釐清比較法上各種管制手段之特色，並透過具體案例之整

理瞭解其執法成效；第十節則針對各國較特殊之立法設計，盱衡我

國國情及整體法律規範體系，研析我國法案予以繼受納用之可行

性，俾供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參考。

                                                 
7 歐盟各國係在歐盟執委會 2002年通過之《電子通訊中個人資料處理及保護隱私指令》框架立法下，由各國自行制定細部規定；本文所選定之五國，乃歐盟各國中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立法及執法上，較具前瞻性之國家。 
8 加拿大目前雖尚無正式法律通過，然因我國已在資訊通信領域與加方簽署兩則合作瞭解備忘錄（MOU），雙方就防制垃圾郵件議題，將持續擴大合作面向，故本報告仍針對加拿大所出版之「Stopping Spam」政策說明書作簡要介紹，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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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 

《《《《CAN-SPAM ACT》》》》 

幾乎所有統計資料均顯示9，美國乃世界上垃圾郵件之首要出口

（擴散）地區，鑑於 spammer行徑猖獗，美國各州在聯邦立法之前，

即透過州法對商業電子郵件進行管制，最早以內華達州於 1997年 7

月提出之第 13號參議院法案為濫觴，隨後並有 37個州跟進10，透過

立法規範 UCE之濫發行為。 

美國聯邦鑑於商業電子郵件濫發現象日益嚴重，引發為數眾多

之訟爭，為保護網路消費者及民眾於網際空間（cyberspace）之隱私

權，早於 1994年起即不斷提出各類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法案，

迄今已有 32 項法案之多11，但另方面由於慮及網路電子商務之發

展，避免過度干預此一新興之行銷市場，國會立場徘徊，直至第 108

會期，始於 2003年通過由 Conrad Burns & Ron Wyden所提出，內容

趨於折衷之《Controlling the Assault of Non-Solicited Pornography and 

Marketing Act of 2003》法案（《未經邀約之色情及行銷侵擾控制法》，

以下簡稱《《《《CAN-SPAM ACT》》》》），並於 2004年 1月 1日施行。 

    《《《《CAN-SPAM ACT》》》》內容分就商業電子郵件之定義、管制對

象、刑事處罰、傳送 UCE之要件與限制、禁止行為、民事賠償機制、

執法機關權限等加以規範，並要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FTC）應於一定期限內針對是否建立「Do Not 

Email Registry」（拒絕來信機制）、執法成效等事項提出相關報告12，

                                                 
9 據網路安全機構 SOPHOS、COMMTOUCH、SPAMHAUS之統計，美國均居第一位。  

10 See http://www.spamlaws.com/state/index.shtml 
11 See http://www.spamlaws.com/federal/index.shtml 
12 參照《CAN-SPAM ACT》Sec.9(a)、10(a)、11(1)、11(2)之規定，迄今 FTC已針對該法提出三份報告，詳見 http://www.ftc.gov/bcp/conline/edcams/spam/repor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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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於後文簡述之。 

《《《《CAN-SPAM ACT》》》》施行後，招致許多批評，肯定者多為廣告

團體及 ISP 業者，認為此舉規範直銷行為，避免過度抑制網路商業

發展，有利於行銷業者，但學者專家則多半持負面觀點，認為該法

形同將商業電子郵件予以合法化，將導致垃圾電子郵件不減反增13。

無論如何，《《《《CAN-SPAM ACT》》》》作為美國第一部反制濫發商業電子

郵件之聯邦法律，對立法規範垃圾郵件問題有著啟迪與導正之作

用，則不容懷疑，此法對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

之內容也形成深遠影響。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一一一一、、、、FTC與其他機關與其他機關與其他機關與其他機關 

《CAN-SPAM ACT》Sec.7(a)(c)(f)，授權由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以下簡稱「FTC」）執行本法；

但該法又規定，若案件涉及 Sec.7(b)所列各機關（如聯邦存

款保險、證券交易委員會等）之相關權限時，則分別由該

管機關執行；因此，除非系爭案件屬 Sec.7(b)列舉之經濟商

業等其他領域事項，應由該權責機關執行外，其他關於本

法事項均由 FTC執行。 

二二二二、、、、FTC之具體權限之具體權限之具體權限之具體權限 

（一）FTC按其組織法（暨作用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以下簡稱《FTC ACT》），就該

                                                 
13 Rebecca Lieb , Reviewing the CAN-SPAM，轉引自黃立、蔡欣惠，從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研究報告看「未經邀約的商業電子郵件」標示主旨欄之必要性，律師雜誌，311期，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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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事項具有進行調查之權限，並得據以作成相應之行

政作為。 

（二）有權向管轄法院請求發出各種禁令、提出民事訴訟（civil 

action），並可就各州所提訴訟提起上訴（Sec.7(f)(5)）。 

（三）FTC應提出各項執法成效報告14（Sec.9、10、11）。 

（四）法規制定權（Sec.3(2)(c)、Sec.5(c)、Sec.5(d)(3)、Sec.13）。 

貳貳貳貳、、、、法律規範之法律規範之法律規範之法律規範之客體客體客體客體 

一一一一、、、、管制對象管制對象管制對象管制對象－－－－EMAIL 

       《CAN-SPAM ACT》之立法說明指出，該法係以課加限制與

罰則之方式，管理透過「未經邀約商業電子郵件」進行之

州際商業活動，同法 Sec.3（2）並就「商業電子郵件訊息」

加以定義，其他條文亦均以商業電子郵件為規範客體，因

此，該法本文係以 EMAIL為管制對象，並無疑義。 

惟美國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根據

《CAN-SPAM ACT》Sec.14之規定，於 2004年發佈一道命

令（ order），將「「「「透過網際網路透過網際網路透過網際網路透過網際網路」」」」發送至行動電話發送至行動電話發送至行動電話發送至行動電話

（ internet-to-phone）之商業訊息－即行動服務商業訊息行動服務商業訊息行動服務商業訊息行動服務商業訊息

（mobile service commercial messages；MSCMs）納入規範，

擴大管制對象，至於經手機發送之簡訊（SMS）以及多媒

體訊息（MMS）未在其列15，確為適應美國國情之作法。 

二二二二、、、、規範客體規範客體規範客體規範客體－－－－UCE 

《CAN-SPAM ACT》Sec.2(b)(1)以管制「商業電子郵件」

                                                 
14 FTC已於 2005年 12月提出該份執法報告「Effectivenes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AN-SPAM 

Act : A Report To Congress」。 
15 手機簡訊則由《TCPA》（電話消費者保護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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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electronic mail）具有實質政府利益，並於

Sec.3(2)(A)定義「商業電子郵件訊息」為「主要目的在於商

業廣告或促成商品、服務交易之電子郵件訊息」，僅將「商

業」電子郵件納入管制而不及於其他，係以 UCE為規範客

體之典型立法。 

另該法 Sec.14(b)規定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應將商業行動訊息（unwanted mobile service 

commercial messages）以行政命令管制之，亦僅限於「商業

性」之簡訊，顯見美國法上為兼顧言論自由保障，僅以商

業性電子郵件（UCE）或商業性簡訊為規範客體，而不及

於 UBE16。 

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均以 UCE為規範對象，僅新加坡、

中國之立法於符合特定要件時將 UBE亦納入規範，因此美

國法之設計可避開管制 UBE可能涉及侵害言論之爭議，並

在電子商業活動及網路消費者權益保護間取得均衡，是為

較佳之立法例。 

然 UBE是否全無管制必要，若有濫用電子郵件服務之

情形，視立法目的論，仍可依國情進一步探討基本權保護

之權衡後再行取捨。 

叁叁叁叁、、、、OPT-IN或或或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 

                                                 
16 美國《CAN-SPAM ACT》之發送行為規範見諸於 Sec.4、Sec.5，主要針對「commercial electric 

mail message」（商業電子郵件訊息）加以管制，唯一例外僅於 Sec.5(a)(1)禁止偽篡「transactional 
or relationship message」（既存交易關係訊息）之信首資訊；雖既存交易關係依該法 Sec.3(2)(B)觀之並不屬於「commercial electric mail message」，然與該法 Sec.4透過刑事制裁管制不當利用電郵行為之立法意旨相似，上開 Sec.5(a)(1)僅有意管制使用虛偽不實信首之行為，故該「既存交易關係」之規定並無法導出美國法有管制 UBE之立法目的，且 Sec.2(b)(1)亦僅明示就管制「commercial electric mail message」具有「實質政府利益」，其他類型之訊息並不在其列，如此，美國法之立法初衷，仍以 UCE為管制重心，不及於 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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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同意同意同意（（（（拒絕拒絕拒絕拒絕））））機制機制機制機制（（（（permission mechanism），），），），為管制商業電子

郵件立法之重要設計，涉及商業電子郵件之合法發送要件，各國立

法例之設計多不外「選擇進入」（OPT-IN）或「選擇退出」（OPT-OUT）

兩種模式，歐盟（EU）及大英國協（The Commonwealth）所屬國多

採 OPT-IN機制，惟多數國家則採 OPT-OUT機制，兩種制度出發點

不同，所採取的立法設計亦大相逕庭，因此論者曾以兩種制度乃「立

法博奕」17稱之。 

OPT-IN制，須得到收件人之事前同意始可發送商業電郵，若採

OPT-OUT制，當收件人拒絕繼續接收商業電子郵件，寄件人不得再

行發送，採取「選擇進入」之國家，多半注重保障收件人之隱私權，

而採「選擇退出」機制者，則係為兼顧商業利益與網路行銷（E.Market

－數位經濟）之發展。 

《CAN-SPAM ACT》Sec.5(a)(3)規定，須提供一定之電郵或其他

網路機制，俾收件人可用以回覆「拒絕」繼續接收電郵之意思，但

須於電郵中為「清楚明顯之標識」（Sec.5(a)(5)(ii)），即便以清單或列

表之方式提供，只要這些機制能在一定期間內維持有效運作，亦符

合規定，Sec.5(a)(4)則禁止對已表示拒收 UCE 之收件人再行寄送商

業電子郵件，綜上論結，美國法顯然採取 OPT-OUT制度。 

贊成 OPT-IN制度者曾謂 OPT-OUT之回信拒收機制，正適足以

使施行字典式攻擊18之 spammer確認該 EMAIL為有效存在之收信地

址，然 FTC 之報告，認為並無足夠之事證可確認此一推論19，且事

實上若採 OPT-IN制度，對金融、保險等需廣大消費群之服務業有其

困難，對中小企業之行銷活動亦有負面影響。 

                                                 
17 陳健，SPAM的立法博奕－歐盟和美國體制的差異，信息網絡安全，2005年 12期，P.25。 
18 即所謂〝dictionary attack〞，本文試擬其概念如下：意指透過專用軟體或程式以隨機排列數字、字元之方式按亂數法則產生電子郵件地址，經由不斷試探各種虛擬組合是否真實存在，而最終達成發送商業電子郵件目的之手法。 
19 FTC , Effectivenes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AN-SPAM ACT , December 2005 , P.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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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言之，目前採行 OPT-IN機制之典型為歐盟所屬國、澳洲，但

如英國、澳洲都在「事前同意」之立法原則下，以例外規定緩和網

路商業活動可能受到之障礙，實際上成為一種「妥協的事前同意機

制」20，而美國等採行 OPT-OUT立法設計之國家，透過各種配套措

施，實際成效亦未必遜於 OPT-IN之機制。 

本文以為，無論是選擇進入或選擇退出機制無論是選擇進入或選擇退出機制無論是選擇進入或選擇退出機制無論是選擇進入或選擇退出機制，，，，誠如法學解釋上誠如法學解釋上誠如法學解釋上誠如法學解釋上

之之之之「「「「原則原則原則原則」」」」或或或或「「「「例外例外例外例外」，」，」，」，若果若果若果若果「「「「原則原則原則原則」」」」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有足夠之有足夠之有足夠之有足夠之「「「「例外例外例外例外」」」」，，，，將將將將

使原則規定被稀釋使原則規定被稀釋使原則規定被稀釋使原則規定被稀釋，因此，無論採取 OPT-IN 或 OPT-OUT，應兼顧應兼顧應兼顧應兼顧

言論自由言論自由言論自由言論自由、、、、隱私權及網路商業行銷隱私權及網路商業行銷隱私權及網路商業行銷隱私權及網路商業行銷、、、、電子商務發展等政策需求電子商務發展等政策需求電子商務發展等政策需求電子商務發展等政策需求，，，，輔輔輔輔

以合宜有效之相關規定以合宜有效之相關規定以合宜有效之相關規定以合宜有效之相關規定，兩者於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效果，可

謂殊途同歸，美國法雖採行 OPT-OUT機制，但其配套之執法機制仍

相當值得參酌。 

肆肆肆肆、、、、行為準則之行為準則之行為準則之行為準則之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一一一一、、、、信首資訊信首資訊信首資訊信首資訊（（（（Header Information）））） 

所謂信首資訊，指位於電子郵件之首，用以概述電子郵件

之資料－包括電子郵件來源、目的、傳輸路徑等（涵蓋來

源網域、位址及其他一切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21，當大

量發送之電子郵件經判斷疑為 UCE時，信首資訊可供收件

人或執法者辨別發信人，ISP並可藉以設計過濾之機制，有

加以立法規範之必要。 

       《CAN-SPAM ACT》Sec.5(a)(1)規定商業電子郵件之信首資

訊「不得有虛偽不實或誤導之情節不得有虛偽不實或誤導之情節不得有虛偽不實或誤導之情節不得有虛偽不實或誤導之情節」」」」，違反者依同法

Sec.7(f)(g)需負損害賠償責任，法院亦可發出禁制令，且即

                                                 
20 歐陸學者嘗以「Soft Opt-In」稱之，頗為貼切。 
21 Industry Canada，STOPPING SPAM-CREATING A STRONGER SAFER IN INTERNET, May 

2005，P.57，並參見美國《CAN-SPAM Act of 2003》Sec.3(8) 



第二章 各國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比較 

 第 27頁 

便發信者與收件者之間具有「既存交易關係」亦不得違反

此一規定，若涉及偽造篡改信首資訊且「大量」發送者，

依 Sec.4(a)之規定尚須負刑事責任。 

美國 FTC之執法報告中認為，此規定具有一定成效，但對

非法發送者而言，要求其遵守並不具期待可能性，因此尚

須透過其他措施加強此一條款執法效果22，諸如認證技術以

及提高使用者自主警覺性。         

二二二二、、、、主旨標註主旨標註主旨標註主旨標註（（（（Subject Line Labeling）））） 

為使商業電子郵件收件人判別信件來源，得於第一時間決

定開啟與否，減少時間浪費與損失，各國立法例普遍均針

對商業電子郵件發信人課以主旨欄之標示義務23，並須以特

定字樣（如「ADV」、「廣告」、「未承諾廣告※」等）表明，

使收信人足以辨識其屬商業電子郵件24。 

        美國《CAN-SPAM ACT》Sec.5 (a)(2)就主旨標示以「subject 

heading」稱之，禁止寄件人於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況下發

送「主旨欄」可能誤導收件人之電子郵件，用以防止不實、

詐欺性電子郵件之散佈，另於 Sec.5(a)(5)(A)(i)規定需於該

商業電郵表明「清楚明顯」之廣告或行銷辨識，若收信人

事前已同意接收 UCE者則不需標示（Sec.5(a)(5)(B)），但並

未強制規定應依何種形式為之，Sec.11(2)並規定該法通過後

18個月內應由主管機關提出一份關於主旨欄標示之報告。 

                                                 
22 FTC , Effectivenes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AN-SPAM Act – A Report To Congress , December 

2005, P.A-9 
23 同前註。廣義言之，信首資訊（header information）常可包含主旨欄（subject line）在內，兩者僅有說明字義上之便利，重要性不大，尤其現今依 EMAIL 收發軟體介面不同，常無法明確區分；但為明確區分並配合論述之便，本文所界定之信首資訊不包含主旨欄。 
24 此外，美國法針對具有色情內容之商業電子郵件，尚須於主旨欄標註 FTC所指定之相關字樣（如「ADLT」等）－見《CAN-SPAM Act of 2003》Sec.5(d)(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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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針對色情商業電子郵件，該法 Sec.5(d)（1）（2）要

求，除非收件人事前同意，否則發信人必須在主旨欄為相

關警告標誌，並於 Sec.5(d)（4）（5）就何謂色情內容及刑

罰效果加以規範。 

論者25及 FTC之執法報告26認為《CAN-SPAM ACT of 2003》

Sec.5(a)(5)(A)(i)乃該法「主旨欄」標示義務之明文，然本文

認為，由於該條文僅規定廣告或行銷訊息需具有「clear and 

conspicuous」（清楚明顯）之「identification」（辨識），並未

規定標註於該訊息之何處（主旨、信首資訊、內文第一行

抑或他處），雖一般情況可推知係應於主旨欄標註，但吾人

若以大陸法系之涵攝概念觀察，由於定義未臻明確，因此

上開規定之明確性似有不足。 

        主旨欄之標註，固然有利於收件人及 ISP 業者過濾信件，

但美國 FTC 在向國會提出之執法報告27中曾質疑該項規定

之成效，包括： 

（一）標示主旨欄並非 ISP業者過濾、封鎖垃圾郵件之有效

手段。 

（二）無法期待 spammer遵守此一標示義務。 

（三）強制標示義務無法強化《CAN-SPAM ACT of 2003》

之執法效果。 

本文以為，FTC 之報告非無見地，尤以上述第（二）點所

言，標示義務之規定既無法期待濫發者遵行，則形同對合

法 UCE業者之反淘汰，但基於消費者保護之立場，使消費

                                                 
25 林達峰，簡介美國 FTC垃圾電郵法制施行成效報告，科技法律透析，2006年 9月，P.11 
26 FTC , Effectivenes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AN-SPAM ACT , December 2005 , P. A-15 
27 FTC , Subject Line Labeling As A Weapon Against Spam , June 2005 , P.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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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自行辨識、過濾電子郵件之可能，標示義務之規定仍

有其實益。 

三三三三、、、、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 

        美國《CAN-SPAM ACT》除前開 Sec.5(a)(1)禁止發信人記

載虛偽不實、誤導之信首資訊外，另，由於商業電子郵件

之發送行為，在實際上必須經過數個前階準備行為數個前階準備行為數個前階準備行為數個前階準備行為，例如

編寫電子郵件之內容、使用特定程式蒐集電子郵件地址、

開發反過濾軟體、架設發信主機等等，於行為之最後階段，

才將商業電子郵件透過發送介面散佈，因此，吾人可以理

解為，當 spammer 按下電子郵件介面上「傳送」鍵之「「「「那那那那

一刻一刻一刻一刻」」」」，垃圾郵件才隨即發出，也才構成對他人法益之侵

害，亦即，若無前階準備行為，spammer 實際上無從發送

垃圾郵件，因此，為有效管制濫發 UCE之行為，國外立法

例普遍均將前階行為納入規範。 

美國《CAN-SPAM ACT》Sec.5(b)針對下列發送商業電子郵

件之「前階行為」予以禁止限制： 

‧‧‧‧字典字典字典字典式式式式攻擊攻擊攻擊攻擊（（（（dictionary attacks））））28－－－－Sec.5(b)(1)(A)(ii) 

‧‧‧‧蒐集電郵地址蒐集電郵地址蒐集電郵地址蒐集電郵地址（（（（address harvesting））））－－－－Sec.5(b)(1)(A)(i) 

‧‧‧‧自動註冊取得大量自動註冊取得大量自動註冊取得大量自動註冊取得大量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Sec.5(b)(2) 

        ‧‧‧‧未獲授權入侵他人電腦未獲授權入侵他人電腦未獲授權入侵他人電腦未獲授權入侵他人電腦－－－－Sec.5(b)(3) 

‧‧‧‧冒用身份註冊電郵地址冒用身份註冊電郵地址冒用身份註冊電郵地址冒用身份註冊電郵地址、、、、網路帳號或網域名稱大量發信網路帳號或網域名稱大量發信網路帳號或網域名稱大量發信網路帳號或網域名稱大量發信

－－－－Sec.4(a)“(a)“(4) 

‧‧‧‧冒用冒用冒用冒用 IP位址大量發信位址大量發信位址大量發信位址大量發信－－－－Sec.4(a)“(a)“(5) 

                                                 
28 技術實務上，字典攻擊軟體之使用可分為兩種型態，一種是當虛擬電郵地址產生之同時，亦將商業電子郵件發出，另一種則可能於產生虛擬電郵地址後暫不發送，於一段時間上之間隔後再行發送，前者固勿論，而後者之情形，其先前產生虛擬郵件地址之行為即屬發送電子郵件之前階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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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業者業者業者業者之之之之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 

美國《CAN-SPAM ACT》Sec.7(g)授予 IAP（Internet Access 

Provider）就 Sec.5規定之違法事項得向法院請求對 spammer發出禁

令或得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實際損失或法定賠償擇其一）及律師費，

與 Sec.7(f)所定之州政府損害賠償請求權相較，並不遑多讓，且法定

擬制賠償額之規定更可減輕 IAP 業者之舉證責任，論者有謂此規定

過度限制 ISP救濟權限29，似有誤認。     

陸陸陸陸、、、、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 

各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立法例，其法律效果不外民事損害賠

償、刑罰、行政罰三種，美國《CAN-SPAM ACT》Sec.4(a)、Sec.7(f)、

Sec.7(g)分別就罰金、徒刑、州或 ISP業者向法院請求禁制令、提起

民事訴訟加以規範，另按 Sec.7(a)(d)，FTC並可依其組織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以下簡稱《FTC ACT》）之規定，向違法發

信人訴請 civil penalty，並可作成相應行政措施30，以上，民事、行

政及刑事制裁規定兼備，立法設計相當完整。 

本文認為，為避免為避免為避免為避免 spammer逸脫於法律規範之外逸脫於法律規範之外逸脫於法律規範之外逸脫於法律規範之外，法律之介入

程度，不論採行政管制、刑事制裁或民事特別法何種抉擇，若能在若能在若能在若能在

互不牴觸互不牴觸互不牴觸互不牴觸31之前提下兼採之之前提下兼採之之前提下兼採之之前提下兼採之，，，，諒能獲致最大規範效果諒能獲致最大規範效果諒能獲致最大規範效果諒能獲致最大規範效果，，，，美國法全面、

細密之規定，值得參考。 

柒柒柒柒、、、、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之特性，使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問題成為全球

化之嚴重課題，目前諸多國際組織，紛紛提出可行的倡議方案或行

                                                 
29 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行為之管理與法制規範研究，2003年 12月，P.56 
30 按《FTC ACT》觀察，可發出 cease/desist order。 
31 另，關於行政罰與刑罰之區別，目前學界採量的區別說，故需避免牴觸「一事不二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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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期以透過國際合作之方式，消弭垃圾電子郵件之亂象，如國際

電信組織（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 ITU）、國際經濟

合 作 發 展 組 織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等均為著例，前述機構並組成專門工作小組

（Task Force），透過定期會議、報告發表之方式積極面對商業電子

郵件的肆虐，尋求解決之道。 

    奠基於上述國際組織持續不懈之努力成果，2004 年 10 月共有

27國之公私部門代表於英國簽署成立倫敦行動計畫方案倫敦行動計畫方案倫敦行動計畫方案倫敦行動計畫方案（（（（LAP）））），以

建立聯絡窗口、定期訊息交流、加強執法合作等具體倡議，積極促

進反制垃圾郵件之國際互助，以英、美、澳為首的國家亦常見以簽

署備忘錄備忘錄備忘錄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 MOU））））之方式強化雙

邊或多邊之合作關係。 

美國作為全球首要的網路資訊大國，一向積極參與各類相關的

國際與區域性組織，例如上述 APEC、OECD、ITU等，更以活躍的

角色領導著 OECD 下轄之 SPAM 任務工作小組32，配合其國內各公

私部門的努力，在國際合作方面作出積極貢獻。 

    此外，各種管制垃圾郵件相關之國際倡議行動，美國均不落人

後，諸如以 FTC名義加入倫敦行動計畫（LAP），與英國及澳洲33、

西班牙34等國簽署 MOU，強化與加拿大、英國、紐西蘭、荷蘭等國

在 SPAM個案上之合作，且美國 FTC、商業部、國土安全部並共同

參與「終結 SPAM殭屍電腦(Operation SPAM Zombies)」行動計畫，

透過與其他 36個機構合作，防止 SPAM擴散，避免形成更嚴重的網

                                                 
32 ITU , ITU Survey ON Anti-Spam Legislation Worldwide , July 2005 , P.56  
33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Mutual Enforcement Assistance In Commercial Email 

Matters Among the Following Agen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 and Australia “, 由美、英、澳於 2004年 7月簽署。  
34 “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Mutual Enforcement Assistance In Commercial Email 

Matters Betwee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Agencia 
Espanola de Proteccion de Datos ”, 由美國 FTC、西班牙 AEPD於 2005年 2月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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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安全威脅。 

    2007年 2月，倫敦行動計畫組織向我方捎來一封電郵，內容指

出，於 2月 8日荷蘭警方與美國 FBI合作，於阿姆斯特丹逮捕 21名

spammer，其中四名奈及利亞籍 spammer 將被引渡至美國，LAP 組

織以此一案例在合作打擊 SPAM 及因此肇致之網安犯罪上，具有象

徵性意義，通報所有 LAP會員國參考，此為美國執法上之努力添一

見證。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 

2006年 4月，美國《CAN-SPAM ACT》之主管機關 FTC根據

該法規定，針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 OPTIN GLOBAL, INC.公司，

訴請民事罰鍰（civil penalty），後與被告就該案達成和解，該公司須

給付總額高達 240萬美元之民事罰鍰35，此一典型案例中，被告幾乎

違反該法之所有禁止規定，因此被 FTC訴請高額民事罰鍰，並發出

命令，要求被告必須監督其旗下子公司，避免再次違反《CAN-SPAM 

ACT》之規定。 

據 FTC 於 2005 年底之執法成效報告指出，FTC 共針對四件濫

發案件與 spammer進行民事罰鍰之和解，總額達 115萬 9千美元。

因此上開 OPTIN公司一案，可謂自《CAN-SPAM ACT》施行後，歷

來就民事罰鍰（civil penalty）所達成和解金額最大者；從此案可知，

美國《CAN-SPAM ACT》之立法，雖常受質疑，但觀察美國之執法

情形可知，該法仍具一定成效，以下簡介《CAN-SPAM ACT》施行

後之其他重要執法案例。 

甫自《CAN-SPAM ACT》於 2003年底通過，美國直銷協會（The 

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 -The DMA)便於 2004年積極推動垃圾郵

                                                 
35 http://www.spamdailynews.com/publish/FTC_levies_fine_against_big-league_spammer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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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打擊行動（Operation Slam Spam），美國司法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與聯邦調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 

FBI）同年逮捕首批 spammer並將之起訴。 

2006 年 9 月，美國 ISP 業者 EarthLink 對網路行銷公司 KSTM

根據《CAN-SPAM ACT》提起訴訟並獲得勝訴，聯邦法院判處被告

須給付 1100萬美元之損害賠償，理由係 KSTM公司違反該法，於信

首資訊為虛偽不實之標示36；資料顯示，自從 1996 年以來，美國之

ISP 積極對抗商業電子郵件濫發者，已起訴數百名 SPAMMER 並獲

取 20億美元以上之賠償。 

惟美國法院之態度並不全然一致，2006年 11月，美國第四巡迴

上訴法院針對 Omega World Travel vs. Mummagraphics,Inc.一案，維持

維吉尼亞州地方法院之判決，其理由謂：首先，被告已提供多種方

式使收件人得以鑑別發信人之身分，信首資訊並無「不實或誤導」

之情形，其次，原告僅以電話通知發信人不再寄送，但「電話請求」

並非《CAN-SPAM ACT》所定之制式請求型態37，基於此兩點論據，

判處原告敗訴，此一判決出爐，引致輿論諸多批評。 

該判決之法官於主文中並表示，美國法院之角色並非在於決定

最好的管制手段，而僅在於執行國會所採取之「平衡」政策，尤其，

並非意在將所有發信人之疏失或收信人之「請求退出」一律使之成

訟，言下之意，正解釋了美國之立法，係採取兼顧收信人隱私與網

路商業行銷之立場。 

美國《CAN-SPAM ACT》之施行，對世界各國管制垃圾郵件之

立法具有指標性意義，因此其執法狀況深受矚目，據 FTC報告指出，

                                                 
36 http://www.itweek.co.uk/vnunet/news/2164212/earthlink-victorious-against-spammer 
37 即所謂〝a pattern or practice〞，按該法 Sec.5(3)(A)之規定，僅〝functioning return electronic mail 

adderss〞或〝Internet-based mechanism〞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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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CAN-SPAM ACT》施行後，垃圾郵件數量明顯下降38，該份

報告並引據各機構之統計數據佐證，FTC 於另一份關於選擇退出

（OPT-OUT）機制之研究亦指出，《CAN-SPAM ACT》為合法之商

業行銷者建立一套可資遵循之發送行為守則（best practices）39。 

    雖然 FTC之執法報告對該法之成效尚稱滿意，但本文以為該量

測結果並無嚴謹的分析，學者亦認為該法僅在確立「合法發信者」

之行為規範上發揮應有之效果40，至於是否因而減少垃圾郵件數量，

宥於諸多侷限性（主因在於取樣分析的母群是否具備足夠代表性），

並無直接證據可佐證，因此該法並未扼制（ban）SPAM，僅管制

（regulate）SPAM；然一般咸認，該法之實施輔以技術及其他層面配

合，對管制商業電子郵件確實產生某種程度之功效。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網際網路發達以來，美國恆居於世界上首要之商業電子郵件來

源、擴散國，其國內各界對此問題雖早有立法管制之共識，但慮及

言論自由保障、電子商務及網路行銷等 E 化經濟發展之考量，其規

範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立法進程並不順遂，代表各類多元利益團體

之國會在提出諸多版本後，幾經折衝，最終才妥協於《CAN-SPAM 

ACT》之內容，此法毀譽參半，正反兩面各有不同之評價。 

    我國法制建構源出歐陸法系，然就近年立法趨勢觀察，繼受美、

日法制成風，行政院提出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

亦以美國法為主要藍本，內容受《CAN-SPAM ACT》影響之深，斑

斑可考，因此，美國《CAN-SPAM ACT》之立法良窳，勢必左右我

                                                 
38 FTC , Effectivenes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AN-SPAM Act – A Report To Congress , December 

2005,P.7 
39 FTC , Top Etailers’ Compliance with CAN-SPAM’s Opt-Out Provisions,a Report by the FTC’s 

Division of Marketing Practices, July 2005,P.3 
40 Matt Bishop , Spam and the CAN-SPAM Act , December 2005,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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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管制商業電郵之規範成效。 

以《CAN-SPAM ACT》內容觀察，吾人發現有下列幾大特點： 

壹壹壹壹、、、、FTC執法權限周密完整執法權限周密完整執法權限周密完整執法權限周密完整 

《CAN-SPAM ACT》除於 Sec.7(a)規定 FTC為主管機關外，並

於 Sec.7(d)確認 FTC於執行《CAN-SPAM ACT》時，可行使其組織

法《FTC ACT》所賦予之權限。  

按《CAN-SPAM ACT》及《FTC ACT》之相關規定，FTC除可

針對具體案件進行調查外，尚可採取如下作為： 

一、 透過司法部向法院訴請濫發者給付民事罰鍰（civil penalty）或

請求法院發出禁制令（injunction），此為 FTC最常採用之執法

手段。（《FTC ACT》Sec.45(m)） 

二、 FTC亦得自行發出停止命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s），違反者

FTC得自行提起民事訴訟（civil action）請求賠償關係人之損

害或得由美國檢察總長起訴請求給付民事罰鍰。（《FTC ACT》

Sec.45(b)、Sec.57b(a)(b)、Sec.45(L)） 

三、 最後，FTC尚得請求法院發出暫時處分（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暫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甚至永久禁制令

（permanent injunction）。（《FTC ACT》Sec.53(b)） 

除上述依《FTC ACT》賦予 FTC之權限外，《CAN-SPAM ACT》

Sec.5(c)、5(d)、13亦賦予 FTC制定相關行政法規之權限；Sec.7(f)(8)

並規定當 FTC提起民事訴訟或採取行政作為時，州政府不得就同一

事件提起訴訟（聯邦作為先占制度）。 

從以上規定觀察，主管機關 FTC之具體執法權限完整周密，有

利其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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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利用嵌合立法修改其他相關法典利用嵌合立法修改其他相關法典利用嵌合立法修改其他相關法典利用嵌合立法修改其他相關法典 

    《CAN-SPAM ACT》Sec.4、Sec.5(d)(5)、Sec.12 等大量透過修

正美國法典之方式，將刑事、通訊等法典之內容予以修正後，直接

規定於該法中，此等立法模式利於法律之適用，可有效避免解釋該

等相關法令時產生疑義，並可減省針對該相關規範另行修法之勞

費，屬美國法特有之立法模式。 

叁叁叁叁、、、、相應權責機關設計嚴絲合縫相應權責機關設計嚴絲合縫相應權責機關設計嚴絲合縫相應權責機關設計嚴絲合縫 

    《CAN-SPAM ACT》除規定以 FTC為主管機關、州政府（檢察

長、各州官員）得提起訴訟外，並於該法中規定諸如美國量刑委員

會（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聯邦通訊委員會）

等權責機關應進行之相應管制作為，具體包括： 

一、美國量刑委員會應針對《CAN-SPAM ACT》Sec.4所規範之刑事

案件，修正量刑準則及政策，以作為具體案件量刑之標準。

（Sec.4(b)） 

二、美國司法部應利用現有之執法手段，調查並起訴利用濫發電郵

作為遂行聯邦犯罪之行為。（Sec.4(c)(2)） 

三、FCC 應針對發送至行動裝置之電子郵件，考量該法所定之各類

要素，制定監理規範。（Sec.14） 

四、其他尚包括《CAN-SPAM ACT》Sec.7(b)(c)所列各金融、證券、

保險、投資、運輸、農業、通訊等事項之主管部門得行使其法

定權限，以執行本法之規定。 

透過上述規定，幾網羅美國法上各種可能涉及濫發商業電子郵

件之事件類型及態樣，各相應執法部門得以互相配合、環環相扣，

強化《CAN-SPAM ACT》之管制成效，可避免規範上之闕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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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發送及求償規範細膩詳盡發送及求償規範細膩詳盡發送及求償規範細膩詳盡發送及求償規範細膩詳盡 

    《CAN-SPAM ACT》之立法在美國雖評價兩極，然其規範內容

確實相當完備，除明確定義各類法條用語外，在發送 UCE之合法要

件、主觀要素判定、禁止行為、加重違法態樣，以及違法之具體民

事賠償、行政管制（主要透過《FTC ACT》）、刑事制裁，甚或主管

機關之修正權限等等，該法無一缺席，考世界各國立法，美國法之

內容確屬細膩詳盡。 

伍伍伍伍、、、、收信人處於被動地位收信人處於被動地位收信人處於被動地位收信人處於被動地位 

從上述內容分析，雖然《CAN-SPAM ACT》主管機關 FTC之權

限完整周密，相關權責機關亦各有所司，各類執法能量之配合堪稱

精緻，然商業電子郵件收信人亦屬被害人之一，實際上卻位居被動

地位，僅有 OPT-OUT此一權利，尤其與 ISP相較，收信人僅能依據

美國侵權法典之規定，對違反《CAN-SPAM ACT》之行為人提起訴

訟請求賠償，由於無法如同州政府或 ISP般適用《CAN-SPAM ACT》

Sec.7(f)、(g)法定損害之擬制規定，在舉證責任之桎梏下，收信人限

於設備與反查能力，不易勝訴；然而，反面言之，此一立法設計，

似乎巧妙避開了收信人如何蒐集違法事證提起民事訴訟之難題，而

將求償之利器（法定賠償額之擬制）賦予資源、能力最為強大之 ISP，

由其作為追查、起訴 spammer 之主要角色，形同如虎添翼，事實亦

證明，美國本土之 ISP自《CAN-SPAM ACT》施行以來，不斷上演

一齣齣緝捕 spammer之精彩情節，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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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大韓民國大韓民國大韓民國大韓民國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 

《Act on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Network 

Utiliza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ect》 

大韓民國（以下簡稱南韓）一直是亞洲最致力於防制垃圾郵件

之國家，也是亞洲第一個立法管制垃圾郵件之國家，在 2001年由其

資訊及通訊部（Minister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以下簡稱

MIC）於 7 月 1 日所制定生效之《推廣資訊、通訊、網路使用及資

訊保護法》（Act on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Network Utiliza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ect. 以下簡稱《資訊保護法》）

便是亞洲第一部管制濫發垃圾郵件之法律。根據英國安全公司

SOPHOS於 2007年 1月所公佈之資訊安全威脅報告，發送垃圾郵件

的國家排名中，南韓係 2006年發送垃圾郵件第三名，雖是發送垃圾

郵件之大宗國家，但從歷年數據來看，其排名不僅由 2004年之第二

名下降至第三名，其百分比也從 2004 年佔全球發送垃圾郵件數量

18.43%下降至 7.4%41，該《資訊保護法》在減少南韓垃圾郵件數量

中是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尚無直接證明，但近年來南韓於防制垃

圾郵件之增長的確有著顯著功效。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資訊保護法》第 52條規定，政府為有效執行必要的資訊安全

流通及保護措施，應成立「南韓資訊安全管理局」（Korea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以下簡稱 KISA），另根據該條之規定，KISA得為訴

訟之當事人且須執行該條第 3項所列舉之各款事項： 
                                                 
41 Sophos Security Threat Report 2007, SOPHOS, January 2007,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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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保護系統政策之調查及研究。 

2. 關於通訊之負面影響及其對策研究之分析。 

3. 關於資訊保護之宣導、教育及訓練。 

4. 研究、發展、測試及評估資訊保護系統。 

5. 幫助建立有功能性及可靠之標準化資訊保護系統。 

5.2幫助關於資訊及通訊服務提供者等資料保護之安全判斷。 

6. 發展資訊保護之加密技術。 

7. 研究關於個人資訊保護之必要步驟以及幫助資料保護技術之

發展及分配。 

8. 幫助爭端調解委員會及侵害個人資料通報中心之運作。 

8.2對於非法傳送廣告索賠之輔導與處理。 

9. 處理在其回報系統中之重大侵害資訊系統及運作之事件。 

9.2資訊系統之摩擦衝突原因之分析。 

10. 根據電子簽章法第 25條第 1項42之規定，為電子簽章證明授

與之主管機關。 

11. 其他因第一款至第十款所附帶之事項。 

12. 其他因本法或其他法規之規定或受MIC委託應由 KISA執行

之事項。 

                                                 
42 Article 25 (Supervision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certification services) 

(1)For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electronic signatures may be used in a 
secure and reliable manner, and in order to efficiently supervise accredit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KISA shall carry out each of the following services: 

1.Support for the testing of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to be equipped with by the entity that desires 
to be accredited as a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when KISA issues accrediting for a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pursuant to Article 4; 

2.Support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redit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pursuant to Paragraph of 
Article 14; 

3.Examination of protective measur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pursuant to Article 18.3; 
4.Checking of the safe operation of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pursuant to Paragraph of Article 19; 
5.Certification services of an accredit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such as the issuance of 

accreditedcertificates; 
6.Development and supply of technologies for electronic signatures and certification and studie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uch technologies; 
7.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uch as studies on formal systems related to 

electronicsignatures and certification, and cross-certification; and 
8.Other necessary actions for electronic signature and certific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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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法法法法律律律律規範之客體規範之客體規範之客體規範之客體 

依《資訊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來看，其所規範

之客體，非限於商業性電子郵件，尚包括以電話或傳真方式所傳遞

之商業性廣告訊息，亦即一切以標準化的數據文件形式來編製、發

送或接收，或以包括電腦在內之設備儲存可供處理之電子訊息。在

電子郵件方面，若經收信人明確表示拒絕接收後，仍對之發送商業

性電子郵件者，即為垃圾郵件。若是在電話及傳真方面，在未經收

件人事前表明同意接收之意思者，而對之發送商業性電子訊息者，

亦為該《資訊保護法》所規範之垃圾電子訊息（第 50條第 6項）。 

叁叁叁叁、、、、OPT-IN或或或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 

    對於電子郵件之發送係採 OPT-OUT之機制，亦即收信人在表示

拒絕繼續接收商業性廣告後，即不得再透過電子郵件或是總統令發

布之任何媒體對其發送此類訊息，但是對於以電話或是傳真方式而

為之電子廣告訊息，則採 OPT-IN之機制，非經收信人事前之同意，

不得對之發送商業性電子訊息（第 50條）43。 

肆肆肆肆、、、、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之之之之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一、發送廣告不得侵害他人商標權。（第 8條第 4項） 

二、傳送有害於青少年之媒體資訊時，必須根據由《總統令》

所指示之標記方法，將該相關之資訊標記為「有害於青少

年」（第 42條）。 

三、禁止傳送任何有害於青少年之廣告媒體資訊給未成年人，

不論其形式係編碼、信件、聲音、圖像或是影像等，只要

是透過資訊及通訊網路流通者，均適用此規定（第 42條之

2）。 

                                                 
43 Hyu-Bong chung, Ph.D., Anti-Spam Regulations in Korea, 15 April 200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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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電話和傳真之行銷，非經收訊人之同意不得發送之，

但是關於商業電子郵件及其他媒體之行銷，在經收信人拒

絕繼續接收後，即不得再對之發送相關資訊，若違反前述

規定，即為非法傳送商業電子訊息（第 50條第 1項、第 2

項）44。 

五、電子郵件中須清楚明白表示所傳送資訊之類型及內容、發

訊者之姓名及聯絡方式、蒐集此郵件位址之來源以及有讓

收信人可以簡易的表明拒絕接收之措施和方法。若是以電

話或傳真之方式傳送者，則須包含發訊者之姓名及聯絡方

式以及讓接收者可以撤回先前同意之措施及方法（第 50條

第 4項、第 5項）45。 

六、禁止使用之技術，根據《資訊保護法》第 50條第 6項規定，

傳送廣告訊息時，不得使用以下之技術46： 
                                                 
44 Article 50 (Restrictions on Transmitting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1)Nobody shall transmit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against the addressee's explicit 
refusal of such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e-mail or other media as prescribed by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2)Anybody, who intends to transmit via e-mail or facsimile any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shall obtain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relevant addressee;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same shall not apply to the case provided for in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1. Where somebody, who collects directly from the addressees the contact points through 

transact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tends to transmit the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to publicize such good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himself; and 

2. Where the advertisement under Paragraph (1) of Article 13 of the Act for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in Electronic Commerce, Etc., and the telephone solicitation under Paragraph (3) 
of Article 6 of the Act Regarding Visiting Sales, Etc. take place. 

45 Article 50 (Restrictions on Transmitting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4)Anybody, that transmits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by means of e-mail or other 

media as prescribed by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shall indicate the matters provided for in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in such a manner as prescribed by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1. The types and contents of transmitted information;  
2. The name and contact points of the sender; 
3. The sources where the sender collected the e-mail addresses only in case of transmitting 

e-mails; and 
4. Other matters regarding the process and means to easily indicate the refusal of unsolicited 

messages. 
(5)Anybody, that transmits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to the telephone or facsimile 

of the addressee shall indicate explicitly the matters provided for in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in such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in such a manner as prescribed by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1. The name and contact points of the sender; and 2. Other matters regarding the process and means to easily indicate the withdrawal of previous consent to such messages. 

46 Article 50 (Restrictions on Transmitting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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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逃避或是阻礙收信人得以拒絕或是撤回同意傳送廣告

之方法。 

（二）使用結合數字、符號或是字母之方式，而自動產生收

信人連絡方式之技術（即字典式攻擊之禁止）。 

（三）用自動註冊之電子郵件地址來發送廣告資訊。 

（四）隱藏該廣告發送者之身分或來源。 

七、未經授權，不得擅自蒐集電子郵件地址，也不得販賣、流

通及使用該未經授權所蒐集之電子郵件地址（第 50條之 2）。 

八、廣告主必須對受其委託發送廣告資訊之人負起管控之責，

以避免其受託人違反第 50 條及第 50 條之 2 的規定，若有

違反者，所引起之損害賠償，其受託發送廣告之人視為其

受僱人，亦即廣告主必須負起僱用人責任（第 50條之 3）。 

九、不得發送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禁止販賣之違禁品廣告訊息（第

50條之 8）。 

十、對於標示，則根據《資訊及通訊部條例》（Ordinance of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第 11條規定，

在郵件標題前，須註明「ADV」之標示，且該標示不得擅

自改為「A*D*V」或「A~D~V」等字樣47。 

伍伍伍伍、、、、對對對對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ICSPs））））48賦予之權利及義務賦予之權利及義務賦予之權利及義務賦予之權利及義務 

                                                                                                                                          
(6)Anybody, that transmits advertisement for profit, shall not take any technological measure 

provided for in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1. Measures to avoid and hinder the refusal or withdrawal of consent of the addressee of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2. Measures to automatically generate the contact points of addressee i.e., by combining 

numbers, codes or letters into new telephone numbers or e-mail addresses;  
3. Measures to automatically register e-mail addresses in order to transmit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or  
4. Measures to conceal the identity of the sender of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or the source of 

advertisement transmission. 
47  Anti-Spam Regulations in Korea, Hyu-Bong Chung, PhD, Secretary-General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pute Mediation Committee, April 2003, P.5. 
48 此處的服務提供者係指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簡稱 ICSPs），包括所有提供資訊及通訊服務者，根據該《資訊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係指根據電信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指稱之電信業者以及運用該電信服務來提供資訊或中間資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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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護其用戶及保障通訊使用功能之義務： 

根據《資訊保護法》第一章總論中之第 3 條第 1 項規定，

資訊及通訊服務提供者（以下簡稱 ICSPs）應保護其用戶

之個人資料及其權益，並且應盡力加強其通訊使用功能，

以提供安全且可靠之通訊。 

二、ICSPs蒐集個人資料之限制： 

由前述規定，衍生《資訊保護法》第四章「個人資料保護」

之內容，該章規範 ICSPs 在蒐集用戶個人資料時，除非有

履行契約或必要費用計算之情形外，必須事先取得用戶之

同意（第 22 條第 1 項），資料蒐集之內容，除事先取得當

事人同意外，不能蒐集涉及思想、信仰或病歷資料等「強

烈」專屬個人隱私之資料（第 23 條第 1 項）。另外，在取

得用戶同意蒐集其個人資料時，還須讓該用戶得知第 22條

第 2項49各款所規定之內容，在使用所蒐集之個人資料時，

必須符合第 24條各項50之規定，不僅不得將所蒐集之資料

                                                                                                                                          其他人。 
49 Article 22 (Coll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2)An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 when it intends to obtain the consent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in advance notify the user of the matters provided for in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or specify such matters in general terms for the util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1. The name, department, position, telephone number, and other contact points of a person in 

charge of data protection;  
2. The objective of collecting and utiliz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3. Identification of a third party, the objective of provid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contents of thereof in case of onward transfer thereof to the third party; 
4. The right of the user and his/her legal representative under Articles 30 (1) and (2), and 31 (2), 

and the exercising method of such right; 
5. Matters related with the installation, operation and its denial of automatic devices coll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Internet access files; 
6. Item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whic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intend to collect; and 
7. The possession and utilization period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50 Article 24 (Utilization and Provis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1)N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onsent of the 

user or the case provided for in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shall utiliz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r provide it to any third party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notification as prescrib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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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用戶同意提供於第三人，且其使用必須在事前已通知

該用戶之範圍內，始得使用該個人資料。若沒有遵守以上

規定者，根據該《資訊保護法》67條之規定，可處以韓幣

一百萬元51以下之罰金。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第四章關於個人資料保護之規定表面上

規範主體為 ICSPs，但是在該《資訊保護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除 ICSPs以外之其他人，凡供應貨物或服務之人，

以及蒐集、使用或提供其客戶之個人資料者，同樣有第 22

條到第 32 條之適用，故縱使非 ICSPs，符合前述要件者，

對於關於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規定仍須遵守，不得違反。 

三、不得拒絕提供服務之義務： 

用戶在要求 ICSPs提供服務時，可以僅提供最低限度且必要

之個人資料，ICSPs不得因用戶不提供超過最低限度以外之

個人資料而拒絕為其提供服務（第 23條第 2項）。 

四、損害賠償之責任： 

                                                                                                                                          
Article 22(2)or the scope specified in general terms for the util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1.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calculate the fees for the provis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2. Wher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subject to processing so that any specific 

individual may be unidentifiable if such information is necessary to compile statistics, make 
academic research or conduct a market survey; and 

3. Where special provisions exist in other acts. 
(2)Any person who receive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users from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onsent of such users or the 
existence of special provisions of other acts, shall not us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 other 
purpose than the purpose for which such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or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to 
a third party. 

(3)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etc. (referring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 and other person who receive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refrom; hereinafter the same shall apply) shall minimize the number of persons in charg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users. 

(4)Any person who handles or handle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users shall not damage, infringe 
upon or leak such information of users that he/she has learned while conducting his/her job. 

51 約等於台幣 37000 元左右，台幣：韓幣=1：0.036，參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2007年 3月 22 日掛牌匯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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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因 ICSPs 違反第四章關於個人資料保護之規定而受到

損害時，該 ICSPs若無法證明其行為非故意或無過失時，須

對其用戶負損害賠償之責（第 32條）。 

五、停止或拒絕提供服務之權利： 

ICSPs 原則上不得拒絕提供服務，但若有第 50 條之 4 第 1

項52所列各款情形者，則可以採取措施拒絕提供相關服務： 

（一）因傳送或接收廣告資訊而使其服務之提供發生阻礙

或是可能會發生阻礙者。 

（二）其用戶不想收到廣告訊息。 

（三）該業者按照用戶契約明訂所提供之服務，被用來傳

送非法廣告資訊者。 

前述得拒絕提供服務之事項，業者必須在用戶契約中表明

之，並且在依上述規定拒絕提供服務時，應通知有利害關

係之人（第 50條之 4第 2項及第 3項）。 

陸陸陸陸、、、、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 

一、民事損害賠償： 

《資訊保護法》第 32 條規定，ICSPs 有違反本法第四章關

於個人資訊保護之規定，而造成用戶之損害時，若無法證

明該損害行為不存在故意或過失，用戶可對之提出損害賠

償請求，而根據第 58 條規定，該第 32 條規定不僅適用於
                                                 
52 Article 50-4 (Restrictions o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ervices) 

(1)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may take measures to refuse to provide 
the relevant services in each case of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1. Where obstacles occur or are expected to occur in providing services owing to transmitting or 

receiving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2. Where users would not want to receive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and 3. Where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pursuant to an end-user agreement are utilized for transmitting illegal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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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Ps，其他符合第 58 條規定之人若違反該法所保護個人

資訊之規定，而造成用戶之損害時，該用戶亦可依第 58條

準用第 32條之規定，對之提出損害賠償請求。 

另外，若發送廣告資訊有違反該法第 50條以及第 50條之 2

規定而造成損害者，根據同法第 53條之 3規定，廣告主和

發送者間視為僱用人和受僱人之關係，該受損害之人可以

對廣告主以及發送人請求損害賠償。 

二、刑事處罰： 

《資訊保護法》之刑事處罰的規定規範在第九章，一共有七

個條文（第 61條至第 67條），其得處以刑責之行為態樣大

致有下列情形： 

（一）涉及誹謗之行為：對於利用資訊及通訊網路故意誹謗

他人者，若其誹謗之內容為真實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科處韓幣 2千萬元以下罰金；若其誹謗之內容

為假造者，則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處韓幣 5千萬

元以下罰金（第 61條）。 

（二）違反關於保護個人資料之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科處韓幣 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 62條第 1項至第

3項）。 

（三）以惡意程式破壞資訊及通訊網路安全者或是惡意破壞

他人資訊或侵害、竊取及洩漏他人秘密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科處韓幣 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 62條第

4項至第 5項）。 

（四）無正當理由或逾越被允許的權限進入資訊及通訊網路

或以假造事實來蒐集及引誘他人提供個人資料：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處 3千萬元以下罰金（第 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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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散佈有害青少年的資訊：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處

韓幣 1千萬元以下罰金（第 64條）。 

（六）在資訊及通訊網路上，使用第 50條第 6項所禁止之技

術或未經授權，擅自蒐集郵件地址，或販賣、流通及

使用該未經授權所蒐集之郵件地址：處 1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科處韓幣 1千萬元以下罰金（第 65條）。 

（七）發送依據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禁止販賣之違禁品廣告訊

息：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處韓幣 1千萬元以下罰

金（第 65條）。 

（八）連帶刑事責任之規定：若法人或個人之代表人、代理

人、經紀人、經理人或受僱人因從事該法人或個人之

事業而犯第 62條至第 65條之罪者，該法人或個人應

負連帶責任而對之處以所犯之罪之罰金（第 66條）。 

（九）對過失犯該法之罪者科處罰金之規定（第 67條）。 

柒柒柒柒、、、、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 

    該《資訊保護法》僅對於在南韓境內發送非法商業廣告訊息者

適用之，並無國外適用之規定，但在第七章有詳細規範國際合作的

事項，其中在第 53條中明訂，政府必須就以下事項和其他國家或是

國際組織進行合作： 

一、個人資料和資訊保護的跨境傳送。 

二、在資訊和通訊網路上對青少年之保護。 

三、資訊及通訊安全威脅之預防。 

四、其他為確保資訊及通訊安全及正確使用等事項。 

另外，在第 54條禁止 ICSPs加入任何違反關於保障用戶個人資

訊的國際契約，該條亦規定，若 ICSPs 欲將其用戶之資料轉移至國

外時，必須事先取得用戶同意，在傳送用戶個人資料至國外時，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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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採取必要保護措施，始得為之。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 

    南韓《資訊保護法》自 2001年 7月 1日生效以來，由於網路世

界犯罪型態多變，迄今已經過多次修法，在 2002 年 12 月修法後隔

年十月，南韓政府展開一項為期 20天的大型反垃圾郵件活動，處罰

了 200多個垃圾郵件發送者，其中罪行較嚴重的 16位垃圾郵件發送

者，還被處以韓幣 600 萬元的罰金。然而今年（2007 年）1 月南韓

破獲有史以來最大的濫發垃圾郵件事件，兩位南韓的電腦工程師在

2006年的 9月至 12月三個月間就散發了約 16億封的垃圾郵件，受

害者超過一萬兩千人，獲利約一億韓幣，目前南韓警方尚在蒐集相

關證據中，法院尚未對此案做出判決53。 

    在國際合作方面，南韓對於和其他國家共同打擊垃圾郵件之合

作一直採取相當積極之態度，不只為倫敦行動計畫之成員，其主管

機關 KISA和澳洲之主管機關通訊傳播署（ACMA）亦訂定合作打擊

濫發垃圾郵件之備忘錄。另外，身為 OECD之會員，亦主導了首爾-

墨爾本反垃圾郵件協定（Seoul-Melbourne Anti-Spam Agreement），該

協定共計有亞太地區十個國家十一個機構加入。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壹壹壹壹、、、、南韓對於防制濫發垃圾郵件近年來頗有成效南韓對於防制濫發垃圾郵件近年來頗有成效南韓對於防制濫發垃圾郵件近年來頗有成效南韓對於防制濫發垃圾郵件近年來頗有成效 

南韓是亞洲國家當中，上網民眾增加最快的國家，根據其資訊

及通訊部統計，截至 2006 年底，其上網人數共有 3410 萬人之多，

也就是說六歲以上的韓國人中，有 74.8%生活在網路世界中，而大部

                                                 
53 相關新聞來源：http://www.vnunet.com/vnunet/news/2173771/korean-duo-accused-sending，

http://big5.ce.cn/cysc/tech/gjhlw/200701/31/t20070131_10264864.shtml，最後造訪日期：2007年 3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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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網路上的活動，則以瀏覽訊息、收發郵件以及聊天居多54，因此，

垃圾郵件的管制對於南韓有關當局來說是一項重大的課題。英國安

全公司 SOPHOS在 2007年 1月的年度報告中，南韓在 2005年以前

一直位居於第二名，但在 2006年以後，其名次由中國取代而降至第

三名，該報告認為南韓有關當局一直致力於網路基礎建設的投資以

及採用更有彈性的操作系統，使用戶清楚明白網路安全以及正確使

用電腦的重要性，應該是南韓垃圾郵件數量降低之最大功臣55。 

貳貳貳貳、、、、對對對對於以電話和傳真方式之廣告訊息管制採取於以電話和傳真方式之廣告訊息管制採取於以電話和傳真方式之廣告訊息管制採取於以電話和傳真方式之廣告訊息管制採取 OPT-IN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南韓之《資訊保護法》所拘束之客體，並不僅止於以電子郵件

方式所發出之垃圾郵件，尚包括以電話及傳真方式所發送之廣告訊

息，兼顧到電子訊息的多樣性，符合目前國際上立法的趨勢。和商

業性電子郵件不同的是，對於以電話或傳真方式所為之商業電子訊

息之管制係採取 OPT-IN機制，推測其原因，乃此類廣告方式係直接

干擾到受訊人，對個人之隱私權侵害甚大之故，該法第 50條第 3項，

禁止發信人於晚上九點至次日早上八點進行電話或傳真方式之商業

性廣告之規定可茲參考56。 

我國目前行政院版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中，

僅規範以電子郵件方式所發送之廣告信件，尚無針對以電話及傳真

方式所為之廣告訊息訂定規範，然而以我國現狀來看，發送電話或

傳真方式之商業性電子訊息，一來發送成本較高，二來追查其發送

來源較電子郵件來的容易，故以電話或傳真方式發送之商業性電子

訊息對於民眾造成的困擾沒有發送商業性電子郵件來得高，故目前

                                                 
54 資料來源：http://eng.mic.go.kr/eng/user.tdf，最後造訪日期：2007年 3月 12 日。 
55 Sophos Security Threat Report 2007, SOPHOS, January 2007, P.12. 
56 Article 50 (Restrictions on Transmitting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3)Anybody, that intends to transmit any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made for profit to the 
telephone or facsimile of the addressee during the hours from 9:00 p.m. to 8:00 a.m. the next day, 
shall obtain the separate prior consent of the relevant addressee in spite of Paragraph (2).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究 

 第 50頁 

的當務之急，應該還是要致力於推動前述「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

條例草案」之通過，使管制濫發商業性電子郵件於法有據。 

叁叁叁叁、、、、以刑事處罰為其主要管制手段以刑事處罰為其主要管制手段以刑事處罰為其主要管制手段以刑事處罰為其主要管制手段 

在管制手段方面，南韓係以刑事處罰作為主要的管制方式，也

和歐美國家不同，但本文認為在前述 SOPHOS報告中，南韓近兩年

來濫發垃圾郵件之數量有降低之情形，除該報告所論述之原因外，

採取刑事處罰之手段，應該也會對濫發者產生威嚇的作用。 

事實上，目前許多國際性報告皆有探討刑事處罰之設計於網路

及電腦犯罪之可行性57，例如 OECD之報告中認為若採取刑事處罰，

有利者為刑事處罰對於犯罪之嚇阻性較大，弊者則為對於網路及電

腦犯罪證據舉證的困難以及訴訟較費時，然而縱使如此，該報告依

舊認為刑事處罰在嚇阻某些較嚴重的網路及電腦犯罪，仍有其必要

性58 

但是刑事處罰之規定在我國是否有其適用性？參照我國行政院

版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規定，對於濫發商業性電

子郵件之人，除了民事損害賠償制度外，即無其他手段可以處罰濫

發商業性電子郵件者，雖然草案尚未通過，無法得知單純民事損害

賠償制度在我國是否能發揮效用，然而違法發送電子郵件之類型，

常與其他刑事法規構成要件相競合。如有發送詐欺類或色情廣告類

電子郵件之行為，我國刑法已有相關規定。對於網際網路服務提供

者而言，若大量廣告電子郵件的寄送（例如以字典式攻擊而大量發

信之情形），導致發信或收信的伺服器主機無法順利運作造成其伺服

器之負擔，以至於服務發生困難時，亦有可能符合刑法第 36章之罪

                                                 
57 Sophos Security Threat Report 2007, SOPHOS, 2007/01, P14 -15。 
58 OECD Task Force on Spam: Anti-Spam Regulation, Andrew Maurer, 2005, 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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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而有妨害電腦使用罪之成立59。違法蒐集個人電子郵件地址，在

未來《個人資料處理法草案》通過後，亦有可能和其競合。上述幾

種濫發電子郵件之情形，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中，算是惡性較為重

大之行為態樣，既然現有刑法規範已有明文處罰之，關於濫發電子

郵件之專法是否需要刑事法規重複規範，需謹慎考量。 

                                                 
59 寄發電子廣告的相關問題，賴文智，益思科技法律。參見：http://www.is-law.com/專文發表/NET/寄發廣告電子郵件的相關法律問題.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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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 

《《《《特定電子特定電子特定電子特定電子メールメールメールメールのののの送信送信送信送信のののの適正化適正化適正化適正化等等等等にににに関関関関するするするす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日本國內垃圾郵件現象開始受到重視，起自平成十三年（2001

年），當時發現，傳送到行動電話之商業簡訊數量明顯較以往增加，

除造成行動電話業者之損失，並因此導致諸多社會問題。  

尤其，日本之情況較其他資訊科技發達國家特殊，該國無線通

訊服務發達，使用行動電話（日稱「攜帶電話」）、PHS手機連接網

路接收電子郵件之應用甚為普遍，因此，利用網路濫發電子郵件至

行動電話時常造成通訊服務用戶（subscriber）之額外連線費用激增，

全天候不斷傳送之商業電子郵件，亦嚴重影響行動電話用戶之正常

作息，對電信通訊業者而言，其伺服器因疲於應付而延誤正常郵件

之傳送，大量不存在之收件人帳號，亦使其無法收取傳送費用而造

成損失，因濫發電子郵件所衍生的詐欺、情色犯罪等案件60更層出不

窮，形成迫切立法需求。 

    為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所造成之諸多亂象，日本總務省於

2001年底召開名為「迷惑メールへの対応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

之會議61，檢討濫發電子郵件之相關議題，提出制度面與技術面之因

應政策，並於 154 回國會提出《特定電子メールの送信の適正化等

に関する法律》62草案（以下簡稱《特定電郵法》），於 2002 年 4

月通過，同年 7月 1日 施行，2005年並針對「迷惑メールへの対応

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最終報告書」之檢討內容進行小幅修法。 

                                                 
60 迷惑メールへの対応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最終報告書，平成 17年 7月，P.3 
61

 迷惑メールへの対応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最終報告書，平成 17年 7月，P.6 
62 《The Law on Regulation of Transmission of specified Electronic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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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電郵法》針對特定電郵之定義、表示義務、選擇退出機

制、ISP之免責條款（中止服務）、禁止事項（字典攻擊）、行政檢

查、違反之罰則等加以規範；2005 年之修正重點63則在於：一、擴

大特定電子郵件範圍；二、擴大禁止字典攻擊之適用對象；三、提

高違反表示義務之罰則，並可不經改正命令直接處罰；四、擴大 ISP

業者得拒絕提供服務之事由；2005 年修正之《特定電郵發送適正法

施行細則》，並將依網路傳輸格式發送之手機簡訊64納入規範。 

2002 年日本亦同時修正《特定商取引に関する法律》65（以下

簡稱《特定商業交易法》），針對該法規定之業務提供誘引販賣、連

鎖販賣、通信販賣等新商業直銷交易模式，一併將使用電子通訊方

式進行者納入規範，原則從《特定電郵法》之法例，增訂選擇退出

機制及受告知後繼續濫發電子郵件之處罰規定，兩者之規定幾如出

一轍。 

    2002年上開兩法施行後，日本總務省及經濟產業省（METI，通

產省）分別依《特定電郵法》、《特定商業交易法》「指定法人」之

規定，授權予日本資料通信協會及日本產業協會，處理違法濫發商

業電子郵件之相關事務，此兩機構除可進行事實調查外，並可提出

具體報告及建議，2005 年《特定電郵法》修正時，改稱「登錄送信

適正化機關」（以下簡稱「登錄機關」）制度，實際仍由日本資料

通信協會處理相關事宜。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總總總總務大務大務大務大臣臣臣臣之權限規範之權限規範之權限規範之權限規範 

                                                 
63

 迷惑メールへの対応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最終報告書，平成 17年 7月，P.22 
64 意即僅規範「internet to phone」格式發送之簡訊，至於非電子郵件格式之 SMS 服務（phone to 

phone）不在其列，惟總務省刻正進行各界立法意見之諮詢，有意在日後修法時一併納入規範。 
65 《Specified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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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受理受理受理受理收信人及收信人及收信人及收信人及 ISP之之之之檢舉檢舉檢舉檢舉 

《特定電郵法》第 8條第 1、2項規定，特定電郵之收

件人或 ISP遇有電郵寄送人違反該法第 3、4條或第 5

條等行為規範之情形，得向總務大臣提出檢舉。 

（（（（二二二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必必必必要之要之要之要之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總務大臣接受檢舉後，須進行必要之調查（同法第 8

條第 3項前段），該規定之性質應屬行政調查概念下之

「個別調查」，惟並未規定具體之調查事項。 

（（（（三三三三））））採行採行採行採行該該該該法法法法所所所所定定定定措施措施措施措施，，，，或其他或其他或其他或其他適當措施適當措施適當措施適當措施 

            經總務大臣調查之結果，若認有必要時，應採取該法

所定之措施，或者，應採取該法所定以外之其他適當

措施處理該檢舉案件（同法第 8條第 3項後段）。 

（（（（四四四四））））措置命令措置命令措置命令措置命令（（（（行政處行政處行政處行政處分分分分）））） 

發信人若違反《特定電郵法》第 3、4、5、6條之行為

規範，同時向多數人發送多數商業電子郵件，經總務

大臣認為有避免收發電子郵件障礙之必要，同法第 7

條特別賦予總務大臣得施以措置命令之權限，可依該

命令要求發信人改善，該命令之性質屬「行政處分」。 

（（（（五五五五））））受理受理受理受理「「「「登登登登錄送信錄送信錄送信錄送信適正化適正化適正化適正化機關機關機關機關」」」」之之之之申請登記申請登記申請登記申請登記 

           《特定電郵法》於 2002年立法當時原採用「指定法人」

制度，2005 年修法改以「登錄送信適正化機關」為配

合機構。 

（（（（六六六六））））命命命命發信人或發信人或發信人或發信人或「「「「登登登登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提出提出提出提出報報報報告告告告 

            在執行《特定電郵法》之必要限度內，總務大臣可令

發信人或「登錄機關」提出相關報告（第 28條第 1、2

項），明定總務大臣之行政調查權限。 

（（（（七七七七））））對發信人或對發信人或對發信人或對發信人或「「「「登登登登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進行進行進行進行「「「「立入立入立入立入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執法必要限度內，總務大臣亦可進入發信人或「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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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事業場所或事務所進行調查，但調查結果不

得視作刑事犯罪偵查所得證據（第 28條 1、2、4條），

此一規定乃「行政調查」之明文。 

（（（（八八八八））））對對對對「「「「登登登登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科科科科以行政罰以行政罰以行政罰以行政罰 

《特定電郵法》第 35條規定若「登錄機關」違反該法

第 22條，未按規定置備財務報表、為虛偽記載或無正

當理由拒絕利害關係人閱覽、謄抄、交付等請求者，

總務大臣可科以 20萬日圓以下罰鍰（過料に處）。 

（（（（九九九九））））對對對對「「「「登登登登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發出發出發出發出適適適適合合合合命令命令命令命令、、、、改改改改善命令善命令善命令善命令 

            若登錄機關違反《特定電郵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8

條之規定時，總務大臣可命其採取符合之措施或命其

改善。 

（（（（十十十十））））撤撤撤撤銷銷銷銷「「「「登登登登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錄機關」」」」登記登記登記登記或或或或命命命命其其其其停停停停止止止止全部全部全部全部或一或一或一或一部部部部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一旦「登錄機關」違反《特定電郵法》第 15、19、21、

22之規定或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登錄機關」之登記者，

總務大臣可命其於一定期間內停止全部或一部業務。

（第 25條） 

貳貳貳貳、、、、法律法律法律法律規範規範規範規範的的的的客體客體客體客體 

一一一一、、、、管制對象管制對象管制對象管制對象－－－－EMAIL、、、、「「「「internet to phone」」」」簡簡簡簡訊訊訊訊 

2002 年《特定電郵法》立法當時，由於統計數據顯示，多

數之商業電子郵件係由 PC發送，因此僅將 EMAIL納入規

範，其後透過行動電話發送商業簡訊日漸普遍，在 2005年

召開之迷惑郵件研究會中建議將電子郵件格式之行動簡訊

納入規範，官方從善如流，於 2005年修法同時，一併修正

《特定電郵法》之施行細則，將「internet to phone」格式之

手機簡訊亦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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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規範客體規範客體規範客體規範客體－－－－商業電子郵件商業電子郵件商業電子郵件商業電子郵件（（（（UCE）、）、）、）、商業商業商業商業簡簡簡簡訊訊訊訊 

《特定電郵法》第 1 條規定該法之目的在於規範「特定電

子郵件」，於第 2 條第 2 款就「特定電子郵件」定義為以

營業之廣告宣傳為目的，為自己或他人而發送之電子郵

件，2005 年之修法並將「為事業」接收電子郵件之個人納

入保護範圍，因此該法係以 UCE 為規範對象而不及於

UBE，另將商業行動簡訊納入規範已如前述。 

叁叁叁叁、、、、OPT-IN或或或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 

日本《特定電郵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商業電子郵件應明列可

供收信人回覆「拒絕收信請求」之電子郵件，同法第 4 條亦禁止對

以為拒絕之收信人再行發送電子郵件，2005 年該法修正時並將違反

上述規定之處罰提高至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萬日圓以下罰金

（同法第 7、32條）；故日本法係採 OPT-OUT機制無疑。 

肆肆肆肆、、、、行為準則之行為準則之行為準則之行為準則之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一一一一、、、、信首資訊信首資訊信首資訊信首資訊 

《特定電郵法》關於信首資訊之表示義務規定於第 3 條，

除須於主旨欄以「未承諾廣告※」字樣表示其為特定電子

郵件外，尚須表示送信者之名稱、住所、供收信人通知不

再收信之電郵以及其他經總務省規定之表示事項。 

二二二二、、、、主旨標註主旨標註主旨標註主旨標註（（（（Subject Line Labeling）））） 

為使商業電子郵件收件人判別信件來源，得以於第一時間

決定開啟與否，減少時間浪費與損失，各國立法例普遍均

針對商業電子郵件發信人課以標示主旨欄之義務66，並須以
                                                 
66 同前註，廣義言之，信首資訊（header information）常可包含主旨欄（subject line）在內，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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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字樣（如「ADV」、「廣告」等字樣）使收信人足以辨

識其屬商業電子郵件67。 

    《特定電郵法》第 3 條明定特定電子郵件之標註義務，該

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 項進一步規定應標註於「当該特定

電子メールに係る表題部の最前部」，施行細則第 2條第 2

項定其應於主旨欄（即「件名欄」）標註「未承諾廣告※」，

主管機關作成之行政處分中則習以件名欄稱之－（その件

名欄に「未承諾広告※」との表示を義務付）。     

三三三三、、、、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 

    商業電子郵件之發送行為，在實際上必須經過數個前階準

備行為，例如編寫電子郵件之內容、使用特定程式蒐集電

子郵件地址、開發反過濾軟體、架設發信主機等等，於行

為之最後階段，才將商業電子郵件透過發送介面散佈，因

此，吾人可以理解為，當 spammer按下電子郵件介面上「傳

送」鍵之後，垃圾郵件才隨即發出，也才構成對他人法益

之侵害，但若無前階準備行為，spammer 實際上無從發送

垃圾郵件，因此，為有效管制濫發 UCE之行為，國外立法

例普遍均將前階行為納入規範。 

    日本《特定電郵法》第 5 條明文禁止利用虛構電子郵件之

手段發送電子郵件（條文稱「架空電子メールメールメールメール」），亦將

字典攻擊法納入管制，但除此外並未將其他前階行為納入

管制，與美國《CAN-SPAM ACT》相較，所規定前階行為

之態樣較少。  

                                                                                                                                          者僅有說明字義上之便利，重要性不大，尤其現今依 EMAIL 收發軟體介面不同，常無法明確區分；但為明確區分並配合論述之便，本文所界定之信首資訊不包含主旨欄。 
67 此外，美國法針對具有色情內容之商業電子郵件，尚須於主旨欄標註 FTC所指定之相關字樣（如「SEXUALLY-EXPLICIT」等）－見《CAN-SPAM Act of 2003》Sec.5(d)(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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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業者業者業者業者之之之之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 

一一一一、、、、提供防制資訊或發展導入相關之防制提供防制資訊或發展導入相關之防制提供防制資訊或發展導入相關之防制提供防制資訊或發展導入相關之防制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為促進執法成效，《特定電郵法》第 10 條明定網路服務業

者應提供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相關資訊（包括虛偽電

郵地址、標示不實寄件人之電郵等）；業者並應盡力發展並

導入足以防制濫發電郵之技術。 

二二二二、、、、拒絕提供拒絕提供拒絕提供拒絕提供服務之權利服務之權利服務之權利服務之權利 

    《特定電郵法》原於第 10條針對透過「字典攻擊」模式大

量發送商業電子郵件至多數虛構電郵地址之行為，規定若

服務提供業者認其相關設施之機能受顯著損害，導致其電

郵傳送服務受到「顯著妨礙」，始可拒絕對行為人提供服

務，由於要件嚴苛，2005年修正時改列為第 11條，改以有

妨礙其「順利提供」電郵服務「之虞」且有正當理由者，

即可拒絕提供服務，以促進 ISP自主防制之效果。   

三三三三、、、、發信人資訊之發信人資訊之發信人資訊之發信人資訊之開示開示開示開示義務義務義務義務 

鑑於網際網路發達，發送特定電子訊息時有侵害他人權利

之情形發生，為使提供網路服務之業者可利用其專業設備

與能力追查侵權行為人，俾供受害人據以提起訴訟，日本

《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の損害賠償責任の制限及び発

信者情報の開示に関する法律》第 4 條規定服務提供者於

特定要件下須提供發信人之資料予收信人，然目前依該法

請求之例甚少，且多屬侵害名譽權案件，至於濫發商業電

郵究侵害收信人之何種權利，目前日本國內尚無裁判清楚

指明，商業電郵收信人依上開條文請求者亦無例可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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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實務發展。 

陸陸陸陸、、、、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 

一一一一、、、、刑罰刑罰刑罰刑罰 

（（（（一一一一））））發信人發信人發信人發信人 

1.記載記載記載記載虛偽送信人資虛偽送信人資虛偽送信人資虛偽送信人資料料料料 

《特定電郵法》第 32條第 1款規定，違反第 6條於

電郵記載虛偽送信人資料者，可處一年以下徒刑或

100萬日圓以下罰金，且不須先命其改善，可逕予處

罰。 

2.違違違違反反反反改改改改善命令善命令善命令善命令 

《特定電郵法》第 32條第 2款規定，違反總務大臣

根據第 7 條所作成之改善命令者，亦可處一年以下

徒刑或 100萬日圓以下罰金，此款與第 32條第 1款

規定相較，須先經總務大臣作成改善命令，而相對

人未遵行時，始予處罰。 

（（（（二二二二））））登登登登錄錄錄錄送信送信送信送信適正化適正化適正化適正化機關機關機關機關68 

1.違違違違反反反反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停停停停止止止止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特定電郵法》第 31條規定，登錄機關若違反總務

大臣依 25 條作成之停業處分，可科處一年以下徒

刑、100萬日圓以下罰金，或併科之。 

2.違違違違反停反停反停反停業業業業通知通知通知通知義務義務義務義務、、、、帳帳帳帳簿簿簿簿虛偽虛偽虛偽虛偽記載記載記載記載、、、、不不不不履履履履行行行行報報報報告或告或告或告或調調調調

查查查查義務義務義務義務 

《特定電郵法》第 33 條規定，若登錄機關違反 21
                                                 
68 以下簡稱「登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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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停業通知義務；或違反第 26條關於帳簿記載、

保存之義務或為虛偽記載；或違反第 28條，不履行

提出報告之義務、為虛偽報告或拒絕、阻礙、規避

調查者，處 30萬日圓以下罰金。 

3.兩兩兩兩罰制罰制罰制罰制 

《特定電郵法》第 34條就「登錄機關」之代理人、

使用人違反該法規定者，除行為人須予處罰外，該

法人亦科以各該條文之「罰金」刑，是採兩罰制。 

二二二二、、、、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 

《特定電郵法》第 35 條規定若登錄機關違反該法第 22 條

未按規定置備財務報表、為虛偽記載或無正當理由拒絕利

害關係人依第 22條第 2項所提出之各項請求者，總務大臣

可對之科以 20萬日圓以下罰鍰（過料に處）。 

本文認為，為避免為避免為避免為避免 spammer逸脫於法律規範之外逸脫於法律規範之外逸脫於法律規範之外逸脫於法律規範之外，法律之

介入程度，不論採行政管制、刑事制裁或民事特別法之抉

擇，若能在互不牴觸若能在互不牴觸若能在互不牴觸若能在互不牴觸69之前提下兼採之之前提下兼採之之前提下兼採之之前提下兼採之，，，，諒能獲致最大規範諒能獲致最大規範諒能獲致最大規範諒能獲致最大規範

效果效果效果效果，日本《特定電郵法》之規定兼採刑罰與行政罰，一

方面針對濫發者可科處刑罰，另方面對違反法定義務之登

錄機關亦可科處刑罰或科以行政罰，雙管齊下，可強化執

法效果。 

柒柒柒柒、、、、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之特性，使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問題成為全球

化之嚴重課題，目前諸多國際組織，紛紛提出可行的倡議方案或行

                                                 
69 另，關於行政罰與刑罰之區別，目前學界採量的區別說，故需避免牴觸「一事不二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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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期以透過國際合作之方式，消弭垃圾電子郵件之亂象，如國際

電信組織（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 ITU）、國際經濟

合 作 發 展 組 織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等均為著例，前述機構並組成專門工作小組

（Task Force）之方式透過定期會議、報告發表之方式積極面對商業

電子郵件的肆虐，並尋求解決之道。 

    奠基於上述國際組織持續不懈之努力成果，2004 年 10 月共有

27國之公私部門代表於英國簽署成立倫敦行動計畫方案倫敦行動計畫方案倫敦行動計畫方案倫敦行動計畫方案（（（（LAP）））），以

建立聯絡窗口、定期訊息交流、加強執法合作等具體倡議，積極促

進反制垃圾郵件之國際互助，以英、美、澳為首的國家亦常見以簽

署備忘錄備忘錄備忘錄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 MOU））））之方式強化雙

邊或多邊之合作關係。 

經濟大國日本，為促進網路經濟的健全發展，向來極力關切垃

圾郵件對其國內電子商務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為加強國際合作，

採取諸多積極的作法，包括： 

˙加入倫敦行動計畫（LAP）、國際網路掃蕩日計畫（International 

Internet Sweep）、終結 Spam殭屍電腦(Operation SPAM Zombies)

行動。 

˙2005年 4月 27日參與簽署「首爾-墨爾本」MOU70。 

˙2006 年 5 月 5 日與法國簽署「日法反垃圾郵件共同聲明」71，透

過資訊與經驗交流，力促雙方在對抗垃圾郵件政策與戰略上之合

作，確保立法與執行成效72。 

                                                 
70  “SEOUL-MELBOURNE MULTILATERAL MEMORANDO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IN COUNTERING SPAM” 
71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France and Japan,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nti-Spam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 see 
http://www.soumu.go.jp/joho_tsusin/eng/Releases/Telecommunications/news060517_7.html 

72 雙方達成之具體結論包括： 
a)Exchanging information about anti-spam activities such as anti-spam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as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究 

 第 62頁 

˙2006年 9月 13日與英國簽署「日英商業電子郵件政策合作共同聲

明」73。 

˙2006年 10月 2日與加拿大簽署「合作打擊垃圾郵件共同聲明」74。 

˙2007年 7月 31日與德國簽署「反垃圾郵件政策共同聲明」75。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目前執法現目前執法現目前執法現目前執法現狀狀狀狀 

《特定電郵法》施行前，較著名之案例發生於 2003年，東京裁

判所針對 DoCoMo電信與スク一プ公司一案，判決被告スク一プ公

司需賠償原告 DoCoMo電信 656萬 7020日圓76，轟動一時。 

《特定電郵法》以來，至目前為止，總務省共發出四道行政處

分命令濫發者改善（措置命令）；另按日本網路機構 IIJ於 ITU 2006

年世界電信展所發表之報告77指出，目前已有兩件依據新法不經改善

命令而直接科處罰金之案例。 

另日本經濟產業省亦根據《特定商業交易法》著有如下作為： 

2003年 10月，日本經濟產業省以行政處分指示株式會社リメイ

ン等兩家違反商業電子郵件標示義務之企業，命其改善，2005 年 7

月，經濟產業省命令兩家違法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公司停業78。 

                                                                                                                                          
well as technical and educational solutions to spam, including mobile spam; 

b)Encouraging the adoption of effective anti-spam technologies and network management 
practices by French and Japanes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major business network 
managers, and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s; 

c)Supporting French and Japanese marketers or bulk email senders in adopting spam-free 
marketing techniques; 

d)Identifying and promoting user practices and behaviours which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and limit 
spam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wareness campaigns for the 
multi-stakeholders to foster increased adoption of anti-spam practices and behaviours by end 
users in France and Japan; 

e)Cooperating to strengthen anti-spam initiatives being considered in international forum. 
73 "Joint Statement of Cooperation in Commercial Email Policy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74 “反スパム政策・戦略分野における日加間の協力に関する共同声明” 
75 “反スパム政策・戦略分野における協力に関する日本国及びドイツ連邦共和国の共同声明” 
76 平成 15年 3月 25 日判決言渡平成 14年（ワ）第 12815 号損害賠償請求事件判決。 
77 IIJ ,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Countering Spam , 8 December , 2006 , P.7 
78 
http://www.spamdailynews.com/publish/Two_Japanese_companies_suspended_for_sending_porno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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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6月，兩家位於京都之公司因發送色情商業電子郵件時

未遵守標示義務（欠缺廣告字樣以及發送者名稱等），經濟產業省命

其停止營業三個月79。 

2006年 3月，經濟產業省對個人事業者荒居利榮以其違反標示

義務（欠缺廣告字樣、發送者名稱、住所、電話以及選擇退出之聯

絡方式等）且郵件內容有虛偽情事，予以停業一個月。 

2007 年 1 月 16 日，日本千葉縣警方於東京逮捕以 Yoshimitsu 

Hirono 為首腦之 spammer集團，該集團於東京設立約會網站，為掩

飾其發送來源，透過位於中國黑龍江省之電腦發送數量高達 54億封

之商業電子郵件80。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日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行為之管理，目前依《特定電郵法》、

《特定商業交易法》之規定，分別以總務省及經濟產業省為主管機

關，總務省並依行政命令授權由「日本資料通信協會」為涉案事實

調查、接受檢舉及提出報告建議之機構（原「指定法人」81制度），

經濟產業省則授權「日本產業協會」處理上述事項；2005 年《特定

電郵法》之修正，將原先指定法人之設計，改以「登錄送信適正化

機關」之制度代之，目前執法之配合機關仍為「日本資料通信協會」，

其施行成效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在觀察日本《特定電郵法》之立法設計時，吾人著重之點在於，

與我國法案相較，該國主管機關總務大臣之權限範圍相當廣泛，在

                                                                                                                                          
pam.asp 
79 
http://www.spamdailynews.com/publish/Two_Japanese_companies_suspended_for_sending_porno_s
pam.asp 
80 http://www.sankei.co.jp/shakai/jiken/070116/jkn070116014.htm 

http://www.theregister.com/2007/01/18/japan_dating_spam_arrest/ 
81 2005年修法後改稱「登錄送信適正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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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案設計之際，似可在可行範圍內加以參酌引進。 

壹壹壹壹、、、、行政行政行政行政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依《特定電郵法》第 8條 3項前段所進行「必要之調查」，或第

28條賦予主管機關（總務大臣）可命令特定電子郵件之發送者報告，

或指派人員進入發送者之事務所調查文件，此種制度均屬「行政調

查」之範疇。乃作成行政處分（措置命令）前蒐集資料之手段。然

一旦涉及刑事案件，則需改由刑事偵查機關（如-警視廳）進行，所

取得之資料亦無法供認定刑事責任之用。 

貳貳貳貳、、、、行政處行政處行政處行政處分分分分 

    為實現行政目的（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總務大臣可依第 7

條作成措置命令（行政處分），相對人即負有不作為或配合義務，違

反者則可施以刑事制裁（同法第 32條第 2款）。 

叁叁叁叁、、、、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 

為強化執法成效，對違反管理規定（未按規定保存財務報表、

記載規定事項或為虛偽記載等）之登錄機關可科以行政罰。 

肆肆肆肆、、、、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指指指導導導導－－－－給給給給予特定法人予特定法人予特定法人予特定法人必必必必要之要之要之要之指指指指導與導與導與導與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業者之配合，相當程度影響管制商業電子郵件之執法成效，故

《特定電郵法》規定總務大臣得對以業者為會員所組成之法人團

體，給予指導或建議，此是為日本「「「「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制度之體現（同法

第 12條）。  

伍伍伍伍、、、、單純高單純高單純高單純高權行政權行政權行政權行政－－－－公布公布公布公布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技術技術技術技術之之之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發展及導入情發展及導入情發展及導入情發展及導入情形形形形 

    由於電郵濫發技術不斷進化，為加強防制技術之引進與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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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大臣至少應每年一次，公布相關技術之研究與發展，以及 ISP

之技術導入情形（同法第 13 條），透過提供給付（資訊）等不具強

制力手段達成消弭、導正特定電郵發送行為之公共目的。 

從上述觀察得知，日本管制商業電子郵件之立法，靈活運用各

種行政行為形式，輔以刑事制裁制度，雖未針對民事損害賠償效果

為特別規定似不利收信人求償，但受害人可依《特定電気通信役務

提供者の損害賠償責任の制限及び発信者情報の開示に関する法

律》之規定請求業者開示發信人相關資料以提起民事訴訟，此外，《特

定電郵法》亦明文賦予業者拒絕提供服務之權利，制度設計上頗為

周全，值得我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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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 

《《《《SPAM ACT 2003》》》》 

澳洲政府於 2003年評估該國現有法規是否得以有效控制商業電

郵濫發，並做成一研究報告82。報告中指出 SPAM佔全部郵件的百分

之二十至三十五，但因垃圾郵件涉及個人隱私保護、色情及其他不

法內容、詐騙及佔用網路公共資源等問題，該國政府於其報告中認

為現有的法規架構並不足以處理 SPAM 的問題，而認為惟有藉由多

層面的解決方式方得以有效控制 SPAM，包括藉由反垃圾郵件的立

法、政府之執法、教育民眾、業者的自律、技術的發展乃至於國際

間合作方能有效管制該問題83；隨後，該國政府根據該報告結論而著

手反垃圾郵件法規之立法，於 2003 年底立法通過《《《《SPAM ACT 

2003》》》》，並於次年四月開始實行。 

澳洲政府乃是世界各國中訂定反垃圾郵件法的先驅之一，其所

訂定之《《《《SPAM ACT 2003》》》》，適用的對象僅限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

人，並未及於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惟經過二年多的實施，其成效

似乎有限，而有修法之倡議，2006 年修法提議重點在於要求電子郵

件服務提供者在寄送電子郵件的時間間隔上加以限制，避免垃圾與

廣告郵件充斥網路、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須提供用戶過濾垃圾郵件

的措施，並建立處理客訴的程序等，惟該法案尚未通過，以下之介

                                                 
82 In 2003 the Government examined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spa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xisting 

regulatory counter-measure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view were released in the April 2003 document 
titled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NOIE Review of the Spam Problem and How it Can Be Countered 
(the NOIE Report).Report on the spam act 2003 review,June 2006,p11. 

83 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the legislative framework of the time was not sufficient to address spam, 
and that additional legislation was required. The report also recommended a multi-layered strategy 
to deal with spam. The identified strategy included anti-spam legislation, active enforcement, 
public education, industry cooperation, technical approach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port 
on the spam act 2003 review,June 2006,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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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主要仍以《《《《SPAM ACT 2003》》》》為依據。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澳洲《SPAM ACT 2003》已於 2004年 4月 11日開始實行84；另

於 2005 年 7 月 1 日，該法明定之電信主管機關—澳洲通信署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與澳洲廣播署（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合併成為澳洲通訊傳播署（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以下簡稱 ACMA），故目前澳

洲反垃圾郵件法之主管機關為澳洲通訊傳播署。 

貳貳貳貳、、、、法律法律法律法律規範規範規範規範的的的的客體客體客體客體 

本法規範的客體中，除一般之電子郵件外，尚包括即時訊息和

行動電話之訊息85，但一般電話服務傳送的語音訊息、傳真及其他非

電子類訊息，則不在本法的規範範圍內。 

叁叁叁叁、、、、OPT-IN或或或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 

本法第 16條採納了事前同意原則（OPT-IN）86，明定所有商業

電子郵件訊息之發送必須得到收件者事前同意，惟其中第 2、3、4

款則例外規定在郵件接收者同意、寄件者已盡其合理之注意、或是

寄件者基於錯誤而寄送，則不屬違反事前同意原則，惟針對上述例

外情況，寄件者必須負擔舉證之責任87；另外，該法第 6款亦規定，

                                                 
84 Australia’s anti-spam legislation came into effect on 10 April 2004.ITU Survey on anti-spam 

legislation worldwide,June 2005,p12. 
85 Commercial electronic messages that are covered by the Act include both internet based messaging, 

such as email and instant messaging(i M) and mobile phone based messaging, such as short 
message service(SMS) and 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MMS),Mark Robert Bender, Australia’s 
spam legislation :A modern-day king Canute,May 2006,p5. 

86 Section 16. 
87 Section 16(5): A person who wishes to rely on subsection(2)(3)or(4)bears an evidential burden in 

relation to that m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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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商業電子郵件訊息也不得傳送到不存在的電子郵件位址，至於

教唆上述發送的違法行為，亦為本條第 9款明文所禁止。 

肆肆肆肆、、、、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本法第 6 條定義商業電子郵件，謂傳送該電子郵件之主要或其

中之一的目的，係為了廣告或提供銷售商品、服務、或涉及其他商

業上的投資等，均屬之88。 

本法傳送商業電子郵件的行為準則，主要規定於第 17及 18條，

內容主要包括二重點；第一、傳送商業電子郵件訊息必須包含正確

之傳送者資訊（第 17 條）；第二、傳送商業電子郵件訊息必須包含

取消訂閱機制（第 18條）。 

又本法禁止電子郵件蒐集軟體之提供，取得及任何使用該軟體

本身的行為，另外，利用蒐集電子郵件地址軟體所取得之電子郵件

位址或以其他方式取得的電子郵件位址，亦不得加以利用89。 

伍伍伍伍、、、、業者業者業者業者（（（（ISP））））的的的的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 

    由於 ISP 業者第一線面對郵件濫發所造成的損失，因此在立法

政策上，賦予其一定的權責，執行濫發電子郵件的守門員工作，已

為學者們所肯認90。 

    早於該國《SPAM ACT 2003》於 2004年 4月 11日施行生效前，

有鑑於網路通訊及行銷等活動日益興盛，主管機關已依據該國之

《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作為其處理網路行銷的行

                                                 
88 Section 6. 
89 Section 20 Address-harvest software and harvested-address lists must not supplied. Section 21 

Address-harvest software and harvested-address lists must not acquired. Section 22 
Address-harvest software and harvested-address lists must not be used. 

90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 establish an industry-led regulatory approach that provide a mechanism 
for regulators to step in against the worst spam abusers. John G. Palfery, Stemming the 

international tide of spam, Trends in Telecommunication Reform, April 2006,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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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範，並獲致一定的成效；嗣後，由於商業電子郵件濫發情形嚴

重，主管機關便欲以專法規範，惟其新法的制定過程中，因為業者

對立法院大力遊說，使最後法案內容，並無賦予業者相關權利義務

之特別規定91，然而，業者方面，為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仍然自

行研擬適用於網際網路及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之營業規章以資因

應，並於 2006年 3月 16日報請主管機關（ACMA）通過後，自 2006

年 7月 16日起生效。 

陸陸陸陸、、、、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 

本法第 32條規定，主管機關（ACMA）有權向聯邦法院申請禁

制令，以限制已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行為人，停止其違法行為

（ Restraining injunction），或命違法行為人為一定之行為

（Performance injunction）；此外，本法第 39條亦明定，任何有意依

新法規定發送商業電子訊息或從事提供、取得或使用郵件地址蒐集

軟體的個人或組織，可洽主管機關簽訂有執行力的承諾書

(Enforceable undertakings)，具體約明其承諾遵守事項，若有違反，

主管機關得向澳洲聯邦法院請求發給命令，命令立書人：（1）履行

承諾書內容之行為。（2）繳交相當於違反承諾所得直接及間接利益

之金額予聯邦政府。（3）賠償他人因立書人違背承諾所受之損害。（4）

為其他適當之行為。 

    依據本法第 24條規定，民事損害賠償部分，聯邦法院作為違反

本法所生訴訟之管轄法院，得命被告賠償受害者損失或將被告所得

利益歸由政府受領；若被告多次違反且經聯邦法院命其賠償，聯邦

法院尚可考量提高被告之賠償額度。另外，關於損害賠償的數額，

                                                 
91 Possibly this group, with an understandable reluctance for tighter legislative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 lobbying power, which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government decision to not place 
requirements on ISPs to do more to counter spam. The Act also fails to make ISP accountable for 
reducing spam levels.Australia’s spam legislation :A modern-day king Canute,May 2006,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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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法院依據本法第 28條 2項規定，依其個案的狀況，具有賠償額

度判斷之裁量權。 

    然而，本法並不賦予受損害個人或團體有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權，受害的個人僅可能向主管機關告發後，由主管機關依法起訴或

申請禁制令，有學者認為此種機制，並不足以有效遏止商業電郵之

濫發，而為澳洲反垃圾郵件法立法上的一大缺失92。 

    關於刑事部分，本法並無相關之規定，若法院已經對於行為人

違反本法之行為處以民事罰鍰（Civil Penalty），本法亦規定對於違反

民事罰鍰行為，不再同時進行刑事訴訟程序93。 

柒柒柒柒、、、、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 

本法第 7 條，規範其管轄之範圍，其中具有澳洲聯繫因素之商

業電子訊息，方受到本法之規範，內容主要包括94：(1)訊息發送地在

澳洲；(2)發送訊息的個人或組織在訊息發送時，現實地身處澳洲或

是其核心控制經營地點在澳洲；(3)接收訊息的電腦、伺服器或類似

裝置是在澳洲；(4)該訊息收件人於收閱訊息時身處澳洲；法人或非

法人團體，其業務活動發生於澳洲；(5)該訊息因收件者之電子郵件

信箱不復存在而無法寄達時，只要該預定收件的電子信箱可以合理

推斷出在澳洲得利用電腦、伺服器或類似裝置接取，均屬之。 

本文認為前述第 7條 4、5項之規定，已涉及境外管轄之問題，

立法上，該法意欲先窮盡其管轄的極大範圍，而後透過國際合作方

式執行之。 

                                                 
92 Another key shortcoming of the Act is its failure to provide grounds for civil action by individuals 

or corporations against spammers. Australia’s spam legislation :A modern-day king Canute,May 
2006,p9. 

93 Section 27 Criminal proceedings not to be brought for contravention of civil penalty provisions. 
94 Sec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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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對於澳洲反垃圾郵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只有低

於百分之二的垃圾郵件源自其本國，大部分的垃圾郵件則來自美

國、俄羅斯、韓國及南美各國，本法於國際合作方面，除於第 42條

賦予主管機關（ACMA）執行上述本法權限外，並應與本國以外之

法人團體，共同合作對抗商業電郵之濫發並制定相關管制規範；又

第 45 條95規定，澳洲政府與他國訂定防制濫發電郵之國際條約時，

該條約亦一併於澳洲政府境內生效，上開規定使澳洲在反垃圾郵件

的國際合作上，奠定良好的法理基礎。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 

澳洲《SPAM ACT 2003》於 2004年 4月 11日開始施行後，主

管機關（ACMA）於 2005年 6月向澳洲聯邦法院起訴伯斯 Clarityl Pty

公司及其負責人，起訴內容，除了該公司濫發五千六百萬封大量的

商業電子郵件外，還包括其蒐集電子郵件之行為；2006 年 4 月 13

日，澳洲聯邦法院判定該公司及其負責人違反《SPAM ACT 2003》，

此為該法施行至今的第一宗判決96。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壹壹壹壹、、、、欠缺欠缺欠缺欠缺獨獨獨獨立立立立民民民民事事事事請請請請求權制求權制求權制求權制度度度度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依澳洲《SPAM ACT 2003》規定，受損害個人或團體並無民事

損害賠償請求權，受害的個人僅能向主管機關告發後，由主管機關

                                                 
95 Section 45:Giving effect t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1) The regulations may make provision for 

and in relation to giving effect to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hat deals with either or both of the 
following:(a)commercial electronic message.(b)address-harvesting software.(2)Regulations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subsection(1)may:(a)vest the Federal Court with jurisdiction in a matter or 
matters arising under the regulations ;and (b)prescribe penalties, not exceeding a fine of 50 penalty 
units, for offences against the regulations; and (c) declare that a specified provision of the 
regulations is a civil penalty provis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ct. 

96 First prosecution under the Spam Act 2003, Fay Holthuyzen, Australia’s regulatory update, APEC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Working group 34th meeting 23 to 27 October 2006 Auckland,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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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起訴或申請禁制令。考其緣由，乃因廣義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

案件為數頗多，平日每人經常都會收到違反該法的郵件，因此若由

個人提起民事訴訟，案件數量將無法想像，且違反該法的情節輕重

也會有所不同，若針對違法情節較輕的業者提起訴訟，可能造成訴

訟程序之成本大於其所追求實體利益的情形，而造成社會整體的不

經濟，這也是澳洲《SPAM ACT 2003》未規定受損害個人或團體無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主要原因。 

相較我國法，由於我國法案目前認定《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

條例》為民事特別法，個人遭受違反該條例所受的損害（包括非財

產上的損害），得依該法規定提起民事訴訟，為便於收信人請求損害

賠償，對於損害的認定，有法律的擬制以利於收信人認定其損害，

於對抗商業電子郵件的濫發，似有足夠的嚇阻作用，但我國法的問

題在於：一一一一、、、、配套的團訟配套的團訟配套的團訟配套的團訟機制是機制是機制是機制是否否否否得得得得以以以以運運運運作作作作令令令令人人人人懷疑懷疑懷疑懷疑。目前依《消

費者保護法》之規定，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得依

《消費者保護法》所制定的團訟機制對違法業者提起訴訟，但自該

法施行以來，成功的團訟案例並不多見。因此，未來關於濫發商業

電郵之案件，團訟是否能順利執行，仍未可知。二二二二、、、、請請請請求權人於特求權人於特求權人於特求權人於特

定定定定訴訟訴訟訴訟訴訟被告及被告及被告及被告及舉證舉證舉證舉證上上上上，，，，會產生困難會產生困難會產生困難會產生困難。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之相

關規定，原告必須於訴狀上特定訴訟當事人，然於濫發商業電子郵

件案件中，許多郵件係以虛偽不實的身份而表明，如欲追查真正之

發送者，由於資料均儲存於業者之電子檔案中，故並非請求權人之

能力所及，請求權人若欲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的規定舉證，恐有

困難。 

貳貳貳貳、、、、承諾書的性質承諾書的性質承諾書的性質承諾書的性質與行政行為與行政行為與行政行為與行政行為形形形形式選擇自由式選擇自由式選擇自由式選擇自由 

澳洲《SPAM ACT 2003》中規定，任何有意依該法發送商業電

子訊息或從事提供、取得或使用郵件地址蒐集軟體的個人或組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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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主管機關簽訂有執行力的承諾書(Enforceable undertakings)，具體

約明其承諾遵守事項，若有違反，主管機關得向澳洲聯邦法院請求

發給命令。值得研究者為該承諾書的性質為何，是否屬於我國行政

程序法第 137 條之雙務契約，主管機關得向澳洲聯邦法院請求發給

命令的行為是否相當於我國我國行政程序法 148 條自願接受執行之

約定，若屬之，則我國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政措施，是否可

能因為「行政行為形式選擇自由」97，開展更多的可能性，值得再做

進一步的思考與研究。 

叁叁叁叁、、、、僅僅僅僅採採採採民民民民事罰事罰事罰事罰鍰鍰鍰鍰（（（（Civil Penalty）））），，，，似似似似無法取得無法取得無法取得無法取得嚇阻嚇阻嚇阻嚇阻之效之效之效之效 

關於刑事部分，本法並無相關之規定，此與美、日、韓等具有

刑事處罰之國家有所不同。本文初步認為，由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的種類及態樣正隨著網路技術的不斷進步而演進，故對於蒐集電子

郵件位址及字典式攻擊行為，若僅對之採取民事罰鍰（Civil 

Penalty），似無法取得嚇阻之效。 

肆肆肆肆、、、、國際合作國際合作國際合作國際合作的的的的成果成果成果成果值值值值得得得得我我我我國國國國借鏡借鏡借鏡借鏡 

目前澳洲於打擊垃圾郵件的國際合作上，相當的活躍。主要的

原因在於，主管機關很早就意識到，國際合作為打擊垃圾郵件之重

點必要工作項目，目前，其不僅為倫敦行動計畫（LAP）的會員國，

也與美國、英國、韓國等簽署了多邊協定共同打擊商業電子郵件的

濫發，在國際合作的層面上，值得我國借鏡。

                                                 
97 行政的所謂行為形式選擇自由，更精確地描述應該是行政行為的選擇裁量。程明修，行政法行為與法律關係理論，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10月，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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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歐盟各國歐盟各國歐盟各國歐盟各國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歐盟總論歐盟總論歐盟總論歐盟總論 

《《《《Directive 2002/58/EC》》》》 

壹壹壹壹、、、、立法立法立法立法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歐盟執委會於2002年5月正式通過新指令Directive2002/58/EC《電

子通訊中個人資料處理及保護隱私指令》（Concerning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該指令補充了原先 97/66/EC 個人隱私保護指令

（Directive on Data Protection），並加強保護使用通訊服務之用戶及加

重商業組織採取直銷行為之限制；惟新指令僅係對於同一規範事項，

提供各會員國一個最低的執行標準，各會員國在此標準之上，有權決

定採取更高的要求，或擴大其保護範圍。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 13條條條條之規範之規範之規範之規範 

歐盟 Directive2002/58/EC中第 13條為未經邀約通訊(unsolicited 

communication)之重點規範，其中有五項，謹介紹如下： 

一一一一、、、、第第第第 13條條條條 1項項項項 

本 項 規 定 ， 藉 由 自 動 撥 號 系 統 (Automatic calling 

machines)、傳真或電子郵件(electronic mail)而為行銷目的所

為之傳訊，必須得到收件者或訂閱者(subscriber)之事前同

意。 

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13條條條條 2項項項項 

本項主要規定的重點有二，首先，基於前項規定，若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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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基於既存之交易關係(exist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而為

商業直銷行為，不需得到收件者之事前同意；其次，為符

合歐盟指令 Directive 95/46/EC中隱私權保護之相關規定，

前述行銷行為必須給予收件者或顧客反對其繼續傳送之機

會，且該反對繼續傳送媒介的提供必須為無償（free of 

charge and in any manner）。 

三三三三、、、、第第第第 13條條條條 3項項項項 

本項主要強調歐盟境內的會員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

未經邀約之通訊受到適當管制，除第 13 條 1、2 項規定範

圍外，是否採取事前同意或事後退出機制，得由會員國立

法決之(national legislation)。 

四四四四、、、、第第第第 13條條條條 4項項項項 

本項主要在禁止直銷業者，於傳送電子郵件時僞裝或隱藏

其身分；傳送之郵件中並應提供有效之郵件地址，使收件

者得終止其行銷。 

五五五五、、、、第第第第 13條條條條 5項項項項 

本項之重點在於，各會員國至少應確保本條第 1、3項之保

護適用於該會員國內之自然人（natural person），至於保護保護保護保護

範範範範圍圍圍圍是是是是否擴否擴否擴否擴及其他自及其他自及其他自及其他自然然然然人以外之法人人以外之法人人以外之法人人以外之法人團團團團體體體體，，，，由由由由各會員各會員各會員各會員國自國自國自國自

行行行行決決決決定定定定。 

叁叁叁叁、、、、法律法律法律法律規範規範規範規範的的的的客體客體客體客體 

    一一一一、、、、未未未未經邀約經邀約經邀約經邀約之之之之通通通通訊訊訊訊（（（（unsolicited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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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指令《Directive 95/46/EC》第 13條條文標題「未經邀

約通訊」一詞即隱含該法規範客體並未侷限於 SMTP 通訊

協定下電子郵件之利用，另細察該條文第 13條 1、2、4項

規定，皆以電子郵件(electronic mail)一詞，作為規範客體，

又按該法第 2條對於”electronic mail”之定義，謂電子郵件98

意指任何透過公眾通訊網路傳送文字、語音或圖像訊息而

被儲存於網路或收件者終端設備，且得被收件者收取者屬

之99。 

        除傳統 SMTP 通訊協定之電子郵件符合上述”electronic 

mail”之定義外，另檢視指令中陳述性條款100第 40 條101

（Recital 40）之規定，可得知簡訊(SMS)亦屬本指令之規範

客體。 

二二二二、、、、基基基基於於於於「「「「直直直直銷銷銷銷目的目的目的目的(Direct Marketing)」」」」而而而而為傳送為傳送為傳送為傳送 

        本指令於制定準備初期，曾於其陳述性條款第 44 條中規

定，由政治性、慈善及其他團體所為之直銷行為，目的如

招募新成員、募資或為遊說選票之行為皆得被涵攝於本法

所規範之直銷行為；惟該條款之規定，因上述行為易與思

想意見表達產生混淆，最後歐洲議會仍決議將其刪除。 

        依歐盟執委會見解，該陳述性條款第 44條僅就資訊隱私保

護指令之現存規定加以澄清，然該條款之刪除並不會造成

實質上的變動；另基於人民言論自由之基本權，政治性言

                                                 
98 此處之電子郵件非平常用語之電子郵件，而係直譯”electronic mail”而稱。 
99 原文如下：Article 2(h) electronic mail means any text, voice sound or image message sent over a 

publ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which can be stored in the network or on the recipient’s termimal 
equiqment until it is collected by the recipient. 

100 於正式條文之前，以陳述性之條列文字解釋條文之文義，以便利於了解條文真義。 
101

 Safeguard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subscribers against intrusion of their privacy by unsolicited 
communications for direct marketing purposes in particular by means of automated calling 
machines, telefaxes, and e-mails , including SMS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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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自由相較於商業性言論，顯然受到更高度的保障，故

政治、慈善或其他團體所為之意見及思想表達所傳送電子

訊息之行為，並不會落入歐盟指令 Directive 95/46/EC第 13

條之規範範圍內。 

        另直銷行為易與商業通訊(commercial communication)一詞

之意義混淆，兩者間最大之差異點在於此種商業行銷的行

為是否達到消費者端而定，於直銷行為中，該促銷訊息乃

直接傳送於特定之族群或潛在的消費客層，而商業通訊則

係特定之族群或潛在的消費客層透過大眾傳媒去瞭解促銷

訊息之實質內容，意即「「「「位址位址位址位址」」」」化的化的化的化的訊訊訊訊息息息息構構構構成成成成直直直直銷行為與銷行為與銷行為與銷行為與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商業商業商業商業溝通溝通溝通溝通或廣告最大或廣告最大或廣告最大或廣告最大的區別的區別的區別的區別102。 

肆肆肆肆、、、、OPT-IN或或或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 

    一一一一、、、、採取事前同意原則採取事前同意原則採取事前同意原則採取事前同意原則(OPT-IN) 

        依據歐盟指令 Directive2002/58/EC第 13條 1、2項之規定，

可得知歐盟對於寄送商業電子郵件之規範採取事前同意原

則(OPT-IN)之立法模式，惟如何構成所謂「同意」，仍必須

進一步釐清，依據歐盟指令 Directive2002/58/EC 陳述性條

款第 17條之規定，同意得透過適當方式讓使用者意向被明

白指出，包括上網瀏覽網頁時之點選；舉例而言，訂閱者

經由事前同意而申請加入某網站之會員後，再經過確認之

程序後，隨即符合歐盟隱私權法令中對於「事前同意」之

規範。 

        事實上「同意」之法律解釋係屬民法上之議題，故「同意」

                                                 
102 In short, within the E-Privacy Directive, the notion’direct marketing’ seems to point to the 

promo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by means of addressed messages.Lodewijk F. Asscher&Sjo Anne 
Hoogcarspel, Regulating Spam, IT&Law,January 2006.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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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詮釋，於各會員國內將有所不同，故各各各各國得於其立國得於其立國得於其立國得於其立

法體法體法體法體系系系系制制制制度度度度下下下下，，，，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同意同意同意同意」」」」之情之情之情之情形形形形，，，，制定制定制定制定符符符符合合合合該該該該國國情國國情國國情國國情

之規範之規範之規範之規範。 

    二二二二、、、、事前同意原則之事前同意原則之事前同意原則之事前同意原則之緩衝緩衝緩衝緩衝(Soft OPT-IN) 

        依據歐盟指令 Directive2002/58/EC第 13條 2項及陳述性條

款第 41條規定，若行銷者基於既存之交易關係而為商業直

銷行為，不需得到收件者之事前同意，然而，依條文文義

解釋，對於指令通過前取得用戶個資之業者，於指令通過

後，似不得傳送商業電郵予其舊有用戶103，因為傳送電郵

請求其用戶確認是否接受後續商業電郵本身即屬不請自來

的郵件，這部分產生之疑義，亦得透過歐盟內各國釐清其

政策後，立法並據以執行。 

        既存交易既存交易既存交易既存交易關關關關係係係係為事前同意原則之例外為事前同意原則之例外為事前同意原則之例外為事前同意原則之例外，，，，例外規定之解釋自例外規定之解釋自例外規定之解釋自例外規定之解釋自

當從當從當從當從嚴嚴嚴嚴，故在該條文內所謂類似商品(similar products and 

services)之解釋，歐盟委員會已採取嚴格之態度，另外在既

存交易關係後所發送之每一封商業電郵內，仍必須明確提

供選擇退出之機會，以利收件者自主決定後續是否收受該

類郵件。 

伍伍伍伍、、、、法人法人法人法人亦亦亦亦一一一一併受到保護併受到保護併受到保護併受到保護 

依據較早歐盟指令 97/66/EC（Directive on Data Protection）之規

定 ，法人 並非該 法下所 保護之 行為客 體，惟 歐盟指 令

Directive2002/58/EC第 13條 1、5項之規定，法人是否受到事前同意

原則之保護，得由各會員國自行決定。 

                                                 
103 ‘Where a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obtains from its customers their electronic contact details for 

electronic mail’. 因為前述條文採現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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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審視陳述性條款第 45 條(recital 45)之說明，其謂關於未經邀

約通訊之行銷行為，本指令對於各會員國是否保障該國法人之利益

並無偏見，以致於採取選擇退出之方式，亦得以完全符合歐盟法制

之相關規定；參酌上述文義，可得知歐盟境內會員歐盟境內會員歐盟境內會員歐盟境內會員國國國國，，，，仍仍仍仍有義務對有義務對有義務對有義務對

於法人於法人於法人於法人所遭受所遭受所遭受所遭受未未未未經邀約通經邀約通經邀約通經邀約通訊之侵訊之侵訊之侵訊之侵擾擾擾擾，，，，制定法律制定法律制定法律制定法律加加加加以以以以保護保護保護保護104。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The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s 2003》》》》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英國政府為了落實歐盟《電子通訊中個人資料處理及保護個人

隱私指令》（Directive 2002/58/EC），於 2003年 12月 11日通過了《保

護隱私及電子通訊規則》（The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s 2003，以下簡稱《PECR 2003》），而專責執行該法之機關

為英國貿易工業部下之通訊管理委員會（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慮及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與消費者保護息息相關，

針對相關商業郵件的詐騙行為，該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亦介入管理之。 

貳貳貳貳、、、、法律法律法律法律規範規範規範規範的的的的客體客體客體客體 

依據英國《PECR 2003》第 22 條 1 項規定，傳送電子郵件

（Electronic mail）至未經同意之個人時適用該法規範105，而《PECR 

2003》中第 2條對於電子郵件（Electronic mail）亦做出定義，其謂

任何文字、語音、聲音、及影像訊息透過公眾電子網路傳輸並得被

收件者網路終端設備所儲存，而被收件者收取者屬之，另包括短訊

（SMS）服務106。 

                                                 
104 .Lodewijk F. Asscher&Sjo Anne Hoogcarspel, Regulating Spam, IT&Law,January 2006,P53. 
105 Article22.(1) 
106 Artic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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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叁叁叁、、、、OPT-IN或或或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 

《PECR 2003》第 22條 2項規定，非經收件者事前同意，任何

人皆不得為直銷目的傳送，或教唆傳送不請自來的電子郵件給任何

自然人用戶，明示原則上採取事前同意（OPT-IN）之機制，而該規

定也同樣適用於使用自動撥號系統進行的電話語音及傳真直銷；然

而，於採取 OPT-IN的國家中，通常會開啟例外，使網路行銷不至於

因為採取 OPT-IN而受到嚴格禁止。《PECR 2003》於第 23條例外採

取事後拒絕（OPT-OUT）的情況包括：（1）發信人發送郵件前已經

與該特定收件者就其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交易，於磋商交易過程中取

得該特定收件者之聯絡資料；（2）該直銷行為係為提供該特定收件

者相類似的商品或服務；（3）收件者在其個人資料被蒐集建檔的同

時，已經被賦予簡易可行的拒絕或退出機制，而且未於隨後的通訊

中明示反對發信人利用其個人資料對其進行直銷。此外，第 23條 4

項亦規定，任何用戶也不得將其向電信業者申租取得使用權的線

路，提供他人從事違反第 22條規定禁止的行為。 

由於前述事後退出之例外情形，甚至包括當一個人表達對於購

買某種商品或服務的興趣，而他的資料已被業者收取，並且在往後

的行銷過程中，該收件者並未表達反對繼續接收之意，則業者將得

繼續以商業電子郵件對其行銷。就上述情形觀察，雖然英國名義上

立法採取事前同意(OPT-IN)原則，然因例外情形的立法失當，使得英

國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的機制，形同採取事後退出(OPT-OUT)，若

干學者亦批評英國在立法執行歐盟指令之架構時，並未合宜的融入

現有法制，而係創造出另一套規則去符合歐盟指令下會員國應該遵

循的義務107。 

                                                 
107 When implementing European legisl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often take a ‘piecemeal’approach, 

The new rules are not incorporated into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s, but a brand new Regulation 
is made to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European Law.Lodewijk F. Asscher&Sjo 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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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PECR 2003》規範之郵件客體係為行銷之用的商業電子郵件，

故禁止傳送的內容，仍與其他各國相同，為 UCE（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 

依據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草案》第 4 條規定，發信人

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

業所或住居所之地址，對應《PECR 2003》之規定，第 23條(b)款亦

有類似之明文，其意謂，作為直接促銷用途之電郵通訊，必須提供

有效回郵地址，否則不得傳送。 

伍伍伍伍、、、、業者業者業者業者（（（（ISP））））的的的的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 

《PECR 2003》第 5條規定，服務提供者，必須在技術上採取適

當措施以保障服務之安全性，且有義務告知消費者使用該服務之相

關風險108。 

《PECR 2003》第 15條規定，有以下兩種情形時，服務提供者

得採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行為的繼續發生：1、當收件者收到惡意或

騷擾性通信而請求追蹤時；2、該服務提供者認為採取該手段係屬必

要109。 

除以立法方式對抗商業電子郵件的濫發外，以自律規範作為管

制手段之一環，亦為許多開發中國家所採110。在英國，其民間各相

關產業所訂的自律規範，也隨著《PECR 2003》之制訂，而進行修正

及補充，最具有代表性者厥為英國廣告行為自律委員會於 2003年 3

                                                                                                                                          
Hoogcarspel, Regulating Spam, IT&Law,January 2006,P88. 

108 Section 5:Security of publi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s. 
109 Sectiion15 
110 In addition to enacting anti-spam legisla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uld require ISPs to establish 

an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on spam. John G. Palfery, Stemming the international tide of spam, 
Trends in Telecommunication Reform, April 2006,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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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所發布有關廣告、商品行銷及直銷之規定，而執行這一部自律規

範的是上述業界團體在 1962 年成立的獨立機構—廣告標準自律會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111，由於該團體在運作上，能有

效的管理其會員，使得該自律規範發揮了一定的管制功能。 

陸陸陸陸、、、、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 

民事方面，依據《PECR 2003》第 30條規定，任何因違反本法

規定而遭受損害之個人，得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損害賠償112。 

刑事方面，《PECR 2003》並無任何相關規定。然而，行政管制

上，依據《PECR 2003》第 32條之規定，因違反《PECR 2003》規

定而受損害的個人或機構，該個人或機構得請求主管機關為行政管

制上的必要措施，以停止相關的違法行為113。 

柒柒柒柒、、、、管轄及國際合作管轄及國際合作管轄及國際合作管轄及國際合作 

綜觀本指令，其內容並未有任何管轄之規定，主要係因本指令

並無任何刑事處罰的條文，解釋上，其管轄的範圍，應侷限於該國

境內所發出之商業電子郵件。 

《PECR 2003》並無任何國際合作之規範，但是英國在反濫發商

業電子郵件的國際合作上卻很活躍。首先，其簽署了與美國、澳洲

的多邊協定作為打擊國際性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的基礎，其次英國為

倫敦行動計畫(London Action Plan)總部的所在國，倫敦行動計畫為反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的國際合作中最具有代表性者，其參與的國家正

                                                 
111 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濫發電子郵件行為之管理與法制規範研究，2003年 12月，頁 124。 
112 Section 30: A person who suffers damage by reason of any contravention of any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se Regulations by any other person shall be entitled to bring proceedings for 
compensation from that other person that damage. 

113 Section 32: Where it is alleged that there has been a contravention of any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se Regulations either OFCOM or a person aggrieved by the alleged contravention may request 
the Commissioner to exercise his enforcement functions in respect of that contravention, but those 
functions shall be exercised by the Commissioner whether or not he has been so requ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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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增加當中，不僅及於公部門的合作，許多重要的私部門代表亦

參與其中。 

捌捌捌捌、、、、目目目目前執法前執法前執法前執法現狀現狀現狀現狀 

於 2003 年 12 月初，前述廣告標準自律會（ASA）針對 C Fry

公司之違法行為，依據其自律規約做出首次之懲處。由於 C Fry公司

向專門銷售廣告名單的業者購入一份名單，並依照這份名單寄送大

量廣告郵件，經消費者申訴，ASA 介入調查，該廣告主辯稱其以為

名單的銷售業者，已經取得名單中所列收件者的同意，惟 ASA站在

隱私保護規範及業者自律規約的立場上，仍對於該廣告主做成書面

警告，下命令其改正，並且公開供公眾知悉114。 

另一個著名的案例，係一位被保險公司解雇的員工，因心生不

滿，便利用某郵件寄送軟體發送五百萬封電子郵件，癱瘓該公司的

網站，並導致該公司營業上的損失，由於《PECR 2003》並無相關刑

事處罰的規定，針對上述情形，法院最後依該國刑法的相關規定，

判處該員工 6個月的有期徒刑並得易科罰金五千英鎊115。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Loi pour la confiance dans l'économie numérique 2004》》》》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法國政府為了實施歐盟「電子通訊中個人資料處理及保護個人

隱私指令」（Directive 2002/58/EC），於 2004年 6月 22日實行新法（Loi 

pour la confiance dans l'économie numérique）116作為執行管制商業電

子郵件之依據，而專責執行該法之機關為 CNIL（Commission 

                                                 
114 Anti-spam law enforcement report, take force on spam, OECD, May 2005, p47. 
115 Anti-spam law enforcement report, take force on spam, OECD, May 2005, p46. 
116 英譯法律名稱為’the Law on Confidenc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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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libertés），該機關係一獨立機關117。 

貳貳貳貳、、、、法律規範法律規範法律規範法律規範的的的的客體客體客體客體 

依據該國’Loi du 6 janvier 1978 relative a l’informatique, aux 

fichiers er aux liberres’118之規定，電子郵件若屬可資識別屬於某人

時，得被視為個人資料，關於此類電子郵件之蒐集與利用均屬違反

上開法令。 

另關於自動機器撥號系統（例如傳真）及傳送電子郵件行為，

若未得收件者事前同意，皆屬違反 2004年’Loi pour la confiance dans 

l'économie numérique’法令之行為，至於其他遠距通訊之行銷，在消

費者沒有明白表示拒絕之情況下，是被允許的；故簡訊的傳送，在

行銷者取得收件者個資時，手段如屬合法且消費者未明白表示拒絕

的前提下，應得任意發送。 

叁叁叁叁、、、、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該法係採取事前同意機制，故未經收件者事前同意而傳送商業

電子郵件皆屬違法，惟此處保護範圍僅限於自然人，未及於法人，

另外，寄件者亦不得隱藏其身分識別資料；並應提供一有效之位址

讓收件者得隨時選擇事後退出。 

另本法亦規定，若行銷者係基於既存之交易關係 (exist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而為商業直銷行為，不需得到收件者之事前同

意，然而必須符合以下 2點的規定：1、類似商品及服務的範圍嚴格

現縮。2、在既存交易關係後所發送之每一封商業電郵內，仍必須明

確提供選擇退出(OPT-OUT)之機制。 

                                                 
117 ITU Survey on anti-spam legislation worldwide, Wsis thematic meeting on cybersecurity, July 

2005, p29. 
118 英文全稱為：’the Data Processing, Data Files and Individual Liberties Act 1978’.性質類似於我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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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藉濫發郵件手段而實施詐欺等不法情事的管理，則是由

Générale de la Concurrence, de la Consommation et de la Répression des 

Fraudes (簡稱 DGCCRF)作為執法機關，併此指明。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Gesetz geg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德國於 2004年 6月修正並通過其《不正競爭防止法》之相關規

定，其中該法第 7條已將歐盟 Directive2002/58/EC《電子通訊中個人

資料處理及保護隱私指令》之相關規範落實於內；然而涉及 Spam之

相關事宜，並非單獨由該國公平交易機關負責執行，該國消費者保

護機關也參與部分監理事宜，另值得一提者，該國之網際網路協會

(Association of the German Internet Economy，以下簡稱 ECO)，雖非

屬該國政府機關，但於管制濫發商業電郵的角色上，卻扮演著相當

重要的角色，故以下再加以詳細介紹。 

貳貳貳貳、、、、ECO之之之之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一一一一、、、、ECO之成立之成立之成立之成立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與與與與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德國 ECO 成立於 1995 年，其為德國境內網際網路服務者

(ISPs)間及其他網際網路營業事業體所組成之一非營利性

質之公協會，目前 ECO已成為德國暨歐盟最大之網際網路

服務者聯盟，其社員包括 370 家以上之網際網路服務提供

者，年營業額超過 450億歐元。 

ECO作為一個民間組織，仍圖發揮其影響力，不但經常舉

辦各種活動促成網際網路業者間之對話與合作，並經常舉

辦各種論壇，尋求產、官、學界間之共識，其中在所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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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參與者間技術及規範上的交流，涵蓋的面向包括例如：

規範之制定(Law & Regulation)、青少年保護、無線區域網

路(WLAN)、網路電話(VoIP)、行動電子商務、網路安全等。 

二二二二、、、、ECO提供之服務提供之服務提供之服務提供之服務119 

ECO所提供之服務主要包括下列事項： 

1. 德國商業資訊之網際網路交換 (DE-CIX， German 

Commercial Internet Exchange)。 

2. 白名單建置計畫(CSA，Certified Sender Alliance whitelist 

project)。 

3. 網際網路不法內容之申訴(ICTF，Internet Content Task 

Force - hotline for complaints about illegal contents on the 

internet)。 

4. 資料稽核(Data Center Star Audit)。 

5. 法務諮詢(Legal consultancy regarding IT and telecom)。 

6. 歐盟 Anti-Spam 資料庫之建置 (Spotspam-European 

Anti-Spam Database)。 

叁叁叁叁、、、、《《《《不不不不正正正正競爭競爭競爭競爭防止法防止法防止法防止法》》》》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於該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7 條 2 項規定構成非可期待侵擾

(unreseasonable nuisance)之情形，包括：1、未經消費者之同意，或

非經其他市場參加者之可能同意，而進行電話行銷；2、未經受話號

碼所有人之同意，使用自動答錄電話、傳真機或電子郵件的服務做

行銷；3、遮掩或隱瞞發送人身分而傳送行銷廣告；或未載明有效地

址，使接收人無從瞭解其訴求，甚至於導致負擔費用。 

另該法第 7條 3項亦規範 OPT-IN例外之既存交易關係（Existing 

                                                 
119 引自 2007年 12月 18 日，NCC 訪問團至 ECO 總部，ECO 總部人員提供之相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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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relationship）情形，包括：1、企業因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

已取得顧客電子郵件地址。2、企業使用該電子郵件地址對自己的類

似商品或服務直接行銷。3、顧客不反對時。4、取得或使用顧客地

址時，清楚向顧客表示得隨時反對其使用該地址，並且未對客戶收

取額外費用。 

然而，該《不正競爭防止法》僅准許事業之競爭者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 ISP 業者及因濫發商業電郵件受損害之個人，於該法中並

無獨立之請求權120，個人僅得於蒐集相關郵件後向該國消費者保護

機關、公平交易機關或 ECO提起申訴，再由上述三個機關團體對濫

發者提起訴訟。 

除《不正競爭防止法》外，德國於其《電子服務法》

(Teledienstgesetz)第 7條 3項亦要求商業電郵之傳送者，必須使用有

效之信首及郵件位址，並明示該郵件係為商業行銷之用，違反該規

定者，主管機關得處以罰鍰121；惟為因應電信與廣電之匯流，該法

於 2007年初已修正整合為《電子媒體法》(Telemediengesetz)，新法

之規定亦類似舊法之原有規定。 

肆肆肆肆、、、、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Spotspam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一一一一、、、、Spotspam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鑑於網路活動的去國界化，Spam儼然是一個國際性共同議

題，於各國立法制定相關法制後，雖然對於嚇阻濫發者產

生一定的功效，但若無國際合作機制來解決跨國界之濫

發，仍無法實質有效解決該問題。 

                                                 
120 ITU Survey on anti-spam legislation worldwide, Wsis thematic meeting on cybersecurity, May 

2005, p30. 
121 ITU Survey on anti-spam legislation worldwide, Wsis thematic meeting on cybersecurity, May 

2005,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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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ECO作為歐盟最大之網際網路服務者聯盟，為有效解

決歐盟境內跨國界領域 Spam之傳送，於是便倡議 Spotspam

計畫，建置一跨國境申訴調閱相關資料平台。 

首先各國之申訴者得先向該國所設置之 Spambox信箱進行

申訴，各國彙整後，透過 Spotspam所建置的跨國資料平台

進行相關資料調查工作，調查工作完成後，轉交相關資料

予各國之政府機關或有權起訴之人對於濫發者提起訴訟，

以有效懲治濫發者，計畫架構如下圖122： 

 

 

 

 

 

 

 

二二二二、、、、Spotspam執行案例執行案例執行案例執行案例 

執行上，一個發生於歐盟內之 Spam案件，從申訴，以致於

到本國主管機關所建置之 Spambox 作調查，而後透過

Spotspam 之機制進行跨國境調查，到最終採取法律行動，

行動範圍可能擴及於歐盟境內四個國家，例如下圖123之情

                                                 
122 引自 2007年 12月 18 日，NCC 訪問團至 ECO 總部，ECO 總部人員提供之相關簡報。 
123 引自 2007年 12月 18 日，NCC 訪問團至 ECO 總部，ECO 總部人員提供之相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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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項項項項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Dutch Telecommunications Act》》》》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一一一一、、、、OPTA成立成立成立成立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與機關與機關與機關與機關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荷 蘭 OPTA(Onafhankelijke Post en Telecommunicatie 

Autoriteit)成立於 1997年 8月 1日，該機關係為促進荷蘭通

訊傳播業之公平競爭及健全發展所設，承繼該國原交通部

下之網路服務局之執掌分工（Network and Services Board，

性質類似於我國之電信總局），OPTA 之機關性質同於我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而屬於獨立機關，其上級機關經濟

部雖必須承擔 OPTA 所做出決定之政治責任，但對於該獨

立機關委員會所為之決定，並無任何變更之權。 

OPTA 與該國公平交易主管機關 Nma 之分工亦值注意，

OPTA 主要管制的領域特定於電信及郵政領域，且為事前

（ex-ante）之管制，主要目的係促進電信及郵政領域之市

Complainant Spotspam Party taking 
Legal 
action 

National  
Spambox 

NL DE / PL UK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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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而 Nma 主要關注於在市場不公平競爭之事後

(ex-post)防止，以及決定事業之結合或聯合行為是否合法，

兩機關之執掌各異，但目的主要皆為促進產業之公平競

爭，使消費者蒙受市場競爭環境下所應享有之服務與利益。 

二二二二、、、、OPTA之之之之權能權能權能權能124 

OPTA 主要任務係維持及促進電信及郵政市場之競爭狀

態、確保消費者及終端使用者（end user）之權益。每年年

初，OPTA皆會出版該機關對於新年度之市場遠景，並指出

其未來一年施政計畫的優先順序。 

OPTA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包括如下： 

1、處理業者間網路互連之爭議。 

2、核配電話號碼。 

3、關於郵政及通訊方面個人隱私之保護。 

4、電子簽章之認證與規制。 

5、維持、保障郵政及固定通訊之最低程度服務之提供。 

貳貳貳貳、、、、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為落實歐盟《電子通訊中個人資料處理及保護隱私指令》

Directive2002/58/EC之規範，荷蘭政府於 2004年修訂該國電子通訊

傳播法《Telecommunication Act 》Article 11.7、11.8，並於當年度 5

月 19日生效實行，以下分別介紹其重點規範如下： 

一一一一、、、、《《《《Telecommunication Act》》》》Article 11.7 

1、行銷者以電子通訊之方式行銷，必須取得訂閱者之事前

                                                 
124 引自 2007年 12月 18 日，NCC 訪問團至 ECO 總部，ECO 總部人員提供之相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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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2、行銷者基於既存之交易關係 (exist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而為行銷行為，不需得到收件者之事前同意。 

3、行銷者於傳送電子郵件時，必須提供正確之身分及郵件

位址，以利收件者提出請求終止其行銷行為。 

二二二二、、、、《《《《Telecommunication Act》》》》Article 11.8 

本條項回應歐盟指令Directive 2002/58/EC第 13條 5項之規

定，限制寄送者不得寄送 spam的對象僅限於自然人（ban on 

spam only applies for subscribers who are natural persons）。 

叁叁叁叁、、、、對對對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 

《Telecommunication Act》規範 spam最主要的兩個立足點為 

1、服務提供者之經濟利益之保護。2、未端使用者之權益保護

（protection of endusers）。 而其採取之方式則是賦予行政機關調查

權，並對違法規定者施予行政罰鍰，簡要臚列相關規定架構如下： 

一一一一、、、、OPTA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Spam事務權限事務權限事務權限事務權限 

（（（（一一一一））））《《《《Telecommunication Act》》》》 

1.Article18.7：命令提出資訊（demand information） 

2.Article15.4：施予罰鍰（impose fine） 

3.Article15.2：施予週期性懲罰金（Periodic penalty）及

實施強制執行措施。 

（（（（二二二二））））《《《《Common Administrative Act》》》》 

1.OPTA之員工為具有監督權限之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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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實施行政調查權，得進入營業場所或設備放置處

所。 

3.得要求提出資訊並有權檢閱及調查傳播媒介。 

4.受調查者有合作之義務。 

二二二二、、、、根據調查結根據調查結根據調查結根據調查結果為處果為處果為處果為處分分分分 

基本上，OPTA係依據調查報告而為罰鍰，處罰之最大額度

不超過 450.000 歐元，但目前 OPTA 所持之政策，除非寄

件者獲利龐大或造成收件者嚴重的損害，一般決定處罰之

上限為 100.000歐元，另外，OPTA亦可能對於濫發者施予

週期性懲罰金（Periodic penalty）及其他強制執行措施。 

肆肆肆肆、、、、目目目目前前前前執法執法執法執法現狀現狀現狀現狀 

自從該國《Telecommunications Act》於 2004年 5月 19日生效

後，OPTA於 2007年 2月 2日對一 SPAMMER施予 75000歐元之行

政罰鍰，此為該法生效後，OPTA所施予最高罰鍰處罰之例。OPTA

在衡量罰鍰的輕重時，首先考慮 SPAM 數量的多寡，其次考慮濫發

SPAM 的手段、所獲得的利益，隱藏自己身分的手法等，綜合考慮

後，決定罰鍰的額度125，與我國行政罰法 18條之規範原理頗為近似。 

第六項第六項第六項第六項 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Data Protection Code》》》》 

義大利國會於 2003年通過了個人資料保護法作為規制濫發商業

電子郵件之準據，其中針對嚴重之濫發情形，並有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之適用。該國之主管機關為資訊保護局（Data Protection 

                                                 
125 See http://www.opta.nl/asp/en/newsandpublications/pressreleases/document.asp?id=2126, 最後造訪日期 2007年 4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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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其主要職責，除了確保個人資訊安全外，涉及濫發商業

電子郵件之事務，亦涵蓋其執掌內；平日，該局受理民眾對於濫發

商業電子郵件之申告，對於違法者，該局得視違法情狀處以罰鍰；

另該局也有權力執行現場偵查、搜索及沒收違背該法之相關證據

126，義大利資訊保護局亦與其他國家之主管當局聯合共同打擊商業

電郵之濫發，特別它也是歐盟內打擊 SPAM聯絡網下的重要成員。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項項項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壹壹壹壹、、、、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OPT-IN機機機機制與制與制與制與 OPT-OUT機機機機制規範制規範制規範制規範模模模模式式式式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採取 OPT-IN或 OPT-OUT其實都反映了立法者對於法規範目的

下的一種選擇。歐盟方面，對於管制商業電子郵件的濫發，法制面

上的著眼點主要強調「個人隱私之保護」，依據我國大法官釋字 603

號解釋：「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

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

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

利。」可知隱私權乃為一完整的權利，並非一種選擇權，故無從也

不得藉由提供收件者選擇退出（OPT-OUT）的方式來達成隱私權保

護的目的，因為收件者的隱私權，仍得因商業行銷者第一次合法傳

送之郵件而被侵害。 

    反觀採取 OPT-OUT立法例的國家，立法目的的精神主要著眼於

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干擾，提升網

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我國行政院版草案即為此例，其管制的行為

客體，乃違法者取得個人資料後的濫發郵件行為，因此該法的內容

極有可能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形成規範上的重疊。 

                                                 
126 ITU Survey on anti-spam legislation worldwide, Wsis thematic meeting on cybersecurity, May 

2005,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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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英英英英國業者之自律規則得作為管制國業者之自律規則得作為管制國業者之自律規則得作為管制國業者之自律規則得作為管制的借鏡的借鏡的借鏡的借鏡 

在英國的管制上，業者的自律規則發揮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值

得我國借鏡。然而，自律規則的目的應該是給予 ISP 業者足夠的誘

因去排除 SPAMMER的行為，而不是去過度管制 ISP業者；立法者

也不應該指定 ISP 業者們作為行政機關的代理人，去過度的封鎖或

監視郵件之內容。自律規則應該嚴格限制 ISP 業者僅得封鎖濫發商

業電子郵件者127，否則將導致 ISP 業者介入通訊內容的檢查，違反

憲法對人民隱私權的保障。 

叁叁叁叁、、、、法國法國法國法國民眾通報系統民眾通報系統民眾通報系統民眾通報系統（（（（SPAM Mailbox））））建置建置建置建置之之之之借鏡借鏡借鏡借鏡 

法國之 SPAM Mailbox 乃係作為民眾反應有商業電子郵件濫發

情形之用，但該通報系統僅被用於主管機關研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之問題，而未被當作人民陳情的管道。值得我國注意者，我國行政

機關建制之民眾通報系統，應如何運作，各個成員之間的法律關係

為何，立法上要有如何因應，宜詳加探討。 

一一一一、、、、被被被被害害害害人人人人向向向向主管機關提出案件資主管機關提出案件資主管機關提出案件資主管機關提出案件資料料料料，，，，請請請請求求求求調查加害調查加害調查加害調查加害人相關資人相關資人相關資人相關資

料料料料 

依據行政院版本草案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濫發商業電子

郵件管理之主管機關為通訊傳播委員會，在主管機關未有

任何法規依據將其相關之管理權限以委任、委託、委外其

他機關或團體之前，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於被

害人的申訴，應有加以處理之義務。 

然而若依據行政院版草案第 7 條第 1 項之規定，發信人違

反第 4 條或第 5 條規定，侵害收信人權益者，負損害賠償

                                                 
127 Codes should be strictly limited to requiring ISPs to shut down spammers. John G. Palfery, 

Stemming the international tide of spam, Trends in Telecommunication Reform, April 2006,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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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同條第 2 項復規定，收信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由於實務上違反該規定的案例，

乃屬每位電子郵件服務使用者平日接收郵件時都會發生之

情形，當該法案一通過施行，勢必造成行政機關必須接受

民眾鉅量的申訴案件，主管機關遇此情形，在有限的資源

下，根本無法因應，此時必須考慮下列兩點管制手段的介

入： 

（（（（一一一一））））委託委託委託委託行使行使行使行使公公公公權權權權力力力力：目前各個網路郵件服務提供者皆

須跟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申請 IP

位址和註冊網域名稱才可提供網路郵件服務，雖然

目前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受託行使公權力之

事項僅限於此，但若要考慮代替行政機關接受民眾

的申訴，以及哪一個團體適合作為團體訴訟的單

位，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應為一可考慮之對

象；此外，台灣網際網路協會（TWIA）成立於 1999

年 11月，由國內從事網際網路相關的業者，包括：網

路服務提供廠商(ISP)、網路內容服務提供廠商(ICP)、

電子商務經營業者、入口網站等共同發起成立，並開

放對網際網路發展有興趣之個人參加，該團體對於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的管理亦經常提出具體的建議，故台

灣網際網路協會亦得為主管機關考慮委託行使公權

力之另一個選擇。 

對於民眾申訴案件的回覆以及團訟制度的設立，目

的都是為了讓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受損害的個人，藉

由提起民事訴訟而獲得損害的填補，如果能夠讓上

開事務由同一法人團體負責，存有以下之優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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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減少多次公文往返而導致行政資源浪費；二、財

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或台灣網際網路協會對於

業者們有基礎的管理與統合，若由其向業者取得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者相關的證據資料亦屬便利；三、

主管機關將此部分權力委託出去後，方得將有限的

行政資源，作最有效的利用。 

（（（（二二二二））））申訴申訴申訴申訴案件最案件最案件最案件最低門檻的低門檻的低門檻的低門檻的限制限制限制限制：然而僅將公權力委外，

若沒有申訴案件最低門檻的限制，受託行使公權力

的團體因為申訴案件繁多仍然無法因應，因此法制

面的設計上，勢必要針對申訴案件的質與量作控

管，比較法的觀察上，新加坡法僅針對同一人於一

定時間內傳送超過某數量時，予以處罰，或得對之

求償128，值得作為我國設計申訴案件最低門檻的參

考。 

二二二二、、、、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受理團訟團受理團訟團受理團訟團受理團訟團體之行政法律關體之行政法律關體之行政法律關體之行政法律關係係係係 

（一）承上，要考慮代替行政機關接受民眾的申訴案件回

覆以及哪一個單位適合作為提起團體訴訟的財團法

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及台灣網際網路協

會兩者皆是可以考慮的對象。基本上，財團法人台

灣網路資訊中心應符合行政院版草案第 1 項第 1 款

財團法人之登記財產總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而得成

為提起團訟之財團法人，具有民事訴訟法上形式當

                                                 
128 Aritcle3.1 Pursuant to the earlier consultation exercise, the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agree that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should apply only to spam transmitted in bulk. Aritcle 3.11 Clause 6(1) 
provides that electronic messages are regarded as transmitted in bulk if the same sender transmits: 
(a) more than 100 electronic messages containing the same or similar subject-matter during a 
24-hour period; (b) more than 1,000 electronic messages containing the same or similar 
subject-matter during a 30-day period; or (c) more than 10,000 electronic messages containing 
the same or similar subject-matter during a one-yea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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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之適格；至於台灣網際網路協會依其組織章程

的規定，其性質為公益性的社團法人，其社員人數

若符合濫發商業電子管制條例草案中達一百人之規

定，亦具有民事訴訟法上形式當事人之適格。 

（二）除直接由法律規定委託私人行使公權力外，行政機

關尚得依法律行為而為授與，而法律行為又可分以

行政處分授與及以行政契約授與，面對濫發商業電

子郵件管制事項，極可能隨著科技的發展而有不同

的變化，考慮管制上之彈性，行政契約毋寧為一可

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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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節節節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 

《《《《互互互互聯聯聯聯網電子郵件管網電子郵件管網電子郵件管網電子郵件管理辦理辦理辦理辦法法法法》》》》 

根據英國安全公司 SOPHOS於 2007年 1月所公佈之資訊安全威

脅報告指出，在 2006年散發垃圾郵件之國家排名，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下簡稱中共）由往年第三名躍升至第二名，占全球散發垃圾郵

件數量 15.9%129，僅次於美國。關於濫發郵件的問題以及電腦駭客散

發病毒，一直是中共相關單位如「信息產業部」及民間單位「中國

互聯網協會」近年來相當注意之課題，但對於管制垃圾郵件的立法，

遲至西元 2006年 2月 20日中共信息產業部才公佈並於同年 3月 30

日才生效實施《互聯網電子郵件管理辦法》（以下簡稱《電郵管理辦

法》）。特別的是，該《電郵管理辦法》的法律位階僅是對人民有拘

束力之法規命令而非法律130，且由於中共係較極權之國家，對於垃

圾郵件之管理亦採取較高度的行政管制方式，該《電郵管理辦法》

中對於各種網際網路業者所賦予之嚴格責任及義務也是其他國家相

關之法規中所不復見的，鑑於國內現今尚無較完整文獻討論到中共

該《電郵管理辦法》之內容，在此對於該《電郵管理辦法》較特殊

之地方做一整理如後。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法案內容詳析法案內容詳析法案內容詳析法案內容詳析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依該《電郵管理辦法》規定，其管制濫發垃圾郵件之主管機關

                                                 
129 此數據係包含香港所發出之垃圾郵件，參照 Sophos Security Threat Report 2007, SOPHOS, 

January 2007, P12. 
130 該《辦法》第一條明定：「為了規範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保障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用戶的合法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制訂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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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為信息產業部，在地方則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通信管

理局（第 6條、第 17條、第 20條至第 25條）。此外，通報濫發電

子郵件系統以及國際合作事宜，則由民間單位「中國互聯網協會」

及其「反垃圾郵件中心」管理。 

貳貳貳貳、、、、法案規範之客體法案規範之客體法案規範之客體法案規範之客體 

該《電郵管理辦法》所管理範圍不限於未受允許之商業電子郵

件，尚包括所有未受允許之郵件以及包含法律明文禁止發送內容之

郵件，只要有違反該《電郵管理辦法》禁止規定之郵件，均為受其

規範之客體。但是該《電郵管理辦法》對濫發電子郵件並無定義性

的規範，因其認為垃圾郵件的認定應由收信人為之，故僅在該辦法

中明定禁止行為之態樣（第 11條、第 12條及第 13條）。 

叁叁叁叁、、、、OPT-IN或或或或 OPT-OUT機制機制機制機制之選擇之選擇之選擇之選擇 

對於 OPT-IN或 OPT-OUT之機制選擇，僅對於發送商業性電子

郵件有規範，該《電郵管理辦法》原則上係採用 OPT-IN之機制，若

未經收信人明確同意，不得對其發送包含商業廣告內容之互聯網電

子郵件（第 13條），而得到收信者同意對其發送商業性電子郵件後，

仍須在郵件中提供「不繼續接收」之機制，以供收信者日後若不欲

繼續接收此類信件時使用（第 14條）。 

肆肆肆肆、、、、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電郵管理辦法》所禁止之行為有： 

一、製作、複製、發佈、傳播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

第五十七條規定各項131內容之電子郵件之行為132（第 11條

                                                 
131 中共法規條文之順序為「條、款、項」，和我國之「條、項、款」不同，在此係引用中共之名稱，下同。 
132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五十七條規定為：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電信網路製作、複製、發佈、傳播含有下列內容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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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二、利用電子郵件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五十八

條各項所禁止之危害網路安全及信息安全之活動133（第 11

條第 2款）。 

三、未經授權利用他人電腦系統發送電子郵件之行為（第 12條

第 1項）。 

四、未經授權利用他人電腦系統發送電子郵件之行為（第 12條

第 1項）。 

五、以字典式攻擊方式蒐集他人電子郵件地址並加以利用之行

為（第 12條第 2項）。 

六、故意隱匿或偽造互聯網電子郵件信封信息之行為（第 13條

第 1項）。 

七、未經收信人同意而向其發送有商業性廣告內容郵件之行為

（第 13條第 2項）。 

八、發送商業性廣告內容之郵件，未於信件標題註明「廣告」

或是「AD」等字樣（第 13條第 3項）。 

九、經收信者明確拒絕繼續接收電子郵件後，仍對其發送電子

郵件之行為（第 14條第 1款）。 

十、沒有提供在 30日內，有效之讓收信人得以拒絕繼續接收該

類信件之聯絡方式者（第 14條第 2款）。 

                                                                                                                                          （一）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二）危害國家安全，洩漏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的；  （三）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  （四）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的；  （五）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六）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  （七）散佈淫穢、色情、賭博、暴力、兇殺、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  （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的。」 
133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為：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有下列危害電信網路安全和資訊安全的行為：  （一）對電信網的功能或者存儲、處理、傳輸的資料和應用程式進行刪除或者修改；  （二）利用電信網從事竊取或者破壞他人資訊、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活動；  （三）故意製作、複製、傳播計算機病毒或者以其他方式攻擊他人電信網路等電信設施；  （四）危害電信網路安全和資訊安全的其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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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對對對對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賦予賦予賦予賦予之責之責之責之責任任任任及義務及義務及義務及義務 

對於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ESP）以及互聯網接入服務提供者

（IAP）賦予較多的限制以及責任，大致上有以下幾點： 

一、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非先取得許可或完成備案手續不得提

供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 

該《電郵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欲提供電子郵件服務之

組織或是個人，均必須先向主管機關取得增值電信業務經

營許可或者依法履行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備案手續，

而依第 5 條之規定，未取得許可或是履行備案手續者，互

聯網接入服務提供者不得為其提供接入服務。 

二、電子郵件服務器使用之 IP位址必須登記： 

該《電郵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

供者應當在電子郵件服務器開通前 20 日將其所使用之 IP

位址向主管機關實行登記，若其電子郵件服務器之 IP位址

有變更者，亦應提前 30日辦理變更手續。 

三、加強電子郵件服務之安全管理： 

第 7 條規定，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須按照主管機關訂定之

技術標準建立電子郵件服務系統，關閉匿名轉發的功能，

加強安全管理，並於發現漏洞時，及時採取安全防範措施。 

四、關於用戶之個人資料負有保密的義務： 

第 9 條規定，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及其員工對於其用戶之

資料及其電子郵件地址，除法律或其他行政法規另有規定

外，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洩漏之。 

五、強制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須保留收發紀錄及有提供紀錄之

義務： 

第 10條規定，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必須保留其服務器中發

送接收之電子郵件時間、電子郵件地址以及 IP 位址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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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並有義務在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提供該紀錄。 

六、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以及提供接入服務之電信業者必須為

其用戶提供便捷的舉報方式： 

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以及提供接入服務之電信業者不僅必

須為其用戶提供便捷之舉報方式等事項，在有關機關的要

求之下，必須協助調查相關責任人（第 15條至第 18條）。 

以上幾點顯示中共政府當局欲利用對服務提供者高度管制，達

到減輕濫發電子郵件的目的。若服務提供者違反《電郵管理辦法》

對其所賦予之責任，可對之處以行政處罰（第 19 條至第 22 條及第

25條），最高可對其處以人民幣 100萬元罰款134，比濫發電子郵件之

最高 3 萬元處罰高出數十倍。綜觀全部條文，約有半數以上規範服

務提供者責任義務，對其採行高度行政管制措施，實屬罕見。 

陸陸陸陸、、、、對違法者對違法者對違法者對違法者所所所所採取之行動或手段採取之行動或手段採取之行動或手段採取之行動或手段 

對於不法發送電子郵件者可採取之行動，該《電郵管理辦法》

僅對之有行政處罰，其罰款金額最高為人民幣 3 萬元整。也因為僅

有行政處罰，由國家之主管機關進行高度行政管制，一般人民及組

織無法對不法發送電子郵件者採取行動，僅能向受主管機關委託中

國互聯網協會反垃圾郵件中心所成立之「垃圾郵件舉報受理中心」135

舉報，再由信息產業部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通信管理局對違

反規定者予以警告、權令改正及處以罰款。 

柒柒柒柒、、、、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管轄與國際合作 

    根據該《電郵管理辦法》第 2 條之規定可知，僅在中共境內提

                                                 
134 即違反第 4 條規定，未經取得許可或完成備案手續而逕自提供電子郵件服務者，依本《辦法》第 19 條規定係依照《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 19 條處罰之，其有違法所得者，處其違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罰款，無違法所得者，處人民幣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款。 
135 該舉報受理中心網址以及舉報格式詳見：http://www.12321.org.cn/jbyj.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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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以及為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接入服務和

發送電子郵件者，才有該《電郵管理辦法》之適用。亦即提供服務

的電子郵件伺服器係架設於境內者，始受該《電郵管理辦法》之管

轄，若架設於中共境外者則不在該《電郵管理辦法》之管轄範圍內。 

在國際合作上，雖然該《電郵管理辦法》中的規定沒有對國際

合作有著墨，然而中國互聯網協會對於以國際合作打擊濫發電子郵

件之態度相當積極，其不僅加入倫敦行動計畫之簽署，還以其名義

加入首爾 -墨爾本反垃圾郵件協定（Seoul-Melbourne Anti-Spam 

Agreement），而其反垃圾郵件中心與南韓及澳洲亦有設立交換數據

及資訊之機制，接受從國外移案之處理。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 

    中共自 2006 年 3 月 30 日該《電郵管理辦法》生效以來，第一

個依據該《電郵管理辦法》處罰之案例，係 2006年 8月由廣東省通

信管理局依據該辦法第 24條，對一家以軟體蒐集收信者郵件地址，

並在未經收信人明確同意下發送廣告信件之公司，做出責令其停止

繼續發送電子郵件之行為，並處以 5000 元人民幣罰款之行政處分

136。另外，中國互聯網協會反垃圾郵件中心依據該《電郵管理辦法》

第 16條授權，成立了「垃圾郵件舉報受理中心」接收人民舉報垃圾

郵件，以及在 2006 年 12 月舉行了一個大型的國際反垃圾郵件高層

論壇，除此之外，尚看不出該《電郵管理辦法》生效實施以來有何

具體成效137，但就中國互聯網協會反垃圾郵件中心自該法生效以來

所接受之舉報數字來看（表一），在 2006 年 11 月及 12 月舉報垃圾

                                                 
136 中共 CSDN2006年 8月 17 日網站新聞，網址：http://news.csdn.net/n/20060817/93804.html，最後造訪日期：2007年 2月 15 日。 
137 中國互聯網協會在 2006年 12月國際反垃圾郵件高層論壇中表示，自 2006年 3月《互聯網電子郵件管理辦法》生效實施以來，對垃圾郵件發送者產生威攝作用，並對控制垃圾郵件之數量已達到顯著成效，但是根據 SOPHOS2007 年 1 月份所出版之 2006 年安全威脅報告指出，散發垃圾郵件之國家，中國依舊位居全球第二，且數量並無減少之傾向，無異與中國互聯網協會之聲明有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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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之數量，和前幾個月比較起來，竟有突然大量減少之情形，至

於原因為何則有點令人費解。 

    在國際合作的執行上，最近一則國際合作之案例，係在 2007年

1月 29日，反垃圾郵件中心應澳洲主管機關（ACMA）之要求，對

於伺服器架設在中共境內某散發垃圾郵件之公司，做出處置138。中

共既是全球第二大散發垃圾郵件之國家，未來定會接受更多其他國

家對其境內所發出之垃圾郵件做出處置之要求，未來對於國際合作

之進行，必是中共相關單位需要注意課題之一。 

（表一 中國互聯網協會反垃圾郵件中心受理舉報狀況） 

 每月舉報狀況彙總（自 2006年 4月起至 2007年 3月止） 月份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總計 數量 26787 34570 20195 28044 44405 43652 28699 6874 11935 9979 6925 13154 275219 資料來源：中國互聯網協會反垃圾郵件中心 2006年 12月~2007年 3月月報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壹壹壹壹、、、、規範客體規範客體規範客體規範客體包含包含包含包含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性質性質性質性質之電子郵件之電子郵件之電子郵件之電子郵件，，，，是是是是否涉否涉否涉否涉及侵及侵及侵及侵犯犯犯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言論自由言論自由？？？？ 

大部分立法例對於管制垃圾郵件之範圍大多數定義在「商業性

電子郵件」，亦即只對發送大量商業性電子郵件者（UCE）加以管制，

若非發送商業性電子郵件者，大多不在法律限制範圍中，以免涉及

到妨礙人民之言論自由而違反國內憲法規定。但從中共之《電郵管

理辦法》觀之，言論自由之保障並不在其關切範圍內，在其舉報格

式中，可供民眾勾選舉報之垃圾郵件類別共有八項139，其中關於商
                                                 
138 中國互聯網協會反垃圾郵件中心 2007年 1月份月報，頁 7。 
139 詳見 http://www.12321.org.cn/jbyj.php。其類別有下列八項： 一、危害國家安全、煽動民族分裂、破壞民族團結。 二、攻擊黨和政府、國家領導人、損害國家機關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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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言論之廣告性電子郵件僅是可供舉報項目中之一項而已，言論

自由之保障，在中共似乎不是重要課題，舉凡牽涉到政治、宗教或

其他中共當局認為需要管制之範圍內，任何人都不得以電子郵件方

式散佈前述的八項內容，故將垃圾郵件之管制範圍界定在發送大量

電子郵件（即 UBE），也是中共和其他國家立法例迥異的地方。 

貳貳貳貳、、、、對於濫發郵件之處罰對於濫發郵件之處罰對於濫發郵件之處罰對於濫發郵件之處罰僅僅僅僅有行政罰有行政罰有行政罰有行政罰款款款款 

    中共管制濫發電子郵件之《電郵管理辦法》在法律效力上僅屬

於行政規章，所以在處罰內容上僅訂有行政處罰，且對於濫發電子

郵件者之處罰最高僅有人民幣 3 萬元之罰款，難以發生阻嚇作用。

然根據中共信息產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李國斌於 2006年接受訪談

時提到，該《電郵管理辦法》僅是未來制定法律層次反垃圾郵件法

的基石140，故未來若中共有制定法律層次之反垃圾郵件法，或許會

有較嚴厲之管制手段規範。 

叁叁叁叁、、、、中中中中共共共共採取採取採取採取高度的高度的高度的高度的行政管制是行政管制是行政管制是行政管制是否否否否可行可行可行可行？？？？ 

由前述可知，中共對於各服務提供者所賦予之責任及義務較其

他國家相關法律規範為重，該《電郵管理辦法》中光是規範服務提

供者之責任義務就占去將近一半的條文規定。另外對於電子郵件服

務採取許可制，IP 位址還必須登記，雖是方便主管機關於事後進行

調查及反查，其執行效果目前還看不出成效，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最高僅僅 3 萬元人民幣的罰款，對於濫發郵件者來說並無法造成威

                                                                                                                                          三、捏造、歪曲事實、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 四、"法輪功"等邪教言論。 五、淫穢、色情。 六、涉及賭博、詐騙、敲詐、暴力、兇殺、恐怖資訊，教唆犯罪。 七、公然侮辱他人、捏造事實誹謗他人。 八、廣告資訊。 
140 「李國斌副司長解讀《互聯網電子郵件管理辦法》」，新聞來源：人民郵電報，2006 年 3 月

18 日，網址：http://www.anti-spam.cn/ShowArticle.php?id=2572，最後造訪日期：2007 年 2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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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的作用，且高度管制的結果，勢必造成龐大之行政負擔，以台灣

現在之行政資源來看，對於未來關於管制垃圾郵件之立法，是否可

以像中共實施如此高度之行政管制，實有商榷之需要。 

另外，本文以為在管制濫發電子郵件之課題上，本國的立法趨

向必須要將服務提供者（不論是 ESP、ISP、或是 IAP）當成是合作

的對象而非打擊的對象，但是賦予服務提供者一些權利義務是有必

要的，例如在法條中明文規定其有必須提供資料以及協助調查之義

務，以及在具有合理懷疑或是根據多數用戶檢舉的情況下，賦予其

可以對濫發郵件者進行諸如停權等之必要處置的權限。我國「濫發

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在提送行政院審議前之版本，本有明

訂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得拒絕提供服務之條件規定，然在行政院審

議時，為避免賦於其過多權利而將該規定刪除，本文以為，若在規

定中設定相當要件，如明訂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必須有合理懷疑之

明確證據，或是對於經由一定數量用戶檢舉通報之同一濫發者，始

得行使其對濫發者處以停權或停止服務之權利，在此條件下，應該

就可以避免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濫用權利之疑慮，也可以增進其配

合防制濫發電子郵件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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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節節節節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 

《《《《Spam Control Act》》》》 

    新加坡雖非垃圾郵件之大宗發送國，但仍舊飽受垃圾郵件之騷

擾，在 2004 年 5 月時，新加坡之主管機關資訊通訊發展局（The 

Info-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簡稱 IDA）

和新加坡司法部（The Attorney-General Chambers of Singapore, 簡稱

AGC）為減輕垃圾郵件所製造之問題，擬立法以對，徵求各界之意

見，並於 2005年 9月斟酌各界所提出之意見，擬出管制垃圾郵件之

草案版本「Proposed Spam Control Bill」。 

該草案遲至今年（2007年）4月 12日才獲新加坡國會立法通過

《Spam Control Act》141，且於同年 6月 15日生效施行。其立法理由

認為，垃圾郵件之管制，並非以一個手段便可以達到管制目的，應

從多方面著手，並同時採用技術、公眾教育、業者自律142、國際合

作以及立法等多種方式，來控制垃圾郵件數量的增長143。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法案內容詳析法案內容詳析法案內容詳析法案內容詳析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根據《Spam Control Act》第 2條規定，其主管機關為 IDA，IDA

在《Spam Control Act》之原則下，可以制定相關規則，以供業者遵

                                                 
141 「New law to curb email, mobile spam」，新聞來源：Channel newsAsia，2007年 4月 13 日，網址：http://sg.news.yahoo.com/070412/5/singapore269937.html，最後造訪日期：2007年 4月

13 日。 
142 新加坡稱業者，不僅指網際網路相關服務提供者，亦包括廣告主。 
143 參 照 新 加 坡 IDA 網 站 ： Consultation Papers & Decisions ， 網 址 ：

http://www.ida.gov.sg/doc/Policies%20and%20Regulation/Policies_and_Regulation_Level2/cont
rolEmailSpam/2nd_Joint_IDA-AGC_Consultation_Paper.pdf，最後造訪日期：2007 年 2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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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第 17條）。 

貳貳貳貳、、、、法案規範之客體法案規範之客體法案規範之客體法案規範之客體 

    根據《Spam Control Act》規定來看，所謂電子訊息（electronic 

message）係指經由電子郵件或是手機所傳送之訊息（第 4 條），故

電子郵件的地址以及手機號碼，均為本法所指稱之電子地址

（electronic address，詳見第 2條之名詞定義），故該《Spam Control 

Act》所規範之範圍不僅限於電子郵件，尚包括手機的簡訊。除了以

字典式攻擊或是以類似發送軟體寄送電子訊息者外，從本法第 3 條

來看，其所規範之客體，為具有商業性或行銷性之電子訊息

（commercial electronic message）。和其他立法例不同的是，該條對

以從他人獲取財產或經濟上利益為目的，所發送不實及欺騙性內容

之電子訊息，亦納入「商業性電子訊息」的範圍中，擴大了法規適

用的範圍。 

而《Spam Control Act》對於垃圾郵件之定義，係指未經收信人

許可而大量發送之商業性電子訊息（不僅只是電子郵件，其中亦包

括手機簡訊在內），若未遵守《Spam Control Act》第 9條及第 10條

規定中，關於發送商業性電子訊息必要之格式，或是經由收信人拒

絕其發送訊息後十天內仍對之發送商業性廣告訊息者，即為垃圾郵

件。另外，前述所稱之「大量發送」，根據該法案第 6條之定義，係

指同一發信人在 24小時之內發送 100封、30天內發送 1千封以上或

是一年內發送 1 萬封以上相同或相似主題之電子訊息，即為大量發

送。 

叁叁叁叁、、、、OPT-IN或或或或 OPT-OUT之選擇之選擇之選擇之選擇 

    該法目前係採 OPT-OUT之機制，在收信人發出「停止發送」要

求（unsubscribe request）後 10個工作天內，即禁止向該收信人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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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性電子郵件（第 9條）。 

肆肆肆肆、、、、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一、發送人必須提供收訊人準確且運作正常之郵件地址或電話

號碼，以便收訊人可以透過這些資訊和發送人連絡，若該

訊息中沒有提供上述資訊者，則為違法行為（第 9條（1）

（a）及（b））。 

二、所提供給收訊人之有效連絡資訊中，不管用幾種語言表示，

其中一種必須為英語，否則違反草案之規定（第 9條（1）

（c）（ii））。 

三、所提供給收訊人之有效連絡資訊，必須為在發送後 30天內

有效之聯絡資訊（第 9條（2）（a））。 

四、收訊人於發送「停止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訊息後 10個工 

作天內，即應停止再向該收訊人發送此類訊息，否則即為

違法（第 9條（3））。 

五、在收到收訊人拒絕接收之信息後，該發送人除非有該收訊

人之同意外，不得將該收訊人之資訊洩漏給其他人（第 9

條（4））。 

六、郵件主旨必須和其內容相符合，不得為誤導收訊人之主旨

（第 10條（1）（a））。 

七、除非該郵件已經收訊人許可發送，否則郵件標題前必須有

廣告等易辨識為商業電子郵件，如「ADV」等字樣（第 10

條（1）（b））。 

八、郵件之標頭資訊必須真實，不得為虛假或錯誤之標頭資訊

（第 10條（1）（c））。 

九、若有字典式攻擊或使用專門蒐集郵件地址之軟體者，不管

是否為未經收訊人許可之商業電子郵件，均非該草案所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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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為（第 12條）。 

伍伍伍伍、、、、對對對對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賦予之賦予之賦予之賦予之權利權利權利權利及義務及義務及義務及義務 

    《Spam Control Act》並沒有針對服務提供者特別規範服務提供

者之權利義務，僅第 17條中，明定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IAP）

有必須發展基本控制濫發商業電子訊息技術之義務。除此之外，根

據該法案其可行使之權利有： 

一、若受有損害，得要求法院對於濫發電子郵件者提出禁制令，

以停止濫發郵件之行為。 

二、賦予 IAP 提出訴訟之權利：IAP 業者對於已受之損失或損

害，可以對該濫發電子郵件者請求民事賠償。 

陸陸陸陸、、、、對違對違對違對違反反反反規定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規定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規定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規定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 

    任何因濫發之商業電子郵件而蒙受損失或損害之個人或組織，

根據《Spam Control Act》第 15條144之規定，可對於濫發垃圾郵件之

                                                 
144 Article 15.  

(1)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in an action under section 14, the types of relief that the 
court may grant include the following:  
(a)an injunction (subject to such terms, if any, as the court thinks fit);  
(b)damages;  
(c)statutory damages under subsection (3).  

(2)The types of relief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s (b) and (c) of subsection (1) are mutually exclusive.  
(3)In any action under section 14, the plaintiff shall be entitled, at his election, to   

(a)damages in the amount of the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by the plaintiff as a result of the 
transmission of electronic messages; or  

(b)statutory damages.  
(i) not exceeding $25 for each electronic message transmitted; and  
(ii) not exceeding in the aggregate $1 million, unless the plaintiff proves that his actual loss 

from such transmission exceeds $1 million.  
(4)In awarding statutory damages under subsection (3)(b), the court shall have regard to   

(a)any loss that the plaintiff has suffered or is likely to suffer by reason of the transmission of 
electronic messages;  

(b)any benefit shown to have accrued to the defendant by reason of the transmission of 
electronic messages;  

(c)the need to deter other similar instances of transmission of electronic messages; and  
(d)all other relevant matters.  

(5)The loss referred to in this section includes any pecuniary loss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e 
transmission of electronic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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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採取下列措施： 

一、請求法院發出禁制令。 

二、請求損害賠償：即依據實際損失請求賠償。 

三、請求法定的損害賠償：每個電子訊息最高可請求新幣 25元

之賠償，除非可證明所受之實際損失超過新幣一百萬元，

否則其請求總額不得超過新幣一百萬元。 

    上述之損害賠償以及法定之損害賠償兩種方式，依同條（2）之

規定，兩者係互相牴觸，請求人僅得選擇一種方式請求之，但是和

禁制令之請求均無牴觸。此外，受有損害之人不僅可以對濫發垃圾

郵件者請求，亦可根據第 14 條（b）對授權、幫助或教唆濫發商業

電子訊息者請求損害賠償或法定損害賠償。 

柒柒柒柒、、、、管轄管轄管轄管轄與國際合作與國際合作與國際合作與國際合作 

    根據《Spam Control Act》第 7條（1）規定，具有「新加坡聯繫」

（Singapore Link）之電子訊息，不管其相關之人是否為新加坡人，

均得適用該法規定，受其管轄。新加坡聯繫之情況依該條（2）規定，

主要有下列幾種： 

一、該電子訊息發送地為新加坡。 

二、當訊息發送時，發送人或發送之組織中心位於新加坡。 

三、用來處理訊息之電腦、手機、伺服器或設備位於新加坡。 

四、當訊息被接收時，該收訊者位於新加坡或其組織在新加坡

有業務或活動之進行。 

五、若該訊息因收件者之電子郵件信箱不復存在而無法寄達

時，只要可以合理推斷出在新加坡可以利用電腦、手機、

伺服器或設備處理該訊息者，亦在具有「新加坡聯繫」之

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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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合作部份，《Spam Control Act》並無特別規範，但是其有

關機關一致認為 SPAM 的問題是單獨一個國家無法自行解決的問

題。若要永續解決該項問題，必須要倚賴國際間的合作145，因此，IDA

對於加入相關的國際組織十分熱衷，目前以 IDA名義所加入之國際

組織計有：APEC、ITU、OECD以及 ASEAN146。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目前執法目前執法目前執法目前執法現狀現狀現狀現狀 

    在新加坡關於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Spam Control Act》未

通過仍處於草案階段時，於新加坡濫發電子郵件，除非其郵件內容

涉及詐欺、妨害電腦使用、不實或誤導性的廣告或含有色情內容等

有觸犯刑法規定者，原則上並無不法，這一點和我國目前關於管制

濫發電子郵件的狀況十分類似。然而新加坡國會日前已完成立法的

通過，日後在新加坡濫發電子郵件者，若未符合《Spam Control Act》

中之規定，受有損害之人可依法對之請求損害賠償。 

目前新加坡政府對於管制垃圾郵件之方法，之前除加強推動立

法以外，在該法案通過之前，為了管制垃圾郵件，其主管機關 IDA

特別聯合新加坡三大主要 ISP 業者（Pacific Internet, SingNet, 

StarHub）、「新加坡消費者協會（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CASE）」、「直銷業者協會（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DMAS）」、「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SBF）」以及「新加坡資訊科技聯合會（Singapore Infocomm Technology 

Federation, SITF）」建立了公眾教育的機制，並共同設置「新加坡反

垃圾郵件中心」的網站（Singapore Anti-Spam Resource Centre）147，

                                                 
145 Proposed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the control of email spam, Joint IDA-AGC consultation paper, 

May 2004, P.13. 
146 參照 http://www.ida.gov.sg/News%20and%20Events/20050713122948.aspx?getPagetype=20，最後造訪日期：2007年 3月 19 日。 
147 新加坡反垃圾郵件中心網址：http://www.antispam.org.sg/index.html，最後造訪日期：2007年

3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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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能有效的以公眾教育的方式達到控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宣導的

作用。148其中 DMAS 在 2004 年針對其會員，製作並發佈一份「直

銷業者協會電子郵件行銷指南」（DMAS Email Marketing Guidelines）

149，其中規定其會員在發送商業性電子郵件時必須遵守的要點，例

如規定主旨和內容必須明確誠實等，大致上和《Spam Control Act》

法案中的第 9條及第 10條所要求之格式符合，算是目前最具有積極

作為之組織。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壹壹壹壹、、、、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對於管制濫發電子郵件對於管制濫發電子郵件對於管制濫發電子郵件對於管制濫發電子郵件漸趨漸趨漸趨漸趨於於於於積極的態度積極的態度積極的態度積極的態度 

    新加坡並非濫發電子郵件之大宗來源國家，因此一開始在 2002

年至 2004年間歐美國家及亞洲國家如日韓等國紛紛建立關於管制濫

發電子郵件之立法時，新加坡當局對於相關之立法並不積極150。然

而，近三、四年來其當局對於立法管制濫發電子郵件轉為積極的態

度，先是在 2004年 5月由 IDA和 AGC為立法準備而提出請求各界

意見之徵詢文書151，而後於 2005 年 9 月 12 日又斟酌各界所提出之

意見，擬出管制垃圾郵件之草案版本，並提交國會審議。在不到兩

年的時間，於 2007 年 4 月 12 日經國會審議通過，使新加坡成為有

立法管制濫發電子郵件之國家。反觀我國關於管制濫發電子郵件之

立法進度，遲至 2005年始有草案版本提出，至今仍擱置於立法院審

議中。 
                                                 
148 Proposed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the control of email spam, Joint IDA-AGC consultation paper, 

May 2004, P.12. 
149 該指南詳細內容參閱：http://www.antispam.org.sg/dmas-guideline.html，於 2004年 6月 1 日生效。最後造訪日期：2007年 3月 19 日。 
150 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在 2003年 12月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所作「濫發電子郵件行為之管理與法制規範研究」期末報告中曾指出，新加坡政府工商發展部門疑懼立法管制濫發電子郵件有礙線上交易及網路商業之發展，而不願積極支持立法來禁止濫發電子郵件，且在該期末報告中認為新加坡政府在當時尚無意制定法令來禁止濫發電子郵件，故其國內相關產業傾向以業者自律方式，試圖減少及解決濫發電子郵件的問題。詳參該期末報告第 100頁及第

101頁。 
151 該徵詢後意見整合為：Proposed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the Control of Email Spam, Joint 

IDA-AGC Consultation Paper, Ma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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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在立法在立法在立法在立法通通通通過以前過以前過以前過以前，，，，即即即即有有有有積極積極積極積極管制管制管制管制濫發郵件濫發郵件濫發郵件濫發郵件方式執行方式執行方式執行方式執行中中中中 

    在 2007年 4月 12日新加坡國會通過《Spam Control Act》以前，

其國內管制濫發電子郵件之處境，除了其並非濫發電子郵件之大宗

來源國外，和台灣之處境十分類似。例如除非其郵件內容涉及詐欺、

妨害電腦使用、不實或誤導性的廣告或含有色情內容等有觸犯刑法

規定者，在立法通過以前濫發電子郵件在新加坡原則上並無不法。

然而新加坡當局為了能在立法通過前即有效遏阻濫發電子郵件之情

形，便與新加坡之三大 ISP 以及相關之民間單位，共同建立了公眾

教育的機制，並設置「新加坡反垃圾郵件中心」的網站，以求在立

法通過前，先達成以技術、公眾教育、業者自律其他方面來管控濫

發電子郵件之目標。 

叁叁叁叁、、、、立法立法立法立法通通通通過過過過後後後後對於法律執行成效之展對於法律執行成效之展對於法律執行成效之展對於法律執行成效之展望望望望 

    一、僅有民事賠償制度是否可對濫發者產生嚇阻作用？ 

由於新加坡之立法通過至今僅有短短數月152，無法得知該

《Spam Control Act》僅有民事賠償制度是否對濫發電子郵

件者可產生嚇阻作用，然而，新加坡執法一向嚴苛，且新

加坡國內本身的濫發電子郵件情形並不嚴重，或許可以期

待該法律對其國內的濫發者可以產生一定的實效。 

    二、法案中關於「新加坡聯繫」之規定是否可對來自國外之濫

發者產生拘束力？ 

由於新加坡並非濫發電子郵件之大宗來源國，其國內之濫

發電子郵件之情形大部分來國外，故該《Spam Control Act》

可以預知在其國內產生之拘束力有限。有鑑於此，新加坡

                                                 
152 其生效施行日期為 2007年 6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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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訂定草案時，便參照澳洲之立法例，訂定了關於「新加

坡聯繫」之條文（第 7條），以期待可以對任何具有新加坡

聯繫之濫發者產生效果。然而縱使有此條文之規定，在立

法通過後，部分人士仍不認為對來源為國外之濫發電子郵

件有拘束效果，甚至認為該法案通過後，「贏家會是來自於

海外的 Spammer，輸家則會是新加坡需要以小成本來行銷

的中小型企業。」153。對此新加坡當局 IDA部長李文獻則

表示，很多濫發電子郵件者正是以沒有立法管制濫發電子

郵件國家為根據地，在立法未通過前之新加坡，由於擁有

良好的通訊基礎，便成為濫發者的目標之一，而該《Spam 

Control Act》之通過，正可以告訴全球新加坡對濫發郵件之

問題不會坐視不理，具有宣示全球濫發電子郵件者之作

用。我國行政院版的《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

中沒有關於管轄權的規定，若該草案通過立法也僅在本國

生效，對國外之濫發電子郵件者沒有拘束力。然而，要處

罰到國外之犯罪者，國內有無相關立法是一大重點，但是

執行上仍需要國際合作來達成，本文以為，倘若我國要按

照如此立法例規範，訂定具有「臺灣聯繫」而拘束到國外

之濫發郵件者時，並無不可，但是前提是在國際合作上必

須做到移案的處理，該法律的制定才有意義。 

 

                                                 
153 「Given that the bulk of spam is from overseas, we can reasonably expect that the winners will be 

the foreign spammers with Viagra and organ enlargers. The losers will be our local law-abiding 
SMEs who are trying to leverage the Internet as a low-cost marketing medium to promote their 
business," said MP Ho Geok Choo.」, 來自：「New law to curb email, mobile spam」, 新聞來源：
Channel newsAsia，2007年 4月 13 日，網址：
http://sg.news.yahoo.com/070412/5/singapore269937.html，最後造訪日期：2007年 4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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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八八八八節節節節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 

《《《《非非非非應應應應邀邀邀邀電子訊息電子訊息電子訊息電子訊息條條條條例例例例》》》》 

    香港由於行政特區的地位，並不適用中國於 2006年所訂定之《互

聯網電子郵件管理辦法》，然因香港經濟發達，對外通訊容量龐大，

個人電腦、網路和流動通訊服務普及程度極高，種種的因素均使香

港非常容易受到此類問題所影響，根據估計，就電子郵件而言，在

香港所收到的電子郵件中，超過 60%屬於非應邀的電子訊息154。有

鑑於此，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155於 2005年 2月提出一連串打擊濫

發電子訊息蔓延問題的方案，稱為「STEPS」計劃156，最後一個字

母" S "指的就是「Statutory measures」法定措施，並於 2006年 7月

擬定出《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同時提交香港立法會審議，香

港立法會於 2007 年 5 月即通過《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以下簡稱

《非應邀條例》），並將該《非應邀條例》分兩部生效，除了該《非

應邀條例》第二部的條文外，其餘部分於 2007年 6月 1日生效，而

該《非應邀條例》第二部的條文則已於 2007年 12月 22日開始生效

施行。 

該《非應邀條例》立法理由認為，鑒於香港有 98%的商業機構

屬於中小型企業，這些中小型企業並沒有強大的客戶基礎，也沒有

足夠的資源進行大型的推廣活動，因此發出電子通訊是這些中小型

企業以低成本發展其業務的方式，為這種狀況尋求適當的平衡時，

法案的擬定即不宜側重於對收訊人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因此，法

                                                 
154 參考香港工商及科技局通訊及科技科提出於立法會之「《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2006年 7月 5 日，頁 1。 
155 原名為「工商及科技局」，於 2007年 7月 1 日改組，始更名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156 「STEPS」分別指的是「Strengthening existing regulatory measures」加強現有的規管措施，「Technical solutions」技術解決方案，「Education」教育，「Partnerships」合作，以及「Statutory 

measures」法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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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重點係在訂明電子促銷活動的責任及義務，使收訊人的意願得

到尊重157，該《非應邀條例》的重點茲詳述於後。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法案內容詳析法案內容詳析法案內容詳析法案內容詳析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根據《非應邀條例》之規定，其主管機關為香港之電訊管理局

（以下簡稱電訊局）。在該條例第 5部「管理與執行」中，明訂電訊

局長可委任任何公職人員為被授權人，該獲授權之人可執行在授權

書內指明由本條例所賦予或委予之任何職能（第 28 條）。另外，電

訊局長可為本條例所明訂之目的，設立載有電子地址清單之拒收登

記冊（第 31 條），在認為有違反該條例第 2 部「關於發送商業電子

訊息的規則」中任何條文情況下，可依法發出執行通知（第 38條），

並在有合理的懷疑有犯罪嫌疑情況下，電訊局長或被授權之人有進

入、搜查及逮捕的權力（第 40條）。 

貳貳貳貳、、、、法案規範之客體法案規範之客體法案規範之客體法案規範之客體 

    香港該法律名稱既稱為《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顧名思義該《非

應邀條例》係規範所有非請自來的電子訊息，但是除了有違法收集

電子地址或涉及詐欺或其他非法的相關活動外，該草案之客體主要

仍聚焦在商業性電子訊息。根據該《非應邀條例》第 2 條之釋義，

所謂的電子訊息，包括通過公共電訊服務發送電子地址的任何形式

的訊息亦即包括文字、語音、圖像、聲音、影像或是同時參雜前述

兩種以上形式的訊息，電子地址則是包括電子郵件地址、互聯網規

約地址、即時通訊帳戶名稱、電話號碼以及傳真號碼。值得一提的

是，大部分的立法例均未將人對人的電話行銷活動列入管制範圍

                                                 
157 參考香港工商及科技局通訊及科技科提出於立法會之「《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2006年 7月 5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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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香港也不例外，在其附表 1 中，將人對人的互動通訊排除在本

條例的適用範圍之外。但是立法會會議列席官員曾針對此點說明，

若將來人對人的行銷活動問題有嚴重趨勢時，不排除以憲報刊登公

告的方式來修訂附表 1，將人對人的行銷活動加入規範客體中，以保

障接收人的權益。158 

叁叁叁叁、、、、OPT-IN或或或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 

    根據前述為顧及香港中小企業發展之立法理由，《非應邀條例》

對於發送商業電子訊息係採取 OPT-OUT之機制，其中第 9條規定商

業電子訊息之內容，必須含有可供收訊人發送取消接收要求之免費

且有效的電子地址或是其他電子方法，且必須在 30日內能夠接收該

收訊人之取消要求。較特別的是，該條尚要求發送人必須保留該取

消接收紀錄及其格式至少 3年。 

肆肆肆肆、、、、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一、發送商業電子訊息必須載有準確的發送人資料，且該資料

必須在 30日之內有效（第 8條）。 

二、發送商業電子訊息之內容必須包含讓接收人可以取消接收

的選項，該選項必須是清楚明確，並可以讓接收人在 30日

內的任何時間免費使用該選項以發送其取消接收的要求，

發信人在收到接收人取消接收的要求後，必須將此項要求

之紀錄及其原有格式保留 3年以上（第 9條），且必須在 10

個工作天內，停止或停止授權向該電子地址發送任何商業

電子訊息（第 10條）。 

三、除非經過接收人同意，否則不得向列於「拒收登記冊」之

                                                 
158 人對人的電話行銷活動對接收人造成的最大困擾是若接收人本身不在香港本地，而使用電話漫遊時，接聽漫遊電話會使接收人支付相當漫遊費用。根據立法會 2006年 11月 14 日立法會議紀要說明，政府當局仍然傾向不將人對人的通訊納入規管範圍中，除非此類問題將來有嚴重之趨勢，才考慮列入管制，參照香港立法會 CB（1）351/06-07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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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地址發送商業電子訊息（第 11條）。 

四、在發送商業電子訊息時，不得使用具誤導性之標題（第 12

條）。 

五、以電話或傳真的方式發送商業電子訊息時，不得隱瞞或保

留來電線路的識別資料（第 13條）。 

六、不得供應、取得、使用電子地址收集軟體或清單，以供發

送或以利便於發送商業電子訊息（第 15條至第 17條），亦

不得向以使用自動化方法所取得之電子地址發送商業電子

訊息（第 18條）。 

七、不得以手稿程式或是其他自動化方法註冊 5 個以上的電子

郵件地址，用以發送多項（亦即大量的）商業電子訊息（第

19 條）。多項的定義根據該法第 13 條的釋義，係指在 24

小時內發送 100 個以上的電子訊息或是 30 日內發 1000 個

以上的電子訊息。 

八、禁止轉寄或轉發具有欺騙或誤導收訊人來源之多項電子訊

息（第 20條）。 

九、禁止啟動從未獲授權而使用之電訊裝置159、服務或網路傳

送多項商業電子訊息或以欺騙或誤導收訊人其來源之意

圖，而傳送多項商業電子訊息（第 22條及第 23條）。 

十、禁止發送多項經捏造竄改之標頭（Header）資料之商業電子

訊息，以及禁止使用捏造竄改實際註冊人身分之電子地址

或域名160來發送多項商業電子訊息（第 24條及第 25條）。 

伍伍伍伍、、、、對對對對電訊服務提供者電訊服務提供者電訊服務提供者電訊服務提供者賦予之權利及義務賦予之權利及義務賦予之權利及義務賦予之權利及義務 

根據《非應邀條例》第 34條規定，在確定有給予電訊服務提供

                                                 
159 電訊裝置依該草案第 2 條之釋義為：用作電訊用途的任何電腦、工具、儀器或設備。 
160 其使用捏改之實際註冊人身分之電子地址或域名，必須以該捏改之身分註冊 5個以上電子地址或 2個以上的域名，並以該電子地址或域名發送多項商業電子郵件時，才有本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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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理的申述機會後，以及無法根據該《非應邀條例》第 36條（電

訊局長可取得攸關調查的資料或文件）及第 38條（電訊局長可發出

執行通知）規定，對於電訊服務提供者就某事宜送達通知，電訊局

長可以向電訊服務提供者發出書面指示，要求電訊服務提供者採取

下列行動： 

一、採取電訊局長認為對協助電訊局長決定是否對違反或涉嫌

違反本條例條文展開調查屬需要的行動。 

二、採取電訊局長認為對協助電訊局長對或令電訊局長能夠對

違反或涉嫌違反本條例條文作出調查屬需要的行動。 

三、向電訊局長提供資料，以協助電訊局長或令電訊局長能夠

設立、運作或管理拒收訊息登記冊。 

若電訊服務提供者不遵守電訊局長之書面指示，並採取被要求

之行動時，依該《非應邀條例》第 35條規定，可對該電訊服務提供

者處 50000元港幣以下罰款，並得連續罰款，最高可罰 200000元港

幣。 

陸陸陸陸、、、、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 

一、民事的損失或損害賠償： 

《非應邀條例》第 57條之規定，任何人因他人違反本條例

之任一條文而受有損失或損害時，不論其是否因其違法行為

被裁定犯任何罪行，均可對其提出損失或損害賠償之法律程

序。 

二、罰款： 

凡電訊局長認為任何人正在違反第 2 部「關於發送商業電

子訊息的規則」中所規範之任何條文，或已違反且其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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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可能會持續或再度發生時，電訊局長可對該人發出執

行通知，要求該違反之人必須在通知中所載之期間內，採

取所指明之步驟，以糾正該違反之事宜（第 38條）。 

收到前述之執行通知沒有遵守其事項者，屬於犯罪行為，

第一次定罪可以對之處以第 6 級罰款161，第二次或其後定

罪，可處罰款 500000元港幣，如屬於持續的罪行，其罪行

持續日，每日可對其處港幣 1000元罰款。（第 39條）。 

三、刑事處罰： 

香港之《非應邀條例》對濫發電子訊息者主要管制手段係

刑事處罰，例如違反第 3 部「關於地址收集及相關活動的

規則」（第 14條至第 20條）之規定者，一般違反者處以第

6級罰款162，而有明知或故意之犯罪惡性較重大者，最高可

處港幣一百萬元罰款以及監禁 5 年。違反第 4 部「詐騙及

其他與傳送商業電子訊息相關的非法活動」（第 22 條至第

26條）之規定者，則處以罰款以及監禁 10年。 

柒柒柒柒、、、、管轄及國際合作之規定管轄及國際合作之規定管轄及國際合作之規定管轄及國際合作之規定 

    根據統計，香港有 99%之濫發電郵來自香港境外，其他的來電、

傳真及短訊亦有從外地撥入者，因此其立法理由認為相關法規之訂

定必須為執法機關提供基礎，以便其與海外之執法機關合作。故《非

應邀條例》第 3 條規定，具有「香港聯繫」之商業電子訊息，不管

其相關之人是否為香港人，均得適用該法規定，受其管轄。香港聯

繫之情形，主要有下列幾種： 

                                                 
161 根據香港刑事處罰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章，第 6級罰款為港幣十萬元。 
162 但是一般違反者若係違反第 18 條及第 19 條之規定，除處以第 6級罰款外，尚須處以監禁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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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訊息源自香港。 

二、發送該訊息或授權發送該訊息的個人或機構是： 

（一）當該訊息發送時身在香港的個人。 

（二）當該訊息發送時在香港經營業務或進行活動的機構

(香港公司除外)。 

（三）香港公司。 

三、取用該訊息的電訊裝置位於香港。 

四、該訊息發送往的電子地址的登記使用者是： 

（一）當該訊息被取用時身在香港的個人。 

（二）當該訊息被取用時在香港經營業務或進行活動的機

構。 

五、該訊息是向電訊局長所編配或指配的電子地址發送的。 

在國際合作上，該《非應邀條例》中並沒有明訂需要加強國際

合作之條文，但是香港在2005年4月以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現

已更名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之名義，加入首爾-墨爾本反垃圾

郵件協定（Seoul-Melbourne Anti-Spam Agreement），以加強亞太地區

簽署成員在防制濫發電子訊息的合作。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目前執法現狀 

    在 2007年 6月 1日香港《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正式施行以前，

在香港濫發電子訊息者，除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34條163

之情形，得以該法第 68條處以第 3級罰款164，其餘行為則無相關法

律可以拘束之。 

                                                 
163 該條之規定大致上係規範在以直接促銷（direct marketing）中使用以任何管道取得之個人資料時，第一次使用須先預告該資料之當事人，如該資料之當事人要求停止在直接促銷中使用其個人資料，即必須立即停止使用。直接促銷之方式可以是藉電話、郵遞、圖文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相似之傳訊方式為之。 
164 根據香港刑事處罰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章，第 3級罰款為港幣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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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早在 2005 年工商及科技局為因應最新的發展趨勢，提出

「STEPS」計劃，以打擊濫發電子訊息的問題，並根據該計畫成立

打擊濫發電子訊息的網站165，其中在業界規管措施方面，幾乎所有

電訊服務提供者均在其與用戶契約中明訂禁止其用戶利用其服務進

行濫發電子訊息行為之條款，若有違反，電訊服務提供者可以警告

該違反者甚至不須經過警告立即中止對其服務166。 

於 2007年 5月立法會通過該《非應邀條例》後，將其分為兩階

段實施。第一階段實施者，為該《非應邀條例》除第 2 部以外之條

文，第二階段則訂於 2007年年底，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另行公佈生效日期，故目前在香港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除有非法供

應、獲取或使用地址蒐集軟體、使用字典式攻擊、或進行詐騙等其

他和電子訊息有關之非法活動者外，單純發送商業電子訊息之行

為，僅待業者自律，尚未有該《非應邀條例》之適用。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香港該《非應邀條例》內容大多因循其他已經制定管制濫發電

子郵件之立法例，但是有兩點仍值得探究： 

壹壹壹壹、、、、強強強強制制制制電訊服務提供電訊服務提供電訊服務提供電訊服務提供者有者有者有者有依照依照依照依照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書面指示書面指示書面指示書面指示行動之義務行動之義務行動之義務行動之義務 

    《非應邀條例》第 34條規定，電訊服務提供者必須根據電訊局

長的書面指示採取必要的行動，且對於不配合之電訊服務提供者，

得處以罰款。由於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上，服務提供者之配

合占很重大之角色，有相關條文規定，並賦予其在管制濫發電子郵

件上有一定權限（例如終止用戶使用權），勢必可以使防制的工作事

半功倍。本國草案之訂定，未來若要使服務提供者配合意願增加，

                                                 
165 該網站之繁體中文網址為：http://www.antispam.gov.hk/chinese/main.htm。 
166 資料來源 ITU，網址：http://www.itu.int/osg/spu/spam/legislation/legislation_hongkong.html，最後造訪日期：2006年 4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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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給予一定的權利外，直接以法律賦予其義務（如提供資料或配

合調查之義務），也是一種可行的方式。 

貳貳貳貳、、、、賦予主管機關有進行賦予主管機關有進行賦予主管機關有進行賦予主管機關有進行調查調查調查調查、、、、搜查搜查搜查搜查及及及及逮捕逮捕逮捕逮捕之權之權之權之權力力力力，，，，並並並並免免免免除除除除其其其其因因因因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職職職職務務務務造造造造成成成成損害時損害時損害時損害時之個人責之個人責之個人責之個人責任任任任 

    香港《非應邀條例》規定，主管機關電訊局局長在依本法進行

職務上之調查、搜查或逮捕之職務時，其被授權執行職務之人享有

豁免權。此點算是相當特殊的法律規定，其賦予管制濫發電子郵件

之主管機關首長享有以書面授權司法警察或其他公務人員，對於濫

發者調查、搜查以及逮捕的權力，一來可以使主管機關在進行調查

等職務時無所顧忌，蒐集證據方面也較快速正確；二來也可以使民

眾配合意願增加，其缺點則是有擾民的問題。 

我國行政院版《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中，目前對

於主管機關之權限規範範圍並不大，屬於低度的行政管制，對於此

類豁免權的規範並無需要，但是倘若未來立法方向改變，賦予主管

機關在為調查行為時享有一定的免責權限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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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九節九節九節九節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立法背景 

壹壹壹壹、、、、2003年前年前年前年前加拿加拿加拿加拿大政大政大政大政府的態度府的態度府的態度府的態度 

加拿大政府於 1997年曾評估對於未經許可寄送郵件是否必須立

法之問題，當時初步認為應無必要性，並認為透過自由市場的競爭、

企業間的自律規則、個人隱私保護法、民事訴訟機制及現行刑法條

文應能控制郵件濫發問題，然依據官方統計數據，濫發商業郵件的

案件仍持續增加，顯然上述機制並不能有效打擊商業電子郵件濫發

現象。 

當時，加拿大官方認為，在自由市場之下，ISP業者若不能有效

的利用其本身的企業能力去對抗垃圾郵件的濫發，業者的顧客群將

會嚴重的流失，因此，基於自由市場的機制，企業應該會採取有效

的措施以因應之，然而，這樣的推論卻產生了問題，因為事實上，

面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者各式各樣閃避 ISP 業者過濾的手法，企業

採取的過濾手段仍有其侷限；況且，不論業者是否有能力採取有效

的過濾措施，企業所花費的金錢，最終仍要轉嫁給消費者167。 

同時，加拿大政府也欲透過個人資料保護及公私部門的合作，

來共同防堵 SPAM，但因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主要管制的對象係

個人資料之仲介與買賣，而不是直接針對濫發商業郵件者之行為而

規範，且該法適用的對象為位於加拿大的法人機構，加上濫發者亦

可依利用電腦軟體，製造電子郵件之位址而閃避該法之適用，故欲

以《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郵件濫發者之行為，其成效仍極為有限。 

                                                 
167 Karen Ng, Spam legislation in Canada: Federalism,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December 2005,p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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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2003年年年年後加拿後加拿後加拿後加拿大政大政大政大政府的態度府的態度府的態度府的態度 

2003年 1月，加拿大工業局公布第二本官方報告，討論如何處

理垃圾郵件濫發之相關問題，在該報告已提及，現存民事及刑事法

令並不足以管制 SPAM；又加拿大工業局於 2004 年 5 月 11 日開

啟”SPAM TAKE FORCE”行動，該行動並已指出，訂立特別法處理

SPAM 之問題已屬必要；嗣後，該局於 2005 年 5 月 17 日公布防制

SPAM報告書（Stopping Spam: Creating a stronger, Safer Internet），其

中提及許多防制 SPAM之建議方案，針對 SPAM應制定特別法，為

其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立法內容詳析 

由於加拿大目前對於 SPAM，尚未立法通過任何法案，故以下

的資料，乃是參考 2005年加拿大 Stopping Spam報告書之內容。 

壹壹壹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依據 Stopping Spam報告書第二章之說明，其認為執法的相關事

項應該由工業局主導，並由其他相關機關配合辦理168。 

貳貳貳貳、、、、法案規範法案規範法案規範法案規範的的的的客體客體客體客體 

於 Stopping Spam報告書中，主要規範的客體限於藉由 SMTP通

訊模式而傳送之電子郵件，並沒有提到是否應對於簡訊（SMS）及

行動多媒體簡訊（MMS）加以規範。 

叁叁叁叁、、、、OPT-IN或或或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機制之選擇 

因為 OPT-IN模式的採用，將會使市場行銷者花費更多的心力去

                                                 
168 Stopping Spam: creating a stronger safer internet, May 200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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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收件者建立關係或必須取得收件者的事前同意，因此鼓吹加拿大

反垃圾郵件的團體或民眾基本上比較偏好此種模式的立法，並且反

垃圾郵件的團體或民眾也指出 OPT-OUT的缺點，例如，收件者被課

以取消訂閱的義務並不合理，採用 OPT-OUT模式的國家，也曾被譏

為主管機關的無能，因此，目前加拿大政府之政策選擇仍是偏向於

OPT-IN。 

肆肆肆肆、、、、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行為準則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根據Stopping Spam的報告書，以下的行為應受到該法之規範169： 

一、未遵守事前同意原則而為郵件之寄送。 

二、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信首資訊或主旨而傳送電子郵件。 

三、建置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網頁地址以收集個人資訊而違

背刑法之規範。 

四、收集、出賣、使用未經被取得人同意郵件位址之行為。 

五、字典式攻擊行為。 

伍伍伍伍、、、、業者業者業者業者（（（（ISP））））的的的的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 

根據 Stopping Spam報告書之政策說明，其中並無使業者於特定

情形受託行使公權力之規劃，但是仍鼓勵業者與其他團體以自律規

則共同規制郵件之濫發行為；而業者除了與公部門持續保持密切合

作以共同打擊 SPAM外，也應該評估該自律規則對於打擊 SPAM所

產生的影響，並於未來發現既存規則之管制密度不足時，適時補充

之。 

陸陸陸陸、、、、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對違法者可採取之行動或手段段段段 

民事責任的設計，應使因商業電子郵件濫發受損害的個人或團

                                                 
169 Stopping Spam: creating a stronger safer internet, May 200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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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得依據本法賦予的請求權基礎對於濫發者提出民事損害賠償；同

時使廣告主就上述濫發者的行為，連帶的負擔民事責任170。 

刑事責任的設計，針對惡性重大或連續違法情形，應施以刑罰

之制裁171。 

柒柒柒柒、、、、管轄及國際合作管轄及國際合作管轄及國際合作管轄及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的政策上，聯邦政府應該與其他國家共同簽訂雙邊及

多邊的協定，以共同打擊垃圾郵件之濫發。目前，加拿大政府正積

極參與聯合國 OECD及 APEC關於打擊 SPAM的相關活動，與他國

之多邊及雙邊協定亦積極參與之，我國政府於 2006年 11月 16日與

加拿大工業部共同簽署一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政策及策略合作瞭解備

忘錄，其合作領域包括： 

一、有關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政策與策略、安全議題及其他雙方

所定範疇之資訊交換。 

二、鼓勵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及主要企業網路管理者透過業界

營業規章採行有效之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技術及網路管理實

務。 

三、支持行銷者採行不含垃圾郵件之行銷技術。 

四、制訂並推廣有效控制及限制濫發電子郵件之使用者行為守

則，支持有關各層面濫發電子郵件防制教育之推廣活動，

以提高終端使用者採行防制濫發電子郵件行為守則之成

效。 

五、合作加強雙方皆為會員之國際論壇所考量防制濫發電子郵

件之倡議。 

                                                 
170 Stopping Spam: creating a stronger safer internet, May 2005,p15. 
171 Stopping Spam: creating a stronger safer internet, May 200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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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項項項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我我我我國應國應國應國應持續持續持續持續密密密密切注切注切注切注意意意意加拿加拿加拿加拿大之立法情大之立法情大之立法情大之立法情形形形形 

        我國目前在資訊通信方面與加方簽有二合作瞭解備忘錄，

分別為台加「通訊及資訊科技合作備忘錄」及「防制濫發電子

郵件政策及策略合作瞭解備忘錄」。於 2007年 9月 17日，我國

將與加方共同舉行「台加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政策及策略合作瞭

解備忘錄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故我國與加方於防制濫發電

子郵件的議題上，將持續擴大合作面向。 

目前加方對於打擊垃圾郵件，除有具體的政策建議外，法

案的研議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我國作為加方打擊垃圾郵件的

合作夥伴，應持續關注加方的立法動態，以作為將來討論合作

議題時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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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  各國立法例比較總結各國立法例比較總結各國立法例比較總結各國立法例比較總結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各國各國各國各國制度分析暨制度分析暨制度分析暨制度分析暨借鏡借鏡借鏡借鏡 

壹壹壹壹、、、、美美美美國國國國 

由於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

法案草擬當時，主要參酌對象為美國《CAN-SPAM ACT》之內容，

因此，在比較法上之評論，應著重在《CAN-SPAM ACT》之何種立

法設計確實有利於管制商業電子郵件，而未被我國草案採納，其理

由安在，就《CAN-SPAM ACT》規定內容觀察，並審酌我國國情及

整體法律制度架構，本文提列「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之調查調查調查調查權限權限權限權限」、「色色色色情商業情商業情商業情商業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加加加加註註註註警警警警告標告標告標告標示示示示」、「濫發行為法律效果之濫發行為法律效果之濫發行為法律效果之濫發行為法律效果之決決決決定標準定標準定標準定標準」、「特定特定特定特定

關關關關連連連連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納納納納入規範入規範入規範入規範」、「ISP業者業者業者業者損害賠損害賠損害賠損害賠償償償償額度額度額度額度之之之之擬擬擬擬制制制制」等五項課題，

從美國法之設計，分析我國立法援用之可行性，並於各別標題以「建

議採行」、「無法採行」、「待審酌」等方式說明之。 

一一一一、、、、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之調查調查調查調查權限權限權限權限（（（（待審酌待審酌待審酌待審酌）））） 

（（（（一一一一））））美美美美國法規定國法規定國法規定國法規定 

美國《CAN-SPAM ACT》Sec.7(a)將執法權歸由 FTC 掌

理，作為管制商業電子郵件之主管機關，FTC 之權限除

散見在《CAN-SPAM ACT》相關條文外，最重要之權限

規範則見諸於 FTC之組織法（暨作用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以下簡稱《FTC ACT》）。 

首先，《CAN-SPAM ACT》於 Sec.7(a)將違反該法之行為

「視為」〝unfair or deceptive act or practice〞（不公平或詐

欺行為），而《FTC ACT》Sec.57(a)(1)(B)則賦予 FTC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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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關規則之權限，以定義何謂〝unfair or deceptive act or 

practice〞172，因此，一旦行為人違反《CAN-SPAM ACT》

之規定，如同違反 FTC所制定之貿易管理規則，FTC即

可依據《FTC ACT》之相關規定發動執法權。 

其次，《CAN-SPAM ACT》另於 Sec.7(d)將《FTC ACT》

之相關條款，透過規定 FTC管制作為之方式加以導入，

使之坎合成為《CAN-SPAM ACT》規範內容之一部分。 

因此，FTC除了《CAN-SPAM ACT》賦予其執法權限外，

《FTC ACT》相關規範亦成為 FTC在管制垃圾郵件時之

作用法依據，上開《CAN-SPAM ACT》Sec.7(a)(d)規定，

間接闡明此一原則，FTC 之執法報告173中亦重申相同意

旨。 

          《FTC ACT》中所賦予 FTC之權限相當廣泛，包括就 FTC

執掌事項可進行調查、蒐集關係人之資料或命其提出報

告（Sec.46(a)、(b)），並透過怠金、罰金、徒刑等手段加

以擔保（Sec.50(b)、(c)），因此，就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事

件，由於 FTC乃《CAN-SPAM ACT》之執法機關，依據

上開規定，FTC 得就具體案件進行調查，由於可自主發

動調查權限，無庸藉由其他機關協助調查，相當程度強

化主管機關 FTC之執法力道，從美國執法情形觀察，雖

Spammer 行蹤向來不易偵得，惟一旦現蹤，FTC 屢屢向

濫發者施以鐵拳，出擊成果豐碩，此不能不歸功於美國

法賦予主管機關之強大權限。 

                                                 
172 此等規則尚可規定防免不公平或詐欺行為發生之要件。 
173 FTC , Effectivenes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AN-SPAM Act – A Report To Congress , December 

2005 , P.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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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 

          我國目前之《條例》草案，以 NCC為管制濫發商業電子

郵件之主管機關，然通觀條文，除在第六條規定主管機

關得「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施，以及

第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條例，得與國際組織「進

行交流」，此外，並無其他權限規範，與美國《CAN-SPAM 

ACT》相較，主管機關之執法能量相形不足。 

考其緣由，肇因於我國《條例》草案採民事特別法之立

法理念，冀透過民事損害賠償制度填補收信人之損害，

且為撙節行政人力與公務資源，對此種私權爭執儘量不

以行政手段介入，以避免拖垮行政效能之故，因此，草

案並未賦予主管機關調查權限。 

另，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36條以下雖規定行政機關得

調查事實證據，然僅適用於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其

他行政行為之情形，若依目前草案「民事特別法」之設

計，並無適用餘地，此種立法考量與美國法賦予主管機

關廣泛多樣之具體權限，大相逕庭。 

即便日後改弦更張，在草案中明定主管機關得採行之行

政行為形式，但依學者之見，《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僅

為重要原則性規定，行政機關欲取得所需資訊，仍須仰

賴相關人民之自願配合，若人民不願配合，則須有其實

體作用法之規定為依據174，易言之，主管機關處理具體

個案時，由於並無制裁效果之規定（無罰則擔保其實

現），仍無法有效取得作成行政行為所需資訊，就濫發商

                                                 
174 廖義男，從行政法制之發展論行政調查立法規範之原則，行政調查制度之研討，2006 年 7月，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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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電子郵件事件而言，結論並無不同，因此，吾人即須

轉而探求主管機關作用法上之依據。 

          與美國法相較，在建構 NCC此一通訊傳播獨立監理機關

之根本大法－《通訊傳播基本法》中，亦未如同《FTC 

ACT》般賦予調查權或其他權限，故該法並無主管機關

可實施調查之具體依據，即便以民國 96年 4月 4日下達

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實施違反電信法事件行政檢查

作業要點》為例，性質上仍屬實施《電信法》第 55條所

賦予主管機關權限之第一類行政規則，該要點所規定「行

政調查」之發動，係以《電信法》為作用法之依據。 

因此，在目前草案民事特別法之立法理念，以及《通訊

傳播基本法》權限規範不明確之情形下，主管機關針對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除非《條例》草案另行設計

行政管制態樣，並且於條文中賦予主管機關相應之權

限，或者，另謀解決之道，在主管機關之「「「「作用法作用法作用法作用法」」」」中

明定，否則，按目前情形觀察，主管機關似無法具備相

應於美國商業電子郵件主管機關（FTC）之充分調查權。 

          縱上論結，目前主管機關之調查權限，因宥於主管機關

作用法權限不明，以及《條例》草案之立法理念，採用

美國法類似設計之可行性仍有待日後立法發展，另行斟

酌。 

二二二二、、、、色色色色情商業電子郵件情商業電子郵件情商業電子郵件情商業電子郵件加加加加註註註註警警警警告標告標告標告標示示示示（（（（待審酌待審酌待審酌待審酌）））） 

（（（（一一一一））））美美美美國法規定國法規定國法規定國法規定 

          眾所周知，美國色情商業電子郵件（UPE，unsoli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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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nographic email）氾濫情形嚴重，早在國會通過

《CAN-SPAM ACT》前，已有報告指出，約有 53﹪之電

腦使用者認為含色情內容之電郵最具侵犯性175，色情商

業電郵如何管制，消費者亦寄予相當關切；此外，包括

伊利諾、印第安那、路易斯安納、緬因州等共 16個州均

規定色情商業電郵需標示相關警語；美國國會認知此一

現象，並在《CAN-SPAM ACT》Sec.2(5)及 Sec.5(d)(1)(A)

確認其政策及規範。 

《CAN-SPAM ACT》Sec.5(d)(1)(A)中，明確要求色情商

業電子郵件發送人必須於郵件之「subject heading」標示

FTC所規定之警語，FTC根據此一權限規範，頒佈「Adult 

Labeling Rule」(ALR)176，規定色情商業郵件之「主旨欄」

(subject line)及郵件內文「立即可見」(initially-viewable) 

之部分必須標註「SEXUALLY-EXPLICIT」(內含色情訊

息)之字樣，Sec.5(d)(5)並明定制裁效果（罰金、徒刑）。 

《CAN-SPAM ACT》施行後，據 FTC之報告顯示，搭配

執法作為以及過濾技術之進展，色情郵件之數量明顯大

幅下降，此外，FTC 與美國司法部（DOJ）合作，在針

對違法者請求民事罰鍰、進行刑事追訴方面均有所斬獲。 

（（（（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 

          目前我國《條例》草案僅規定商業電子郵件須標示「廣

告」、「ADV」等相類字樣，而不及於色情內容電郵之特

殊標註，據我國《條例》草案之立法說明，係因對商業

                                                 
175 Deborah Fallows , Spam : How It Is Hurting Email and Degrading Life On The Internet , Pew 

Interent & Am. Life Project , Oct. 22 , 2003 
176 16 C.F.R §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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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採「低度管理」，原則上僅涉及「濫發」之「行

為管制」，而不涉及郵件之「內容管制」，然色情商業電

郵是否應課予發信人標示義務，容有肯否兩說見解。 

          首先，肯肯肯肯定定定定見見見見解解解解認為，與美國國情比較，國內針對色情

資訊之管制，不論政策或法令，立場向較嚴格，且資訊

科技發達之結果，亦踵美國後塵，商業色情電子郵件大

量氾濫，此為網際網路無國界之本質使然，因此，鑑於

以下理由，認為在兼顧前開立法宗旨之前提下，美國

《CAN-SPAM ACT》所規定色情商業電子郵件之特別標

示義務，我國立法設計上亦可考量移植納用之可行性： 

˙色色色色情商業電子郵件情商業電子郵件情商業電子郵件情商業電子郵件佔佔佔佔垃圾郵件之垃圾郵件之垃圾郵件之垃圾郵件之比比比比例例例例極高極高極高極高 

˙維護維護維護維護網路網路網路網路善良風俗善良風俗善良風俗善良風俗、、、、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戕害青少戕害青少戕害青少戕害青少年身年身年身年身心健全心健全心健全心健全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數位數位數位數位匯流趨勢匯流趨勢匯流趨勢匯流趨勢下下下下，，，，強化強化強化強化電電電電視視視視節節節節目分級目分級目分級目分級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制制制制度度度度177之執行之執行之執行之執行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防止防止防止防止架空架空架空架空《《《《電腦網路電腦網路電腦網路電腦網路內容分級內容分級內容分級內容分級管管管管理辦理辦理辦理辦法法法法》》》》178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防止商業電子郵件成為防止商業電子郵件成為防止商業電子郵件成為防止商業電子郵件成為新興色新興色新興色新興色情資訊傳情資訊傳情資訊傳情資訊傳播媒介播媒介播媒介播媒介 

˙符符符符合合合合美美美美、、、、澳澳澳澳、、、、韓等國外立法韓等國外立法韓等國外立法韓等國外立法潮潮潮潮流流流流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色色色色情資訊情資訊情資訊情資訊警警警警語語語語與與與與現現現現有有有有草草草草案案案案內容並內容並內容並內容並不不不不衝衝衝衝突突突突 

          美國色情商業電子郵件數量驟減是否直接肇因於

《CAN-SPAM ACT》之規範，即便 FTC亦因無可靠之統

                                                 
177 目前已有網路業者提供線上觀賞電視節目之服務，並依節目內容分級付費。 
178 依《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第 6、7 條之規定，基於 ISP 業者管理之需要，將網際網路接取提供者（Internet Access Provider , IAP）、網際網路平台提供者（Internet Platform 

Provider , IPP）、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 ICP）納入規範，該規定對網路限制級內容之管制，誠屬極佳立法！至於應用服務提供業者（Access Service Provider , 
ASP）因應實際管理現況及變動不居之發展，為免扼制新型態服務技術之發展，則不在其列；如此，性質上屬於 ASP之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Email Service Provider , ESP）則不在《辦法》規範之列，若《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未能針對色情商業電子郵件規定須標註「ADLT」，則 ESP業者亦將袖手，無須負擔施以最起碼過濾標識之義務，大量的色情/限制級網路內容將透過 ESP此一渠道蜂擁而至，可能形同《辦法》在執法管理上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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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數據而無法肯定，僅能推論除該法之規定外，執法作

為與過濾技術之進步亦具有相當貢獻；吾人則認為，色

情商業電郵之減量，雖不能完全歸因於立法，惟相反言

之，亦不能立證全無影響，若依經驗與論理法則觀察，

對受規範者仍有相當嚇阻效果，此外，基於上開各項理

由，我國《條例》草案就其標示義務予以明文規範確有

相當必要，且移植美國《CAN-SPAM ACT》之相關規定

與我國現有管制色情資訊之政策與立法亦不致發生扞

格。 

據上論結，建議針對商業電子郵件內含有色情資訊179

者，規定除「ADV」字樣外，同時並應於「主旨欄」標

註「ADLT」字樣，吾人可試擬條文如下：「商業電子郵

件屬色情商品、服務之提供或促銷者，除本條第二款所

定標示外，並應於郵件主旨欄加註「ADLT」、「成人」或

其他由主管機關所定相類字樣」。 

否否否否定定定定見見見見解解解解則認為，目前主管機關行政資源有限，電子郵

件內容是否屬於色情內容需經人力一一認定，若案件量

眾多，將不勝負荷，且目前可由其他法律加以規範，故

不宜納入規範。 

經考量主管機關立主管機關立主管機關立主管機關立場場場場及學者意見，兼以「色情、猥褻」

之不不不不確確確確定法律定法律定法律定法律概念概念概念概念難以認定，似以否否否否定定定定說說說說為妥。 

三三三三、、、、濫發行為法律效果之濫發行為法律效果之濫發行為法律效果之濫發行為法律效果之決決決決定標準定標準定標準定標準（（（（待審酌待審酌待審酌待審酌）））） 

（（（（一一一一））））美美美美國法規定國法規定國法規定國法規定 

                                                 
179 此問題衍生之另一爭點在於，何謂「色情商業電子郵件」之定義，亦即具體個案是否屬「色情商業電子郵件」，其認定標準何在，是否可直接援用《電腦網路內容分級管理辦法》、《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等規定再加修正，或需另行重新制定，尚須進一步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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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送發送發送發送「「「「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CAN-SPAM ACT》對商業電子郵件之發送規範明定於

Sec.5以下，一旦違反發送規範之要求（標示義務、禁止

不實誤導、提供 OPT-OUT 機制等），不論數量多寡，當

下立即構成違法（offense），而有該法民事損害賠償效果

之適用。 

惟，該法另於 Sec.4針對涉及利用商業電子郵件方式觸犯

美國刑事法規關於詐欺罪行者（美國聯邦法典第 18編第

47章 1037條），以修法增列於《CAN-SPAM ACT》Sec.4

之方式進行規範，當中所明文處罰之各種違法行為，特

徵上均係透過發送「大量」電子郵件之方式為之，因此

同法 Sec.4(a)(1)“(d)“(3)特別針對何謂「大量」加以定義，

凡 24小時內發送超過一百封、30天內發送超過一千封，

或 1 年內發送超過一萬封者，即構成「大量」之要件，

已觸犯上開刑事法規，可科處罰金或徒刑，同法

Sec.4(a)(1)“(b)“(2)“(c)更針對 24 小時內發送超過二千五

百封、30天內發送超過二萬五千封，或 1年內發送超過

二十五萬封者加重其處罰，上述，是為刑事制裁之適用

對象。 

          嚴格言之，雖《CAN-SPAM ACT》Sec.4上述規定就何謂

「大量」加以界定，但觀其內容，僅於發送行為涉及刑

事詐欺罪行之情況始有適用，因此，並非所有受

《CAN-SPAM ACT》規範之商業電子郵件發送行為均適

用，凡非屬 Sec.4規範之其他發送行為，即便發送數量輕

微（甚至僅有一封），仍然構成違法，差別則在於違反 Sec.4

之發送行為有「刑罰」制裁效果，其他違法發送行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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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民事損害賠償效力（另，色情電子郵件未標註警語

亦生刑事制裁效果-(Sec.5(d)(5)）。 

2.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考考考考量量量量因因因因素素素素 

      按美國《 CAN-SPAM ACT》 Sec.7(f)(3)(C)、 (D)或

Sec.7(g)(3)(C)、(D)規定，於各州或業者對違法發送人提

起民事訴訟之際，法院可考量下列因素決定不同之賠償

額，經法院斟酌後，最重並可判處高達該條款所規定上

限三倍之賠償額，或予以適度降低賠償額，包括： 

（1）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故意違法 

（2）違法情狀是否同時該當多種禁止型態 

（3）行為人是否已盡合理注意義務採取防範措施 

（4）行為人是否已盡真摯之努力維持該等防範措施 

FTC組織（既作用）法《FTC ACT》Sec.45(m)(1)(c)之規

定甚至更為具體，明定於 FTC提起 civil penalty（民事罰

鍰）之訴求時，承審法院作成判決應考慮諸如違法程度、

再犯間隔久暫、支付能力、以及其他符合公平審理之事

項。 

（（（（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 

          從上開《CAN-SPAM ACT》關於發送「數量」之分析可

知，違反《CAN-SPAM ACT》之發送行為並不需要達到

一定發送量才構成違法，除非已經涉及刑事詐欺罪行，

由於刑事制裁具較高之管制強度，因此尚需達到一定「數

量」，始予入罪化，美國法此種設計，亦啟迪了我國在規

範 UCE發送行為「Quantity Or Quality？」之立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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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條例》草案立法意旨，係針對商業電子郵件

之「濫發行為」加以管制，依草案第 2 條 7 款，僅需違

反第 4、5 條之規定，即構成「濫發」，縱發送之商業電

子郵件數量極微，亦無二致，此一規定是否合理，尚屬

見仁見智，本文則以為，上開規定優缺點並存。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省卻主管機關認定發送郵件數量之煩，節約行政效能 

˙預防 spammer採用規避數量門檻之手法遂行濫發行為 

˙可強化商業電子郵件合法發送規定之執法宣導效果 

缺缺缺缺點點點點：：：： 

˙與「濫發」之概念界定明顯不符 

˙未慮及其他違規事實情節一律賦予違法效果，不合平等

原則180，恐引發爭議 

˙不論數量多寡概可請求損害賠償，將徒增大量訴訟 

˙箝制商業性言論，影響電子商務健全發展 

衡平考慮上述優缺點，針對此一「行為」或「數量」之

課題，本文認為，若勿庸顧慮其他因素，最佳之設計，

應將「濫發」視為不確定法律概念，賴主管機關依據具

體事實認定是否屬於「濫發」，並容有判斷餘地（按日本

學派之無區別說則屬「要件裁量」）。 

          其認定基準，原則應採取「數量界定」之方式配合其他

主客觀事實情節，建立浮動標準，按「個案裁量優先原

則」，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具體則應考慮下述事項： 

˙發送數量級距 

                                                 
180 大法官會議議決第 423號解釋，針對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僅以到案時間為裁罰基準，而未考慮具體之違規事實情節，屬相類似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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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主觀之惡性 

˙客觀上造成之具體損害 

˙濫發行為嚴重程度 

以上標準，尤應著重考慮濫發行為所具體顯現之「惡性」

態樣，例如是否涉及詐欺、虛偽、是否利用不法軟體取

得郵件名單等因素綜合判斷，由主管機關認定是否構成

「濫發」行為。 

然鑑於商業電子郵件數量龐大，案件繁多，若需由權責

機關（佐以業者之事實調查）認定，不免耗損大量行政

效能，因此，該「判斷餘地」或可透過解釋性行政規則

作為認定基準。 

          此外，尚須釐清，若由行政機關認定，此一判斷餘地，

民事或刑事法院可否再予審查，此涉及「濫發」之不確

定法律概念，究由主管機關（行政機關）或法院認定較

為妥適？若依草案界定為「民事特別法」之設計，似應

由法院認定，然實際上法院並無相關設備可資運用，屆

時仍須函請主管機關協助配合調查，此課題尚待研究。 

最後，本文認為，為顧及諸多主客觀因素之配合可能性，

且鑑於主管機關之行政資源有限，無從一一認定（事實

上亦不可能），因此，可參考美國《CAN-SPAM ACT》及

《FTC ACT》之規定，就就就就違法發送之違法發送之違法發送之違法發送之型型型型態態態態，，，，明文明文明文明文規定需規定需規定需規定需

加加加加斟斟斟斟酌酌酌酌之具體事實情節之具體事實情節之具體事實情節之具體事實情節，，，，包包包包括括括括「「「「數量數量數量數量」」」」、、、、前階行為前階行為前階行為前階行為態態態態樣樣樣樣或或或或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因因因因素素素素，，，，分別分別分別分別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民事損害賠償、

刑事制裁或作為加重事由），並應在條文中明確歸由審審審審判判判判

機關機關機關機關（（（（民民民民事或刑事法事或刑事法事或刑事法事或刑事法院院院院））））衡量個案之主客觀情節作成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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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之裁判，似乎為目前較折衷可行之立法設計。 

四四四四、、、、前階前階前階前階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納納納納入規範入規範入規範入規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採行採行採行採行）））） 

（（（（一一一一））））美美美美國法規定國法規定國法規定國法規定 

          商業電子郵件之發送，在實際上必須經過數個前階準備

行為，例如編寫電子郵件之內容、使用特定程式蒐集電

子郵件地址、開發反過濾軟體、架設發信主機等等，於

行為之最後階段，才將商業電子郵件透過發送介面散

佈，因此，吾人可以理解為，當 spammer 按下電子郵件

介面上「傳送」鍵之後，垃圾郵件才隨即發出，也才構

成對他人法益之侵害，但若無前階準備行為，spammer

實際上無從發送垃圾郵件，因此，為有效管制濫發 UCE

之行為，國外立法例普遍均將前階行為納入規範。 

 《CAN-SPAM ACT》將濫發電郵之前階行為，包括字典攻

擊（dictionary attacks）-Sec.5(b)(1)(A)(ii)、蒐集電子郵件

地址（address harvesting）-Sec.5(b)(1)(A)(i)、自動註冊取

得大量電子郵件地址－Sec.5(b)(2)、未獲授權入侵他人電

腦－Sec.5(b)(3)、冒用身份註冊電郵地址、網路帳號或網

域名稱大量發信－Sec.4(a)“(a)“(4)、冒用 IP 位址大量發

信－Sec.4(a)“(a)“(5)等一併納入規範，除可強化執法效

果，亦符合管制商業電子郵件立法之整體性。 

（（（（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 

我國《條例》草案就發送電郵之前階行為，並無任何規

範，本文以為，由於目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正進行修法，或許草案欲將電子郵件地址蒐集行為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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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之故，然現今蒐集、買賣電子郵件地址現象嚴重、

各種工具程式、軟體不斷推陳出新，濫發技術亦不斷演

進，且基於管制商業電子郵件之「「「「立法整體立法整體立法整體立法整體性性性性」」」」，允宜

將其訂入條文，以利適用，美國《CAN-SPAM ACT》相

關規定可資參照，此與我國法案內容亦不致產生衝突，

本文以為至少應將字典式攻擊、電子郵件蒐集等行為納

入管制。 

首先，美國法嚴禁施用字典式攻擊，將之定義為「透過

自動化方式組合排列各種數字、字母或人名以產生電子

郵件地址之行為」181，並以「Dictionary Attack」名之，

若違反者，依 Sec.7之規定，法院可加重其賠償額度。 

然上開構成要件是否即屬技術實務上所謂之字典式攻

擊，仍有疑義，蓋現今針對「暴力式攻擊」與「字典式

攻擊」之名詞區別尚未有普遍之共識，惟立法技術上，

將法律用語加以定義係求認事用法之明確與便利，且現

下技術詞彙既未統一，各國立法亦多以「字典式攻擊」

稱之，則援用並無不妥，故我國宜參考美國法「字典式

攻擊」定義與構成要件之規定，再酌予調整，至於加重

賠償之法律效果，為求管制成效，且與我國民事法律制

度亦不衝突，亦可考慮繼受。 

其次，美國法亦嚴禁電子郵件地址蒐集行為，明定若「電

子郵件位址係以自動化方式從網站或私營之線上服務取

得，且該網站或私營線上服務之管理者已聲明其所維護

                                                 
181 詳見《CAN-SPAM ACT》Sec.5（b）（1）(ii)「 the electronic mail address of the recipient was 

obtained using an automated means that generates possible electronic mail addresses by 
combining names, letters, or numbers into numerous permu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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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電子郵件地址絕不供他人發送電子郵件之用」182
者，其構成要件包括「自動化方式」、「違反他人同意」、

「從網際網路上取得」等三項，同法 Sec.7 則明定法院

得加重該濫行蒐集電子郵件地址者之賠償額度，鑑於電

子郵件地址為郵件發送之必備前提，透過自動化方式蒐

集電子郵件地址更予以濫發行為極大助力，我國亦應繼

受此一禁止規定，至其法律效果則應配合其他條文內容

酌情調整。 

五五五五、、、、ISP損害賠損害賠損害賠損害賠償償償償額度額度額度額度之之之之擬擬擬擬制制制制（（（（待審酌待審酌待審酌待審酌）））） 

（（（（一一一一））））美美美美國法之規定國法之規定國法之規定國法之規定 

          按《CAN-SPAM ACT》Sec.7(d)、(f)、(g)之規定，FTC、

州政府（州檢察長或各州官員）、IASP183均可對違反

《CAN-SPAM ACT》之發信人提起訴訟，亦即，除了商

業電子郵件之收信人若受有損害，可依美國侵權法典相

關規定提起訴訟外，FTC、州檢察長、各州官員或 IAP，

均得為提起民事訴訟（civil action）之主體，其中 FTC提

起之訴訟主要目的在於請求民事罰鍰（civil penalty），州

政府訴訟之規定則與 IAP相似，由於 IAP在向濫發者訴

請賠償事件上，立於關鍵地位，因此以下主要探討 IAP

之訴訟權利。 

          IAP按《CAN-SPAM ACT》Sec.7(g)提起民事訴訟之優點

                                                 
182 詳見《CAN-SPAM ACT》Sec.5（b）（1）(ii) 「the electronic mail address of the recipient was 

obtained using an automated means from an Internet website or proprietary online service 
operated by another person, and such website or online service included, at the time the address 
was obtained, a notice stating that the operator of such website or online service will not give, sell, 
or otherwise transfer addresses maintained by such website or online service to any other party for 
the purposes of initiating, or enabling others to initiate, electronic mail messages」 

183 即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者（IAP），為統一本文之用語，以下簡稱 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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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依該法針對違反發送行為規範者所提起之訴訟，

除可按「實質損失」（actual monetary loss）計算賠償外，

尚可依該法 Sec.7(g)(3)之規定，根據違犯條款之不同，按

次數擬制計算其損害賠償額，原告僅需證明被告違反發

送規範即可，無庸證明實際所受損害，大大減輕原告之

舉證難度，並以美金一百萬元為賠償上限（Sec.5(a)(1)之

情形除外），承審法院另可按其違法情節，加重其賠償額

最高至三倍甚或減輕之。 

從目前美國執法情況觀察，以 FTC及 IAP提起之訴訟件

數為最大宗，尤其 IAP之態度最為積極，按 FTC執法報

告統計，自《CAN-SPAM ACT》正式施行至 2005 年 9

月止，計有 27件 ISP向濫發者訴請損害賠償之案例，美

國各大 ISP 包括 AOL、Earthlink 均曾依《CAN-SPAM 

ACT》提出訴訟，且從 1996年開始，截至目前為止，美

國 ISP 積極對抗商業電子郵件濫發者，已起訴數百名

SPAMMER並獲取 20億美元以上之賠償。 

吾人認為，從經濟觀點，此立法設計屬《CAN-SPAM ACT》

最具管制效力之規定之一，蓋 ISP具備專業設備與人力，

可直接有效掌握濫發行為之直接事證，藉以追蹤濫發者

行跡，《CAN-SPAM ACT》又擬制其損害賠償之計算方

式，此法定損害額僅需確認違法「次數」以及違法「態

樣」，對業者而言，除部分例外情形，其機房設備均保有

相關紀錄，僅需找出濫發者之身分，即可訴請求償，極

為便利。 

（（（（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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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尚未通過，

我國 ISP 就濫發商業電郵案件之處理，僅能透過服務契

約之規定終止服務，若有具體損害，可依民法侵權行為

規定請求賠償。 

惟即便草案通過，由於條文中僅有「收信者個人」訴請

賠償時之損害賠償額擬制規定，「ISP」並不與焉，仍須

自行舉證其所受損害，如前述，收信者個人之蒐證能力

有限，將削弱執法效果。 

美國法關於 ISP 訴請賠償時之擬制規定，具便利 ISP 求

償之優點已如上述，該立法設計於我國亦無適用上之窒

礙，蓋，ISP與濫發者間若業經簽訂網際網路服務契約，

且契約中明定濫發商業電郵為違約事項者，ISP自可依據

契約條款中止服務，若濫發行為實際已造成 ISP之損害，

則構成侵權行為，屬另一債之發生原因，ISP自可依侵權

行為規定向濫發者求償，兩者於我國法上均可探尋出請

求權基礎，並無移植適用上之困難。 

惟請求權人（ISP）若依我國民法侵權行為規定求償，除

需證明行為人（濫發者）具備故意過失外，尚須就損害

賠償之範圍舉證，基於「舉證所在、敗訴所在」之法諺，

不利 ISP 求償，連帶亦使法律規範之嚇阻效果無法完全

發揮， 

因此，若可仿美國《CAN-SPAM ACT》之例，以違反發

送規範之次數依法擬制計算其損害賠償額，ISP則僅須證

明濫發者之違反次數，無庸一一證明實際損失，將可便

利 ISP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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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規定 ISP 及收信人均得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主

體，且一律可透過擬制規定減輕其舉證責任，此時，只

要濫發者現蹤，損賠請求權成立之可能性大增，此時反

而需慮及濫發者是否有足夠之資力同時償付收信人及

ISP 之賠償請求，若為避免產生給付能力不足之排擠效

應，需進一步審酌配套方案，依管見，似可規定一般收

信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居於優先受償地位，優先於 ISP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受清償，可解決此一問題，我國海

商法第 24、29條就海事優先權受償位次有相類似規定，

可為參照。 

縱上論結，吾人認為，由於在濫發電郵之實際案件中，

僅 ISP具備蒐集濫發事證之專業能力與資源，ISP之配合

攸關執法成效甚鉅，若能從經濟誘因上有效調動 ISP 之

積極性，我國管制濫發商業電郵規範之施行將可事半功

倍，目前從美國《CAN-SPAM ACT》關於 IAP訴請賠償

之相關規定及執法效果觀察，透過擬制損害賠償額，便

利 ISP 求償，不失為一可行之途徑，我國草案設計似應

移植此一制度，以佐立法成效。 

然鑑於我國條例草案之立法宗旨在於保護消費者，而業

者在經濟上非處於弱勢，似不應過份保護，宜採否定見

解，後文於相關章節進行立法裁量之探討時，將詳細分

析。 

貳貳貳貳、、、、南韓南韓南韓南韓 

南韓的《資訊保護法》最大的特色在於其不僅管制商業電子郵

件之濫發，並將行動簡訊及傳真之商業電子訊息納入管制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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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該法主要管制手段採取刑事處罰也是國際立法例中的特殊情

形。然此兩種立法設計於我國未來制定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

時是否可供參考，本文意見如下： 

一一一一、、、、我我我我國國國國目目目目前無前無前無前無須須須須管制管制管制管制行動行動行動行動簡簡簡簡訊訊訊訊以及傳真之以及傳真之以及傳真之以及傳真之商業商業商業商業電子訊息電子訊息電子訊息電子訊息 

其理由如下： 

（（（（一一一一））））行動行動行動行動簡簡簡簡訊訊訊訊以及傳真之商業電子訊息濫發以及傳真之商業電子訊息濫發以及傳真之商業電子訊息濫發以及傳真之商業電子訊息濫發狀狀狀狀況況況況不若商業電不若商業電不若商業電不若商業電

子郵件嚴子郵件嚴子郵件嚴子郵件嚴重重重重 

由於以電子郵件為行銷手段，不僅成本低廉且使用方

便，以致於商業性電子郵件在我國氾濫地步已經必須納

入法規管制，這一點無庸置疑，然而以行動簡訊或是傳

真所為之廣告電子訊息是否需要納入規範，則仍待仔細

思慮。以行動簡訊來說，目前我國對於行動簡訊的收費

方式，以每通 0.75元至 3元的費率計算，發送一萬通行

動簡訊就需要 7500元至 30000元的費用，其成本與電子

郵件相較之下高昂許多，企業界若以行動簡訊為行銷手

段時，必須支付相當的代價；傳真的成本若以普通市話

費率計算之，雖然成本較行動簡訊低廉，然而傳真機並

非每戶必備用品，能達到的行銷效果有限。故整體而言，

就成本及效果考量，以行動簡訊以及傳真發送之商業電

子訊息，其濫發狀況不如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來的嚴重，

是否要全面管制，封殺中小型企業的所有行銷手段，實

有深思熟慮之必要。 

（（（（二二二二））））各各各各種種種種電子電子電子電子訊息傳送訊息傳送訊息傳送訊息傳送模模模模式不一式不一式不一式不一，，，，訂訂訂訂定在同一法規定在同一法規定在同一法規定在同一法規中容易中容易中容易中容易導導導導

致致致致適適適適用上用上用上用上的困難的困難的困難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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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簡訊來看，其格式、容量以及字數均有限制，無

法像電子郵件那樣對發信者規範信首資訊、主旨或來源

等固定格式，故以法規限制其發送格式，實務上將會壓

縮到行動簡訊的發送空間。此外，根據了解，日前行動

通信服務提供者為因應內政部強化治安之需求，加強行

動簡訊之關鍵字過濾機制，以阻遏不法簡訊之傳送，已

建構相當管制機制阻擋非法行動簡訊之發送。至於傳真

之商業電子訊息，因其係將欲傳送之內容以掃描圖片的

方式傳送之，在收信者端大多以紙本的方式顯示內容，

就更難規制其必須以固定格式傳送，至多僅能規範發送

者必須顯示來電之電話號碼。故電子郵件、行動簡訊以

及傳真所發送之格式、態樣均不相同，要統一規制確有

其困難性存在。 

二二二二、、、、尚尚尚尚不不不不考慮考慮考慮考慮加加加加入入入入刑事處罰刑事處罰刑事處罰刑事處罰之之之之管制手段管制手段管制手段管制手段 

各國立法例中常見之管制濫發者之刑事處罰，多用以處罰惡性

重大之濫發行為： 

我國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

將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的法規範暫定位為「民事特別法」，對

於濫發者僅可對之請求民事賠償。經過各國立法例之研析後發

現，大部分國家還是以民事賠償的方式為主軸，雖不乏採取多

重手段以管制濫發行為者，例如南韓的《資訊保護法》不僅規

定受有損害之人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對於違法濫發商業電子

訊息者亦可處以刑事處罰，甚至可以說係以刑事處罰的手段為

主軸，然而其刑事處罰規制對象多為惡性重大之濫發行為。 

若欲管制惡性重大之濫發行為，現行刑事法律中，已可含攝大

部分行為，尤可參考刑法第 36章之各罪，應有適用之餘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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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要再以特別法規範之，應嚴加審酌。本文以為，目前刑事

法律已針對部分惡性較重大之行為態樣加以規範，且刑事制裁

手段具有痛苦之本質，為避免「特別刑法肥大化」之現象，刑

罰應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並不宜採。 

叁叁叁叁、、、、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我國《濫發商業電子條例》法案起草當時，日本《特定電郵法》

亦屬主要參考對象之一，該法之制裁效果除刑罰、行政罰外，並賦

予 ISP 拒絕提供服務之權利，另在行政作為類型之設計上有其獨到

之處，由於日本與我國法制相近，其內容多有值得我國立法參考之

處，經審酌我國國情及整體法律制度架構，以下本文將提列「行政

處分」、「公權力委託」、「行政調查」、「行政指導」、「ISP斷訊權利」

等五項課題，從日本法之設計，分析我國立法援用之可行性，並於

各標題以「建議採行」、「無法採行」、「待審酌」等方式說明之。 

一一一一、、、、對濫發者之行政對濫發者之行政對濫發者之行政對濫發者之行政調查調查調查調查（（（（無法採行無法採行無法採行無法採行）））） 

（（（（一一一一））））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法之規定法之規定法之規定法之規定 

          日本行政法制，界定行政調查為行政機關之資訊收集活

動，性質屬行政上之事實行為184，《特定電郵法》第 8條

第 3 項規定當總務大臣收到關係人之檢舉時（指有違反

該法 3、4、5、6 條等行為規範之情形），得進行必要之

調查，同法第 28條並賦予總務大臣於執行該法之必要限

度內得為行政調查之權限，態樣包括「徵收報告資料」

及「進入建築物檢查」兩種，前者指總務大臣可命令疑

似濫發者提出必要報告，後者則指總務大臣得派員進入

                                                 
184 劉宗德，日本行政調查制度之研究，行政院 94年度第 2次法制研討會實錄，2006年 7月，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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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者之事業場所等檢查其相關文件、帳簿。 

上述兩種行政調查，依法條文義解釋，性質上係由主管

機關總務大臣自行調查，與同法第 14條第 1項第 2款總

務大臣請求登錄機關進行調查之情形有別，然總務大臣

自行調查又將涉及主管機關執法能量之問題，亦即是否

主管機關具備專業資源能力或即便具備然成本效益不彰

之難題，此在在考驗行政機關之公務資源配置能力。 

          因此，日本法另行創設由「登錄送信適正化機關」調查

事實之制度，透過該社團法人之專業能力調查事證，將

所得結果提供主管機關採取行政作為時之參考，與上述

由主管機關總務大臣自行調查之規定，此似為較妥適之

作法，此部分請詳見後文分析。 

（（（（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性性性 

          日本法上主管機關行政調查制度可否為我國法制援用，

結論實與第一節美國法之分析結果相同，由於目前主管

機關之調查權限，宥於主管機關作用法權限不明，以及

《條例》草案之「民事特別法」立法理念，採用日本《特

定電郵法》類似設計之可行性仍有待日後立法發展，另

行斟酌。 

二二二二、、、、調查調查調查調查事實之事實之事實之事實之專專專專業業業業參參參參與與與與－－－－登登登登錄送信錄送信錄送信錄送信適正化適正化適正化適正化機關機關機關機關（（（（無法採行無法採行無法採行無法採行）））） 

（（（（一一一一））））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法之規定法之規定法之規定法之規定 

《特定電郵法》雖賦予主管機關前述之行政調查權限，

然主管機關非必有適足之專業資源、能力蒐集相關事

證，因此該法另於第 14條第 2項規定總務大臣得請求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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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機關調查系爭案件之相關事實，並在《特定電郵法施

行細則》第 7 條規定總務省得以發佈命令之方式規定登

錄機關得實施調查之項目、及資訊蒐集、驗證方式或其

他適當方法。 

          上開規定賦予登錄機關得對特定案件進行調查，性質上

乃為輔助主管機關適當行使行政處分或其他個別具體權

限（例如《特定電郵法》第 8 條第 3 項後段之其他適當

處置），屬個別調查，登錄機關就系爭案件雖無以其名義

作成行政處分之權限，但亦非在總務大臣之監督下進行

檢查，而係基於其專業能力進行判斷，其判斷結果具有

事實上之獨立性，實際上主管機關往往依據其判斷作成

行政作為，是屬介於公權力委託與行政助手中間類型之

「專業參與」。 

（（（（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性性性 

          日本法上開規定透過賦予特定登錄機關（舊法稱「指定

法人」）調查事實權限之方式，使之蒐集相關資訊供行政

機關作成行政行為之參考，此立法設計對該國行政機關

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是否確已產生成效，由於目前總

務省僅作成四道行政處分，與日本國內濫發電郵案件量

對比，似尚難遽下定論。     

至於我國是否可以移植該立法設計，分析如下： 

1.由於草案界定為民事特別法，主管機關並無針對濫發者

作成行政處分之權限。 

2.慮及主管機關之執法能量，勢無法逐一針對個案作成行

政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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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 ISP業者是否有意願向主管機關「登錄」，亦有疑問。 

4.主管機關對申請者之準駁，是否亦為另一訟爭來源。 

5.調查事實所生費用如何支應、籌措，事實上亦有困難。 

縱上論結，日本法上登錄送信適正化機關之設計似不宜納

入我國法案，故本文以為，透過行政指導之方式促成 ISP 業者

達成《特定電郵法》第 14條所定各項任務，似為較合我國國情

之立法設計。 

三三三三、、、、行政處行政處行政處行政處分分分分（（（（無法採行無法採行無法採行無法採行）））） 

（（（（一一一一））））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定 

日本《特定電郵法》所規定之行政處分包括「措置命令」、

「適合命令」、「改善命令」等三種，均由該法主管機關

總務大臣作成，其中「措置命令」係針對濫發者所作成，

「適合命令」、「改善命令」則係針對登錄送信適正化機

關作成，由於後兩者主要涉及該登錄機關之行政管理事

項，不涉及濫發者行為管制之核心，故以下僅就與濫發

者相關之「措置命令」進行探討。 

依日本《特定電郵法》第 7 條規定，主管機關總務大臣

一旦確認以下事實，即可向發信人發出措置命令，命發

信人採取必要措施改善其發送行為： 

1.發信人一次同時向多數人發送特定電子郵件或其他電

子郵件。 

2.發信人未遵守該法第 3、4條之發送行為規範，或向虛

擬電子郵件地址發送信件，又或使用虛偽之送信人資

料者。 

3.經總務大臣認為有防止電子郵件接收傳送障礙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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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規定觀察，若發信人同時向多數人發送特定電子

郵件（或不屬特定電郵之其他電子郵件），並且未遵守該

法第 3、4條之發送行為規範（或向虛擬電子郵件地址發

送信件，又或者使用虛偽之送信人資料），最後經總務大

臣認為有防止電子郵件接收傳送障礙之必要，則可作成

措置命令。 

核該措置命令之性質，由於係就特定具體事件對發信人

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公權力行為，乃行政機關針

對人民（濫發者）所為下命處分，屬行政處分並無疑義，

作成措置命令之要件亦相當明確，然其困難在於如何認

定發信人之發送行為構成上開違法事實，尤其最重要

者，即在於如何確定「發信人」之身分，其認事用法顯

非易事。 

（（（（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 

我國草案可否參酌日本立法例，明定主管機關有針對濫

發商業電郵發信人作成行政處分之權限，無可避免亦須

觸及如何調查事證之難題，為撙節行政人力與公務資

源，立法設計上似不宜直接針對為數眾多之濫發者一一

作成行政處分，蓋作成行政處分勢需先行確認行政處分

相對人為何，以目前商業電子郵件慣常所使用之技術手

法，濫發者往往極盡隱匿行跡之能事，實難以想像行政

機關在捉襟見肘之行政資源配置之外，尚有能力得以逐

案追蹤、查證濫發者之身分。 

此外，從日本執法成效觀察，其行政處分（措置命令）

之作成，需總務大臣已確定具體之濫發事實（包括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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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分）方得為之，為蒐集事證，該法賦予總務大臣得

針對個案進行調查或命當事人報告之權限，再配合登錄

適正化機關協助調查之設計，蒐證機制之設計難謂不

周，但自該法施行以來，日本總務大臣根據該法僅僅作

成四道措置命令，由此可見追查濫發者困難度之高。 

然如同前述，我國目前主管機關調查權限幾付之闕如，

且以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數量之多，勢無能力逐一進行調

查，勉強為之，將有拖垮行政效能之虞，此外，尚須慮

及行政處分之後續行政救濟問題，即便建構完整之行政

處分及相關救濟制度，其施行成效是否符合成本效益，

仍不無疑義，經權衡上述各點後，本文認為，日本法上

行政處分之立法設計似不宜納入草案內容。 

四四四四、、、、對業者之行政對業者之行政對業者之行政對業者之行政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採行採行採行採行）））） 

（（（（一一一一））））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定 

          行政指導久為日本行政法制上慣用之行政手段，按權威

學者之定義，指行政機關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就其

所掌事務，以非公權力之任意手段，於特定個人或公私

法團體同意或協助之下，要求其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

行政作用185。 

    《特定電郵法》第 12條規定總務大臣應對以 ISP為會員

所組成之法人團體提供資訊，或就有助於防止信件傳送

障礙之業務，給予必要指導或建言，此一規定明文賦予

總務大臣施以行政指導之權限。 

                                                 
185 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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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 

有鑑於商業電子郵件濫發技術日益精進，為促使業者採

行有效防制措施或配合主管機關之管制作為，日本法上

開規定確實可供我國立法參酌，我國《行政程序法》亦

有行政指導之規定，法制上並無扞格之處。 

惟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以下雖明定行政指導亦

屬行政行為型式而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然同法第

166條第 2項規定當相對人明確拒絕指導時，行政機關應

即停止，且不得據以對相對人作成不利處置。 

對照日本國內情形，其行政法制上時常透過公布事實、

保留行政權限不加行使、利用其他行政權限等方式擔保

行政指導之實效性，亦即「規制性行政指導」，然我國國

情與日本迥異，又無相似之法律規定（主要指公布事

實），可否產生具體成效，不無疑問，因此，我國雖可參

酌日本《特定電郵法》明定主管機關之行政指導權限，

然徒有行政指導制度，成效如何有待檢驗。 

解決之道，或可考慮仿日本行政指導之相關立法，在我

國草案中明定得「公布」186不配合行政指導之 ISP 業者

名單，或「公布」配合者之名單，以擔保行政指導之實

效性，且由於《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

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

為之，亦即《行政程序法》作為普通法，其規定可被特

別法加以突破，如此，除可強化行政指導之成效外，尚

                                                 
186 日本國內擔保行政指導實效性之手段雖有公布事實、保留行政權限不加行使、利用其他行政權限等方式，然目前較無疑義者應屬「公布事實」，且應有法律明文依據；詳見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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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草案中創設我國行政指導之新面貌，本文並將於後

述章節分析相關配套制度設計之建議。 

五五五五、、、、ISP斷斷斷斷訊權利訊權利訊權利訊權利（（（（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採行採行採行採行）））） 

（（（（一一一一））））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定 

          為使 ISP可拒絕對濫發者繼續提供電郵服務，《特定電郵

法》第 11條規定當濫發者透過字典式攻擊發送大量電郵

至不存在之電子郵件地址使 ISP 據此足認有影響其順利

提供電子郵件服務之虞，或 ISP 為避免影響其正常提供

電郵服務認有正當理由時，得對濫發者拒絕繼續提供服

務，無庸受該國電信法令關於服務提供義務之拘束。 

（（（（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國立法移植移植移植移植可行可行可行可行性性性性 

          ISP由於係電子郵件服務設備之直接管理者，具備追蹤濫

發者之專業資源與能力，就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相關蒐

證，可謂「功能最適」之機構，如能賦予其就濫發來源

直接中斷服務之權利，對減少商業電子郵件數量，將產

生適足之成效。 

          我國目前各 ISP 所提供之電子郵件收送服務，大多透過

與使用者簽訂服務契約之方式明定雙方之權利義務內

容，然各業者服務契約內容不一而足，且禁止使用者濫

發電子郵件之約定常見以概括條款之方式定義，實際濫

發案件發生時，如何解釋容有疑義；另，由於雙方屬民

事法律關係，若果業者直接斷訊，又常遭使用者以違反

契約向法院訴請賠償，此外，另牽涉到電信法第 22條關

於「非依法律，不得拒絕電信之接收及傳遞」如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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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難題，在在使得 ISP 除需耗費大量人力設備強化過濾

機制外，在法律上亦窮於應付、橫生大量訟爭。 

          因此，我國似可採日本立法例，於草案中明定業者得於

特定情狀下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電郵使用者終止服

務，可有效解決上述難題，目前國內立法委員提出之各

版本草案中亦不乏針對此一問題加以規範者，立法委員

吳志揚、林國慶、鄭運鵬之版本均為其適例，可資衡酌

參照。 

肆肆肆肆、、、、澳澳澳澳洲洲洲洲 

一、依據澳洲《Spam Act 2003》第 32條規定，主管機關（ACMA）

有權向聯邦法院申請禁制令，以命令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行為

人，停止其違法行為（Restraining injunction），或命違法行為

人為一定之行為（Performance injunction），此種規範模式，於

我國法制上是否可採，擬分析如下： 

（一）申請禁制令需由主管機關提供資訊 

於澳洲法下，主管機關藉由行政調查得知違法行為人之

相關資訊，包括違法行為人之住所地、使用網路連線的

IP 位址、違法行為的行為態樣等之後，得向聯邦法院申

請禁制令，以命令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行為人，停止其

違法行為或為一定之行為。回到我國管制模式來觀察，

因為行政院版本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

係定位於民事特別法，主管機關僅得依據該法第 6 條，

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施，防止濫發商業

電子郵件，核其性質乃為行政指導行為。至於違法行為

人之相關資訊，除非業者配合主管機關的要求而提出，



第二章 各國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比較 

 第 159頁

否則，主管機關亦無法強行命其提出，更遑論由其向法

院申請禁制令。 

（二）我國法相類管制機制之探討 

相當於澳洲法以禁制令之方式規制違法行為人，我國法

類似之規範有二，一是行政執行下的行為或不行為義務

之執行、二則是假處分制度。 

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

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

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

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故若欲以行政執行禁止行

為人繼續發送商業電子郵件，前提必須先對違法行為人

作成行政處分，命令違法寄件者停止發送行為，這個部

分的困難點在於：一、若要對違法行為人直接規制其作

為，必須有行政調查的配套措施。二、若對行為人作成

行政處分，則行為人得據以提起訴願，對於訴願結果不

服時，尚可提起行政訴訟，故整體行政資源的消耗相當

龐大。三、即便有配套之行政調查措施，但是追蹤特定

濫發者之困難度亦相當高，易導致耗費大量行政資源而

仍然無法有效打擊濫發行為之情形。 

民事上的假處分制度，於行政機關立於私人地位而與一

般人民締結契約，發生契約爭執時方有適用，與管制商

業電子郵件事件之性質不符。 

行政上的假處分制度，則包括兩種，一為公法上之權利

因現狀變更，有不能實現或甚難實現之虞者，為保全強

制執行，得聲請假處分，學者認為此處所指公法上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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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公法上金錢給付以外之公法上權利，就濫發商業電

子郵件之管制而言，主管機關對於郵件濫發者之公法上

權利，一種可能係直接藉由行政處分而發生，而後依行

政執行程序實現，已如前述；另一種則可能透過行政契

約的締結而成立，惟此前提仍必須與郵件寄送者先行訂

定行政契約，然而，此對於合法之郵件發送者而言方有

可能，對於濫發者，欲透過行政契約的締結而達到規制

的目的，同樣緣木求魚。另一類假處分就爭執之公法上

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

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就管制郵件的

濫發而言，一則同樣必須具有發生公法上法律關係之原

因、二則尚必須符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

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之要件，立法設計上，困難度極

高且效率不彰，應不可採。 

二、《Spam Act 2003》第 39條中承諾書的探討及我國管制模式上採

用的可行性分析： 

澳洲《Spam Act 2003》第 39條亦明定，任何有意依新法規定發

送商業電子訊息或從事提供、取得或使用郵件地址蒐集軟體的

個人或組織可洽主管機關簽訂有執行力的承諾書(Enforceable 

undertakings)，具體約明其承諾遵守事項，若有違反，主管機關

得向澳洲聯邦法院請求發給命令，命令立書人：（1）履行承諾

書內容之行為。（2）繳交相當於違反承諾所得直接及間接利益

之金額予聯邦政府。（3）賠償他人因立書人違背承諾所受之損

害。（4）為其他適當之行為。 

（一）該承諾書的性質是否為行政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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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學說與判例對於區別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之標準係

以「契約標的理論」（Vertragsgegenstandstheorie）為主，

申言之，要判斷某契約究屬私法契約由民事法院管轄，

或屬行政契約而應由行政法院管轄，應依據係爭契約之

標的內容而定。所謂契約標的內容係指涉案個別契約之

基礎事實內容及契約所追求之目的而言。從而「契約標

的理論」並非僅以契約所載之事實內容為限，尚且應斟

酌該契約所追求之目的，就個別案件加以斷定。澳洲法

中之承諾書所訂定之目的，係為管制商業電子郵件之濫

發，應屬公益上要求，故從「契約標的理論」以觀，該

承諾書的性質應屬行政契約。 

（二）主管機關向澳洲聯邦法院請求發給命令之行為探討 

依據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契約

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

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本條規定不論於提升

雙務契約或和解契約之「執行效力」上，具有重大之意

義與功能。蓋行政契約不如行政處分，並非當然享有「執

行力」，所以當契約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契約上之義務

時，他方當事人縱使是行政機關，理論上亦須經由訴訟

途徑以取得「執行名義」或執行力，以便對他造當事人

為強制執行，如此一來，行政契約之效力即遠不如行政

處分。從而，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規定，允許契約當事

人得於行政契約締結之初，即約定自願接受「強制執

行」，賦予行政契約類似行政處分之執行力之規定，頗

值肯定。承前述，該承諾書的性質應為行政契約，並且

進一步觀察主管機關向澳洲聯邦法院請求發給命令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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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性質上類似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48 規定之自願接受

強制執行制度。 

（三）我國法適用該管制模式之可行性評估 

該管制模式的優點在於，充分利用行政行為形式選擇的

空間，使行政機關得針對不同行為人之違約情事，依據

其裁量向法院申請不同之命令。若適用於我國，主要的

問題點在於一、目前以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作為廣告手法

的行銷公司不可勝數，若要聚集這些業者與機關訂約，

恐必須耗費大量行政資源。二、並無任何法規要求業者

必須要與主管機關締約，對於業者而言，亦無有利的誘

因說服其與主管機關締約。三、該種管制模式，在執行

成果上與行政機關投入之行政資源，顯然不成比例。基

於上述理由，本文認為該管制模式應不可採。 

三、關於使用蒐集電子郵件地址軟體及藉由蒐集郵件地址軟體而取

得郵件位址或以其他方式蒐集郵件位址的行為之規範探討。 

    澳洲《Spam Act 2003》第 20條規定，禁止提供（supply）蒐集

電子郵件位址軟體及他人郵件位址名單，第 21條則規定禁止取

得(acquire)蒐集電子郵件位址軟體及他人郵件位址名單，第 22

條規定禁止使用（use）蒐集電子郵件位址軟體及他人郵件位址

名單，以上之規定於 OPT-IN之規範架構下，與個人資料的保護

相連結而可得到充分的理解。惟於我國，若採取 OPT-OUT之規

範架構，如何採納該國規範管制之優點則值得探討。 

基本上，囿於技術之中立性及避免遏止程式軟體之研發，對於

撰寫蒐集郵件軟體程式之行為，應避免直接規範，澳洲《Spam 

Act 2003》除對於提供、取得及使用蒐集郵件軟體程式有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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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於撰寫蒐集郵件軟體之行為並無規範。另外，提供、取

得及使用他人郵件地址名單之行為，於我國，規範管制的範圍

偏向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範疇，比較不適合繼受於

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之中，惟對於澳洲《Spam Act 

2003》中提供及取得蒐集電子郵件位址軟體之行為，則有進一

步思考納入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適用之可能。 

伍伍伍伍、、、、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一、歐盟管制模式上適用 OPT-IN管制機制的分析暨我國管制濫發商

業電子郵件之規範模式，運用 OPT-IN或 OPT-OUT的管制模式

探討。 

（一）OPT-IN與 OPT-OUT之法律經濟分析 

傳送大量不請自來（unsolicited）之商業性電子郵件作為

行銷之手段，行銷者所需花費之成本遠比利用紙本廣告

文宣、廣告看板及電視廣告等為小，但是該行銷手段卻

會造成寄件者將其行銷成本移轉（Cost-shift）給收件者

以及服務提供者之情形，導致收件者及服務提供者必須

承擔該寄送行為所產生外部成本。除了對於收件者以及

服務提供者造成經濟上的影響外，對於取得收件人同意

(solicited)而為電子郵件行銷行為的業者而言，同樣會造

成劣幣驅逐良幣之情形，蓋其合法發送的信件已被淹沒

於許多未經收件者同意而寄送之商業性電子郵件之中，

減損其為行銷行為的經濟利益187。 

                                                 
187 Lodewijk F.Asscher & Sjo Anne Hoogcarspel, Regulating Spam-A European perspective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E-Privacy Directive, Jan 2006,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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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當事人於提供個人資料給行銷業者時，行銷業者即

已告知蒐集該筆資料乃是以郵寄名單作為特定目的，則

行銷業者為獲得該筆資料所提供給當事人的對價，在當

事人主觀上必然大於其因提供資料給業者所產生在隱私

權上的損失，由於雙方均認為自己在交易中所獲得的利

益大於所付出的成本，因此此筆交易乃是對於資源進行

有效率的利用，故選擇 OPT-IN模式的管制機制，事實上

就是將「資訊有價」的概念，融入法律條文之中188，而

採取 OPT-OUT之模式相較於 OPT-IN，總體社會福利之

經濟上損失較大，採取 OPT-IN的規範模式，因為融入「資

訊有價」的概念，能夠確保總體社會福利之增加189。 

（二）歐盟選擇 OPT-IN機制以貫徹隱私權保障 

歐盟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的核心概念，係基於「隱私

權」的保護，而隱私權最簡要的定義就是「不受他人干

擾之權利」（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不受干擾的範圍

主要指個人屬性、資料、活動及一切與公益無關的私人

事務190。由於不請自來的垃圾郵件並非收信人所願意接

收，收信人本身應該擁有收取信件的選擇權，所以不請

自來的廣告信件往往會侵害個人生活上不受打擾的隱私

權。因此歐盟選擇 OPT-IN的管制機制，可充分實現保障

隱私權的立法目的。 
                                                 
188 王郁琦，濫發網際網路廣告信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資訊、電信與法律，2004 年 5 月，頁

115。 
189 Opt-out spamming does not lead to a socially optimal level of spam, and likely to cause a net 

welfare loss through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spam. The opt-in approach always ensures a net 
welfare gain, and minimizes the welfare loss through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spam. Dennis 
W.K. Khong,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pam law, Erasmus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February 
2004, p41. 

190 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of Privacy 4, Hard, L, Rev, No5,193(1890)轉引自王郁琦，濫發網際網路廣告信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資訊、電信與法律，2004年 5月，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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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立法上是否宜採用 OPT-IN機制之探討 

1.與《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相互調和之困難 

如果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採取OPT-IN

之管制措施，則任何欲寄發商業電子郵件與特定之個

人，必須取得收件者之同意。惟依據《個人資料保護

法》修正草案第20條第2項之規定：「非公務機關依前

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

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此乃類似

OPT-OUT機制，與OPT-IN機制並不相符，結果會產生

同一行為，一個法律認為合法，另一法律卻認為非法

之齟齬情形。因此，若我國立法上要考慮採取OPT-IN

之模式，勢必要連帶修改《個人資料保護法》20條第2

項之相關規定。 

2.立法目的必須重新釐清 

            採取 OPT-OUT立法例之國家，如日本，立法目的係揭

示為防止同一時間對於多數人發送特定電子郵件所造

成電子郵件傳送接收障礙之必要，進而制定有關發送

特定電子郵件之措施，以建構電子郵件之良好利用環

境，並促進高度資訊通信社會之健全發展。於我國行

政院版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第 1 條

亦明文揭示為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

業電子郵件之干擾，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特

制定本條例。不管於日本或我國行政院版之草案，採

取 OPT-OUT管制模式的國家，著重於維護網路秩序及

使用者利益之「客觀利益的保護」，至於採取 OP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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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歐盟國家，對於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主觀利益的保

護」則為其立法目的核心191，減少商業電子郵件的濫

發，僅為其立法執行後的效果。 

綜合上述兩點，本文初步認為我國法不應採用 OPT-IN

制，而應採用 OPT-OUT方為妥適。 

（二）對於違法之濫發者，採取如荷蘭立法例，由主管機關施

予行政罰之可行性評估。 

1.是否有維持行政秩序的公益性？ 

於我國，狹義的行政罰係以秩序罰為主要內容，故又

稱為行政秩序罰，乃是行政機關基於維持行政秩序之

目的，對於過去違反行政義務者，所施以刑罰以外之

處罰。從 OPT-OUT管制模式的精神以觀，主要係著眼

於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之干擾，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基於上述公益

上的需求，立法選項上對於行政罰之設置，應進一步

加以考慮。 

2.行政罰對象的選擇 

一般而言，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案件中，主要的規範

違反者即為所謂的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者，故行政罰的

處罰對象也應先考慮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者，惟針對濫

發郵件之行為，一則行為人可以透過技術上的方式，

使其不容易被發覺。二則從行政機關可接觸或管制的

族群來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的行為人根本不易為行

                                                 
191. Nicola Lugaresi, European Union vs. Spam: A Legal Response, April 2005,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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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所可得接觸，除了行為人惡性重大，已經違反

了刑法的相關規定由自訴人或檢察官予以追訴外，針

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事件，若要由主管機關對濫發人

施予任何種類的行政罰，執行的困難度相當大且效果

不彰。 

立法上科以行政罰對象之另一個可能對象則為業者，

惟業者並非濫發者且其在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上係

屬第一道防線，故立法設計上，業者的地位，應係居

於協助主管機關管理郵件傳送環境之角色。一個可能

是業者對於主管機關之管理措施負有協力義務，另一

個可能是業者不僅有協力義務，倘其於主管機關命其

為某種措施而不履行時，主管機關得對其處以行政罰。 

陸陸陸陸、、、、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中共《互聯網電子郵件管理辦法》在 2006年 3月生效實施，其

最大特色在於該《辦法》的位階僅是對人民有拘束力之法規命令而

非法律，管制客體亦不限於商業電子郵件，尚包括諸如政治、宗教

等其他類型之電子郵件，且採取高度行政管制。另外，對於服務提

供者之管制強度，反而大於對於濫發者之管制，也是其特點之一。

本文以為，在管制客體方面，僅限於管制以行銷為目的之商業電子

郵件幾乎是各國立法例之共識，中共屬於極權之國家，一向管制言

論自由，有此立法並不意外，此點在民主國家中當然不可行。 

另外，對於服務提供者所採取之態度，在中共之立法，係採取

高度的管制手段，雖其理由係希望藉由管制服務提供者來達到控制

濫發數量之目的。然而，本文則以為我國之立法應該將服務提供者

當成合作之對象，而非管制之對象，以減少其反彈心態並增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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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才是有效管制手段，故過度管制服務提供者之立法，並非本

文所採。 

柒柒柒柒、、、、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新加坡於 2007年 4月才由其國會通過《Spam Control Act》，該

《Spam Control Act》整體方向以及管制手段和我國行政院版草案非

常相近，唯一不同的就是《Spam Control Act》有「新加坡聯繫」的

規定，在條文中訂定具有新加坡聯繫的濫發電子訊息，均受該法之

管轄。我國行政院版的草案條文並無規範來自國外濫發電子郵件規

定，然而若要對來自於國外濫發者有所管制，法規中有明文訂定雖

是必要，但是國際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鑒於我國有加入倫敦

行動計畫（LAP）以及簽訂台灣與加拿大共同防制濫發電子郵件之

MOU，未來必定會有承受國際移送案件的機會，我國也可以依協定

而將來自國外的濫發案件，請求合作國處理，這樣應可考慮訂定類

似「臺灣聯繫」之條文，以加強國際合作之基礎。 

捌捌捌捌、、、、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香港立法會於 2007 年 5 月所通過之《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最大的特點在於其主管機關電訊局局長被賦予權力，強制電訊服務

提供者有依照主管機關書面指示行動之義務（包括提供資料及配合

調查等行為），並可依職權或書面授權給任一公務人員執行該條例

賦予的任何職能，包括調查、進入、逮捕之權力，並給予執行職務

若造成個人損害的責任豁免權。這樣的特點是否適用於我國，析述

如下： 

一一一一、、、、強強強強制制制制電訊服務提供者電訊服務提供者電訊服務提供者電訊服務提供者依照依照依照依照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書面指示書面指示書面指示書面指示行動之義務行動之義務行動之義務行動之義務 

香港該《非應邀條例》係針對一定事項，由主管機關指定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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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必須依照其書面指示為一定之行為，且電訊服務提

供者有義務遵照主管機關書面指示為行動之義務，若不遵守該

書面之指示，尚可對之處以罰款。由此看來，由於電訊服務提

供者必須受到主管機關的書面拘束，對電訊服務提供者來講，

該書面可以說是行政處分的一種。以行政處分課予電訊服務提

供者有提供資料或是為主管機關指定行為之義務，在我國是否

可行？試分析如下： 

（一）若電訊服務提供者不願配合，反徒增行政訴訟 

在需要電訊服務提供者提供資料或是命電訊服務提供者

配合主管機關為相關之作為，而作出使電訊服務提供者

負有義務之行政處分時，若電訊服務提供者方面不願意

配合，對之提出行政爭訟時，一方面增加主管機關之負

擔，一方面則是拖延到該行政處分之時效性。電訊服務

提供者若提出行政爭訟，勢必會增加主管機關的負擔，

且行政爭訟亦曠日費時，若是有必須及時執行之行政處

分，如此一來反而會使該行政處分之時效性減低。 

（二）直接在法律中明定電訊服務提供者之權利義務，較具實

益 

在本會籌備處階段所提送行政院之版本第 6 條中，本有

電訊服務提供者可於相當條件下拒絕提供服務之規定，

於行政院院會審議時，因顧慮過於擴大電訊服務提供者

權利而將其刪除。然而，因行政院版草案中有團訟機制

之建立，建議應該建立電訊服務提供者與團訟機構間資

料提供之管道，以便於團訟機制之進行，最好之方法便

是在法規中明文規定為便利訴訟之進行，電訊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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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提供資料予團訟機構。此外，在相當條件下，亦應

賦予電訊服務提供者必要之權利，可以拒絕繼續為濫發

者提供服務，一來增加電訊服務提供者配合的意願，再

者使電訊服務提供者得以先行過濾不法之濫發行為，進

而減少因為濫發而產生訴訟之情形，亦有助於減少訟源。 

二二二二、、、、電訊電訊電訊電訊局長局長局長局長或其授權人或其授權人或其授權人或其授權人員員員員有進入有進入有進入有進入、、、、搜查搜查搜查搜查以及以及以及以及逮捕逮捕逮捕逮捕之權之權之權之權力力力力 

香港該《非應邀條例》第 40條規定，電訊局長或其授權人員，

在合理懷疑確有犯罪發生或是根據裁判官所發出之手令，可以

強行進入任何處所及檢查、操作以及分析在該處所之電腦或資

料，並可以逮捕任何有犯罪嫌疑之人將其移送至警署處置，算

是對於人民拘束力稍重的規範。然而這樣的規範由於涉及司法

警察的權限，在我國似乎不可行，理由係該法之規定，獲授權

執行公務之人並不限於司法警察，與我國之現行法顯有扞格。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28 之 2 條規定，可以執行搜索之機關

為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以及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搜

索票之開具，也必須由法官為之，再由前述人員執行搜索，香

港該《非應邀條例》則規定可由主管機關授權執行搜索，且其

可執行搜索之人並不限於檢察官或司法警察，不僅和我國刑事

訴訟法之相關規定顯有違背，也不符合我國憲法第 8 條保護人

身自由之意旨。我國憲法已經將限制人身自由之權力保留給司

法機關執行，若以其他法律訂定非司法機關人員可以限制人身

自由，恐有違憲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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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我我我我國國國國規範設計之建議規範設計之建議規範設計之建議規範設計之建議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壹壹壹壹、、、、立法者立法者立法者立法者必必必必須須須須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規範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規範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規範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規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有有有有清楚清楚清楚清楚之之之之認識認識認識認識 

法案的規範目的，決定了立法上適合對應的管制手段，因此必

須嚴格加以澄清。從立法委員鄭運鵬版本的立法，就可以看出這個

區辨的重要性，該版本草案第1條規定：「為促進電子訊息的合理使

用，並保障社會大眾的之個人隱私，特制訂本條例。」復於第4條

規定提供收件者OPT-OUT的機制，即呈顯出一種邏輯上的矛盾，雖

然立法採取OPT-OUT的機制下，使電子郵件發送者復不得任意寄送

郵件，但是卻也承認商業郵件寄送者第一次寄發給任一收件者之行

為為合法，從隱私權保障的觀點而言，此處隨即產生爭議，畢竟隱

私權係屬一種完整的權利，不是一種選擇權，給予收件者取消訂閱

機會的同時，已經使收件者的隱私權遭受侵害，除非認為電子郵件

非屬個人之隱私權保護的客體，然而，依據世界立法潮流，以及我

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第2條規定「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均屬個人資料」可知，這樣的理解

並不符合未來立法對於隱私權保障之正確認知，因此，本文初步認

為若選擇OPT-OUT作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之管制機

制，則不宜將保障隱私權的規範目的納入。 

其次，在其他管制的手段及對象上，採取隱私權保護的立法觀

點亦會與以維護網路使用便利之觀點產生相當大的歧異，茲分述如

下： 

一一一一、、、、管制管制管制管制對象之對象之對象之對象之區別區別區別區別 

採取隱私權保護為立法目的之國家，管制的主要對象集中在違

法侵害隱私權的個人或團體，對於該等違法之行為人多有相關

的行政罰及刑罰制裁，對於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大部分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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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促成或相關業者自行聯合，以自律規則作為業者處理相關

事務之行為準則，其他對於業者的行政管理，則依據其事業的

業別屬性納入行政管理。 

採取維護網路使用便利立法目的之國家，對於違反規定之行為

人，除了嚴重違反規定且惡性重大者（例如：字典式攻擊），

有相關刑罰的規定外，由於行為人可輕易透過技術上的方式，

使其身分不易被察覺，若要因該寄件者未提供正確的信首、未

提供取消訂閱的機制而對其處以行政罰，在目前行政機關舉證

困難且案件繁多不勝枚舉的情況下，似不可行，而為各國所不

採。例外的情形是，日本法對於違反規定的行為人，主管機關

得依裁量為下命處分192，而於行為人不依處分而為改善行為

時，直接對其有刑罰之規定193，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日本法對

於該等寄件者有相應行政檢查的規定194以搭配，併此指明。既

然，管制末端的寄件者有其困難，如何統合業者，使業者一方

面能夠受到政府監督為打擊 SPAM之相關作為，一方面能夠賦

予業者足夠的權利去打擊 SPAM，便是此種立法目的下該仔細

考慮的重點。 

二二二二、、、、行政行政行政行政調查配套調查配套調查配套調查配套之之之之區別區別區別區別 

採取隱私權保護為立法目的之國家，在行政調查上主要採取實

力強制調查之即時強制型195，例如義大利法，且檢查之對象為

疑似違法之個人或團體；採取維護網路使用便利立法目的之國

家，行政調查採取之方式為間接強制調查之行政制裁擔保型

                                                 
192 日本《特定電郵法》第 7 條。 
193 日本《特定電郵法》第 32 條。 
194 日本《特定電郵法》第 28 條。 
195 於人身保護目的之緊急必要時，或為實施「對物行政」而為調查必要之對象物，因不待受調查者同意而得以實力強制實施，且若遭逢抵抗，得訴之以刑法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劉宗德，日本行政調查制度之研究，行政院 94年度第 2次法制研討會實錄，2006年 7月，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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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規制的對象為登錄送信適正化機關197及郵件之寄件者，我

國法若要參取日本法之規定，本文初步認為受限於目前的行政

資源，對於郵件之寄件者部分，採取保留的態度為宜。 

三三三三、、、、規範客體規範客體規範客體規範客體之之之之區別區別區別區別 

採取隱私權保護為立法目的之國家，幾乎一無例外的將規範客

體擴及於 SMS及MMS，推測其原因，可能係因為以隱私權保

護為立法目的之國家幾乎都採取 OPT-IN 的規範模式，而

OPT-IN的規範模式，可以在 EMAIL（SMTP通訊協定）、簡訊

及多媒體訊息（SMS、MMS）上一體適用之故（個人之電子信

箱與電話號碼保護相同），至於其他的細節規範，其實也大同

小異。但是採取維護網路使用便利立法目的之國家，因為主要

目的在於維護「網路」使用便利，而所謂「網路」，按照目前

狹義的解釋，僅限於以 SMTP通訊協定所傳送之電子郵件，況

且，若任何人得依 OPT-OUT 模式，傳送簡訊或多媒體訊息於

任何人之手機，就個人可得忍受的程度而言，應比收到繁多且

未經收件者同意之商業電子郵件更不能忍受，況手機為目前個

人平日經常使用之通訊工具，造成隱私權的侵入似乎更大，因

此，採取 OPT-OUT 的國家，若將該機制一體適用於簡訊及多

媒體訊息（SMS、MMS）上，勢必產生一定之齟齬，比較法上，

韓國對於 SMTP通訊協定所傳送之電子郵件採取 OPT-OUT的

管制，對於簡訊及多媒體訊息（SMS、MMS）採取 OPT-IN的

規範模式，主要的原因就在此。而日本方面，於 2005 年修法

之前，僅將規範的客體範圍限定於 SMTP通訊協定所傳送之電

子郵件，但因為《特定電郵法》第 1條規定，有關電郵傳送之

                                                 
196 受調查者若不提出資訊，主管機關得施予行政罰，例如日本《特定電郵法》第 28 條之規定。 
197 依申請由主管機關指定其為特定電子郵件發送正常化業務執行者（日本《特定電郵法》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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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方式，係授權主管機關定之，因此於 2005年母法修正時，

一併修正施行細則，將手機簡訊（SMS）納入規範，就其納入

的規範方式與規範內容，值得我國注意與借鏡。 

貳貳貳貳、、、、行政行政行政行政院版院版院版院版《《《《濫發電郵管濫發電郵管濫發電郵管濫發電郵管理理理理條條條條例例例例》》》》草草草草案之案之案之案之強化強化強化強化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性性性性 

我國目前行政院版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乃定性

為民事特別法，收信者遭受因濫發者違反該條例所受的損害（包括

非財產上的損害），得依該法規定提起民事訴訟，為便於收信人請

求損害賠償，透過法律擬制以利於收信人認定其損害，對抗商業電

子郵件的濫發，似有足夠的嚇阻作用，但我國法的問題在於： 

一一一一、、、、配套的團訟配套的團訟配套的團訟配套的團訟機制是機制是機制是機制是否否否否得以得以得以得以運運運運作作作作令令令令人人人人懷疑懷疑懷疑懷疑 

目前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

的當事人，得依該法所制定的團訟機制對違法的業者提起訴

訟，但自該法施行以來，成功的團訟案例並不多見，況且，於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案件」下的「同一原因事實」，在認定上

也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困難。 

二二二二、、、、請請請請求權人於特定求權人於特定求權人於特定求權人於特定訴訟訴訟訴訟訴訟被告及被告及被告及被告及舉證舉證舉證舉證上上上上，，，，會產會產會產會產生困難生困難生困難生困難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244條之相關規定，原告必須於訴狀上

特定訴訟當事人，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案件中，許多郵件係以

虛偽不實的身份而為表明，如欲查核真正的發送者，由於資料

均儲存於業者之電子檔案中，故並非請求權人之能力所能及，

雖然，目前主管機關有申訴及配套之移案制度，但是主管機關

並無強制業者提出濫發者個人資料之授權，所以不管是請求權

人欲特定訴訟被告或是舉證上，都會面臨到相當的困難。 

為強化行政院版本之立法，本文初步認為，在法案定性為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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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法的前提下，可參考日本法上之設計，賦予團體訴訟機關得向

業者請求揭示濫發者個資及事證之權利，以便其提起團體訴訟，除

可保障人民訴訟權外，尚可鞏固、確保團體訴訟之成效。若要採取

行政管制措施，於調查濫發行為資訊之手段上，宜考慮以行政調查

中間接強制調查之行政制裁擔保型之規定作為業者必須提出濫發

行為相關資料的法律依據，然因慮及行政資源之負擔，本文採取保

留之見解。 

叁叁叁叁、、、、各個主體間法律關係各個主體間法律關係各個主體間法律關係各個主體間法律關係之之之之建構建構建構建構 

各個層次法律關係的建構與釐清，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 

（一）電子郵件服務現階段非屬電信事業營業項目 

按電信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第 4款及第 5款分別規

定：「電信設備：指電信所用之機械、器具、線路及其

他相關設備。」「電信服務：指利用電信設備所提供之

通信服務。」「電信事業：指經營電信服務供公眾使用

之事業。」，同法第 11 條第 4 項復規定：「第二類電信

事業指第一類電信事業以外之電信事業。」，鑑於第二

類電信事業係負面表列難以定義，不利業務經營申請及

許可，前電信總局乃於民國 90 年修改第二類電信事業

管理規則，依電信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將第二類電

信事業營業項目改為正面表列，並增列「其他」項目，

以因應科技發展。 

鑑於電信服務與網際網路上為數眾多具有通信特質之

資訊服務，易於混淆，為加以區分，當時係以(1)電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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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在服務提供時，須有專屬電路之連接。(2)電信服務在

通信服務品質(QoS)訂有一定確保標準。於電信事業經

營電信服務時，要求在事業計畫書中載明以為區隔。經

查，當時電子郵件服務即被歸屬第二類電信事業之電子

文件服務，惟其型態可區分為(1)以專線或電話撥接直接

連接電子郵件伺服器提供服務(2)透過網際網路接取服

務，上網連接電子郵件伺服器提供服務兩種，其中，前

項直接電路連接方式即歸屬為電信服務，經營業務須取

得許可，並保障服務品質，而網際網路上之電子郵件服

務，因其通訊路由並不固定，服務品質亦無法確保，爰

歸屬於資訊服務範疇。嗣因政府推動寬頻網路基礎建設

有成，網際網路服務逐漸昌盛，上網服務之價格不斷調

降，而專屬電路之價格相形較高，及郵件伺服器撥接通

信與上網通信兩者路由的獨占及互斥性，遂致使前項屬

電信服務之電子郵件服務逐漸式微，而網際網路上之電

子郵件服務乃取而代之，故目前電子郵件服務乃被劃歸

於資訊服務。 

（二）現階段要求資訊服務業者提供客戶資料之合理解釋 

現階段要求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提供客戶資料之目

的，一來係為了配合國際間各種反垃圾郵件追查活動，

我國受到他國要求提出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者之相

關資訊之需要，再則就商業電子郵件之管理層面來看，

要求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提供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者之

資料，是管制上最起碼的要求，故要求電子郵件服務提

供者提供客戶資料在管制上似有其必要性。 

二二二二、、、、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統統統統合業者之合業者之合業者之合業者之團團團團體體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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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設計上，要考慮哪一個機構代替行政機關接受民眾申訴以

及作為團體訴訟的法人團體，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及台

灣網際網路協會兩者皆是得考慮的對象。 

對於申訴案件的回覆以及團訟制度的設立，目的都是為了讓因

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而受損害的個人，藉由提起民事訴訟而獲

得損害的填補，如果能夠讓兩件事務由同一法人團體負責，有

下列之優點：一、可以避免因多次公文的往返導致行政資源浪

費。二、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及台灣網際網路協會對於

業者有基礎的管理與統合能力。三、主管機關將此部分的權力

委託出去後，方得將有限的行政資源，作最有效的利用。 

三三三三、、、、主管機關與用主管機關與用主管機關與用主管機關與用戶戶戶戶（（（（End user）））） 

比較法上，日本法雖賦予主管機關得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嫌

疑人為行政檢查及可對其為請求改善行為之下命處分之權

力，但若我國採用該規定，在行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是否能

比照實行，不無疑義，初步建議不宜採用。故立法設計上，在

主管機關對於各個用戶之間，主要仍立於教育宣導及其他行政

指導之關係，然而，各國在管制商業電子郵件的濫發上，除了

制定法規外，教育民眾的工作其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意

即，除了法制面的建置外，主管機關對於各個用戶的教育宣

導，實在不可輕忽。 

四四四四、、、、統統統統合業者之合業者之合業者之合業者之團團團團體與業者體與業者體與業者體與業者 

比較法上，澳洲、英國業者的自律規則在對抗商業電子郵件的

濫發上，都發揮了一定的功效。晚近，學者也肯認政府應鼓勵

業者們團結起來形成一統合各業者之團體，制訂相關的自律規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究 

 第 178頁 

則，以共同對抗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現象198。畢竟，惟有業者

自律，在處理相關濫發事件的立場一致而堅定時，才能夠稱職

扮演管制商業電子郵件濫發之守門員角色。 

五五五五、、、、業者業者業者業者與用與用與用與用戶戶戶戶 

比較法上，日本法授權業者「於寄件者妨礙業者順暢地提供服

務，且足認為業者為避免前開情事發生而有正當理由時，得暫

時拒絕提供電郵傳送服務。」，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John G. Palfery

亦認為，立法上為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應該建立一個以業

者為導向之管制政策，賦予其一定的權利，直接對抗惡性重大

的郵件濫發者199，故本文初步建議，在符合法定的要件下，應

該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得暫時對於寄件者拒絕提供電郵傳

送服務。 

                                                 
198  John G. Palfery, Stemming the international tide of spam, Trends in Telecommunication 

Reform,April 2006,p115. 
199 John G. Palfery, Stemming the international tide of spam, Trends in Telecommunication Reform, 

April 2006,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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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行政院版與各立法委員版之比較行政院版與各立法委員版之比較行政院版與各立法委員版之比較行政院版與各立法委員版之比較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我國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法案，濫觴於立法委員馮定國

2000年所提出之《電子廣告信件管理條例》草案，其後在 2005年及

2006 年，陸續由行政院及各立法委員提出不同之版本，包括由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籌備處所提出，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之《濫發商業電

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立法委員林國慶所提出之《濫發商業電子

訊息管理法》法案、立法委員吳志揚所提出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管理條例》法案以及立法委員鄭運鵬所提出之《電子訊息管理條例》

法案，故目前立法院審議中關於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法案共有

五個版本。 

上述各版本中，行政院版本以及立法委員吳志揚版本之內容差

異不大，但其餘各版本在名稱、規範客體以及管制手段等均南轅北

轍。由於行政院版法案刻正於立法院進行審議，為 NCC目前施政計

畫中積極推動之版本，業經投注大量人力進行立法研究，相關配套

執法機制亦積極佈署中，故本章特以行政院版本作為基準，於第一

節先論述行政院版本之架構與內容，其後各節再就各立法委員之版

本，與行政院版本進行比較、研析。 

本章各版本比較之目的並非在於認定各版本之優劣，而是希望

在參照各國立法例後，根據我國國情及網際網路使用現狀，酌取各

版本可供參照之處，以求未來立法之完善，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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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行政院版本之研析行政院版本之研析行政院版本之研析行政院版本之研析 

一一一一、、、、立法目的立法目的立法目的立法目的 

行政院版法案第 1 條規定：為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干擾，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特制定本

條例。其立法目的有三： 

（一）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 

（二）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干擾。 

（三）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 

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立法目的牽涉到法規訂定整體性，如

歐盟所屬國之相關立法，由於較強調保護個人隱私權，在管制手段

上為保障收信者隱私權，對於發信者之管制便較為嚴格，比較明顯

的便是採取 OPT-IN機制，在未經收信人之事前同意下，不得對其發

送商業電子郵件。 

然而前述 OPT-IN機制，對於以小成本行銷之中小型企業來說衝

擊過大，一般見解認為若以 OPT-OUT機制取代之，即不需事前之同

意，讓收信者依個人意願自由決定是否繼續收取類似廣告信件，既

保障收信者權益，亦可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以及秩序。200有鑑

於此，行政院版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管理機制，採取 OPT-OUT

機制，係為保障收信人權益，也符合其第 1條之立法目的。 

二二二二、、、、主管機關及其職權主管機關及其職權主管機關及其職權主管機關及其職權 

各國立法例中（詳見表二）對於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主管

機關規定不一，有為公平交易主管機關、有為隱私權保護主管機關、

亦有管理資訊安全主管機關以及通訊傳播主管機關。行政院版草案

                                                 
200 學者亦有認為以 OPT-OUT方式之選擇，取代收信者之事前同意，不僅可保障收信者權益，亦可減輕對於企業界之衝擊。王郁琦，濫發網際網路廣告信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資訊、電信與法律，2004年 5月，頁 115。 



第三章 行政院版與各立法委員版之比較 

 第 181頁

第 3 條規定該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通訊傳播委員會，係採取立法例中

以通訊傳播機關為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主管機關。 

關於主管機關之職權，分別規定於第 6條及第 14條中。行政院

版草案於第 6 條中規定，主管機關「得」促使業者採行必要措施，

並於第 14條中規定，其「得」積極透過國際合作交流以執行本法，

看似充分授權，實則明確性不足，蓋草案中主管機關得採取之行政

行為形式以及業者不配合之效果均付之闕如，如何完善其立法設

計，值得審酌。本文認為課予服務提供者相關之義務，並明訂業者

應配合主管機關作為之義務條款，有促進通訊環境安全及順暢之功

能，應屬可資採取之作法。 

（表二  各國主管機關） 

三三三三、、、、規範之客體規範之客體規範之客體規範之客體 

各國立法例所規範之客體範圍不一（詳見表三），有將行動簡訊

包含在管制範圍內，如日本及澳洲；有將傳真亦納入規範範圍內者，

如南韓。惟行政院版之法案，並未將行動簡訊及傳真列入法案規範

客體中，僅單純對於 SMTP通訊協定下之電子郵件做規範。 

                                                 
20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2 聯邦貿易委員會，涉及其他機關之權限者，該管機關亦得執行。 
203 資訊及通訊部以及南韓資訊安全管理局。 
204 總務省、經濟產業省及警察廳。 
205 澳洲通訊傳播署。 
206 通訊管理委員會 
207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 
208 新加坡資訊通訊發展局。 
209 香港電訊管理局。 

 我國 美國 南韓 日本 澳洲 英國 中共 新加坡 香港 

主
管
機
關 

NCC
201 

FTC202 MIC 

KISA
203 

MIC 

METI 

MPD
204 

ACMA
205 

ICO206 MII207 IDA208 OFTA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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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避免公權力管制電子郵件之發送有侵害人民之言論自

由基本權之嫌，各國立法例多將規範客體限制於商業性電子郵件或

電子訊息（目前僅有中國除外），因而行政院版法案規定，具行銷性

質之商業電子郵件，才是其所規範之客體。 

（表三  規範之客體） 

 我國 美國 南韓 日本 澳洲 英國 中共 新加坡 香港 

規
範
客
體 

Email Email
210 

Email 

SMS 

FAX 

Email 

SMS 

Email 

SMS 

IM 

Email 

SMS 

 

Email211 Email 

SMS 

 

Email 

SMS 

FAX 

四四四四、、、、以以以以 OPT-OUT為管理之機制為管理之機制為管理之機制為管理之機制 

OPT-IN（同意接收）或 OPT-OUT（拒絕接收）機制之選擇，最

重要的差別在於是否使發信人得有第一次未經邀約主動發信的機

會，各國立法例有不同規定（詳見表四）。法案選擇 OPT-IN 或

OPT-OUT，將影響以小成本行銷之中小型企業甚鉅，行政院版在考

量我國產業係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前提下，為延續中小型企業的發

展空間，管理機制選擇上採取 OPT-OUT機制。 

（表四  OPT-IN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 

 我國 美國 南韓 日本 澳洲 英國 中共 新加坡 香港 

同意或

拒絕 

OPT- 

OUT 

OPT-

OUT 

OPT- 

OUT 

OPT-

IN 

OPT-

IN 

OPT-

IN 

OPT- 

IN 

OPT- 

OUT 

OPT-

OUT 

五五五五、、、、合法發送要件合法發送要件合法發送要件合法發送要件 

根據行政院版法案第 4 條規定，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需遵

守下規定： 

                                                 
210 對於 SMS則以《TCPA》規範，傳真則有《Junk Fax Prevention Act of 2005》專法規範。 
211 僅有中共法規對所有類型之電子郵件作規範，其餘立法例均針對商業性電子郵件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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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須提供收信人選擇不再接收之機制。 

（二）除非事前已經收信人同意，否則發信時必須於郵件主旨中加

註「商業」、「廣告」、「ADV」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

識其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示。 

（三）必須提供正確之信首資訊。 

（四）必須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業所或住居

所之地址。 
 

（表五  各國標示義務之規定） 

 我國 美國 南韓 日本 澳洲 英國 中共 新加坡 香港 

主旨欄

標示 

「商業」

「廣告」

「ADV」

有 有 有 無 有 有 有 有 

六六六六、、、、禁止規範禁止規範禁止規範禁止規範 

根據行政院版第 5 條之規定，發信人於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時，

禁止為下列行為： 

（一）對已為拒絕接收商業電子郵件表示之收信人繼續發送商業電

子郵件。 

（二）發送具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主旨之商業電子郵件。 

（三）發送具有虛偽不實信首資訊之商業電子郵件。 

另外，各國立法例中除英國外，均禁止以字典式攻擊或使用發

信軟體等前階行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詳見表六），在我行政院版法

案卻付之闕如。鑑於字典式攻擊或使用發信軟體等行為對於電子郵

件服務提供者往往造成重大影響，未來修法建議應將字典式攻擊等

前階行為，納入法規管制，關於此部分之修法建議，詳見第四章第

二節之內容，此不再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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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前階行為之管制） 

七七七七、、、、違法效果違法效果違法效果違法效果 

（一）違法行為 

係指發信人若違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第 4

條及第 5條規定，且侵害收信人權益者，根據第 7條之規定，

必須對收信人負損害賠償之責。 

（二）請求損害賠償權人 

請求賠償權人為因發信人違反草案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權

益受侵害之收信人。 

（三）損害賠償義務人 

發信行為違反草案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之發信人為賠償義務

人，若其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其違法情節

者，必須與發信人負連帶損賠償責任。 

（四）賠償數額之計算 

鑑於收信人舉證之困難，根據第 7條第 3項及第 4項中規定，

除能證明其損害賠償總額較高者，受有損害之收信人每人每

封可請求新臺幣五百元以上兩千元以下之賠償，但對於同一

原因事實請求者，除非因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超過新臺幣兩

                                                 
212 關於將前階行為納入管制之修法建議，詳見本報告第四章第二節之論述。 

 我國 美國 南韓 日本 澳洲 英國 中共 新加坡 香港 

前階 

行為 

未規定
212 

禁止 禁止 禁止 禁止 未規定 禁止 禁止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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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元，否則最高不得請求超過兩千萬元之損害賠償。 

（表七  違法效果） 

 我國 美國 南韓 日本 澳洲 英國 中共 新加坡 香港 

違

法

效

果 

民事 民事 

刑事 

民事罰鍰
213 

民事 

刑事 

刑事214 

 

民事罰鍰 民事 行政罰 民事 民事 

刑事 

行政罰 

八八八八、、、、團體訴訟制度團體訴訟制度團體訴訟制度團體訴訟制度 

行政院版法案第 8條至第 13條，針對受有損害之收信人對違法

發信人請求損害賠償時，設計了團體訴訟制度。 

與以個人為主體所提起之訴訟相較，團體訴訟具有以下特色： 

（一）團體訴訟可適用在消費事件、公害事件及證券、期貨交易等

被害人數眾多之案件類型。 

（二）團體訴訟可避免相同事件之被害人個別起訴，進而減輕當事

人個人之舉證責任及法院審理之負擔。 

由於電子郵件發送容易，濫發者往往一次可以發送多封郵件，

基於同一濫發事件之受害人數相當可觀，且就個別收信人而言，對

受損之事實舉證不易，故團體訴訟的設計確有其必要性。

                                                 
213 亦即 CIVIL PENALTY。 
214 於違反該法第七條之情形，在對行為人處以刑罰之前，須有行政處分之存在，其詳細內容見第二章第三節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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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馮定國等馮定國等馮定國等馮定國等 36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 

一一一一、、、、法案名稱法案名稱法案名稱法案名稱 

行政院版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馮定國委員版本：《電子廣告信件管理條例》 

二二二二、、、、提案日期提案日期提案日期提案日期 

行政院版本：94年 2月 3日（立法院第 6屆第 1會期第 2次會

議） 

馮委員版本：94年 4月 13日（立法院第 6屆第 1會期第 8次會

議） 

三三三三、、、、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215 

（一）立法目的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一條：為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干擾，

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特制定本條例。 

馮委員版本： 

第一條：為避免網際網路公用資源遭受濫用，維護網路服務業者及網

路使用者之權益，特制訂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2.對照評析 

行政院版法案於第 1 條宣示維護網路使用便利及提升網路安

全及效率之立法目的，馮委員版草案與政院版草案相較，特

殊之處為增列「維護網路服務業者及網路使用者之權益」，除

明定網路使用者權益之保護外，兼顧網路服務業者權益（主

                                                 
215 限於篇幅及方便對照，以下僅臚列「相異部分」之條文內容，研析焦點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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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財產權）之確保，意即馮委員版草案明文揭示網路服務業

者及網路使用者之權益同受保障，而政院版草案並未明列其

保護對象，惟實際上政院版草案之規定具較寬廣之解釋意

涵，配合其他條文之解釋，兩版本草案差異不大。 

馮委員版草案第 1 條第 2 項並採用「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法律之規定」之「基本法」立法模式，強制以《電子廣告

信件管理條例》為管制商業電子郵件之規範，除非該法未規

定，始可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此種規定可收事權統一之效

果；行政院版法案則未為類似規定，考其緣由，係因網際網

路應用技術進展迅速，為免日後規範產生闕漏或解釋上之疑

義，因此將該草案定位為普通法，俾利日後以其他特別法之

規範因應現實需要，是較為妥適之立法模式。 

（二）名詞定義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二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以行銷商品或商業服務為目的，

透過網際網路傳送之電子郵件。但不包括基於既存交易

關係提供相關資訊者。 

二、電子郵件位址：指電子郵件使用者之電子郵件伺服器及

其帳號之識別碼。 

三、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子郵件之來源、路徑、目的地、

發信日期等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 

四、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指設置電子郵件伺服器提供他人

發送、傳輸或接收電子郵件之服務者。 

五、發信人：指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或個人。 

六、收信人：指使用電子郵件位址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

或個人。 

七、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有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

定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所稱基於既存交易關係提供相關資訊，指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 

一、締結經發信人、收信人雙方同意之契約所需聯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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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收信人所需商品或服務之保證、召回、回收或安全

資訊者。 

三、通知收信人交易期限、權利義務變更或繼續性契約關係

之進行狀況等重要交易資訊者。 

四、依據發信人、收信人雙方同意之交易條件，提供商品或

服務，及其後續之更新者。 

馮委員版本： 

第二條：本條例中各名詞之定義如下： 

電子廣告信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目的在於介紹或推廣

商業產品或服務之郵件。 

垃圾郵件：違反本條例第四條至第十條之電子廣告信件。 

濫發郵件：在七日內發送相同內容的垃圾郵件至五十個以上

的地址。 

2.對照評析 

（1）概說 

名詞定義之內容，馮委員版法案僅針對電子廣告郵件、垃

圾郵件、濫發郵件之用語加以規定；行政院版法案則針對

商業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地址、信首資訊、電子郵件服務

提供者、發信人、收信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等加以界定，

並於第 2 條第 2 項定義何謂既存交易關係，共計針對八項

條文用語加以定義，此種逐款條列式之立法定義有利於主

管機關解釋法律，俾便受規範對象遵守，但缺點在於隨資

訊科技進展，該等明確立法定義之內涵不易因應技術演進

之趨勢予以轉變或擴展原有概念之界限，然因垃圾郵件之

各種定義紛陳，且慮及相關技術詞彙之高度專業性與技術

性，為求適用上明確，仍以此種立法模式較為妥適。 

以下，本文將就已規範者論述之，至於未明確規範者，日

後雖可因應科技之演進另行制定相關規範，然現時條文未

予明定，亦可能產生立法欠周之不合理現象，當中究竟，

確值立法者審慎衡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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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制對象－電子郵件 

國外立法例，有將透過行動簡訊（SMS）發送垃圾訊息亦

納入規範者，行政院版法案及馮委員版法案則均未將行動

簡訊或電子訊息納入管制，僅就具商業內容之電子郵件進

行管制，對象明確單純。 

（3）規範客體－UCE 

行政院版本法案，對規範客體以「商業電子郵件」、「濫發

商業電子郵件」稱之，指涉者乃行銷商品或商業服務之電

子郵件，是採國外多數立法例，僅以 UCE（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為規範客體，而不及於政治、宗教、個

人理念宣傳等涉及言論自由之大量電子郵件－UBE

（unsolicited bulk email）。 

馮委員版本法案，將電子郵件分為兩種，一為「電子廣告

信件」，一為「垃圾郵件」，前者指目的在於介紹或推廣商

業產品或服務之電子郵件，後者則指違反該草案行為準則

之電子廣告信，兩者之定義均屬商業廣告郵件（UCE），前

者範圍較廣，概念上包括後者，因此，該條例亦以 UCE為

規範客體。 

（4）違法態樣 

行政院版法案以「發信人有違反第 4 條或第 5 條規定之行

為」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亦即凡違反該法案所定發送

行為規範者，則落入該法案之管制範圍；馮委員版法案則

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目的在於介紹或推廣商業產品

或服務」之郵件界定為「電子廣告信件」，然此時僅被認定

為「電子廣告信件」，尚未發生該法案之違法效果，須進一

步違反該法案第 4至 10條之發送行為規範者，該等郵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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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垃圾郵件」，此時，按馮委員版草案第 11至 13條之規

定，受害之個人、網路服務業者等即可向發信人請求賠償。 

換言之，馮委員版法案透過「兩階段」的法律及事實涵攝，

先判斷電子郵件之性質是否構成「電子廣告信件」，再判斷

該等「電子廣告郵件」是否構成「垃圾郵件」之態樣。 

馮委員版法案並規定，一旦電子廣告信件被認定屬「垃圾

郵件」，且發送者於七日內發送相同內容的垃圾郵件至五十

個以上的地址，將被認定為「濫發郵件」行為，然上開所

謂「濫發郵件」之規定內容顯有諸多可議之處。 

首先，此種透過數量界定之立法方式，產生下列缺失： 

A、鑑於其係法規公開數值，易因濫發者發送時以臨界值規

避而徒具形式。 

B、以內容是否類似且到達限制量界定是否濫發時，鑑於郵

件內容是否類似須由主管機關以人力逐封判定及統

計，將耗費執行機關大量行政人力，實務上較不可行。 

C、因濫發者有提出行政救濟之可能，亦將大幅耗費主管機

關之行政及法務資源，有拖垮施政效能之虞。 

經研析，以發送數量多寡為界定是否構成「濫發」之標準，

並非絕不可採，但須搭配其他配套措施，根據主客觀事實

情節，建立合理認定標準（詳見第二章美國法相關章節之

說明）。 

其次，馮委員版草案此一「濫發郵件」之界定並不具任何

規範上之意義，僅有宣示效果，蓋縱觀馮委員版法案全文，

並未針對「濫發郵件」行為進一步加重其違法效果，因此，

該項「濫發郵件」之規定，僅係濫發行為違法之概念宣導，

似屬訓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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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管機關（Authority）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三條：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通訊傳播委員會。 

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前，本條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第四條第二款、第六條及第十四條所定主管機關權責事項，

交通部得委任交通部電信總局辦理。 

馮委員版本： 

第三條：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2.對照評析 

      行 政 院 版 法 案 以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NCC）為主管機關，馮委員版法

案則以交通部為主管機關。 

      行政院版法案除於第 3條明文規定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為主管機關外，並於法案第 6、14 條明定電子郵件服務提供

業者（Email Service Provider，ESP）之管理、國際合作事項

之權責等；如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3 條掌理

事項規定觀之，其第 10、12、13、14等款分別就通訊傳播境

外及國際合作、違法事宜、其他事項監理加以規定，故行政

院版法案以 NCC為主管機關，合於其組織法之權限界定，應

屬妥適。 

      另，行政院版法案第 3 條第 3 項明定委任事項，係為配合實

際執行機關需要，將法定行政事務權限下放，以簡化行政程

序、提升行政效能。惟目前通訊傳播事務既以 NCC為當然法

定主管機關，則第 2條第 2、3項之規定宜予適度修正。 

（四）選擇進入（OPT-IN）或選擇退出（OPT-OUT）機制 

1.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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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提供收信人得選擇不再接收來自同一發信人同類郵件之

機制。 

馮委員版本： 

第六條：發信人必須事先獲得收件人的同意始可發送電子廣告信件。

但收信人與發信人先前已有公務或私人的關係，不在此限。 

第七條：信件內文必須提供收信人選擇不再接收發信公司的電子郵件

的方式。 

2.對照評析 

行政院版法案，本質上採 OPT-OUT機制，允許寄發「第一封」

商業電子郵件，然對收信人之選擇退出以「明示」機制為原

則，亦即須由收信人向發信人回覆不再接收信件之意思，發

信人始不得再發送；馮委員版法案第 6條本文原則採 OPT-IN

機制，第 7條則係 OPT-OUT之典型規定，兩相對照，馮委員

版法案似採行折衷設計，惟實際上，商業電子郵件同意機制

之取擇究以 OPT-IN或 OPT-OUT為原則，觀察重點應在於「首

次」發送之行為是否為法之所許。 

若法律允許商業電子郵件發送人發出首封商業電郵而毋庸得

到收信人同意，收信人僅有事後表示拒絕繼續收取之權利，

則屬 OPT-OUT機制，反之，若發信人非經收信人同意不得發

送任何商業電郵者，則屬 OPT-IN機制。 

從馮委員版法案第 6 條本文之規定觀察，由於發信人必須事

先獲得收件人同意始可發送電子廣告信件，因此首封商業電

郵仍以收信人之「同意」為合法發送要件，是採 OPT-IN機制

無疑，至於第 7 條規定須提供收件人不再接收郵件之方式，

乍看似易誤認為 OPT-OUT機制，實則，不論採行 OPT-IN或

OPT-OUT機制，收件人均有表示拒絕繼續收取商業電郵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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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即便收件人先前已同意願意收取，仍得事後表示拒收，

初不因其採行 OPT-IN或 OPT-OUT機制而有差異，故該規定

僅係將 OPT-IN制度之收信人事後拒收權利予以明文化，馮委

員版草案仍應解為採取 OPT-IN機制。 

經研析，無論是選擇進入或選擇退出機制，誠如法學解釋上

之「原則」或「例外」，若果「原則」規定，有足夠之例外，

將使原則規定被稀釋，因此，無論採取 OPT-IN或 OPT-OUT，

應兼顧言論自由、隱私權及網路商業行銷、電子商務發展等

政策需求，輔以合宜有效之相關規定，兩種機制於管制濫發

商業電子郵件之效果，可謂殊途同歸。 

（五）主旨欄標示義務（Subject Labeling）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於郵件主旨欄加註「商業」、「廣告」、「ADV」或其他經

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示。但發

信人事前已獲得收信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馮委員版本： 

第十條：電子廣告信件之主題必須與信件內容相符。 

2.對照評析 

為使收信人於開啟電子郵箱時，即可於第一時間辨識出是否

為商業電子郵件，或利用軟體先行分類，以節約收信人處理

郵件所需時間，國外立法例普遍均規定，發信人須於電子郵

件之主旨欄加註廣告字樣（如「ADV」、「AD」、「未承諾廣告

※」等），行政院版及馮委員版法案均從之。 

行政院版法案明定，於「郵件主旨欄」應加註「商業、廣告、

ADV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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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且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法案第 5條第 2

款），就立法技術而言，較為明確，且例示、概括並舉，有

利於日後主管機關補充規範，值得肯定。馮委員版本則僅明

定主題必須與信件內容相符，立法技術上似未臻精緻。 

（六）發信人身份及聯絡資訊之揭示（ identity vs. contact 

information）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業所或住居

所之地址。 

馮委員版本 

第四條：發送電子廣告信件之公司或個人必須在信件之開頭明確註明

該公司或個人之名稱、郵政地址、聯絡電話、聯絡人姓名。 

第五條：提供發信服務之公司或個人必須在信件後方註明該公司或個

人之名稱、郵件地址、聯絡電話、聯絡人姓名。 

2.對照評析 

為有效確認送信人身份，當使收信人知悉商業電子郵件發送 

人相關資料及聯絡方式，俾便行使各種請求權或供主管機關

管理、查證之用，行政院版法案規定須提供其名稱及實體通

訊地址；馮委員版法案除規定須提供發信人（公司或個人）

之名稱、地址外，尚須提供聯絡電話及聯絡人姓名，提供發

信服務之公司或個人（廣告服務商）亦同，關於後者，由於

提供發信服務者，必須在送信前，先行確認發信者所發郵件

之內容屬電子廣告信件後，始依法附加指定之聯絡資訊，此

將形成實務執行上之困擾。 

（七）正確信首資訊之提供（header information） 

1.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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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提供正確之信首資訊。 

馮委員版本 

第八條：發信人或發信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變造信件中之發信日期、

發信人帳戶、網域名稱、原始發信記錄。 

2.對照評析 

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子郵件之來源、路徑、目的地、發信

日期等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作用在於「辨識、追查」發

信人，以處理商業電子郵件行銷所可能產生之交易糾紛或侵

權訴訟，其實際作用可與發信人身份、聯絡資料互輔，行政

院版法案予以明定；馮委員版法案則在第 8 條為類似規定，

但屬下述（八）禁止行為規範之立法模式；兩者之區別在於，

依馮委員版法案，發信人若「隱匿」信首資訊，然並未「變

造」信首資訊，即不落入馮委員版法案之違法效果。 

又馮委員版法案僅在第 8 條禁止相關變造行為，而未就何謂

「信首資訊」加以明確定義，似欠缺立法之精緻。 

（八）禁止行為216（Prohibition of Practice）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五條：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明知或可得而知收信人已為拒絕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表

示，仍為發送者。 

二、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之主旨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仍為發送者。 

三、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轉寄前之信首資訊有虛偽

不實，仍為發送者。 

馮委員版本： 

                                                 
216 禁止行為與合法發送要件乃一體兩面，只不過法案中予以規定將更形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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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發信人或發信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變造信件中之發信日期、

發信人帳戶、網域名稱、原始發信記錄。 

第九條：禁止製造、販賣、散發、使用被設計來變造電子郵件發信記

錄之電腦程式。 

第十條：電子廣告信件之主題必須與信件內容相符。 

2.對照評析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立法，本質上乃「行為規範」，主要

在於管制不當傳輸行為，且理想之規範設計，應包括發送前

之各種準備行為（前階行為）。 

      行政院版法案從外國立法例，禁止對已表達拒絕收信意思之

電郵地址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且電郵主旨不得有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內容，「轉寄」具虛偽不實信首資訊之電郵亦在禁

止之列，然就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前階行為未納入規範，難

免遺珠之憾。 

      馮委員版法案規定郵件主題與內容須相符，與行政院版法案

禁止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規定異曲同工，至於禁止變

造發信日期、發信人帳戶等信首資訊之規定，論述同上。 

惟馮委員版法案特別規定禁止製造、販賣、散發、使用各類

變造電子郵件發信記錄之電腦程式，將部分前階行為納入規

範，似較切合立法整體性；惟該法案未明定罰則，僅具宣示

性質，且未經同意蒐集、販售、交換電郵地址之行為，該法

案亦未納入規範，似有不足。 

（九）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SP）權利義務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未規定 

馮委員版本：未規定 

2.對照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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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施行成效，相當程度上需倚重 ISP

業者之配合，國外立法如日本《特定電郵法》及南韓《資訊

安全法》，均賦予 ISP業者一定之權利，使其不因對濫發者停

止服務遭致訴訟之不利；行政院及馮委員版法案，均無相關

規定，按行政院原先提出之草案，曾明定服務提供者得拒絕

提供服務之條件，惟嗣於行政院審議時，因慮及賦予業者過

大權利而遭刪除，惟為強化業界主動積極配合防制意願，有

加以明列之必要。 

此外，針對 ESP 業者之義務，諸如配合採行主管機關之防制

措施、協助調查義務等，各版本均未規定，為有利於主管機

關執法，應採用「法定私人納用」之概念，於草案中明定 ESP

業者之協力義務。 

（十）主管機關權限（Limits of Authority）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六條：主管機關得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施，防止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 

第十四條：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條例所定事項，得與國際相關組織進行

有關商業電子郵件來源、追蹤方式及其他相關資訊之交流。 

馮委員版本：未規定 

2.對照評析 

    現今國家職能大幅擴張，為達成行政目的，於合乎依法行政

之前提下，須賦予行政機關執法權限。 

按行政院版法案雖規定，主管機關「得」促使業者採行必要

措施，並「得」積極透過國際合作交流以執行本法，看似充

分授權，實則明確性不足，蓋法案中主管機關得採取之行政

行為形式以及業者不配合之效果均付之闕如，如何完善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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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設計，值得審酌，建議應採用「法定私人納用」之概念，

明定業者應配合主管機關作為之義務條款。 

馮委員版法案對此完全未加規定，在立法執行之設計上似有

不足。 

（十一）違法效果－民事損害賠償（Civil Effect of Trespass）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七條：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侵害收信人權益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 

            收信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二項損害賠償總額，以每人每封商業電子郵件新臺幣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額高於該金額

者，不在此限。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

幣二千萬元為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超過新臺幣二千

萬元者，以該所得利益為限。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

五條規定發送商業電子郵件者，與發信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馮委員版本： 

第十一條：垃圾郵件之受害之個人可對發信公司及代發信之業者提出

賠償，有效期間為自發信日期起一年。 

第十二條：垃圾郵件之受害之網路服務業者可對發信公司及代發信之

業者提出賠償，有效期限為自發信日期起一年。 

第十三條：收信人及網路服務公司因垃圾郵件造成之實際損失及訴訟

費用均得要求發信人給予補償。 

2.對照評析 

（1）損害賠償請求權人 

行政院版法案，僅規定收信人所受損害之賠償，而不及於

其他受害人；馮委員版法案第 11、12條以受害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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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網路服務業者」為請求權人，第 13條則以「收信人」

及「網路服務公司」名之，惟上述第 11條規定之「個人」

定義為何，是否包括事業體？又個人、收信人、網路服務

「公司」網路服務「業者」如何區辨，均可能滋生爭議。 

（2）損害賠償義務人 

行政院版法案，以發信人為損害賠償義務人，若廣告主或

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違法情節者，亦應負連帶責

任；馮委員版法案第 11、12條則以「發信公司」及「代發

之業者」為賠償義務人，惟第 13條又以「發信人」為實際

損失之賠償義務人，立法技術似不協調。 

（3）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 

行政院版法案針對濫發行為之侵權設計賠償制度，並及於

財產上損害及非財產上損害，財產上損害由於不易證明，

法案特別以法定擬制賠償額之設計減輕請求權人之舉證責

任，另鑑於非財產上損害不易舉證，採酌「非財產上損害

商業化理論」，透過擬制規定以所收受之信件總數計算賠償

總額，簡便易行，但就上述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能證

明所受損害額度較高者，則不在此限。 

具體言之，行政院版法案僅收信人得向發信人求償，賠償

數額之計算以每封新台幣 500～2000 元計算（能證明所受

損害較高者不在此限），並限制因同一原因事實所負損害賠

償責任，以二千萬元或發信人所得利益為求償上限。馮委

員版法案，就數額之計算未設擬制規定，不利於受害人求

償，且該版本「賠償」與「補償」之適用範圍有何區別，「實

際損失」又應如何解釋，「賠償」或「補償」是否除「實際

損失外」尚包括其他損失，此等問題皆有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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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求權消滅時效 

        行政院版法案，針對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自請求

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為兩年，自行為時起為五

年，馮委員版法案則規定自發信日期起為一年；經依一般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事件之性質觀察，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

之規定不宜太長，以使法律關係早日安定。 

（十二）團體訴訟（Class Action）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八條：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符合

下列要件： 

一、財團法人之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社團法人

之社員人數達一百人。 

二、消費者保護事項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三、設立許可三年以上。 

       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委任

律師代理訴訟。 

第九條：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對於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造成

損害之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受有損害之當事人授與訴訟實

施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當事人得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並通知法院。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後，得由其他

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於第一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前二項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以文書為之。 

            各當事人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時效應分

別計算。 

            當事人依第一項規定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者，該部分訴訟

程序當然停止，該當事人應即聲明承受訴訟，法院亦得依職

權命該當事人承受訴訟。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依本條規定起訴後，因部分當事人

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致其餘部分不足二十人者，仍得就

其餘部分繼續進行訴訟。 

            依本條例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其標的

金額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者，超過部分暫免徵裁判費。 

第十條：依前條規定進行訴訟時，法院得徵求該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



第三章 行政院版與各立法委員版之比較 

 第 201頁

法人之同意，公告曉示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人，

得於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併案請求。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人，亦得聲請法院依前項規

定為公告曉示。 

            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繕本或影本送達於兩造。 

            公告期間之訂定及公告方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

二第四項之規定。 

第十一條：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就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之事

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但當事人得限制其為捨棄、

撤回或和解。 

前項當事人中一人所為之限制，其效力不及於其他當事人。 

第一項之限制，應於第九條第三項之文書內表明，或以書

狀提出於法院。 

第十二條：當事人對於第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判決不服者，得於財團法

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上訴期間屆滿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

與，依法提起上訴。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於收受判決書正本後，應即將其

結果通知當事人，並應於七日內將是否提起上訴之意旨以

書面通知當事人。 

第十三條：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將第九條訴訟結果所得之賠

償，扣除訴訟必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實施權之當

事人。 

提起第九條第一項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均不

得向當事人請求報酬。 

馮委員版本：未規定 

2.對照評析 

    揆諸目前現有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法案版本，僅有行政

院版法案與吳志揚委員版法案有團體訴訟之設計，兩者之規

定完全相同，馮委員版本法案則無，團體訴訟雖可便利商業

電子郵件之受害人求償，然制度設計仍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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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林國慶等林國慶等林國慶等林國慶等 35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 

一一一一、、、、法案名稱法案名稱法案名稱法案名稱 

行政院版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林國慶委員版本：《濫發商業電子訊息管理條例》 

二二二二、、、、提案日期提案日期提案日期提案日期 

行政院版本：94年 2月 3日（立法院第 6屆第 1會期第 2次會

議） 

林委員版本：94年 4月 20日（立法院第 6屆第 1會期第 9次會

議） 

三三三三、、、、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 

（一）立法目的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一條：為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干擾，

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特制定本條例。 

林委員版： 

第一條：為促進網際網路及無線通訊資源的合理使用，保障社會大眾

之個人隱私，促進電子通訊消費生活之健全發展，特制定本

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2.對照評析： 

就立法目的來看，林委員版之立法目的有三：第一係促進網

際網路及無線通訊的合理使用；第二係保障社會大眾之個人

隱私；第三則係促進電子通訊消費生活之健全發展。就所有

立法例來看，管制濫發電子郵件之手段，若是為保障隱私權

者，大多會採取 OPT-IN 機制以管制商業性電子郵件之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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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歐盟等國），故林委員之版本亦採取 OPT-IN 機制以期保

障我國人民之隱私權，符合其立法理由之規定，這一點並無

疑義。然而，若太過於保障隱私權，對於一向以網際網路行

銷之中小型企業發展則有不利之影響；反之，若是為顧及中

小型企業之行銷發展，則應採取 OPT-OUT機制，給予發送者

一次未經邀約寄送郵件至收信者的機會，保障了行銷利益，

卻也侵犯到收信者隱私權。故不論是採取 OPT-IN 或是

OPT-OUT機制，對於所有利益之保障，均不可能十全十美，

難免會有顧此失彼的狀況發生。因此，在訂定立法目的前，

須先考慮首重利益為何，才不至於使條文之規定發生矛盾。 

（二）名詞定義：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二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以行銷商品或商業服務為目的，

透過網際網路傳送之電子郵件。但不包括基於既存交易

關係提供相關資訊者。 

二、電子郵件位址：指電子郵件使用者之電子郵件伺服器及

其帳號之識別碼。 

三、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子郵件之來源、路徑、目的地、

發信日期等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 

四、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指設置電子郵件伺服器提供他人

發送、傳輸或接收電子郵件之服務者。 

五、發信人：指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或個人。 

六、收信人：指使用電子郵件位址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

或個人。 

七、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有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

定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所稱基於既存交易關係提供相關資訊，指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 

一、締結經發信人、收信人雙方同意之契約所需聯繫者。 

二、提供收信人所需商品或服務之保證、召回、回收或安全

資訊者。 

三、通知收信人交易期限、權利義務變更或繼續性契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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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進行狀況等重要交易資訊者。 

四、依據發信人、收信人雙方同意之交易條件，提供商品或

服務，及其後續之更新者。 

林委員版： 

第三條：本法相關名詞定義如左： 

一、電子訊息：係指透過網際網路或無線行動通訊系統傳送

之任何文字、聲音、影像訊息，且該訊息得儲存於網路

或收訊者之電腦、行動終端設備，直至被收取而刪除為

止：包括電子郵件訊息及行動通訊訊息，但不包括語音

通信與傳真。 

二、商業電子訊息：指內容為銷售或推廣商業產品、服務之

電子訊息，包含所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目的為內容或連

結之訊息。 

三、濫發商業電子訊息：指發訊者有大量傳送商業電子訊息

之行為，且未遵守本法規定之要件者。大量傳送商業電

子訊息 係指在二十四小時內發送內容相類似之商業電

子訊息達百封以上，一週內達千封以上者。 

四、電子郵件位置：指得以辨識電子郵件訊息使用者的文字、

號碼、或符號之組合。 

五、行動通訊門號：指得以辨識行動通訊訊息使用者之電話

號碼。 

六、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子郵件訊息之主旨、來源、路徑、

目的地、發信日期等足資辨認發信者及訊息內容之資訊。 

七、發訊者：指傳送促銷產品、服務或網站內容之電子訊息

之人或團體。 

八、收訊者：指使用電子郵件位置或行動通信裝置而能傳送

或接收訊息之人或團體。 

九、服務提供者：指提供網路接取服務及電子郵件訊息或行

動通訊訊息傳送服務之營業主體。 

2.對照評析： 

（1）規範客體及對象 

A.是否僅規範電子郵件？ 

各國立法例大多將行動簡訊（包含 SMS 以及 MMS）包含

在管制範圍內（如韓國、澳洲、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國），韓

國之立法例甚至將傳真也規範在法規當中，然而行政院版

之草案，並未將手機簡訊以及傳真列入草案規範客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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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單純的對於電子郵件做規範。林委員版之草案則除電子

郵件外，規範客體尚包括行動簡訊，但是不包括傳真以及

語音訊息在內。惟據了解，行動通信服務提供者已因應內

政部強化治安需求，加強行動簡訊之關鍵字過濾機制，以

阻遏不法簡訊之傳送。再者，目前行動簡訊所造成之問題

上不若濫發電子郵件來得嚴重，且行動簡訊之成本較高，

反查發送者也比反查電子郵件之發送者來得容易，因此其

濫發的數量也較少，故目前還是將管制濫發電子郵件之問

題先納入法律規範中才是當務之急。 

B.對於規範客體是否僅限於具商業性？ 

為避免與言論自由權起衝突，各國立法例大多將規範客體

限制在商業性電子郵件或是電子訊息中（目前僅有中國之

規範除外），因而行政院版及林委員版法案均規定需要有具

行銷性之商業電子郵件或是商業電子訊息，才是其草案所

規範之客體。 

（2）對於濫發之定義： 

對於濫發之定義，各國立法例有以「大量發送」來定義濫發

之行為217，林委員版對於濫發商業電子訊息之定義在其第 3

條第 3 款規定，則採此一立法例；亦有以是否遵守法定格式

發送電子郵件來界定是否為濫發218，行政院版對於濫發商業

電子郵件之定義，在第 2條第 1項第 7款即採取此種規定。 

以發送量為濫發之定義，在實務處理上明確易判定，惟規範

門檻數值容易規避，且指定之數值是否公允，亦有待商榷。

相較之下，以遵守法定格式與否來界定是否為濫發行為，其

                                                 
217 目前有新加坡及香港等國，其法律規定，24 小時內發送 100 封以上之電子訊息或是一個月內發送 1000封以上之電子訊息即算是大量發送電子郵件，須受到法律之規範。 
218 例如韓國、澳洲及歐盟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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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方式較為嚴格，對收信人之權益亦較具保障。另外，在

遵守法定格式的原則下，並不限制發信人之發信量，亦符合

商業化時代的發信需求。 

（三）主管機關以及其職權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三條：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通訊傳播委員會。 

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前，本條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第四條第二款、第六條及第十四條所定主管機關權責事項，

交通部得委任交通部電信總局辦理。 

第六條：主管機關得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施，防止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 

第十四條：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條例所定事項，得與國際相關組織進行

有關商業電子郵件來源、追蹤方式及其他相關資訊之交流。 

林委員版 

第二條：本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電信總局。 

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施行後，主管機關為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九條：主管機關對於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檢

舉或職權調查處理。 

第十條：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之要求、有效杜絕濫發商業電子訊息之

行為，得與國際相關機構、團體交流有關違法商業電子訊息

來源、追蹤方式與其他相關資訊，並積極參與此一議題之國

際合作。 

第十一條：主管機關每年應就本法執行情況與成效、國際合作交流事

宜及其他重要事項，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主管機關於本法通過後，應儘速研議是否有必要建置一全

國性之拒絕商業電子郵件訊息之電子郵件位址登記。 

第十四條：主管機關對於濫發商業電子訊息之發信者，得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為止。 

第十七條：違反本法第八條之規定，經主管機關限期命其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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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者，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

連續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2.對照評析 

兩者對於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均無疑問。然對於

主管機關之職權卻有明顯不同的規定。 

行政院版本在職權規定上，主管機關對於管制濫發電子郵件

係採取極低度的行政管制，除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

必要措施以防止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外，僅負責與國際

相關組織對於相關資訊進行交流之事項。所謂「促使」，亦僅

有行政指導的作用，由此看來，此版本主管機關管制方式，

實為各國立法例中所罕見。 

而林委員版所賦予主管機關之職權反而是全部版本中最大的

一個，不僅對違法之服務提供者可以採取罰鍰之行政處分，

對於違法之濫發者亦可以對之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然而根據林委員版之第 15 條及第 16 條之規定，

對於濫發者已有刑事處罰，且以濫發電子郵件之型態及數量

來看，若行政機關要管制濫發者，有拖垮行政效能之虞，故

本文以為對於濫發者並不適合以行政管制之手段規範之，況

且，相較於行政罰緩與刑事處罰之輕重，以刑事處罰對於濫

發者來說，更具有嚇阻之效果。 

（四）OPT-IN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提供收信人得選擇不再接收來自同一發信人同類郵件之

機制。 

林委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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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商業電子訊息之傳送，未經收訊者事前同意不得為之；但收

訊者自收到訊息日起前三年內與發訊者具有私人情誼、交易

關係或曾詢問寄件者產品、服務相關事宜者，不在此限。 

2.對照評析 

OPT-IN 跟 OPT-OUT 機制之選擇，差別在於是否使發信人可

以有一次未經邀約主動發信的機會，對於以小成本行銷之中

小型企業影響甚鉅，行政院版在考量我國產業係以中小型企

業為主的前提下，為延續中小型企業的發展空間，在機制的

選擇上採取 OPT-OUT機制。林委員版則基於重視保障隱私權

之立法目的，在機制之選擇上採取 OPT-IN機制。 

本文以為，我國中小型企業需要有發展空間，而電子郵件實

為其可應用且費用較低廉之傳銷工具，在大多數中小型企業

並無餘力徵詢收信人意願後再發信之前提下，採取 OPT-IN機

制確有不便之處，且以收信人立場來看，多數收信人大多不

會明確記得自己曾經同意接收過哪些網站或是公司的廣告信

件219，故收信人會以自己沒有同意而誤以為發信者係濫發郵

件，勢必將使發信人必須保留所有同意接收之收信人之信件

或證明，以供日後有爭執時之用，反而徒增糾紛。 

另外，若是採取 OPT-IN機制者，在規範發信內容格式上，應

該是要規範發信者在傳送訊息時，須對收信者表明「撤回同

意繼續接收」之事項，故若在採取 OPT-IN機制之前提下，林

委員版第 4 條第 4 款應該改成「取消訂閱之方式及收受撤回

同意收訊通知之郵件地址或行動通訊門號」，以避免讓人誤解

前後條文對於機制之選擇有矛盾之處。 

（五）標示義務、信首資訊及其他法定格式 

1.條文規定內容 

                                                 
219 以路邊訪問為例，企業行銷者常以要求路人填寫問卷為由，請求其填寫電子郵件地址，並提供勾選是否願意接收該公司之資訊，填寫過後，該填寫人未必記得自己曾經填寫過該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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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版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提供收信人得選擇不再接收來自同一發信人同類郵件之

機制。 

二、於郵件主旨欄加註「商業」、「廣告」、「ADV」或其他經

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示。但發

信人事前已獲得收信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提供正確之信首資訊。 

四、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業所或住居

所之地址。 

林委員版 

第四條：商業電子訊息之傳送，應於電子訊息上正確表示左列各款事

項： 

一、足資辨識其為「廣告」之字樣或特殊標示。但對已建立

交易關係或明確表示願意收到商業電子訊息之收件者寄

送，不在此限。 

二、發訊者之身分資訊及郵遞地址。 

三、寄發該商業電子訊息之郵件地址或行動通訊門號。 

四、取消訂閱之方式及收受拒絕收訊通知之郵件地址或行動

通訊門號。 

2.對照評析 

（1）標示義務 

在標示義務中兩版本之規定大同小異，差別性不大，發信

者必須標示可讓收信人辨識其為廣告信件之字樣（如廣

告、商業或是 ADV 等字樣）。惟行政院版要求在主旨欄標

示該等字樣，但林委員版卻沒有如此規定，主要是因為其

規範客體包括行動簡訊在內，行動簡訊並無主旨欄可供顯

示，僅可解釋其可在簡訊開頭加註前述關於廣告等字樣。

惟在主旨欄要求發信人之標示義務，有助於收信人透過自

動化收信工具，快速區分來信為一般信件或是廣告信件，

可以降低收信人不必要社會成本之損耗。 

（2）信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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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版第 4 條第 3 款明確規定，電子郵件需註明正確的

信首資訊，信首資訊代表信件來源，此項規定在於若該信

件有違法行為或涉及其他爭訟時，方便日後反查的行動。

不過林委員版對於註明信首資訊沒有明文規定，或許是因

為其規範客體包括行動簡訊，無法揭示信首資訊，但是其

對於電子郵件需要揭示信首資訊之規定亦付之闕如，易使

不法發信者藉以規避責任。此外，林委員版的第 2 條名詞

定義中有規定到信首資訊之定義，其後條文卻完全沒有信

首資訊等相關規定出現，反使第 2 條關於信首資訊的名詞

定義有些突兀。 

（3）發信人身分及聯絡資訊之揭示 

註明發信人身分及聯絡資訊的意義在於可使收信人更了解

發信者也讓收信者欲拒絕接收信件時，有更多聯絡方式得

以選擇之。兩版本對於發信者身分及聯絡資訊規範大同小

異，均規定商業電子郵件或電子訊息之傳送，必須正確表

示發訊者之身分及連絡地址。 

（六）禁止行為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五條：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明知或可得而知收信人已為拒絕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表

示，仍為發送者。 

二、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之主旨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仍為發送者。 

三、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轉寄前之信首資訊有虛偽

不實，仍為發送者。 

林委員版 

第六條：傳送商業電子訊息，不得有左列各款情事： 

一、明知或可得而知收訊者已為拒絕之表示而仍傳送此類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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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者。 

二、訊息標題、來源資訊或回覆資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情事者。 

三、意圖為不法之行為，而偽造、變造或隱匿訊息來源資訊

者。 

四、傳送含有猥褻內容或色情連結之訊息，無明顯之提示者。 

五、使用他人註冊使用之電子郵件位址或行動通訊門號，濫

發商業電子訊息者。 

六、以散播電腦病毒為目的而傳送者。 

七、以自動排列字母或數字組合而產生之電子郵件位址或行

動通訊門號濫發商業電子訊息者。 

2.對照評析 

（1）經收信人拒絕後仍對之發送電子郵件（訊息）者 

兩版本對於此類行為均明列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訊息）

之禁止行為，然林委員版因其係採 OPT-IN機制，在條文訂

定上體系宜從一，故林委員版第 6 條第 1 款之規定並非妥

適，若改成「明知或可得而知未經收信人之同意而仍發送

此類訊息者。」才能對應其第 5條 OPT-IN機制選擇之規定。 

（2）有虛偽不實或是誤導性質之主旨或虛偽不實之信首資訊 

行政院版第 5條第 2、3款規範發信者不得發送具有虛偽不

實之主旨或信首資訊或是具有誤導性質主旨之商業電子郵

件（訊息），在林委員版之第 6 條第 2、3 款則是以標題資

訊、來源資訊或回覆資訊來表示，其實意思相近。此外，

林委員版第 2 條之名詞定義中，本就有規定信首資訊之定

義，在這裡卻無信首資訊之任何規範，實令人費解。 

（3）禁止傳送未加註提示之猥褻、色情訊息 

關於猥褻、色情內容之訊息傳送，行政院版係以規制發送

行為規範因而未予規定，林委員版則規定於第 6 條第 4 款

中，由於關於猥褻、色情內容之傳送和刑法第 235 條有牴

觸之可能，本文以為處理上必須謹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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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林委員版該條規定，欲傳送含有猥褻內容或色情連結

之訊息，若無明顯提示，不得為之，此條應是延襲國外之

立法例（如美國）在色情郵件應加註 ADLT（成人）等字樣

之規定。然從字面上的反面解釋，可以解釋為發送含有猥

褻內容或色情連結之訊息若有加註提示即為合法，這樣一

來便和刑法第 235 條禁止散佈猥褻物品之規定有牴觸，實

屬不妥220。若依林委員版該款之規定，縱使發信人在散佈

猥褻性電子訊息時，已註明其為猥褻、色情電子訊息之明

顯提示，然該發信人之行為仍舊會觸犯刑法第 235 條之散

佈猥褻物品罪，如此一來，林委員版該款之訂定便毫無意

義。 

（4）以散播電腦病毒為目的而發送者 

關於散佈電腦病毒而發送電子郵件之禁止，行政院版無此

規定，林委員版則規定在第 6條第 6款中，並在第 15條中

定有刑責。然散佈電腦病毒之行為若有造成損害，已符合

刑法第 360條之構成要件，且該版第 15條刑責雖然罰金比

刑法高，但其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比刑法第 360 條所規定之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低，在與刑法競合從一重處斷時，該版

之第 15條將形同具文。 

（5）使用他人註冊之電子郵件位址或行動通訊門號，濫發商業

電子訊息或以自動排列字母或數字組合而產生之電子郵件

位址或行動通訊門號，濫發商業電子訊息 

規範此兩種行為林委員版之特有規定，其他版本均無相關

規範。於使用他人註冊之電子郵件以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

行為，各國立法例中係規定禁止「未經授權」使用他人註
                                                 
220 另外，根據林委員版第十五條關於刑事處罰之規定，並不包含違反第六條第四款之行為，故縱使發信人傳送含有猥褻、色情內容之信件而未為加註，根據該版規定亦無刑事處罰，更容易使人誤解傳送含有猥褻、色情之郵件若符合該法之規定，即屬合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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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之電子郵件或行動通訊門號發送商業電子訊息，林委員

版此處如非疏漏「未經授權」四個字，即有可能係考慮到

避免法條之反面解釋後，將使「已獲授權」而使用他人註

冊之電子郵件地址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合法化。此規

定在於防止發送者為變相隱藏發信人身分，而未經授權使

用他人之電子郵件或行動門號來發送電子訊息，為保障收

信人利益以及有利於未來有爭訟時反查之行動，如此規定

是有需要的。 

在以自動排列字母或數字組合而產生之電子郵件地址或行

動通訊門號（又可稱為字典式攻擊），亦是各國立法例所禁

止之行為，美國、韓國及香港甚至設有刑事處罰，以制裁

違反者。 

前述兩款行為規定符合國際趨勢，多國亦公認影響公益甚

大，否則也不會對之有刑事處罰的規定存在，可是行政院

版對此卻沒有規定，容易使不法發送者有規避責任的機

會，故林委員此兩款之規定，其實頗有參考之價值。 

（七）服務提供者221權利義務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無 

林委員版 

第八條：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應採取以下措施，以防止、消弭濫發商

業電子訊息之情形： 

一、建立處理濫發商業電子訊息之資訊收集、反饋及處理機

制。 

二、紀錄發送商業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的名稱、網際網路位

                                                 
221 此處所稱服務提供者，在行政院版草案係指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ESP），在林委員版草案為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本節將之統一稱為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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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或網域名稱、以及商業電子訊息發送者的相關資訊，

在適當規範之程序及條件下，提供作為處理濫發商業電

子訊息之用途。 

三、於用戶使用該服務發送商業電子訊息時，向使用者明示

發送商業電子訊息之使用規則及法律責任。 

四、經他人檢舉通知後，應對濫發商業電子訊息發送用戶提

出警告，該用戶如經警告後仍繼續發送或轉寄商業電子

訊息，在內部特定程序下裁定該用戶發送或轉寄商業電

子訊息之情事屬實後，服務提供者應拒絕傳送或終止契

約關係。 

五、提供合理有效的商業電子訊息過濾機制；基於收件者之

事前同意，攔截依第四條規定加註特定字樣或標示之商

業電子訊息。 

六、協助主管機關及各級政府相關單位就濫發商業電子訊息

之來源進行調查和處理。 

第十七條：違反本法第八條之規定，經主管機關限期命其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

為者，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

連續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2.對照評析 

對於服務提供者之權利義務，行政院版於通訊傳播委員會籌

備處階段所訂之草案版本第 6 條中本有規定，然而此版本於

行政院審查時，因避免給予服務提供者過大之權利而將該條

刪除。林委員版第 8 條則有對於服務提供者之義務規範以及

在一定條件下得拒絕提供服務之權利規定，且在第 17條中對

於違反第 8 條規定之服務提供者亦訂有罰則，以各國立法例

對照觀之，該條規定大致上係合理的。此外，服務提供者在

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中係站在第一線的角色，已訂有相關

法規之他國主管機關均認為服務提供者的過濾及管控在控制

濫發數量佔有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因此，除促使服務提供者

訂定自律規章外，法律適時地給予相當的權利或賦予相當的

義務並無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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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探討的是在林委員版中第 8 條第 2 款規定，適用於行動

簡訊時會有障礙發生。蓋因行動簡訊之內容判定，由於涉及

隱私權的問題，通訊監察並非常態，在簡訊的傳送過程中無

法立即判定該通簡訊內容是否為商業性電子訊息，而立即記

錄該款規定之相關資訊。另外，該條第 3 款規定服務提供者

應在用戶使用其服務發送商業電子訊息時，向使用者明示發

送商業電子訊息之使用規則及法律責任，本文以為應將該款

規定改成，若用戶欲使用其服務發送電子訊息，於訂定用戶

契約時就應該在用戶契約中明示使用該服務之各項規則以及

法律責任，亦即將相關規定訂定於用戶契約中，才最明確並

可以減少不必要之糾紛。 

此外，為促使服務提供者扮演好其過濾機制之角色，罰則的

規定是必要的，不然該條規定就會如香港《非應邀電子訊息

條例草案》第 33條，因無罰則規定而變成訓示條文，在香港

立法會二讀審議時，該條亦遭到議員質疑而要求增加相關的

罰則規範後，該草案於今年 5 月通過施行之版本，對於不遵

守規定之服務提供者已有罰則規定。林委員版第 17條之罰則

規定，在服務提供者違反第 8 條之規定時，已有給予其一次

改正之機會，而非立即對違反第 8 條義務之服務提供者處予

罰鍰，對於服務提供者並非過於嚴苛，然為使服務提供者有

意願共同防制濫發行為，宜將罰鍰數額降低，建議將最低處

新台幣二萬元以上降低成一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連續處罰部分，由於係倍數處罰，原林委員版條文規定的五

萬元以上亦非正確數額，建議應照前述降低之一萬元罰鍰，

而改成按次連續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至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八）民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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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七條：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侵害收信人權益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 

收信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二項損害賠償總額，以每人每封商業電子郵件新臺幣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額高於該金額

者，不在此限。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

幣二千萬元為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超過新臺幣二千

萬元者，以該所得利益為限。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

五條規定發送商業電子郵件者，與發信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林委員版 

第十二條：電子訊息收訊者，對於他人違反本法之行為，得請求其停

止之；如有受損害者，得向發訊者請求損害賠償。 

服務提供者，因他人或事業所為濫發商業電子訊息之行為

致生損害者，得向發訊者請求損害賠償。 

廣告主明知或可得而知發訊者有違反本法規定濫發商業電

子訊息者，應與發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前三項之損害額，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數額者，得請求法

院依所收取之違法電子訊息數量，以每封新台幣二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計算，酌定賠償額，並得請求加害人負擔

訴訟費用。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

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違反

本法行為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十三條：法院對於違法本法規定者，因被害人之請求，得依侵害情

節，酌定大於損害金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

害金額之三倍。 

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

利益計算損害金額。 

2.對照評析 

對於民事賠償的制度兩個版本差異不大，可以討論的是林委

員版規定服務提供者若受有損害者，亦可對濫發者請求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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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而行政院版之損害賠償請求人則係收信人而不包括服

務提供者。實際上，服務提供者為了因應數量日漸增多的濫

發電子郵件，無不加強技術上的防制，因而使其成本增加，

可以說是受濫發者侵害之第一線，而且其所受之損害通常都

比收信者個人還來得多，故若不使服務提供者有請求損害賠

償的權利，對受有損害之服務提供者來說，頗為不公，故建

議未來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權人應增加服務提供者，

始為妥適。然而，在給予服務提供者求償權的同時，因為服

務提供者在請求賠償的舉證上比一般收信者來的容易，為避

免壓縮到一般收信者請求賠償的空間，且提供該等服務本為

其業務範圍之考量下，對於服務提供者得請求賠償之數額，

應該予以相當之限制。 

（九）刑事處罰的規定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無 

林委員版 

第十五條：違反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第七

項之規定，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十六條：為供自己或他人濫發商業電子訊息之用，而未獲使用者授

權或事前同意，蒐集、轉讓或洩漏他人之電子郵件位址或

行動通訊帳號者，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行為為常業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對照評析 

對於刑事處罰的規定，行政院版僅有民事賠償的規範，林委

員版則是所有版本中唯一有刑事處罰規定者。在電子郵件濫

發者的管制以及防範上，國際立法例中對於管制濫發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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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者雖然主要手段係民事賠償，然大多仍對於惡性較重大的

濫發者訂有刑責，如美國、南韓及香港等，其中南韓更是以

刑事處罰為管制濫發者之主要手段。像行政院版僅有民事賠

償之立法亦有之，如新加坡便是如此。 

林委員版之刑事處罰規定，除該版草案第 15條規定違反第 6

條第 2項、第 3項、第 5項、第 6項及第 7項之規定並有生

損害於他人者，有刑事處罰之規定外，於第 16條規定違法使

用他人資料以濫發電子訊息者，亦必須處以刑罰，雖然南韓

法規也有相似之刑事處罰的規定，然此條規定和催生中之個

人資料保護法有競合之處，除罰金較高外，刑責一樣，在此

是否須再規範一次值得商榷。另外關於第 16條第 2項常業犯

的部分，由於刑法於 94年修正時已將常業犯之概念去除，故

關於常業犯之該項規定已無存在之必要。 

（十）管轄權的範圍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無 

林委員版 

第十八條：任何違反本法規定之情形，若發訊者、收訊者、或因本法

犯行而受有損害之一方係在中華民國境內者，皆有本法之

適用。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

自訴或提起民事訴訟。但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

中華民國人或團體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其由團

體或機構互訂保護之協議，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 

2.對照評析 

由於濫發電子郵件係國際性問題，並非僅有規制本國之濫發

者即可達到效果，因此許多國家在訂定相關法律時，會規範



第三章 行政院版與各立法委員版之比較 

 第 219頁

涉外的管轄權問題，如澳洲訂有澳洲聯繫的規範、新加坡的

新加坡聯繫規範以及香港的香港聯繫規範等，均是產生境外

管轄效果之規範。行政院版的「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草案」中沒有關於類似前述的「台灣聯繫」管轄權的規定，

若該草案通過立法也僅在本國生效，對國外之濫發電子郵件

者沒有拘束力。然而，要處罰到國外之犯罪者，國內有無相

關立法是一大重點，但是執行上仍需要國際合作來達成，本

文以為，倘若我國要按照林委員版之規範，訂定具有「臺灣

聯繫」之條文來規範管轄權問題，並無不可，但是前提是在

國際合作上必須做到移案的處理，該法律的制定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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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吳志揚等吳志揚等吳志揚等吳志揚等 37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 

一一一一、、、、法案名稱法案名稱法案名稱法案名稱 

行政院版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吳志揚委員版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二二二二、、、、提案日期及議程提案日期及議程提案日期及議程提案日期及議程 

行政院版本：94年 2月 3日（立法院第 6屆第 1會期第 2次會

議） 

吳志揚委員版本：94年 12月 21日（立法院第 6屆第 2會期第

16次會議） 

三三三三、、、、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 

（一）立法目的（Aim and Purpose）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一條：為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干擾，

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特制定本條例。 

吳委員版本： 

第一條：為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干擾，

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並有效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特

制定本條例。 

2.對照評析： 

吳委員版法案與行政院版法案之規定內容如出一轍，僅增加

「有效促進電子商務發展」一段文字，顯考慮到健全電子商

務環境之實際需求，以平衡追求網路經濟及消費者權益保護。 

（二）名詞定義（Definition） 

1.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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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版本： 

第二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以行銷商品或商業服務為目的，

透過網際網路傳送之電子郵件。但不包括基於既存交易

關係提供相關資訊者。 

二、電子郵件位址：指電子郵件使用者之電子郵件伺服器及

其帳號之識別碼。 

三、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子郵件之來源、路徑、目的地、

發信日期等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 

四、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指設置電子郵件伺服器提供他人

發送、傳輸或接收電子郵件之服務者。 

五、發信人：指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或個人。 

六、收信人：指使用電子郵件位址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

或個人。 

七、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有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

定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所稱基於既存交易關係提供相關資訊，指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 

一、締結經發信人、收信人雙方同意之契約所需聯繫者。 

二、提供收信人所需商品或服務之保證、召回、回收或安全

資訊者。 

三、通知收信人交易期限、權利義務變更或繼續性契約關係

之進行狀況等重要交易資訊者。 

四、依據發信人、收信人雙方同意之交易條件，提供商品或

服務，及其後續之更新者。 

吳委員版本：與行政院版本同 

2.對照評析 

（1）概說 

行政院版本法案針對商業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地址、信首

資訊、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發信人、收信人、濫發商業

電子郵件等加以界定，並於第 2 條第 2 項定義何謂既存交

易關係，共計針對八項條文用語加以定義，此種逐款條列

式之立法定義有利於主管機關解釋法律，俾便受規範對象

遵守，但缺點在於隨資訊科技進展，該等明確立法定義之

內涵不易因應技術演進之趨勢予以轉變或擴展原有概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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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然因垃圾郵件之各種定義紛陳，且慮及相關技術詞

彙之高度專業性與技術性，為求適用上明確，仍以此種立

法模式較為妥適。 

就名詞定義之內容，吳委員版法案與行政院版草案完全相

同，以下，本文將就已規範者論述之，至於未明確規範者，

日後雖可因應科技之演進另行制定相關規範，然現時條文

未予明定，亦可能產生立法欠周之不合理現象，當中究竟，

確值立法者審慎衡酌。 

（2）管制對象－電子郵件 

國外立法例，有將透過行動簡訊（SMS）發送垃圾訊息亦

納入規範者，行政院版法案及吳委員版法案則均未將行動

簡訊或電子訊息納入管制，僅就具商業內容之電子郵件進

行管制，對象明確單純。 

（3）規範客體－UCE 

行政院版與吳委員版草案，對規範客體以「商業電子郵

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稱之，指涉者乃行銷商品或商

業服務之電子郵件，是採國外多數立法例，僅以 UCE

（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為規範客體，而不及於政

治、宗教、個人理念宣傳等涉及言論自由之大量電子郵件

－UBE（unsolicited bulk email）。 

（4）違法態樣 

行政院版法案以「發信人有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之行

為」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亦即凡違反發送行為規範者，

則落入該法案之管制範圍，吳委員版本亦同，因此，行政

院版法案與吳委員版法案，均以行為人是否確實遵守發送

行為規範，認定是否屬於「濫發」行為，發送數量及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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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情節則完全不論，是否妥適，將於後文中分析。 

（三）主管機關（Authority） 

1.條文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三條：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通訊傳播委員會。 
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前，本條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第四條第二款、第六條及第十四條所定主管機關權責事項，

交通部得委任交通部電信總局辦理。 

吳委員版本： 

第三條：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對照評析 

行政院版法案與吳委員版法案均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為主管機關。 

行政院版法案除於第 3條明文規定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為主管機關外，並於法案第 6、14 條明定電子郵件服務提供

業者（Email Service Provider，ESP）之管理、國際合作事項

之權責等；如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3 條掌理

事項規定觀之，其第 10、12、13、14等款分別就通訊傳播境

外及國際合作、違法事宜、其他事項監理加以規定，故行政

院版法案以 NCC為主管機關，合於其組織法之權限界定，應

屬妥適。 

      另，行政院版法案第 3 條第 3 項明定委任事項，係為配合實

際執行機關需要及法定行政事務權限下放，以簡化行政程

序、提升行政效能。惟目前通訊傳播事務既以 NCC為當然法

定主管機關，則第 2條第 2、3項之規定宜予適度修正。 

（四）OPT-IN或 OPT-OUT機制 

1.條文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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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提供收信人得選擇不再接收來自同一發信人同類郵件之

機制。 

吳委員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首次向收信人發送時，應於郵件中提供得選擇同意繼續

收到同類郵件之回傳機制。收信人未回傳同意之意思

者，發信人不得向收信人繼續發送或轉送同類郵件。 

2.對照評析 

行政院版法案與吳委員版法案雷同，本質上均採OPT-OUT（選

擇退出）機制，允許寄發「第一封」商業電子郵件，然行政

院版草案對收信人之選擇退出以「明示」機制為原則，亦即

須由收信人向發信人回覆不再接收信件之意思，發信人始不

得再發送；吳委員版本則採「默示」退出之回傳機制，一旦

收信人未回傳同意之意思，則發信人不得再發送（或轉送）。 

      商業電子郵件拒絕繼續接收之表示，若採「明示」拒絕之規

範設計，其意思表示需經收信人透過發信人提供之回傳機制

為之，若採上述「默示」拒絕繼續接收之規範設計，則收信

人無須回傳拒絕之意思，單純不為任何表示亦發生拒絕繼續

接收之效力。 

以保護消費者之觀點，似以默示拒絕之規定較佳，首先，收

信人若不願繼續接收電郵，無須一一向發信人回傳拒絕之意

思表示，尤其當商業電郵數量龐大時，可保護消費者免於逐

一回傳拒絕接收電郵意思之煩，大幅節省勞費及時間損失，

其次，按默示拒絕之設計，則發信人僅有「第一次」合法行

銷之機會，將使發信人注重電子行銷品質，此有利於健全網

路商務發展，並淘汰採用劣質行銷手法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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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分析可知，若採默式拒絕之設計，發信人未經收信人

回傳同意接收之意思，不得再行發送，實際上已接近 OPT-IN

機制之效果，可收保護消費者之效，然又已賦予業者「第一

次行銷」之機會，可謂面面俱到，雙方利益平衡兼顧，此立

法設計頗值參酌。 

本文以為，無論是選擇進入或選擇退出機制，誠如法學解釋

上之「原則」或「例外」，若果「原則」規定，有足夠之例外，

將使原則規定被稀釋，因此，無論採取 OPT-IN或 OPT-OUT，

應兼顧言論自由、隱私權及網路商業行銷、電子商務發展等

政策需求，輔以合宜有效之相關規定，兩種機制於管制濫發

商業電子郵件之效果，可謂殊途同歸。 

（五）主旨欄標示義務（Subject Labeling）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於郵件主旨欄加註「商業」、「廣告」、「ADV」或其他經

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示。但發

信人事前已獲得收信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吳委員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於郵件主旨欄加註「商業」、「廣告」、「ADV」或其他經

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示。但發

信人事前已獲得收信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2.對照評析 

    為使收信人於開啟電子郵箱時，即可於第一時間辨識出是否

為商業電子郵件，國外立法例普遍均規定，發信人須於電子

郵件之主旨欄加註廣告字樣（如「ADV」、「AD」、「未承諾廣

告※」等），行政院版法案及吳委員版法案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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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版法案規定於「郵件主旨欄」應加註「商業、廣告、

ADV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

示」，且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法案第 5條第 2

款），就立法技術而言，較為明確，且例示、概括並舉，有

利於日後主管機關補充規範，值得肯定。 

（六）發信人身份及聯絡資訊之揭示（ identity vs. contact 

information）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業所或住居

所之地址。 

吳委員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業所或住居

所之地址。 

2.對照評析 

為有效確認送信人身份，當使收件人知悉商業電子郵件發送

人相關資料及聯絡方式，俾便行使各種請求權或供主管機關

管理、查證之用，行政院版法案及吳委員版法案均規定須提

供其名稱及實體通訊地址。 

（七）正確信首資訊之提供（header information）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提供正確之信首資訊。 

吳委員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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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提供正確之信首資訊。 

2.對照評析 

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子郵件之來源、路徑、目的地、發信

日期等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作用在於「辨識、追查」發

信人，以處理商業電子郵件行銷所可能產生之交易糾紛或侵

權訴訟，其實際作用可與發信人身份、聯絡資料互輔，行政

院版草案與吳委員版草案均予以明定。 

（八）禁止行為（Prohibition of Practice）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五條：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明知或可得而知收信人已為拒絕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表

示，仍為發送者。 

二、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之主旨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仍為發送者。 

三、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轉寄前之信首資訊有虛偽

不實，仍為發送者。 

吳委員版本： 

第五條：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明知或可得而知收信人未同意繼續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

表示，仍為發送者。 

二、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之主旨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仍為發送者。 

三、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轉寄前之信首資訊有虛偽

不實，仍為發送者。 

2.對照評析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立法，本質上乃「行為規範」，主要

在於管制不當傳輸行為，且理想之規範設計，應包括發送前

之各種準備行為（前階行為），例如蒐集、販售、交換電郵地

址，或製造、販賣、散發、使用各類變造電子郵件發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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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腦程式、施行字典式攻擊等均為適例，美國、日本等國

外立法例不乏就此納入規範者。 

      行政院版與吳委員版法案禁止對已表達拒絕收信意思之電郵

地址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且電郵主旨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內容，「轉寄」具虛偽不實信首資訊之電郵亦在禁止之

列，然兩版本均未參考外國立法例，將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

前階行為未納入規範，難免遺珠之憾。 

（九）服務提供者權利義務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未規定 

吳委員版本： 

第七條：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如有正當理由相信發信人有違反本條

例之行為時，得拒絕對發信人提供電子郵件服務。但應提供

適當之申訴管道處理因此產生的爭議案件。 

2.對照評析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施行成效，相當程度上需倚重 ESP

之配合，國外立法如日本《特定電郵法》及南韓《資訊安全

法》，均賦予 ESP一定之權利，使其不因對濫發者拒絕提供服

務遭致訴訟之不利；行政院版法案均相關規定，按行政院原

先提出之版本，曾明定服務提供者得拒絕提供服務之條件，

惟嗣於行政院審議時，因慮及賦予業者過大權利而遭刪除，

然為強化業界主動積極配合防制意願，有加以明列之必要；

吳委員版草案則明定，有「正當理由」時 ESP 可拒絕提供服

務，然何謂「正當理由」恐不易認定，行政院版草案可在此

一基礎上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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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 ESP之義務，諸如配合採行主管機關之防制措施、

協助調查義務等，各版本均未規定，為有利於主管機關執法，

應採用「法定私人納用」之概念，於草案中明定 ESP 之協力

義務。 

（十）主管機關權限（Limits of Authority）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六條：主管機關得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施，防止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 

第十四條：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條例所定事項，得與國際相關組織進行

有關商業電子郵件來源、追蹤方式及其他相關資訊之交流。 

吳委員版本： 

第六條：主管機關得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施，防止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 

第十六條：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條例所定事項，應積極與國際相關組織

進行有關商業電子郵件來源、追蹤方式及其他相關資訊之

交流。 

2.對照評析 

現今國家職能大幅擴張，為達成行政目的，在合乎依法行政

原則下，須賦予行政機關執法權限。 

行政院版與吳委員版法案規定，主管機關「得」促使業者採

行必要措施，並「得」（吳委員版草案為「應」）積極透過國

際合作交流以執行本法，看似充分授權，實則明確性不足，

蓋法案中主管機關得採取之行政行為形式以及業者不配合之

效果均付之闕如，應如何完善其立法設計，有待研究。 

（十一）違法效果－民事損害賠償（Civil Effect of Trespass）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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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侵害收信人權益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 

            收信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二項損害賠償總額，以每人每封商業電子郵件新臺幣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額高於該金額

者，不在此限。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

幣二千萬元為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超過新臺幣二千

萬元者，以該所得利益為限。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

五條規定發送商業電子郵件者，與發信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吳委員版本： 

第八條：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侵害收信人權益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 

            收信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二項損害賠償總額，以每人每封商業電子郵件新臺幣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額高於該金額

者，不在此限。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

五條規定發送商業電子郵件者，與發信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九條：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侵害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

之權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總額，以每人每封商業電子郵件新臺幣二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額高於該金額

者，不在此限。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

幣一千萬元為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超過新臺幣一千

萬元者，以該所得利益為限。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

五條規定發送商業電子郵件者，與發信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2.對照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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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損害賠償請求權人 

行政院版法案，僅規定收信人所受損害之賠償，而不及於

其他受害人；吳委員版法案，則除收信人外，亦明定 ESP

業者（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2）損害賠償義務人 

行政院版及吳委員版法案，以發信人為損害賠償義務人，

惟若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違法情節者，亦

應負連帶責任。 

（3）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 

行政院版法案針對濫發行為之侵權設計賠償制度，並及於

財產上損害及非財產上損害，財產上損害由於不易證明，

法案特別以法定擬制賠償額之設計減輕請求權人之舉證責

任，另鑑於非財產上損害不易舉證，採酌「非財產上損害

商業化理論」，透過擬制規定以所收受之信件總數計算賠償

總額，簡便易行，但就上述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能證

明所受損害額度較高者，則不在此限。 

行政院版法案以收信人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主體，每封以新

台幣 500～2000 元計算（能證明所受損害較高者不在此

限），並限制因同一原因事實所負損害賠償責任，以二千萬

元或發信人所得利益為求償上限；吳委員版法案，則區分

求償者為收信人或 ESP 異其規定，前者之計算數額與行政

院版法案同，後者則略低，僅以每封新台幣 200～1000 元

計算（能證明所受損害較高者不在此限），且限制 ESP就同

一原因事實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額，以一千萬元或發信人

所得利益為上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超過新臺幣一

千萬元者，以該所得利益為準，至於一般收信人之求償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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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則不受「同一原因事實」限制，諒係認為一般收信人應

賦予高度之保障，而 ESP 因在經濟上並非處於弱勢地位，

其求償與自我實現權利之能力較一般收信人為高，無庸過

度保護之故。 

按吳委員版法案之設計，由於收信人及 ESP 均得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主體，且均透過擬制規定降低其舉證難度，因此，

只要濫發者現蹤，損害賠償請求權成立之可能性大增，此

時反而需慮及濫發者是否有足夠之資力同時償付收信人及

ESP之賠償請求，若為避免產生給付能力不足之排擠效應，

需進一步審酌配套方案。 

（4）請求權消滅時效 

行政院版法案與吳委員版法案，針對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

時效規定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為兩年，

自行為時起為五年；經依一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事件之性

質觀察，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之規定不宜太長。 

（十二）團體訴訟（Class Action）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八條：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符合

下列要件： 

一、財團法人之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社團法人

之社員人數達一百人。 

二、消費者保護事項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三、設立許可三年以上。 

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委任

律師代理訴訟。 

第九條：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對於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造成

損害之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受有損害之當事人授與訴訟實

施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當事人得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並通知法院。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後，得由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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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於第一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前二項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以文書為之。 

            各當事人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時效應分

別計算。 

            當事人依第一項規定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者，該部分訴訟

程序當然停止，該當事人應即聲明承受訴訟，法院亦得依職

權命該當事人承受訴訟。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依本條規定起訴後，因部分當事人

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致其餘部分不足二十人者，仍得就

其餘部分繼續進行訴訟。 

            依本條例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其標的

金額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者，超過部分暫免徵裁判費。 

第十條：依前條規定進行訴訟時，法院得徵求該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

法人之同意，公告曉示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人，

得於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併案請求。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人，亦得聲請法院依前項規

定為公告曉示。 

            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繕本或影本送達於兩造。 

公告期間之訂定及公告方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

二第四項之規定。 

第十一條：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就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之事

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但當事人得限制其為捨棄、

撤回或和解。 

前項當事人中一人所為之限制，其效力不及於其他當事人。 

第一項之限制，應於第九條第三項之文書內表明，或以書

狀提出於法院。 

第十二條：當事人對於第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判決不服者，得於財團法

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上訴期間屆滿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

與，依法提起上訴。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於收受判決書正本後，應即將其

結果通知當事人，並應於七日內將是否提起上訴之意旨以

書面通知當事人。 

第十三條：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將第九條訴訟結果所得之賠

償，扣除訴訟必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實施權之當

事人。 

提起第九條第一項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均不

得向當事人請求報酬。 

吳委員版本 

規定於第 10～15條；內容同政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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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照評析 

揆諸目前各法案中，僅行政院與吳委員版法案有團體訴訟之

設計，兩者之規定完全相同，團體訴訟雖可便利商業電子郵

件之受害人求償，然制度設計仍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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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鄭運鵬等鄭運鵬等鄭運鵬等鄭運鵬等 35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位立委版本之研析 

一一一一、、、、法案名稱法案名稱法案名稱法案名稱 

行政院版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鄭運鵬委員版本：《電子訊息管理條例草案》 

二二二二、、、、提案日期提案日期提案日期提案日期 

行政院版本：94年 2月 3日（立法院第 6屆第 1會期第 2次會

議） 

鄭委員版本：95年 1月 4日（立法院第 6屆第 2會期第 18次會

議） 

三三三三、、、、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 

（一）立法目的 

1.條文規定 

行政院版： 

第一條：為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干擾，

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效率，特制定本條例。 

鄭委員版： 

第一條：為促進電子訊息的合理使用，並保障社會大眾之個人隱私，

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2.對照評析 

鄭委員版與行政院版本於第1條立法目的之規定迥異，保障隱

私與維護網路使用之便利，雖具有相關性，但其間仍有差別。

而此區別所導致的影響，是整體法案的立法定位問題。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處理個人

資料，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

特制定本法。」該規範目的與鄭委員版本中之「保障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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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之個人隱私」相似，又參酌其條文內容，鄭委員版法案似

可視為「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別法，而觀察行政

院版本規定之立法目的及法條內容，性質上較為獨立。 

（二）名詞定義 

1.條文規定 

行政院版： 

第二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以行銷商品或商業服務為目的，

透過網際網路傳送之電子郵件。但不包括基於既存交易

關係提供相關資訊者。 

二、電子郵件位址：指電子郵件使用者之電子郵件伺服器及

其帳號之識別碼。 

三、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子郵件之來源、路徑、目的地、

發信日期等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 

四、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指設置電子郵件伺服器提供他人

發送、傳輸或接收電子郵件之服務者。 

五、發信人：指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或個人。 

六、收信人：指使用電子郵件位址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

或個人。 

七、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有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

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所稱基於既存交易關係提供相關資訊，指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 

一、締結經發信人、收信人雙方同意之契約所需聯繫者。 

二、提供收信人所需商品或服務之保證、召回、回收或安全

資訊者。 

三、通知收信人交易期限、權利義務變更或繼續性契約關係

之進行狀況等重要交易資訊者。 

四、依據發信人、收信人雙方同意之交易條件，提供商品或

服務，及其後續之更新者。 

鄭委員版： 

第二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子訊息：係指利用電子訊號透過通訊系統傳送之任何

文字、聲音、影像內容，且該內容得儲存於網路或收訊

者之各種終端設備，直至被收取而刪除為止；包含電子

郵件訊息及行動通訊訊息。 

二、大量電子訊息：指發訊者於一小時或一週內發送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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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子訊息達主管機關公告之數量者。 

三、電子郵件位址：指得以辨識電子郵件訊息使用的文字、

號碼或符號之組合。 

四、行動通訊門號：指得以辨識行動通訊訊息使用者之電話

號碼。 

五、通訊錄：指電子郵件程式和行動通信裝置中，列出電子

郵件位址、行東通訊門號和個人姓名的索引部分。 

六、發訊者：指傳送電子訊息之人或團體。 

七、收訊者：指使用電子郵件位址或行動通信裝置而能傳送

或接收訊息之人或團體。 

八、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指提供網路接取服務及電子郵件

訊息或行動通訊訊息傳送服務之營業主體。 

九、郵件用戶程式提供者：指提供可讓使用者傳送、接受及

組織電子郵件之應用程式的軟體製造商，該應用程式可

在個人電腦或工作站上作業。 

2.對照評析 

（1）概說 

行政院版本針對商業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地址、信首資訊、

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發信人、收信人、濫發商業電子郵

件等加以界定，並於第 2條第 2項定義何謂既存交易關係，

共計針對 8項條文用語加以定義。 

由於鄭委員版本係針對所有之電子訊息而為規範，故在名

詞定義範圍上相對較大，包括：電子訊息、大量電子訊息、

電子郵件位址、行動通訊門號、通訊錄、發訊者、收訊者、

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郵件用戶程式提供者。 

（2）規範客體－全部通訊系統傳送之電子訊息，含電子郵件。 

鄭委員版本將透過行動簡訊（SMS）發送垃圾訊息亦納入

規範，而行政院版本對這個部分，並無規範。另外，因應

通訊及多媒體技術的發達，國外對於電子訊息的管制不僅

及於行動簡訊，尚及於多媒體訊息（MMS）222，此可作為

                                                 
222 Although the most pressing problem for many countries is e-mail spam, countries with a strong 

take up of third generation mobile telephony have found that SMS and MMS spam 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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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未來規範上之參考。 

（3）違法態樣 

行政院版本以「發信人有違反第 4條或第 5條規定之行為」

屬「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亦即凡觸犯發送行為規範者，則

落入法案之管制範圍。鄭委員版本，對於行為人之違法行

為（違反第 4 條的標示義務或第 5 條收件人拒收後仍為發

送）雖有相關規範，但並無如何對之求償或處罰之規定，

惟對於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及郵件用戶程式提供者之違法

行為，則有處罰之明文。 

（三）主管機關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三條：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通訊傳播委員會。 

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前，本條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第四條第二款、第六條及第十四條所定主管機關權責事項，

交通部得委任交通部電信總局辦理。 

鄭委員版： 

第二條：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通訊傳播委員會。 

2.對照評析 

行政院版本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主管機關，鄭委員版本

則以「行政院」通訊傳播委員會為主管機關，稱呼之不同，

係因法案提出當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尚未成立，實質上兩

者均為同一機關。立法上，慮及法律用語應簡潔明確且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為已成立之獨立機關，故建議明示「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以符實際。 

（四）OPT-IN或 OPT-OUT機制之選擇 

                                                                                                                                          
increasing concern. Take force on Spam, Anti-spam Regulation, OECD, May 200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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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提供收信人得選擇不再接收來自同一發信人同類郵件之

機制。 

鄭委員版： 

第四條：大量電子訊息之傳送，應於電子訊息上正確表示下列各款事

項： 

三、取消訂閱之方式及收受拒絕收訊通知之郵件地址或行動

通訊門號。 

2.對照評析 

基本上，鄭委員版本同行政院版本亦採取選擇退出(OPT-OUT)

之立法模式，惟該版本草案第 1條規定：「為促進電子訊息的

合理使用，並保障社會大眾的之個人隱私，特制訂本條例。」

復於第 4 條規定提供收件者選擇退出(OPT-OUT)之機制，以

電子郵件作為個人資料之來看，即呈顯出邏輯上之矛盾。 

因為立法採取選擇退出(OPT-OUT)之機制下，雖使電子郵件

發送者於收件者表示拒絕接收該類電子郵件後，不得繼續任

意寄送商業電郵，但也同時承認商業電郵寄送者第一次寄發

給任一收件者之行為屬合法，從隱私權保障的觀點而言，因

為隱私權係屬一種完整的權利，不是一種選擇權，給予收件

者取消訂閱機會的同時，已經使收件者的隱私權遭受侵害，

傳送其他種類之電子訊息亦同，故鄭委員版本在這個部分的

立法會產生一定之疑義。 

（五）主旨欄標示義務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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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郵件主旨欄加註「商業」、「廣告」、「ADV」或其他經

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示。但發

信人事前已獲得收信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鄭委員版 

第四條：大量電子訊息之傳送，應於電子訊息上正確表示下列各款事

項： 

一、發訊者之身分資訊及郵遞地址。 

二、寄發該電子訊息之郵件地址或行動通訊門號。 

2.對照評析 

行政院版本規定「郵件主旨欄」應加註「商業」、「廣告」、「ADV」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示，

便於收信者於收件時，辨識該信件是否為商業電子郵件，以

利收信者為後續取消訂閱之行為；相對而言，鄭委員版本對

此並無規定，蓋其認為不論商業或非商業，只要收訊者表示

不願意收訊，寄送訊息者就應依該版本第 5 條規定，不得繼

續發送。 

（六）發信人身份及聯絡資訊之揭示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業所或住居

所之地址。 

鄭委員版 

第四條：大量電子訊息之傳送，應於電子訊息上正確表示下列各款事

項： 

一、發訊者之身分資訊及郵遞地址。 

二、寄發該電子訊息之郵件地址或行動通訊門號。 

三、取消訂閱之方式及收受拒絕收訊通知之郵件地址或行動

通訊門號。 

2.對照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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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確認發信人身份，應使收信人知悉商業電子郵件發信

人相關資料及聯絡方式，俾便收信人得隨時取消訂閱。行政

院版本中收信人得對於違反該規定之發信人請求民事之損害

賠償，而鄭委員的版本中，對此並無任何相應處罰之規定，

因此，該規定於鄭委員版本中應為一訓示之規定，對於違反

者，並無任何民事請求權或公權力可資向其行使。 

（七）正確信首資訊之提供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第四條：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提供正確之信首資訊。 

鄭委員版 

並無規定 

2.對照評析 

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子郵件之來源、路徑、目的地、發信

日期等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作用在於「辨識、追查」發

信人，以處理商業電子郵件行銷所可能產生之交易糾紛或侵

權訴訟，其實際作用可與發信人身份、聯絡資料互輔，行政

院版本予以明定。基本上，世界各國在制訂管制商業電子郵

件濫發之法律時，一般對此均會有所規範223。然而，鄭委員

版本對於這個部分，並無任何規定，蓋其欲規範所有的電子

訊息，就簡訊而言，並無信首資訊之定義，而簡訊之傳送必

須透過行動通信業者，通訊來源較易確認之故。惟近來簡訊

中心管理問題已逐漸浮現，簡訊之傳送，亦可藉由預先儲值

及網際網路匿名傳送，亦值得深入思考如何因應。就電子郵

                                                 
223 In terms of e-mail, labeling is the use of standard words in the message header or subject line that 

clearly identifies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Take force on Spam, Anti-spam Regulation, OECD, 
May 2005,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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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言，因為鄭版草案雖有規範發信人之身分必須揭露，但

對於信首部分之規定，仍然付之闕如，應予以規定為宜。然

而，鄭委員版本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對於這些規範的違反，

都沒有任何法律效果，僅訓示之規定。 

（八）禁止行為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五條：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明知或可得而知收信人已為拒絕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表

示，仍為發送者。 

二、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之主旨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仍為發送者。 

三、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轉寄前之信首資訊有虛偽

不實，仍為發送者。 

鄭委員版本 

第五條：大量電子訊息發訊者不得發送相同或類似電子訊息予已表示

拒絕接收電子訊息之收訊者。 

2.對照評析 

鄭委員版本，管制焦點放在濫發行為，不論其是否為商業或

是非商業的電子訊息，只要收訊者已經拒絕接收，發訊者就

應該依照第 5 條的規定，不得再發送。惟此處易衍生該規範

是否因對基本權不當限制而有侵害人民言論自由權之虞，依

據大法官釋字五七七號解釋之意旨，關於商業性言論自由的

保障，政府基於維護重大公益之必要，仍得立法採取合理而

適當的限制。比較法上，關於「商業性言論類型」，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的審查標準是：如果屬於虛偽或引人錯誤的廣告，

或是以非法之交易為目的之廣告，政府得對之予以限制224。

                                                 
224 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元照出版，1999 年 9 月，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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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就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干擾

之公益需求，政府得訂定法律以限制發信者之行為。但是如

果依據鄭委員版本，對於非商業性言論仍要一併規範的話，

先不論發訊者如何取得收訊者聯絡方式，單就發送行為而

言，已有侵害憲法所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權之虞，尤其對於政

治、宗教等所謂高價值言論，如欲限制該等言論，必須通過

「嚴格審查標準」的檢驗，美國法上則有以「明顯而立即危

險原則」作為檢驗限制此類言論是否合憲的標準，從限制一

般性的政治或宗教性理念傳達之郵件濫發來看，此類法律的

限制，通常係不符比例原則而屬違憲。 

（九）服務提供者權利義務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 

無 

鄭委員版 

第六條：經收訊者檢舉，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得拒絕提供傳輸服務予

違反前二條規定之發訊者，並終止契約。 

第七條：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及郵件用戶程式提供者應提供以下電子

訊息過濾機制： 

一、讓收信者選擇拒絕收受非通訊錄內既有名單之電子訊息。 

二、通訊錄內既有名單以外發訊者之電子訊息，應顯示發訊

者身分，讓收信者選擇同意或不同意收信，如勾選不同

意，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及郵件用戶程式供應者應封鎖

該發訊者之電子訊息。 

三、其他收訊者要求且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及郵件用戶程式

供應者之技術可提供的過濾機制。 

2.對照評析 

鄭委員版本第 6 條規定，授與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單方面終

止契約之權力，立意良善，擬探討如下： 

（1）商業電子郵件服務的部分：依據大法官釋字五七七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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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之意旨可知，關於商業性言論自由的保障，政府基於

維護重大公益之必要，仍得立法採取合理而適當的限

制，所以此部分較無違憲爭議。 

（2）非商業電子郵件服務的部分：承前述，可能產生違憲之

爭議。但若業者於服務契約上約定使用者一定時間內傳

送非商業電子郵件之數量限制，基於民法 148條「權利

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之法理，該行為仍屬合法。 

（3）行動簡訊的部分：行動簡訊的服務提供者，係屬我國電

信法下的第一或第二類電信事業，而受到我國電信法的

規制，依據電信法 22條之規定：「電信事業非依法律不

得拒絕電信之接收及傳遞。但電信之內容顯有危害國家

安全或妨害治安者，得拒絕或停止其傳遞。」鄭委員版

本第 6條之規定，可作為電信事業拒絕電信之接收與傳

遞之法律上依據。 

關於鄭委員版本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與「英國保護隱私及

電子通訊規則」第 15條之規定類似，意即，當收訊者收到惡

意及騷擾性的電子訊息時，可透過郵件用戶程式提供之過濾

機制或請求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採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該行

為的繼續發生225。本文認為，該規定提高業者的義務，也有

助於防制郵件的濫發，應屬可採。 

（十）主管機關權限 

                                                 
225 Sectiion15,(1)A communications provider may override anything done to preven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identity of a calling line where-(a) a subscriber has requested the tracing of malicious or 
nuisance calls received on his line; and (b) the provider is satisfied that such action is necessary 
and expedient for the purpose of tracing such calls.(2)Any term of a contract for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which relates to such prevention shall have effec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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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六條：主管機關得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施，防止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 

第十四條：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條例所定事項，得與國際相關組織進行

有關商業電子郵件來源、追蹤方式及其他相關資訊之交流。 

鄭委員版本 

第八條：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及郵件用戶程式供應者違反第七條規

定，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十條：主管機關應於相關網站內設置收訊者檢舉信箱，並於一個月

內回覆處理結果。 

2.對照評析 

關於鄭委員版本第 8 條，該規定係對於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

及郵件程式用戶供應者於應提供電子訊息過濾機制而未提供

時，主管機關得對之處以行政罰鍰。比較法上，「英國保護隱

私及電子通訊規則」第 5條規定：「服務提供者，必須在技術

上採取適當之措施，以保障服務的安全，其並有把使用該服

務的相關風險，通知用戶的義務」為類似之規定，本文認為

課與服務提供者相關之義務，有促進通訊環境安全及順暢之

功能，應屬可資採取的作法。 

鄭委員版本第 10 條規定，課與主管機關設置收訊者檢舉信

箱，並應就該檢舉為相關調查行為之義務，已涉及行政機關

行政調查權之行使，又第 8 條亦有形政罰之相關規定，故法

律屬性上，該版本法案實係行政特別法。     

（十一）民事損害賠償效果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第七條：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侵害收信人權益者，負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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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責任。 

收信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二項損害賠償總額，以每人每封商業電子郵件新臺幣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額高於該金額

者，不在此限。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

幣二千萬元為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超過新臺幣二千

萬元者，以該所得利益為限。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

五條規定發送商業電子郵件者，與發信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鄭委員版本 

第九條：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及郵件用戶程式供應者違反第七條規

定，以致侵害收訊者權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收訊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二項損害賠償總額，以每人每封電子訊息新臺幣五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額高於該金額者，

不在此限。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合計最高

總額以新臺幣二千萬元為限。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2.對照評析 

（1）損害賠償請求權人 

行政院版本，僅規定收信人所受損害之賠償，而不及於其

他受害人；鄭委員版本，規定收訊者有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權，收訊者包括電子郵件收件者及簡訊的收訊者。 

（2）損害賠償義務人 

行政院版本規定發信人為損害賠償義務人，惟若廣告主或

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違法情節者，亦應負連帶責

任。惟鄭委員版本中，僅規定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及郵件

用戶程式供應者為損害賠償義務人，對於發訊者則沒有任

何規定，比較法上，此種立法例極為少見，畢竟發訊者之



第三章 行政院版與各立法委員版之比較 

 第 247頁

濫發行為才是電子訊息氾濫之主因，故立法設計電子訊息

濫發者為損害賠償義務人，應屬必要。 

（3）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 

行政院版本對於求償者得請求之數額，以每人每封商業電

子郵件新台幣 500～2000 元計算，並限制因同一原因事實

所負損害賠償責任，以二千萬元或發信人所得利益為求償

上限；鄭委員版本之規定亦同，但須注意其損害賠償義務

人僅限於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或郵件用戶程式供應者。 

（4）請求權消滅時效 

行政院版本與鄭委員版本，針對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

均規定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為 2 年，自

行為時起為 5 年。該規定大抵與民法 197 條之規定相同，

僅於「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的部分」縮短為五年，

考慮訊息濫發之事件性質，該規定應為妥善。 

（十二）團體訴訟 

1.規定內容 

行政院版本 

規定於第 8～13條。 

鄭委員版本 

對於團體訴訟並無規定。 

2.對照評析 

行政院版本有團體訴訟之設計，而鄭委員對此並無規定。相

較於以個人為主體所提起之訴訟而言，團體訴訟具有以下的

特色：一、團體訴訟多發生在消費事件、公害事件及證券、

期貨交易事件等被害人人數眾多的案件類型。二、團體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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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相同事件之被害人個別起訴，進而減輕當事人之舉證

責任及法院審理之負擔。 

團體訴訟目前在我國實務上已有相關案例出現。以證券、期

貨交易事件的團體訴訟為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法於民國 92年 1月 1日施行後，投保中心已有多起為投資人

提起團體訴訟之案例，投資人針對財報不實、內線交易及操

縱股價等原因，均可透投保中心向從事不法行為之公司董監

事請求損害賠償，且該中心所提起之團體訴訟亦有多起取得

勝訴判決之前例，就因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受損害之收信人而

言，因為個人舉證不易，且侵權行為人之單一郵件寄送行為

所造成之受害人通常為數眾多，為節約訴訟資源，團體訴訟

制度的設置基於上述理由，應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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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壹壹壹壹、、、、立委馮定國版本立委馮定國版本立委馮定國版本立委馮定國版本－－－－將將將將前階行為納入管制前階行為納入管制前階行為納入管制前階行為納入管制（（（（第第第第 9條條條條）））） 

商業電子郵件之發送，在實際上必須經過數個前階準備行為，

例如編寫電子郵件之內容、使用特定程式蒐集電子郵件地址、開發

反過濾軟體、架設發信主機等等，於行為之最後階段，才將商業電

子郵件透過發送介面散佈，因此，吾人可以理解為，當 spammer 按

下電子郵件軟體介面上「傳送」鍵之後，垃圾郵件才隨即發出，也

才構成對他人法益之侵害，若無前階準備行為，spammer 實際上無

從發送垃圾郵件，因此，為有效管制濫發 UCE之行為，國外立法例

普遍均將前階行為納入規範。 

故行政院版法案就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前階行為未予以規範，

難免遺珠之憾，本文以為，由於目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正進行修法，或許草案欲將電子郵件地址蒐集行為歸由該法規範之

故，然現今蒐集、買賣電子郵件地址現象嚴重、各種工具程式、軟

體不斷推陳出新，濫發技術亦不斷演進，且基於管制商業電子郵件

之「立法整體性」，允宜將其訂入條文，以利適用。 

相較之下，馮委員版草案關於禁止行為之規範內容，明定禁止

製造、販賣、散發、使用各類供變造電子郵件發信記錄之電腦程式，

將部分前階行為納入規範，似較切合立法整體性，惟該草案未明定

罰則，僅具宣示性質，且字典式攻擊、未經同意蒐集、交換電郵地

址等行為，該法案亦未納入規範，似有不足，本文以為似應進一步

將重要之濫發手段諸如字典式攻擊、電子郵件蒐集等行為納入管

制，並透過罰則確保執法之實效。 

貳貳貳貳、、、、立委林國慶版本立委林國慶版本立委林國慶版本立委林國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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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慶委員之版本對於服務提供者226有較強的管制措施，也是

唯一對於濫發者有刑事處罰規定之版本，然而這兩點在行政院版本

中並沒有相關規定。本文以為對於服務提供者之管制措施以及刑事

處罰之規定，林國慶委員提案之版本確有酌供參考之處，茲析述如

下： 

一一一一、、、、對於服務提供者之加強管制措施對於服務提供者之加強管制措施對於服務提供者之加強管制措施對於服務提供者之加強管制措施：：：： 

（（（（一一一一））））服務提供者對管控濫發佔有重要之地位服務提供者對管控濫發佔有重要之地位服務提供者對管控濫發佔有重要之地位服務提供者對管控濫發佔有重要之地位 

服務提供者在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中係站在第一線角色，且

根據各國立法例來看，已訂有相關法規之各國主管機關認為服務提

供者之過濾機制及管控技術，在控制濫發數量佔有很重要的一個環

節。因此，除促使服務提供者訂定自律規章外，法律適時地給予相

當權利或賦予相當義務確有其必要。 

（（（（二二二二））））行政院原始版本有規定服務提供者之權利義務行政院原始版本有規定服務提供者之權利義務行政院原始版本有規定服務提供者之權利義務行政院原始版本有規定服務提供者之權利義務 

我國於「通訊傳播委員會籌備處」階段所訂之《濫發商業電子

郵件管理條例》草案版本第 6 條中，對於服務提供者之權利義務本

有明文規定，然於提送行政院審查時，因避免給予服務提供者過大

之權利，而刪除該條之規定。參照林國慶委員版本在第 8 條中，規

定了服務提供者之權利義務，以及在一定條件下可拒絕提供服務或

終止契約之權利，另外，在第 17條中對於違反第 8條規定之服務提

供者亦訂有罰則，以各國立法例對照觀之，該兩條規定大致上係合

理的，可酌供參考。 

（（（（三三三三））））未遵守規定之罰則訂定有其必要但不宜過於嚴苛未遵守規定之罰則訂定有其必要但不宜過於嚴苛未遵守規定之罰則訂定有其必要但不宜過於嚴苛未遵守規定之罰則訂定有其必要但不宜過於嚴苛 

為促使服務提供者扮演好其過濾機制之角色，罰則的訂定有其
                                                 
226 林委員版之服務提供者，係指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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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香港《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第 33條中，規範服務提供

者必須依照主管機關指示為必要行為之規定，因無相對應罰則規

範，在香港立法會逐一條文審議時遭到議員質疑，並被要求增加相

關的罰則規範227，然而為使服務提供者共同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之配合意願增高，對其罰則不宜過於嚴苛。林國慶委員版本第 17條

所訂定之規定，在對不遵守規定之服務提供者處以罰鍰之前，有給

於一次限期改正的機會，而非立即對違反第 8 條之服務提供者處予

罰鍰，這樣的緩衝性立法，頗有值得參考之處。 

二二二二、、、、對於濫發者處以刑事處罰對於濫發者處以刑事處罰對於濫發者處以刑事處罰對於濫發者處以刑事處罰尚不考慮採用尚不考慮採用尚不考慮採用尚不考慮採用 

除林國慶委員版本外，其餘提案於立法院之版本對於濫發者僅

有民事賠償，然各國立法例中，雖大多數以民事賠償為主要管制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手段，但對於惡性重大之濫發者，輔以刑事處罰

者亦所在多有。林委員對於刑事處罰之規定，雖與部分國際立法例

相符，然並不一定符合我國立法需要，就林委員版之規定論述如下： 

在林委員版得對之處以刑事處罰之行為有下列六項： 

（一）使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訊息標題、來源資訊或回覆資訊。 

（二）意圖為不法之行為，而偽造、變造或隱匿訊息來源資訊。 

（三）使用他人註冊之電子郵件位址或行動通訊門號，而濫發商業

電子訊息。 

（四）以散播電腦病毒為目的而傳送。 

（五）以自動排列字母或數字組合而產生之電子郵件位址或行動通

訊門號濫發商業電子訊息。 

（六）未經同意蒐集、轉讓或洩漏他人之電子郵件位址或行動通訊

帳號者。 

                                                 
227 參照香港立法會 2006年 12月 12日《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第十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CB（1）707/06-07號文件，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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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六項其中第（一）及第（二）之行為和刑法之偽造變造及

使用偽變造準文書罪有競合之處；第（五）散播電腦病毒之行為則

和刑法第 360 條相競合；第（六）之行為則和催生中《個人資料保

護法》異曲同工，故此四項本文以為並無在本法中重複規範刑事處

罰之必要。 

叁叁叁叁、、、、立委吳志揚版本立委吳志揚版本立委吳志揚版本立委吳志揚版本 

一一一一、、、、默示拒絕繼續收信之默示拒絕繼續收信之默示拒絕繼續收信之默示拒絕繼續收信之 OPT-OUT機制機制機制機制（（（（第第第第 4條條條條）））） 

行政院版法案與吳委員版法案關於同意或拒絕收信機制之規

範，本質上均採 OPT-OUT（選擇退出）機制，允許寄發「第一封」

商業電子郵件，然行政院版法案對收信人之選擇退出以「明示」機

制為原則，亦即須由收信人向發信人回覆不再接收信件之意思，發

信人始不得再發送；吳委員版本則採「默示」退出之回傳機制，一

旦收信人未回傳同意之意思，則發信人不得再發送（或轉送）。 

商業電子郵件拒絕繼續接收之表示，若採「明示」拒絕之規範

設計，其意思表示需經收信人透過發信人所提供之回傳機制為之，

若採上述「默示」拒絕繼續接收之規範設計，則收信人無須回傳拒

絕之意思，單純不為任何表示亦發生拒絕繼續接收之效力。 

以保護消費者之觀點，似以默示拒絕之規定較佳，首先，收信

人若不願繼續接收電郵，無須一一向發信人回傳拒絕之意思表示，

尤其當商業電郵數量龐大時，可保護消費者免於逐一回傳拒絕接收

電郵意思之煩，大幅節省勞費及時間損失，其次，按默示拒絕之設

計，則發信人僅有「第一次」合法行銷之機會，將使發信人注重電

子行銷品質，此有利於健全網路商務發展，並淘汰採用劣質行銷手

法之業者。 



第三章 行政院版與各立法委員版之比較 

 第 253頁

從上述分析可知，若採默式拒絕之設計，發信人未經收信人回

傳同意接收之意思，不得再行發送，實際上已接近 OPT-IN機制之效

果，可收保護消費者之效，然又已賦予業者「第一次行銷」之機會，

可謂面面俱到，雙方利益平衡兼顧，此立法設計頗值參酌。 

二二二二、、、、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適用擬制適用擬制適用擬制適用擬制賠償額賠償額賠償額賠償額 

行政院版與立委吳志揚版本法案，均針對濫發者之侵權行為設

計賠償制度，然行政院版本法案，僅規定收信人所受損害之賠償，

而不及於其他受害人，立委吳志揚版法案，則除收信人外，亦明定

ESP（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兩版本均透過擬制

規定以收受信件總數計算賠償總額（能證明損害額度較高者，不在

此限），由於受害人僅需證明發信人違反行為規範，即可依法擬制其

賠償數額，無須一一證明所受損害，大幅減輕其舉證責任，簡便易

行。 

然此一立法設計之爭點在於，若按立委吳志揚版本法案之設

計，收信人及 ESP 均得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主體，且業者及個人同時

均可適用擬制規定降低其舉證難度，因此，只要濫發者現蹤，損害

賠償請求權成立之可能性大增，此一規範合理與否，涉及立法設計

上應否使收信者個人以及業者同受該法定擬制規定之保障，本文試

擬兩案說明其利弊得失： 

甲案甲案甲案甲案：：：：ESP應同受保障應同受保障應同受保障應同受保障 

理由： 

1、ESP具備充分之專業資源與能力，由其追蹤反查濫發者身份，可 

謂「功能最適」。 

2、透過經濟誘因，可有效調動 ESP打擊濫發者之積極性。 

3、依美國執法情形觀察，ESP訴請賠償案例頗多，可供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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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法管制目的之達成，非必以賦予個別收信人行使賠償請求權之 

便利性為必要。 

5、賦予 ESP賠償請求權並不必然剝奪個人之權利，兩者實可並 

存。 

6、法案中可明定消費者個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優先於 ESP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而受清償，即可衡平追求雙方利益。 

乙案乙案乙案乙案：：：：ESP不應適用法定擬制規定不應適用法定擬制規定不應適用法定擬制規定不應適用法定擬制規定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1、有悖「消費者保護」之立法原意，蓋 ESP並非個人消費者。 

2、若濫發者資力有限，一旦收信者個人及 ESP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均成立，前者之請求權將無法獲得充分滿足。 

3、對 ESP之保障優於個人消費者，是否符合平等原則容有質疑。 

4、個人未必不具進行蒐證、追蹤之技術適足性，尚且可透過其他法 

定機制補足。 

5、保障經濟上處於弱勢之個人收信者。 

6、ESP可經由過濾機制、終止服務契約等途徑減少損害。 

7、ESP仍可就其損害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訴請賠償，非全無救 

濟途徑。 

以上兩案之見解，利弊互見，就說理論證，似以甲案較為堅實

有力，然乙案亦屬穩當不無可採，尚須盱衡整體立法情勢，呈請上

級裁奪。 

肆肆肆肆、、、、立委鄭運鵬版本立委鄭運鵬版本立委鄭運鵬版本立委鄭運鵬版本 

鄭運鵬委員之版本授權電子訊息服務提供者，於收訊者檢舉，

得拒絕提供傳輸服務，並終止契約，從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監理機制

設計之角度而言，該措施亦為部分外國立法例所採，關於我國法上

是否應予以採用，本文試進一步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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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服務提供者與郵件寄信者之私法關係服務提供者與郵件寄信者之私法關係服務提供者與郵件寄信者之私法關係服務提供者與郵件寄信者之私法關係 

依據電信法 27條規定，第一、二類電信事業，應就其服務有關

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又電信法 28條規定，

前條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故服務提供者係為郵件

寄信者訂定契約之相對人，兩者間之權利義務乃藉由雙方訂定之服

務契約所規制。目前對於服務提供者而言，一般均會於其與用戶之

服務契約中規定，若用戶於某一時間內大量傳送郵件（契約內對於

大量另有解釋）時，不管該郵件屬商業性與否，均得暫時停止其郵

件服務的傳送，該契約規範的法理在於，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

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民法第 184條），故就服務提供者依

公平合理的契約規定，對於用戶單方面停止郵件傳送服務時，主管

機關目前之立場均肯認其合法性，惟若寄信者對於服務提供者規制

之合理性產生爭議時，應由業者負舉證之責。 

二二二二、、、、電信法電信法電信法電信法第第第第 22條文義解釋之爭議條文義解釋之爭議條文義解釋之爭議條文義解釋之爭議 

依電信法第 22 條規定：「電信事業非依法律，不得拒絕電信之

接受及傳遞。但對於電信之內容顯有危害國家安全或妨害治安者，

得拒絕或停止其傳遞。」旨在明定電信事業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有本條但書之情形下，不得拒絕電信之接收與傳遞。惟對於一般民

眾而言，直接從條文之文義加以解釋，經常會產生該法條賦予人民

主觀公權之誤認，進而導致無謂的訴訟紛爭，浪費行政及司法資源，

著名之「天理案」即為適例。 

三三三三、、、、特別法授權服務提供者得拒絕提供傳輸服務特別法授權服務提供者得拒絕提供傳輸服務特別法授權服務提供者得拒絕提供傳輸服務特別法授權服務提供者得拒絕提供傳輸服務，，，，應可避免爭議之應可避免爭議之應可避免爭議之應可避免爭議之

繼續產生及改善目前網路郵件之傳送環境繼續產生及改善目前網路郵件之傳送環境繼續產生及改善目前網路郵件之傳送環境繼續產生及改善目前網路郵件之傳送環境。。。。 

    故就電信法第 22條尚未修法之前，為避免網路郵件之濫發者，

對於電信法第 22條之錯誤解讀，而造成行政、私法資源的浪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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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目前網路郵件之傳送環境，若於「濫發商業電子管制條例」

中規定服務提供者得於一定情形下拒絕提供傳輸服務，應有助於減

少此類訴訟的爭議及郵件濫發之情形，對於服務提供者而言，因該

條文之授權，也可減輕其管理上之行政成本；惟草案中授權服務提

供者得終止契約之規定，應侷限於違法之情節重大，方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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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本會監理機制之規劃本會監理機制之規劃本會監理機制之規劃本會監理機制之規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現有現有現有現有防制措施防制措施防制措施防制措施 

由於目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尚未完成立法程

序，如何運用既有之行政措施因應日趨嚴重之商業電子郵件濫發行

為，已成當務之急。本節將自現行各種法律規制手段、行政行為形

式以及現有法律制度之檢討出發，分析各種法律效果及相關制度之

利弊得失後，就現有法律規制手段不足之處進行檢討，以提供未來

修法方向之建議。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現有法律規制手段之比較現有法律規制手段之比較現有法律規制手段之比較現有法律規制手段之比較 

電子郵件可說是現今最方便通訊方式之一，方便之餘勢必帶來

部分困擾，垃圾郵件便是其附帶產物之一。然由於垃圾郵件之特性

多變，且其發送技術常隨著防堵方式而改變，使得對其管制相對之

下也變得困難。從各國立法例來看，均認為以單一手段來管制垃圾

郵件之濫發並無法收到實效，必須結合多種手段，如法律管制、業

者自律、教育宣導、技術防堵以及國際合作等多管齊下的方式，始

能有效遏阻垃圾郵件之增長。 

本項之重點，則僅就法律管制部分作探討，先就現行我國各種

法律規制手段之特性稍做論述，再討論現行法律規範中，關於管制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各種法律規制手段，其可規制範圍及無法涉及

之處，將一併討論。 

壹壹壹壹、、、、法律規制手段之分類法律規制手段之分類法律規制手段之分類法律規制手段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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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目的，在於建立社會生活之規範，以保障群眾安寧，維

持社會秩序，係一種可透過「權威機關」依「法定程序」而實施具

有「強制力」之規範228。「權威機關」可以是民、刑事法院、行政法

院、行政機關或其他公權力組織；「法定程序」則是各種訴訟法、執

行法等規範程序之法律；強制力則是其最後產生之效果，也是法律

對於特定事項所欲規範之強度，依其規制手段不同，一般可分為民

事、刑事及行政三種： 

一、民事規制手段 

民事法律不僅包括民法，尚包括實質上具有私法性質之民

事法規，如海商法、保險法等民事特別法。民事上規制手

段，係法院基於當事人之請求，依照私法之規定，所為之

判決、裁定、宣告或其他具有強制性之決定。民事手段之

採取，原則上係為解決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依其規制內

容有對於權利上之規制及對於財產上之規制兩種229。 

權利上之規制，係對於違法行為或不履行義務者積極或消

極剝奪其權利或課予其義務。例如民法第 36條規定，「法

人之目的或其行為，有違反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解

散。」，即對於法人之人格權之剝奪。又如契約若有無效

或得撤銷之事由，雖契約常牽涉到財產權之處分，然無效

或撤銷係剝奪當事人對契約行使之權利，仍可認為係民事

法律對於權利之規制。 

財產上之規制，大致上有「返還利益」、「損害賠償」等

兩種。返還所受之利益，係指若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

                                                 
228 鄭玉波，法學緒論，1994年 8月，頁 2。 
229 關於詳細內容詳見：鄭玉波，法學緒論，1994年 8月，頁 97-100。此處僅作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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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他人受有損害時，應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如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返還之規定。損害賠償即對於自己造成他人

所受之損害，負回復原狀或是金錢賠償之責任。 

二、刑事規制手段 

刑事規制手段，可以說是所有手段中最為強烈者，其可限

制人民之人身自由甚至剝奪生命，其主刑可分為生命刑、

自由刑及財產刑三種。 

生命刑：死刑 

自由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及拘役。 

財產刑：罰金 

從刑則有沒收及褫奪公權兩種。 

刑事制裁在各種手段中，由於嚴重影響到人身自由甚至生

命，應列入最後手段為妥應列入最後手段為妥應列入最後手段為妥應列入最後手段為妥，因此，並非每種不法行為，均

可作為刑罰處罰之對象，應視其所欲保護之法益而定230。

倘若以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即足以保護可能受侵害之法益，

自不須以刑事處罰規制之。 

三、行政規制手段 

行政規制手段，係行政機關依據其職權範圍及法律授權，

對於人民所為之規制。行政規制手段限制頗多，除行政機

關對該項事務管理有法定職權外，還必須遵守依法行政原

則，若涉及人民權利義務者，尚需有法律明確授權，否則

不得為之。 

行政規制手段之行使，必須視行政機關所採取之行政行為

                                                 
230 此即刑事法中「法益保護主義」，內容詳見蘇俊雄，刑法總論Ⅰ，1995年 10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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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制度而有所不同，例如行政處分或違反法規命令可以延

伸出罰鍰或沒入等手段，行政罰法第 2 條亦規定三種不利

處分之作為，行政契約則可能牽涉行政執行之手段等。由

行政規制之手段，為本研究之主軸，亦為本會作為主管機

關能採取之主要手段，分別於本節第二項及第三項中，對

於各種行政行為形式及行政法律制度有詳細論述。 

貳貳貳貳、、、、法律規制手段之行使法律規制手段之行使法律規制手段之行使法律規制手段之行使 

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手段，究應以何種手段為妥，在

專法尚未通過施行以前，現行法規中是否有可規制濫發行為者？其

所採取之手段為何？各項問題均牽涉到我國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之管制手段，何種最為妥適，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一一一、、、、現有法律規制手段行使之優現有法律規制手段行使之優現有法律規制手段行使之優現有法律規制手段行使之優劣劣劣劣 

根據前述各該法律規制手段之分類，若以專法管制濫發商

業電子郵件之行為時，其規制手段之適用是否妥當，茲分

析其優劣如下： 

（一）民事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私法自治私法自治私法自治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契約自由契約自由契約自由。。。。 

商業電子郵件本質為一種行銷手段，因為網路公共性

的特質，對於網路資源之濫用造成此一資源對大眾的

價值，帶來負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ly）。惟對於

收到商業電子郵件之個人，未必絕對將對其造成損

害，其尚有可能希望收取相關商業行銷之訊息，故基

於私法自治，使真正認為受損害之個人，得衡酌所受

損害之程度，及求償程序中所需之勞費，自行決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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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提起民事訴訟程序向濫發者求償，較符合法律經濟

之要求。 

缺點缺點缺點缺點：：：：公共利益無法確保公共利益無法確保公共利益無法確保公共利益無法確保 

由於垃圾郵件易造成網路流量壅塞，電子郵件服務提

供者必須耗費龐大人力、物力處理，除將妨礙正常之

通信服務外，亦已嚴重影響社會大眾網路使用的環

境，若僅採取民事制度，個人恐因求償困難而未發動

民事訴訟程序，導致濫發者仍為所欲為，網路通信服

務環境仍無法確實改善。 

（二）刑事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1、、、、證據取得容易且正確性高證據取得容易且正確性高證據取得容易且正確性高證據取得容易且正確性高 

動用刑事偵查權的結果，較採取其他法律程序容易

取得濫發者之資料，且因刑事處罰拘束到人民人身

自由，必須謹慎為之，故刑事偵查亦較為嚴謹。另

外，通訊監察措施在刑事偵查始得援用，尤其對於

經過變造、偽造信首資訊之電子郵件來說，取得濫

發者之違法資料較容易，且可一舉找出真正濫發者。 

2、、、、刑事處罰之威嚇作用較大刑事處罰之威嚇作用較大刑事處罰之威嚇作用較大刑事處罰之威嚇作用較大 

相較於濫發者所獲取的暴利，民事賠償以及行政罰

鍰對於獲利頗豐的濫發者來說，似乎無法產生嚇阻

效果231，以刑事處罰對於濫發者產生之威嚇作用，
                                                 
231 據說世界上發送垃圾郵件最多的人之一，美國的 Jeremy Jaynes租用了 16條高速專線專門用來 發 送 垃 圾 郵 件 ， 其 獲 得 的 利 潤 每 月 高 達 75 萬 美 元 。 新 聞 來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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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民事賠償。 

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1、、、、容易有不符合比例原則之疑慮容易有不符合比例原則之疑慮容易有不符合比例原則之疑慮容易有不符合比例原則之疑慮：：：： 

在對一違法行為訂定刑事罰則時，必須考慮該行為

之惡性是否重大，以至於必須以刑事處罰規範之。

國際立法例上，除南韓之立法係以刑事處罰為主

軸，目前大多數國家仍以民事賠償為主要法律效

果，刑事處罰在特殊濫發手段上始有適用之餘地（如

美國、香港）。另外，由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

多樣性，所造成之損害亦難以界定多寡輕重，僅針

對發送 email行為而對之處以刑事處罰，容易有處罰

過重之疑慮。 

2、、、、違法發送電子郵件之行為違法發送電子郵件之行為違法發送電子郵件之行為違法發送電子郵件之行為，，，，常與其他刑事法規構成常與其他刑事法規構成常與其他刑事法規構成常與其他刑事法規構成

要件相競合要件相競合要件相競合要件相競合：：：： 

如有發送詐欺類或色情廣告類電子郵件之行為，我

國刑法已有相關規定。對於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而

言，若大量廣告電子郵件的寄送（例如以字典式攻

擊而大量發信之情形），導致發信或收信的伺服器主

機無法順利運作造成其伺服器之負擔，以至於服務

發生困難時，亦有可能符合刑法第 36章之罪責，而

有妨害電腦使用罪之成立232。違法蒐集個人電子郵

件地址，在未來《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通過後，

亦有可能與其競合。上述幾種濫發電子郵件之情

                                                                                                                                          
http://www.5dmail.net/html/2005-1-26/2005126141822.htm 

232 寄發電子廣告的相關問題，賴文智，益思科技法律。參見：http://www.is-law.com/專文發表
/NET/寄發廣告電子郵件的相關法律問題.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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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中，算是惡性較為重大之

行為態樣，既然現有刑法規範已有明文處罰之，關

於濫發電子郵件之專法是否需要重複規範，須謹慎

考量。 

3、、、、刑事訴訟程序雖較嚴謹卻曠日費時刑事訴訟程序雖較嚴謹卻曠日費時刑事訴訟程序雖較嚴謹卻曠日費時刑事訴訟程序雖較嚴謹卻曠日費時 

根據 OECD 之報告表示，採取刑事處罰對於犯罪之

阻嚇性較其他法律效果還大，然關於網路及電腦犯

罪之證據取得不易，訴訟較費時，判決結果對於受

害者是否仍具有時效利益，係欲採取刑事訴訟之國

家必須考慮之處233。 

（三）行政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效率較高效率較高效率較高效率較高 

行政權具有積極主動之特性，效率較高，且可靈活運

用各種管制措施輔助立法成效。透過行政調查查證違

法事實以至於主管機關所為行政處分所需時間，遠較

於透過民、刑事法院為少，由於此特性，對於抑止違

法者之繼續犯行，行政管制所得以達到之效果亦較民

刑事之立法設計為佳。 

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1、、、、行政資源之耗費較大行政資源之耗費較大行政資源之耗費較大行政資源之耗費較大 

對於違法之個人為行政調查以致於行政處分需要龐

大的行政資源，且調查事項及事後救濟程序將耗損

                                                 
233 OECD Task Force on Spam: Anti-Spam Regulation, Andrew Maurer, 2005, 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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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力與公務、司法資源。 

2、、、、管制面上先天之困難管制面上先天之困難管制面上先天之困難管制面上先天之困難 

關於惡意且有充分電子程式知識之濫發者，其可運

用假造電磁紀錄之手法繁多，如欲透過行政調查之

手段取得相關資料，首先如何得到濫發嫌疑者之同

意，進入其場所蒐證，將會是最大問題。另外，所

取得之資料也未必為真實，可能經過竄改，遑論進

一步予以管制。 

二二二二、、、、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在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特別法尚未通過之前提下，現

行其他法律相關規定，對濫發者可產生何種規制作用，亦

依民事、刑事及行政法規三種方式，分述如下： 

（一）民事法規 

1、侵權行為：民法第 184條第 1項規定：「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

同。」。因此，若能證明因為他人濫發商業電子郵

件之行為，不管係收信人或服務提供者，可依民法

向濫發者求償。然本法之請求有以下兩個問題： 

（1）所受之損害難以證明。 

（2）侵害之對象難以確定。 

2、違反契約之行為：此係針對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與

濫發者之服務契約，倘若服務契約中已明訂，禁止

使用者濫發電子郵件，而使用者仍為此行為時，可



第四章 本會監理機制之規劃 

 第 265頁

發生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現今常見有服務提供者

逕予以停權，亦即停止對其繼續提供服務，然而該

權利之行使仍常發生爭議，倘若使用者不服該服務

提供者所為之停權手段，而提出訴訟，反而徒增紛

爭。。 

（二）刑事法規 

1、蒐集電子郵件地址行為（mail address harvesting）：

行政院於 93年 9月會院通過並送立院審議之「個人

資料保護法草案」，其中第 2條第 1款對於個人資料

之定義，將「聯絡方式」囊括其中，因個人電子郵

件地址在網路世界中等同於個人之聯絡方式，故以

草案內容觀之，不管以何種方式，不法蒐集、處理

或是利用個人資料者，均受該草案第 40條之拘束，

可對之處以刑事處罰。 

2、電子郵件標題、主旨或內容涉及不實資訊之情形：

郵件標題、主旨或內容有不實資訊之行為，可能涉

及到刑法中的偽造私文書、詐欺以及公平交易法中

不實廣告之行為，皆有刑事處罰。 

3、郵件標題、主旨或內容涉及擅用他人商標之行為：

根據商標法第 81 條規定，有濫用他人商標之情形

者，得對之處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或併科

新臺幣 20萬元以下罰金。 

4、電子郵件內容涉及色情或猥褻情節：關於此等行

為，可能違反刑法第 235 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第 27、28條之規定，而有刑事處罰。 

5、以電子郵件散播電腦病毒或散播惡意程式侵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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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此等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 36章各罪之要件，

而有刑事處罰之規範。 

實務上，在本會處理民眾對於垃圾郵件檢舉或詢問案

件，雖相關法案尚未通過，仍須對民眾之檢舉或詢問，

依個案狀況回覆，倘若民眾所舉事證可證明行為人違

反前述刑事法律之規範，本會將逕行移送刑事警察局

處理，以懲處不法。 

（三）行政法規 

對於濫發者，目前主管機關之行政法規中並無可對其

規制之規定，然而實務上，民眾提出垃圾郵件檢舉或

詢問案件時，若其所舉事證亦即民眾所檢舉之郵件內

容有違反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者，例如，關

於不實商品廣告電子郵件，因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本會將代為移送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或建議民眾向

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若係不當藥品廣告電子郵件涉

違反藥事法者，則建議該檢舉人可逕向衛生署舉發。 

四、小結 

有鑑於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大部分係為進行行銷等

商業活動而來，國家公權力實不宜過於介入人民之商業行

為，故對於單純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者並不適合以行政法規

範之。另外，由前述可知，目前刑事法律已針對部分惡性

較重大之行為態樣加以規範，且刑事制裁手段具有痛苦之

本質，為避免「特別刑法肥大化」之現象，刑罰應屬最後

不得已之手段，並不宜輕易採行。故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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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管制手段之設定，本文以為應遵循行政院版法案之規

定，僅採取民事賠償之效果，除可對濫發者請求民事賠償

外，原則上對於單純濫發行為不以刑事處罰或行政罰拘束

之。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現有行政行為形式之分析現有行政行為形式之分析現有行政行為形式之分析現有行政行為形式之分析 

由於目前《條例》草案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如何透過既有之行

政措施因應日趨嚴重之商業電子郵件濫發行為，已成當務之急。本

項將自現行各種行政行為形式之概念、特徵出發，分析其法律關係

及現有規定不足之處，最後就主管機關目前之應用型態進行涵攝與

分析。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目前行政機關可採取之作為形式共包括

行政處分、行政命令、行政契約、行政指導、行政計畫等項，其中

行政計畫因涉及層面過廣，暫不論，爰僅從行政處分、行政契約、

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行政指導加以論述，另鑑於目前《條例》草

案尚在立法院審議中，主管機關採取之各種措施多有不屬上開所列

行政行為形式者，故於篇末增列其他事實行為加以說明。 

壹壹壹壹、、、、行政處分行政處分行政處分行政處分 

本項論述之主要目的，係針對管制濫發郵件的行政目的，探討

現階段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尚未通過前，在無法規

依據之前提下，行政機關得否依據其他電信法規管制，以行政處分

而達到直接或間接管制商業電子郵件濫發之目的，其他關於各國立

法例及立委版本中行政處分之規範，亦一併加以說明。 

一一一一、、、、行政處分之意義與特性行政處分之意義與特性行政處分之意義與特性行政處分之意義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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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行政處分之意義行政處分之意義行政處分之意義行政處分之意義 

行政處分作為傳統行政法學發展以來最核心之行政行

為形式應該當之無愧，德國學者 Otto Mayer建構近代

行政法體系的最大成就之一，也在於透過法學的方法

將行政處分的概念加以確立234，其將行政處分定義為其將行政處分定義為其將行政處分定義為其將行政處分定義為

「「「「行政向人民就什麼是個案的法所為的高權宣示行政向人民就什麼是個案的法所為的高權宣示行政向人民就什麼是個案的法所為的高權宣示行政向人民就什麼是個案的法所為的高權宣示」，這

個定義直到今天還是有其一定影響作用，之所以有必

要建構行政處分這種行政行為的概念類型，主要是認

為藉助其執行、落實一般抽象行政法規，確定具體個

案權利義務狀態的特徵，不僅可以方便國家處理大量

行政事務，有助於行政效率的提升有助於行政效率的提升有助於行政效率的提升有助於行政效率的提升，也可以明確界定

國家與人民間的法律關係，而有利於法安定性與人民

利益之維護235。 

（（（（二二二二））））行政處分之特性行政處分之特性行政處分之特性行政處分之特性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

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

為」，為能掌握行政處分之概念與特性，剖析並涵攝概

念要素如下： 

1、、、、行政機關之行為行政機關之行為行政機關之行為行政機關之行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2 條 2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機

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或其他行政主

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

                                                 
234 程明修，行政法上之意思表示、法律行為與行政處分，行政法之行為與法律關係理論，2005年 10月，頁 85。 
235 許宗力，行政處分，行政法（上），翁岳生編，2006年 10月，頁 475。 



第四章 本會監理機制之規劃 

 第 269頁

組織。」另有學者認為行政機關應符合下列三項之

情形： 

（1）必須依據法律（包括自治團體的立法機關所通

過的自治規章在內）設置，此為法律保留原則

之要求，並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相互呼應。 

（2）必須得以自己名義決定並表示行政主體意思於

外部。 

（3）必須是具有獨立地位的組織體。意指其組織必

須有單獨的法律依據，並有獨立的編制、預算

及印信236。 

目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並由總統公布施行237，嗣經大法官釋字 613 號解釋

確認其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238，故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得作為適格之行政機關無疑，另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2 條 3 項規定「受託行使公權力之

個人或團體，與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故

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政管制中，因應管制的必

要性，行政機關如欲將公權力委託其他私人或團行政機關如欲將公權力委託其他私人或團行政機關如欲將公權力委託其他私人或團行政機關如欲將公權力委託其他私人或團

體體體體，，，，亦得屬管制亦得屬管制亦得屬管制亦得屬管制政策選項之一政策選項之一政策選項之一政策選項之一。 

2、、、、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行政處分必須是行政機關所為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

行為，也就是對權利與義務產生規制作用，抑或為

                                                 
236 許宗力，行政處分，行政法（上），翁岳生編，2006年 10月，頁 479。 
237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已於 94年 10月 25日經立法院 3讀通過，94年 11月 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178881號令制定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 
238 大法官解釋 613 號解釋理由書：「是立法者如將職司通訊傳播監理之通傳會設計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使其從層級式行政指揮監督體系獨立而出，得以擁有更多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因有助於摒除上級機關與政黨可能之政治或不當干預，以確保社會多元意見之表達、散布與公共監督目的之達成，自尚可認定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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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權利或義務發生、變更、消滅或確認的行為。

至於行政機關之行為是否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基本

上應以該行為表示於外官署之客觀意思判斷之，而

該表示於外的客觀意思非僅限於主文而已，理由欄

所載內容亦包括在內。至於通知書之用語、形式以

及是否預告有後續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

字，並非所問239。 

實務上，有法人團體依據電信法第 22條規定「電信

事業非依法律，不得拒絕電信之接受及傳遞。但對

於電信之內容顯有危害國家安全或妨害治安者，得

拒絕或停止其傳遞」向主管機關檢舉，請求該管機

關對於阻擋其為電郵傳送之業者，為規制性之制裁

或管制240，此時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所為檢舉事項

不成立之函覆，是否能直接定性為行政處分仍非無

疑義。 

依據學者之見解，檢舉事項不成立之函覆是否對檢

舉人發生法律效果，仍須視法律是否賦予檢舉人有

向國家請求制止或處罰被檢舉人的權利而定，該請

求權之存在，於法有明文時，固無問題，法無明文

時，我國實務基本上採取否定見解，惟若檢舉所根

據的實體法，課與國家機關有調查、處罰被檢舉人

的作為義務，且所保護法益除公益外，同時及於檢

舉人的私益，此時檢舉之函覆，定性為行政處分自

屬合宜241。 

                                                 
239 大法官釋字 423號解釋。 
240 著名之「天理公司」一案。 
241 許宗力，行政處分，行政法（上），翁岳生編，2006年 10月，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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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主管機關目前對於電信法依據主管機關目前對於電信法依據主管機關目前對於電信法依據主管機關目前對於電信法 22條規定之解釋條規定之解釋條規定之解釋條規定之解釋242，，，，

乃認為該條文係對於電信事業之經營所為之規範乃認為該條文係對於電信事業之經營所為之規範乃認為該條文係對於電信事業之經營所為之規範乃認為該條文係對於電信事業之經營所為之規範，，，，

並非賦予特定個人得依該法律規定請求主管機關做並非賦予特定個人得依該法律規定請求主管機關做並非賦予特定個人得依該法律規定請求主管機關做並非賦予特定個人得依該法律規定請求主管機關做

成該等行為成該等行為成該等行為成該等行為243之公法上權利之公法上權利之公法上權利之公法上權利，，，，主管機關本於權責主管機關本於權責主管機關本於權責主管機關本於權責，，，，

依其法定權責進行調查依其法定權責進行調查依其法定權責進行調查依其法定權責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函覆檢舉並將調查結果函覆檢舉並將調查結果函覆檢舉並將調查結果函覆檢舉

者者者者，，，，係意思通知係意思通知係意思通知係意思通知，，，，並非行政處分並非行政處分並非行政處分並非行政處分。。。。上述見解並已受上述見解並已受上述見解並已受上述見解並已受

到司法審查之肯認到司法審查之肯認到司法審查之肯認到司法審查之肯認244。 

3、、、、公法行為公法行為公法行為公法行為 

公法行為基本上指的是根據或執行公法規定的行

為，至若該公法行為所規制、發生的法律效果是公

法或私法，在所不問。因此行政機關根據公法規定

行使公權力之行為，即便目的在規制私法關係，亦

無礙於行政處分之認定245。例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依據電信法第 16 條 3 項所為互連爭議之裁決屬

之。 

4、、、、單方行為單方行為單方行為單方行為 

行政處分藉由單方行為之特徵以與公法契約區隔，

所謂單方行為，係指形成如何內容之法律效果，由

行政機關單方面作成決定而言。此與行政契約之法

律效果，即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形成，係基

於當事人間意思合致者不同246。 

目前電信法下許多處分之類型，例如：電信法第 12

                                                 
242 96年 5月 21日通傳法字第 09600153360號函。 
243 即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規制性制裁或管制。 
244 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6年度上國易字第 5號。 
245 許宗力，行政處分，行政法（上），翁岳生編，2006年 10月，頁 488。 
246 廖義男，行政處分之概念，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2001年 8月，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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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特許、第 27條之核准，均需要相對人之事前參

與，行政機關始得為適法之行政處分，惟仍不因該

相對人之參與行為而影響其單方性。 

二二二二、、、、電信法之規定電信法之規定電信法之規定電信法之規定 

目前電信法關於行政處分之規定，範圍相當廣泛，例如對

於第一類電信事業的特許處分（第 12 條）、網路互連爭議

之「裁決」（第 16條第 3項）、第二類電信事業之「許可」

（第 17 條）、「指定」特定業者提供電信普及服務（第 20

條第 1項）等。 

雖然上述處分的對象，廣及於第一、二類電信事業，然於

管制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中，第二類電信業者中之 IAP（接

取服務提供者）係居於管制地位之核心。蓋目前藉由 ESP

（郵件服務提供者）提供之服務進行濫發，極易遭受 ESP

查覺並予阻攔或停權，故而濫發者多已捨棄 ESP 之服務，

改為使用發信軟體或自架發信伺服器發信，而此種通訊方

式，由於 IAP掌控通訊的相關資源，在發送/接收郵件上，

提供傳遞封包的設施(包含通訊媒介與路由裝置)，並擁有傳

遞封包的相關通訊記錄(LOG)，在反查 Spam上，因為 IAP

擁有封包傳遞的通訊記錄，所以必須由其提供證據，故 IAP

於主管機關欲採行任何管制措施上於主管機關欲採行任何管制措施上於主管機關欲採行任何管制措施上於主管機關欲採行任何管制措施上，，，，皆占有相當重要之地皆占有相當重要之地皆占有相當重要之地皆占有相當重要之地

位位位位。 

三三三三、、、、目前行政處分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處分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處分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處分適用之可能性 

按電信法第 17條 2項規定「第二類電信事業營業項目、技

術規範與審驗項目、許可之方式、條件與程序、許可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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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間、營運之監督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

則，由交通部訂定之。」次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

第 15條「經營者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

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及網站

供消費者審閱；變更時亦同。前項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

理之服務條件，並載明下列事項：一、營業項目。二、各

項服務收費標準及調整費用之條件。…….十、其他經主管

機關指定應記載之服務條件。」由於電信科技的發展日新

月異，管制項目的設計可能因科技之發展而有所異動，故

於本條第 2項第 10款，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服務

條件，給予主管機關於認定某種服務條件訂定之裁量，以

適切其管理。 

目前由於濫發者已多以發信軟體或自行架設郵件伺服器，

而藉由 IAP提供之通訊，直接濫發郵件，故而透過 IAP嘗

試管制此等行為存有一定之效益。因此，就商業電子郵件

之濫發所造成網路通訊環境之危害，若主管機關依該條款

規定，要求 IAP 對於濫發電子郵件行為於其營業規章內訂

定應採取之必要措施，實有利於改善目前郵件濫發之現況。 

從現行法規觀察，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27條247對於

電子郵件服務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間訂有明確規定，有助於

濫發行為之防制。另依據電信法 64條 2項248規定，若不 IAP

                                                 
247 經營者對於第一項電信通信紀錄應至少保存期間如下： 一、語音單純轉售服務通信紀錄應保存六個月。 二、網路電話服務通信紀錄應保存六個月。三、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一）撥接用戶識別帳號、通信日期及上、下網時間等紀錄應保存六個月。（二）非固接式非對稱性數位用戶迴路（ADSL）用戶識別帳號、通信日期及上、下網時間等紀錄應保存三個月。（三）纜線數據機用戶識別帳號、通信日期及上、下網時間等紀錄應保存三個月。（四）張貼於留言版、貼圖區或新聞討論群之內容來源 IP 位址與當時系統時間應保存三個月。（五）免費電子郵件信箱及網頁空間線上申請帳號時之來源 IP 位址及當時系統時間應保存六個月。（六）電子郵件通信紀錄應保存一個月。 
248 違反交通部依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規則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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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營業規章，依主管機關之要求，訂定相關防制濫發電

子郵件措施時，主管機關對於該等服務提供者者亦得據以

裁處罰鍰之行政處分。故就維護網路通信秩序，保障廣大

收信民眾通信權益立場，主管機關藉由規制 IAP 之營業規

章，防制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行為，實難謂其逾越電信法

第 1 條所揭示「增進公共福利，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

者權益」之立法意旨。 

惟從目前實務管制現況以觀，已有 IAP 鑑於濫發商業電子

郵件行為之危害甚大，自行將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事

務訂定於其營業規章249並據以執行，而依據主管機關所公

告之「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250申請書表中所載之內

容，電子郵件服務並非屬第二類電信事業之營業項目，若

主管機關貿然對於不配合營業規章內訂定防制濫發行為規

定之 IAP，依電信法 64條第 2項251或 67條第 1項第 1款252

之規定予以處罰，由於引據之法規未有相合，恐引起接取

服務提供者之反彈而引起行政爭訟，並可能導致主管機關

敗訴。 

若若若若 IAP 已於其營業規章訂定相關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措施卻已於其營業規章訂定相關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措施卻已於其營業規章訂定相關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措施卻已於其營業規章訂定相關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措施卻

不確實執行不確實執行不確實執行不確實執行，，，，揆諸電信法相關規定揆諸電信法相關規定揆諸電信法相關規定揆諸電信法相關規定，，，，就第就第就第就第二二二二類電信事業並類電信事業並類電信事業並類電信事業並

無配套罰則無配套罰則無配套罰則無配套罰則，故現階段故現階段故現階段故現階段，，，，在法規範不完備之情形下在法規範不完備之情形下在法規範不完備之情形下在法規範不完備之情形下，，，，本研本研本研本研

究對於主管機關是否得依據電信法究對於主管機關是否得依據電信法究對於主管機關是否得依據電信法究對於主管機關是否得依據電信法 64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2項或項或項或項或 67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對於對於對於對於 IAP施以裁罰施以裁罰施以裁罰施以裁罰，，，，仍持保留之見解仍持保留之見解仍持保留之見解仍持保留之見解。。。。 

                                                 
249 亞太固網寬頻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類電信業務營業規章第 28條：「本公司於各網際網路服務契約中皆已明定用戶不得於網路上用任何方式寄送大量郵件，且本公司對於違反條款者亦有權不經用戶同意而停止其使用權。」 
250 電信字九十字第 505970-0號 
251 電信法 64條 2項：「違反交通部依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規則者，處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許可。」 
252 電信法 67條 1項 1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其營業規章未經報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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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行政契約行政契約行政契約行政契約 

本項之重點在探討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法案通

過前，行政機關在無法律依據下，是否得以行政契約之行政作為，

達到管制濫發電子郵件之目的。先就行政契約之意義及特性作一論

述，再就各國立法例及立院各相關法案版本是否有類似之規範，探

究其可行性。未來法律通過後，為使法律之管理發揮最大效益，以

行政契約來輔佐法律目的之達成是否可行，將會一併論述。 

一一一一、、、、行政契約之意義行政契約之意義行政契約之意義行政契約之意義及及及及其特性其特性其特性其特性 

（一）行政契約之意義 

行政契約早期有稱為公法契約，晚近為與憲法性質之

公法契約做區別，多數學者將關聯到行政法上法律關

係之變動者，稱之為行政契約。行政契約就吳庚大法

官所作之定義係指兩個以上之當事人，就公法上的權

利義務設定、變更或廢止所訂立之契約。當事人間為

行政主體與私人間，稱為隸（從）屬關係契約或垂直

契約，當事人均為行政主體者，稱為平等關係契約或

水平契約。253此一定義不僅得見於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54條之規定，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35條關於行政契約

之定義，亦本此一意旨作規範。254 

（二）行政契約之容許 

關於行政契約之容許，係締結行政契約是否需要有法

律明文規定始得為之，學說有兩種理論：一為授權說；

                                                 
253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6年 8月 9版，頁 419。 
254 林明鏘，行政契約，行政法（下），翁岳生編，2006年 10月，頁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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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除外說。授權說認為行政契約受容許之範圍，以

法律有明文規定得締結行政契約者為限，若法律無明

文授權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

除外說則認為行政契約受容許之範圍，除非法律有明

文排除行政機關締結行政契約之規定，否則行政機關

自得選擇行政契約作為行政作用之方式255。 

1900年德國行政契約觀念初發展時，認為「依法行政」

和「契約自由原則」難以並存，為避免和民法契約觀

念混淆，德國通說認為行政契約只有例外情形始有合

法性，亦即僅有法律明文授權時，行政契約才能存在，

否則應以行政處分為之，係採取授權說之學說。此一

觀念至 1930年後有重大突破，而目前德國聯邦行政程

序法認為，只要相關專業法律並無相反之規定，便得

訂立行政契約，便是採取除外說之規定。256 

（三）行政契約之特性 

1、行政契約係法律行為 

此係由民法上之觀念而來，指法律效果之發生，取

決於雙方當事人主觀上之意願，而非基於客觀上法

律之規定。當事人雙方主觀上意願即意思表示合致

時，該一致之意思表示則發生法律上效果。257 

2、行政契約係雙方法律行為 

                                                 
255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6年 8月 9版，頁 426。 
256 黃錦堂，行政契約法主要適用問題之研究，行政契約與行政法，台灣行政法學會學術研討論文集，2004年 1月初版 3刷，頁 7-8。 
257 其餘關於意思表示之規定，則須參見民法之相關規定。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6年 8月 9版，頁 42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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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法律行為並不代表雙方處於平等之地位，僅就

成立該契約之法律關係而言，雙方之意思表示具有

相同之價值，並非一方命令他方服從之關係258，關

於此點則是行政契約和行政處分最大差異之處。 

3、行政契約發生行政法上之效果 

縱使行政機關選擇行政契約作為行為方式，其性質

仍屬於公權力行政而非私經濟行政，其適用之規範

及法律效果，均屬公法性質259，亦即若涉訟亦適用

行政訴訟法之規定（如行政訴訟法第 8 條）而非民

事訴訟，此為行政契約和私法契約最大不同之處。 

然而，要分辨一契約是否屬行政契約而發生行政法

上效果，由法規來看其分界在於是否以公法上的法

律關係為標的，但其定義為何，目前尚無一致共識。

目前「契約標的理論」不但為德國學界及實務之通

說，在我國亦被大多數學者所採，該理論謂，要判

斷某契約究屬行政契約抑或私法契約，應依據系爭

契約之標的內容而定，而所謂標的內容指涉案個別

契約之基礎事實內容及契約所追求260之目的而言

261。換言之，不僅須考慮到契約所記載之內容，尚

須考慮到該契約之訂立所欲達到之目的為何，反而

不以當事人主觀意思為主。262 

                                                 
258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6年 8月 9版，頁 428。 
259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6年 8月 9版，頁 428。 
260 亦有學者認為在採契約標的說之前提下，仍需依照個案判斷之， 
261 林明鏘，行政契約，行政法（下），翁岳生編，2006年 10月，頁 635。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6年 8月 9版，頁 429、陳敏，行政法總論，2003年 1月 3版，頁 561。均採此說。 
262 除此之外，吳庚大法官在釋字第 533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提出一項辨別標準，此項標準在實務判決中亦經常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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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一）行政契約之定義 

由前述可知，行政契約之訂定，德國及我國通說均認

為係以行政法上之法律關係為契約標的（即契約內

容），而發生、變更或消滅行政法上之權利或義務之合

意而言，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35條規定：「公法上法律

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

規規定不得締約者，不在此限。」，係採取前述學說之

「除外說」，亦即除非法律有排除行政契約締結之規定

或依其性質不得締結行政契約外，行政機關得選擇行

政契約作為行政作用之方式。 

（二）行政契約要件 

1、形式要件 

（1）該行政機關必須有締約權限 

所謂締約權限，由於行政契約非採授權說，故

並非需法律授權，僅依據該行政機關之組織法

所授與之職權辦理即可263。本會管制濫發商業

電子郵件之職權，係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

織法第 3 條關於本會掌理事項中，第 9 款「通

訊傳播事業間重大爭議及消費者保護事宜之處

                                                                                                                                          一、協議之一方為行政機關。 二、協議之內容係行政機關之一方負有作成行政處分或高權的事實行為之義務。 三、執行法法規定原本應作成行政處分，而以協議代替。 四、涉及人民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 五、約定事項中列有顯然偏袒行政機關一方之條款者。 以上除第一項必須具備外，其餘四項只要有一項符合，該契約即應被判斷為行政契約。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6年 8月 9版，頁 430。 
263 李惠宗，行政程序法要義，2002年 11月，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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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來，著重在通訊傳播事業中消費者保

護，目前立法院審議中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管理條例》草案，亦根據此意旨制定，藉以管

制濫發電子郵件，以維護網際網路消費使用者

之權益。 

（2）遵循法定程序及方式 

A.公告 

依行政程序法第 138 條規定，締結行政契約

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依法應以甄選或其他

競爭方式決定該當事人時，行政機關應事先

公告應具之資格及決定之程序。決定前，並

應予參與競爭者表示意見之機會。 

B.書面 

依行政程序法第 139 條規定，除非法規另有

規定依其他方式者，行政契約之締結原則上

應以書面為之。 

C.第三人同意 

行政契約內容之履行若涉及第三人權利之侵

害，依行政程序法第 140 條第 1 項之規定，

必須經過第三人書面之同意，該行政契約始

生效力。 

D.其他機關之核准、同意或會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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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 140 條第 2 項規定，若行政處

分之作成，依法規之規定應經其他行政機關

之核准、同意或會同辦理者，代替該行政處

分而締結之行政契約，亦應經該行政機關之

核准、同意或會同辦理，始生效力。 

3、實質要件 

（1）遵守一般契約原則 

此處之一般契約原則係指民法上關於契約訂定

之一般原則，例如民法第 71 條及第 72 條之規

定，行政契約之締結，亦不得違反法律強行規

定以及有背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否則即為

無效。 

（2）遵守行政法之原理原則 

行政行為均須遵守行政法之原理原則，行政契

約係行政行為之一種，故諸如誠實信用或禁止

不當聯結等行政法之原理原則，在締結行政契

約時，亦須遵守。 

（三）行政契約類型 

行政契約的類型，由於欲達成之行政目的不同，有許

多形式之行政契約，除前述所謂隸屬關係契約及平等

關係契約外，我國行政程序法則仿照德國立法例，針

對部分特殊之行政契約設有規定，亦即和解契約及雙

務契約，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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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解契約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之規定，行政機關對於行

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經依職權調查仍

不能確定者，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並解決爭執，

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

該條之和解契約只在代替行政處分，可以理解係屬

於隸屬關係之行政契約。 

2、雙務契約 

雙務契約又稱為「交換契約」或「互易契約」，係指

締約雙方為達成行政目的，而互負給付義務之契約

264，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37條第一項即規定：「行政

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

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 

二、人民之給付有助於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 

三、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

正當合理之關聯。」 

三三三三、、、、目前行政契約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契約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契約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契約適用之可能性 

目前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法案尚未通過之情

況下，為有效改善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情況，主管機關是

否有締結相關行政契約之可能，以達到管制濫發電子郵件

之目的，必須由機關權限以及行政程序法中關於行政契約

之規定來看，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幾點論述： 

                                                 
264 李惠宗，行政程序法要義，2002年 11月，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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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是否有是否有是否有是否有締締締締約權約權約權約權限限限限：：：：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35 條之規定可知，我國對於行政

契約之容許性採取除外說，若法律無明文禁止該類行

政契約之訂定者，行政契約即可存在。目前我國現行

行政法規中，並無禁止行政契約之明文規定，而電信

法及其他相關管理規則中亦無禁止行政契約締結之規

定。最後，從《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觀

之，亦無相關明文禁止行政契約訂定之規定，故縱使

該法案尚未通過施行，在未逾越本會組織法所授與之

職權下，身為主管機關有依職權訂立行政契約之可能

性。 

由前述可知，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3 條

關於本會掌理事項中，第 9 款「通訊傳播事業間重大

爭議及消費者保護事宜之處理。」，本會得以維護網際

網路消費者權益為前提，基於職權而締結相關之行政

契約，並非法所不許，另外，訂立行政契約應遵守之

法定程序、方式及原理原則，訂立行政契約時必須遵

守，自不待言。 

（（（（二二二二））））締締締締結行政契約之對結行政契約之對結行政契約之對結行政契約之對象象象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提提提提供供供供者者者者 

目前我國行政法規中，並無禁止行政契約之明文規

定，然並非代表行政機關有以行政契約代替所有行政

行為之自由，若依其性質不得以行政契約為之者，亦

不得訂定行政契約。265關於管制濫發電子郵件行為，

                                                 
265 例如依據電信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應經交通部特許並發給執照，始得營業。另依同法第 14條第 4項規定，經審驗合格後，發給第一類電信事業特許執照。由於經營第一類電信事業必須經由特許及取得執照，有關之特許及執照之發給，係屬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應不得以行政契約為之。學者亦認為無論依法律明文規定或依該法律關係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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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訂定行政契約，由前述可知，在不逾越組織法所

賦予之職權下，行政機關仍有締結行政契約之空間，

然締約之對象為何，亦須從其性質觀之。 

在相關法規尚未通過前，現階段管制濫發電子郵件，

想要達到有效的管制效果，再呼應行政院法案「低度

管制」之管理方式，唯一的途徑係和電子郵件服務提

供者訂定行政契約。然而，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並非

屬於電信法中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業者，縱使有第一

類電信業者兼營電子郵件服務者，是否有意願就該等

事項受到行政契約之拘束，將是可能遇到障礙之一。 

叁叁叁叁、、、、行政命令行政命令行政命令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種類在我國學說及實務上有以下幾種分類方式：根據

其發布之方式，可分為緊急命令及普通命令；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 7 條之規定，則有授權命令及職權命令；若根據行政程序法第四

章，則分為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兩種。本研究報告則僅針對行政程

序法之分類，探討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在目前無法律明文規定下，

為配合濫發電子郵件之管制，可否發揮效用，未來相關法律通過後，

為使法律之管理發揮效益，欲以法規命令達到管制之目的應如何進

行；或者主管機關內部需要以行政規則規範處理相關事務之進行

時，應如何處理，將一併論述。 

法規命令（第 150 條）及行政規則（第 159 條）兩者最大之差

別，在於制訂之權限是否須經法律授權以及效力上有無直接對外發

生效力266，分別論述如下： 

                                                                                                                                          可認為須以「行政處分」作成行政行為時，即不得締結行政契約。陳敏，行政法總論，2003年 1月 3版，頁 581。 
266 葉俊榮，行政命令，行政法（上），翁岳生編，2006年 10月，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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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法規法規法規法規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一一一一））））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1、定義 

法規命令定義，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

定如下：「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

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第二項則規定：「法規

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

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故其定義之其概念

核心有二： 

（1）必須有法律授權。 

（2）用於外部行政。267 

由於法規命令會對外發生效力，對人民之權利義務

發生影響，故若無法律明確授權，不得為之。 

2、要件 

法規命令之制定要件，大致上有下列幾點： 

（1）主體：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而制定法規命令。 

（2）對象：對多數不特定人民。 

（3）範圍：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4）位階：不得牴觸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之命令。 

（5）程序：法規命令之訂定，除關於軍事、外交或

其他重大事項而涉及國家機密或安全或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應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267 劉宗德，行政法講座(下)--行政程序法，內政部警政署 93年政風幹部專精班專題演講全文，日新第 4期，2005年 1月，P.93。 



第四章 本會監理機制之規劃 

 第 285頁

至第 157條所規定之程序： 

A.公告 

依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規定，行政機關擬訂

法規命令時，除情況緊急無法事先公告外，

須就應載明之事項，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

告。此為行政機關必要踐行之程序，若未經

公告，該法規命令無效。 

B.舉行聽證及舉行聽證之公告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55 條規定，行政機關訂

定法規命令，得依職權舉行聽證。若欲舉行

聽證者，依同法第 156 條規定，必須載明應

載明事項，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聽證

事宜。此為行政機關依職權決定是否舉行，

並非必要踐行程序。 

然本會組織法第 9條第 7項規定，「委員會議

審議第 3 條或第 8 條涉及民眾權益重大事項

之行政命令、行政計畫或行政處分，應適用

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十節聽證程序之規定，

召開聽證會。」，依該組織法之規定，關於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管理，未來該條例通過

後，若欲發布相關法規命令，係同時符合第 3

條第 9 款及第 8 條第 4 款268之情形，依組織

法所賦予之職權，則必須召開相關法規命令

                                                 
268 第 3條第 9款：「通訊傳播事業間重大爭議及消費者保護事宜之處理。」。 第 8條第 4款：「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之訂定、擬訂、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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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聽證會及踐行相關程序。 

C.發布 

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 項規定，法規命令

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若該法

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核定者，依該條第一項

規定，須經核定後始得發布。此為行政機關

制定法規命令後應踐行之程序，若未經發布

之法規命令，依法不生效力。 

（（（（二二二二））））目前法規目前法規目前法規目前法規命令命令命令命令適用之可能性適用之可能性適用之可能性適用之可能性 

1、、、、營業規章能否發生效益營業規章能否發生效益營業規章能否發生效益營業規章能否發生效益？？？？ 

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2 項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

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故主管機關在無法可據

之情形下，不可能為管制濫發電子郵件而制定專有

之法規命令，僅能從現有相關法規命令中，檢視有

無可達到管制效果之法規命令。目前有可能性的，

僅有電信法第 27條第 2項及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

則相關規定可以探討。 

根據電信法第 17條第 2項授權訂定之《第二類電信

事業管理規則》，其中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第二類

電信事業經營者，必須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

營業規章，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備置於

各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該條第 2 項關於

營業規章應載明之事項，在第 10款中有列「其他經

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服務條件」，是否可依此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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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配合主管機關對於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防制，

請求二類電信事業業者在其營業規章中列明相關之

防制事項者，是否可行？ 

由於電信法第 27條第 2項係規定，第二類電信事業

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然電子

郵件之服務，對第二類電信事業業者來說，多為跨

業經營附加之服務，並非須經許可方可經營之電信

事業營業項目，本研究認為，將電子郵件之防制，

列入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項目，雖和其「服務有

關之條件」未必相關，但非不可行。倘若係以非強

制力手段，由業者自願將電子郵件之服務相關規定

列入其營業規章中，亦無不可。實務上可知的有中

華電信269以及亞太電信之營業規章270已有相關條款

之訂定，亞太電信之營業規章明文禁止其用戶發送

大量電子郵件，係目前營業規章中規範最為明確者。 

然而，第二類電信事業若未依其營業規章辦理者，

其法律效果如何？根據電信法規定，除第二類電信

事業業者未依法報備其營業規章，得以第 67條第 2

項第 2 款處以罰鍰外，第二類電信業者縱使不遵照

其自訂營業規章之規定辦理，亦無法可罰。 

2、、、、消消消消保法第保法第保法第保法第 17條關於定條關於定條關於定條關於定型化型化型化型化契約之規定契約之規定契約之規定契約之規定 

                                                 
269 參照其營業規章第 23條：「用戶租用本業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得暫停其租用，並由用戶負一切法律責任。 有竊取、更改、破壞他人資訊情事者。 有擅自複製他人資訊轉售、轉載情事者。 有危害通信情事者。 
270 參照其營業規章第28條：「本公司於各網際網路服務契約中皆已明定用戶不得於網路上用任何方式寄送大量郵件，且本公司對於違反條款者亦有權不經用戶同意而停止其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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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得選定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依該法之授權，在管制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方面，主管機關得選定受電信法拘

束之服務提供者，對其公告「若該電信業者兼營電

子郵件之服務時」，其服務契約上應記載事項，須明

訂「用戶不得藉該服務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若有違

反，得遽以停止該用戶使用服務之權利。」之類似

條款。另外，亦須明訂相關申訴措施，提供被停權

之用戶申訴管道。主管機關對於上述「定型化契約

之公告」，係屬於法規命令之性質，已由法務部 95

年法律字 0950035512號函說明，不再贅述。271 

二二二二、、、、行政規則行政規則行政規則行政規則 

（（（（一一一一））））行政程序法上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上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上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上之規定 

1、定義 

行政規則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之定義，

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

權限或職權為規範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

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行政規

則原則上屬行政機關之內部法規，其效力並非直接

對人民生效，而係上級機關或長官根據其指揮權，

所作成普遍之指示，並不需要法律授權，僅行政機

                                                 
271 法務部 95 年法律字 0950035512 號函中說明第 3 點認為，主管機關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授權，公告特定行業之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該特定行業之定型化契約如有違反者，其條款為無效。主管機關該項「公告」係對多數不特定人就一般事項所做抽象對外發生法律效果，屬實質意義之法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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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根據其法定之職權，制定行政規則即可。272 

2、性質 

（1）為上級機關或長官，依其權限或職權所制定。 

（2）內容為制定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之規定。 

（3）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規定。 

3、類型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規則大

致上有以下兩種類型： 

（1）組織性行政規則 

依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行政規則可規

定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

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故組織性行

政規則一般來說對外不發生效力，僅涉及行政

機關內部之組織及運作。 

（2）解釋性行政規則 

依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上級機關或長

官，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

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可訂定或頒布解釋性

規定及裁量基準，亦為行政規則之一種，一般

稱為「解釋性行政規則」。因其有可能間接對外

發生效力，故制定程序上和組織性的行政規則

亦有所差異。 

                                                 
272 陳敏，行政法總論，2003年 1月 3版，頁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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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序 

（1）下達 

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一項規定，行政規則應

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一經下達，依同法第 161

條規定，即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

屬官之效力。 

（2）發布 

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機關訂

定解釋性行政規則，除應依該項第 1 款之規定

下達外，亦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

報發布之。然需要說明的是，發布僅是具有對

外之宣示效用，其效力在該行政規則下達時，

對行政機關即具有拘束力。 

（3）是否須依組織法規定舉行聽證？ 

由於本會組織法第第 9 條第 7 項「委員會議審

議第 3 條或第 8條涉及涉及涉及涉及民民民民眾眾眾眾權益重大事項權益重大事項權益重大事項權益重大事項之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命令命令命令命令、行政計畫或行政處分，應適用行政程

序法第一章第十節聽證程序之規定，召開聽證

會。」規定中「行政命令」解釋上應包含行政

規則在內，然該項尚有明訂「涉及民眾權益重

大事項」之行政命令制定，始須依法舉行聽證

會。因此，倘若行政規則僅係一般組織性行政

規則，與人民權益無涉，無須依該法舉行聽證

會；若為解釋性行政規則，因其後續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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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對外發生效力，但也僅在本會依職權認

定該項行政規則與人民權益有重大關聯時，才

須依法舉行聽證會。 

（（（（二二二二））））目前行政規則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規則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規則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規則適用之可能性 

目前本會已處理相當數量民眾對於垃圾郵件檢舉或詢

問案件，雖相關法案尚未通過，仍須對民眾之檢舉或

詢問，依個案狀況以公文回覆，例如民眾所檢舉之郵

件若涉及違反刑法部分，可移送刑事警察局處理、若

涉及不實廣告部分，則建議民眾可向公平交易委員會

檢舉等。然該等處理方式係依本會目前對於民眾詢問

或檢舉之流程為之，並非專為回覆濫發垃圾郵件之處

理方式，例如民眾以電子郵件檢舉，有以電子郵件回

覆之特殊方式，民眾若透過首長信箱檢舉，回覆時亦

須副知該首長信箱。 

由於處理公文之人員不同，有時會對相類似案件作不

同之處理，難免產生疑義，建議在法案尚未通過施行

前，主管機關得就同類型案件，訂定回覆標準，並下

達所有承辦人員，以免發生相同情節之個案作不同處

理之問題。 

肆肆肆肆、、、、行政指導行政指導行政指導行政指導273 

一一一一、、、、概說概說概說概說 

        從上開各種傳統行政行為形式觀察，目前主管機關確實面

臨行為依據不足之窘境，在法案未通過前，目前各種制度

                                                 
273 鑑於業者之防制作為較具重要性，且濫發電郵者難以追蹤，本文此處僅分析對「業者」之行政指導，餘暫先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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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行政行為形式中，似僅有「行政指導」此一形式較無

適法性問題，從本會目前各相關行政措施觀察，符合行政

指導概念者約有五項，具體包括促促促促請請請請簽署簽署簽署簽署自律公約自律公約自律公約自律公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提提提提報統計報統計報統計報統計資資資資訊訊訊訊、敦促落敦促落敦促落敦促落實防制措施實防制措施實防制措施實防制措施、協商建立反協商建立反協商建立反協商建立反查機制查機制查機制查機制、

函請函請函請函請回報技術回報技術回報技術回報技術資資資資訊訊訊訊等，以下將簡介行政指導之概念特徵，

並依次就行政指導之法律關係、法律保留、實效性及上開

具體項目進行分析。 

（（（（一一一一））））定義與特定義與特定義與特定義與特徵徵徵徵 

行政主體所為之一切行政行為，依其是否以對外發生

特定法效果為要素，得分為行政法律行為及行政事實

行為，行政指導即為行政事實行為之典型，歐陸行政

法學界則嘗以「非正式行政行為」274稱之。 

「行政指導」此一行政行為形式，由於具備應急性、

簡便性、溫情性、穩當性及隱密性275等五種效用，尤

適於東方國家之法治文化，且緣於戰後之歷史變遷，

日本政府深知「行政指導」此一間接統治手段之有效

性，因之在日本國內行政實務上獲致普遍採用，其理

論經該國行政法學界長年蓬勃發展，終燦然大備。 

據權威學者引介日本行政法大師鹽野宏氏等各派學說

之定義276，對行政指導詮釋如下：「行政機關為實現一

定之行政目的，就其所掌事務，以非公權力之任意手

段，於特定個人或公私法人團體同意或協助之下，要

求其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政作用」。 

                                                 
274 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下），元照，2006年 10月，P.20；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2004年，P.629。 
275 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86。 
276 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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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於 1993年制定行政手續法，於第 2條第 6項規

定行政指導乃「行政機關在其任務或所掌事務範圍

內，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對特定者要求其為一定

作為或不作為之指導、勸告、建言及其他非處分之行

為」，配合該法第 32 條之規定，與上開定義之概念相

符。 

我國行政程序法制定時，亦繼受日本行政指導制度，

於第 165條明定：「本法所稱行政指導，謂行政機關在

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

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

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

其概念特徵與日本法對行政指導之定義如出一轍。 

從上述行政指導之定義可知，其具有任意性、單方性、

主動性、優越性、社會性等特徵，其中以任意性、主

動性、優越性尤為重要，就任意性而言，由於行政指

導乃非權力之行政活動，人民之權益不受干涉，另從

主動性與優越性而言，則使行政主體得基於其專業知

識與所掌握之豐富情報，適時、正確地提供受指導之

人民各種建議或勸告，此類特性，使行政機關得機敏

地因應行政需要，以符合個案需求與應變之彈性。 

（（（（二二二二））））對對對對商商商商業電郵管制之重要性業電郵管制之重要性業電郵管制之重要性業電郵管制之重要性 

本研究認為，適因行政指導之任意性、主動性、優越

性，形塑出與其他行政行為不同之風貌，此種行政上

之管理手段，尤其適合應用於本文所探討之商業電郵

管制事件。蓋垃圾垃圾垃圾垃圾郵件濫發手法日益郵件濫發手法日益郵件濫發手法日益郵件濫發手法日益精精精精進進進進，為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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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得適時機適時機適時機適時機動動動動、、、、彈彈彈彈性調性調性調性調整整整整應應應應變變變變措施措施措施措施，宜以指導、建

議之方式促促促促使業者使業者使業者使業者根根根根據據據據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發發發發展展展展情情情情況況況況採取合採取合採取合採取合宜宜宜宜之之之之過濾過濾過濾過濾

或防或防或防或防堵堵堵堵機制機制機制機制，行政指導由於具備此種機敏、柔軟之本

質，適成為不可或缺且功能性強大之行政行為形式。 

二二二二、、、、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法律關係之法律關係之法律關係之法律關係 

（（（（一一一一））））非公權力關係非公權力關係非公權力關係非公權力關係 

法律關係可大別為民事法律關係及行政法律關係，前

者著重雙方基於健全意思表示而成立以平等為基礎之

權利義務關係，後者則基於依法行政原理（Rule of 

Law）之確保，著重行政主體權力（限）行使及職責之

規範。 

行政指導乃行政程序法所規定行政行為形式之一，實

施行政指導者乃國家或其他行政主體，性質屬行政機

關依職權所為事實行為，自應歸於行政法律關係之

列，合先敘明。 

行政法律關係依行政主體是否行使優越公權力277，可

分為公權力關係與非公權力關係，兩者之區別在於前

者依單方面決定而造成相對人權利義務之變動，後者

則否。以行政指導而言，由於行政機關之指導乃任意

性，行政程序法第 166 條第 2 項亦規定當相對人明確

拒絕時，行政機關應即停止，並不得據此對相對人為

不利處置，因之並未對相對人之權利義務造成變動，

故應屬「非公權力關係」。 

                                                 
277 劉宗德，行政法講座（上）－行政法學方法論，日新第三期，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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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商商商商業電子郵件業電子郵件業電子郵件業電子郵件監理監理監理監理事事事事務務務務而言，主管機關若對業者為

建議、勸告，促使其採取適當之過濾措施或防制技術，

由於業者得自主決定服從與否，且可明確拒絕，主管主管主管主管

機關並機關並機關並機關並未未未未依單方面依單方面依單方面依單方面決決決決定定定定而造而造而造而造成業者之成業者之成業者之成業者之損失損失損失損失或使其或使其或使其或使其負擔負擔負擔負擔

公法上義公法上義公法上義公法上義務務務務，業者之權利義務未變動，其法律上之利

益亦未受影響，則雙方之間屬非公權力關係，當無疑

義。 

（（（（二二二二））））公法關係公法關係公法關係公法關係 

公法、私法關係之判別向非易事，學說見解紛紜，按

權威學者之見，常以因應實務需求、訴訟類型分工或

法院管轄必要278為其判準，並應避免公法往私法逃避

之現象，其他尚有學者提出利益說、隸屬說、傳統說、

事件關連說等見解。本文認行政指導279係由行政機關

為之，並以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以下之規定為其依據

280，故不論依上開權威學者之見或德儒之法規屬性判

斷，行政指導事件屬公法關係，應毋庸置疑。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通通通通訊傳播訊傳播訊傳播訊傳播委委委委員會員會員會員會（下稱「NCC」或本會）屬獨立

行政機關，如前揭「條例」完成立法，則為目前商業

電子郵件之法定主管機關，而於該作用法通過前，依

通訊傳播基本法及其組織法相關規定自亦有針對該管

事項依據行政程序法採取行政指導之權限。復依上開

                                                 
278 劉宗德，行政法講座（上）－行政法學方法論，日新第三期，P.108。 
279 此處無涉行政指導與其他行政行為形式之區辨問題，避免影響主題，然實則行政指導不無易與行政處分、事實行為等混淆之情形。 
280 按形式主體說之見解，不論有無個別法規明定，行政程序法第 165條以下之適用主體必為國家或其他行政主體，換言之，即為國家之特別職務法規，具有公法性質，因此，行政指導乃公法事件，即便依實質主體說；行政指導亦屬行政機關居於國家之地位所為活動，其係以國家權力主體資格履行職務，乃合於「為直接達成國家任務所為之各種干涉、規劃、給付、形成作用」之意涵，屬公法事件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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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觀察，NCC對業者之建議、勸告，係為維護網路維護網路維護網路維護網路

通通通通訊秩訊秩訊秩訊秩序序序序、、、、保保保保障網路障網路障網路障網路使用者不受使用者不受使用者不受使用者不受侵擾侵擾侵擾侵擾之之之之基基基基本權本權本權本權，並有

促進整體電子電子電子電子商務交商務交商務交商務交易易易易環境健全環境健全環境健全環境健全發發發發展展展展之效用，具有「「「「公公公公

益取向益取向益取向益取向」」」」性質，NCC相對於業者處於高權地位，係以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權力主體資權力主體資權力主體資權力主體資格格格格地位地位地位地位履行職務，乃為直接達成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整整整整體通體通體通體通訊環境健全訊環境健全訊環境健全訊環境健全發發發發展展展展、維護國維護國維護國維護國民權益民權益民權益民權益之「國家任務」

所為之規劃或促成作用，亦合於形式主體說或實質主

體說，係屬公法事件無疑，雙方應成立公法關係。 

三三三三、、、、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與法律保留與法律保留與法律保留與法律保留 

行政法乃統制（control）行政權之法，因而產生依法行政之

要求，行政指導亦適用此一原則，除依「法律優越」原則

要求不得牴觸實定法、行政法一般原理原則281，且不得踰

越其職權或事務範圍282（「行政指導之組織法上授權」）外，

針對特定事項283是否尚須具備作用法之授權，以符合「法

律保留」原則之要求，則不無討論餘地。 

行政指導是否須有明確之作用法授權，依法律保留學說不

同容有相異見解，依權威學者之見，為使行政指導得發揮

靈活處理行政事務之能力284，不宜強求必有法律依據方得

為之，日本行政手續法亦未規定行政指導須有法律依據。 

若依法律保留之「重要性理論」或「機關功能結構說」觀

察，重要事項須受規範，則因行政指導具有「任意性」，並

未侵害人民權益，且為顧及行政機關之彈性因應功能（機

敏性），應採否定說。另按實證法觀察，行政程序法第 165

                                                 
281 法務部於 89律字 041289號函中亦重申此意旨。 
282 行政程序法第 165條第 1項。 
283 依干預保留說、全面保留說或重要性理論而異其範圍。 
284 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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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似亦採否定見解，亦即法律保留原則並不拘束行政指導。 

本文以為，行政指導是否應有法律保留，除採用規制性行

政指導時有明文必要外，否則由於商商商商業電子郵件之發送業電子郵件之發送業電子郵件之發送業電子郵件之發送技技技技

術演術演術演術演進進進進快速快速快速快速，為維持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機機機機敏敏敏敏性性性性之必要，應採否定說

為妥，學者亦認為，若對行政指導要求法之依據而不允許

法規外之行政指導，則行政指導將失其實效285。 

依上述分析，有疑義者厥為所謂之「規制性行政指導」，此

一指導類型由於伴隨一定事實上強制力，「任意性」趨於薄

弱，並已涉及干預人民權益，對人民基本權利之影響具有

本質重要性，似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此涉及我國是否應

繼受日本規制性行政指導之課題。 

四四四四、、、、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之之之種種種種類與實效性類與實效性類與實效性類與實效性 

（（（（一一一一））））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之之之種種種種類類類類 

我國行政程序法雖繼受日本行政指導制度，然就其類

型化與實效性之探討尚未如日本學界論述之豐富多

樣，且日本國內行政指導機制發達，常針對不同類型

之指導賦予不同之擔保手段，故於探討行政指導實效

性之前，宜先就其種類進行分析。 

基於分析行政指導實效性之便利，本文依日本學界對

行政指導之機能性（目的）分類法，將行政指導略分

為三類： 

1、規制性行政指導－對危害公益或妨礙秩序行為之規

制、預防。 

                                                 
285 原田尚彥，行政法要論，P.147，轉引自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下），元照，2006 年 10 月，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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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性行政指導－調整相對立當事人間利害關係。 

3、助成性行政指導－幫助、促進、保護對方利益。 

前揭三種行政指導之類型，各有不同之機能目的，若

以實效性而言，因規制性行政規制性行政規制性行政規制性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常配合公權力之行常配合公權力之行常配合公權力之行常配合公權力之行

使使使使，較易獲得人民之「順從」，有利於行政目的之達成，

然此類型之行政指導易生限制、干涉人民自由權利之

效果，亦屬不爭之事實。 

（（（（二二二二））））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實效性之實效性之實效性之實效性 

由於行政指導乃事實行為，不具法律效果，為使此一

制度發揮效用，日本國內之行政指導亙常透過公布事

實、保留行政權限不加行使、利用其他行政權限制裁

不服從者，作為其效果之擔保手段；後兩者依學者之

見，有違法286或不當連結之虞287，僅「公布事實」一

項或存有合法性。 

因此上開所稱之規制性行政指導，若採用此等措施作

為擔保實效性之手段，足生法治主義上之疑慮，應積極謀

求其適當與公正化，故我國行政指導制度應否採行此種「規

制性行政指導」288及類似之實效擔保手段，仍有待商榷。 

五五五五、、、、我國我國我國我國無法採用規制性行政無法採用規制性行政無法採用規制性行政無法採用規制性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 

日本國內雖有規制性行政指導之類型，其部分實效擔保手

                                                 
286 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88。 
287 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2004年，P.635。 
288 學者有認規制性行政指導係依行政目的所為之分類，非指其具有規制之法律拘束力（見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2004年，P.630），然從日本行政實務觀察，事實上規制性行政指導常透過公權力手段擔保其實效性，故以規制性行政指導描述具有規制效果之指導類型，亦不無可採，目前此一見解亦有學者採認（見學者陳春生氏之說明，引自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下），元照，2006年 10月，P.15），為分析之便利，本文以下之敘述即以此種概念意涵界定何謂「規制性行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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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且有法律之明文依據（如國土利用計畫法第 24、26條289

規定之「公布事實」手段），然經分析後，我國應無法採行

此種行政指導類型，理由如下： 

（（（（一一一一））））行政程序法之行政程序法之行政程序法之行政程序法之明明明明文文文文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65條定義行政指導乃「不具法律

上強制力」之行政行為形式，顯見我國行政程序法就

行政指導已明文規定其「任意性」，同法第 166條第 2

項亦規定：「相對人明確拒絕指導時，行政機關應即停

止，並不得據此對相對人為不利之處置。」所謂「不

利之處置」按法務部所提立法說明，係指「行政處分

或其他公權力等導致相對人受有不利益之措施」。 

從上開規定觀察，我國行政程序法顯無接受規制性行

政指導之空間，即便日後其他個別法規另行就行政指

導為特別規定，然解釋上應將行政程序法視為基本

法，而採「嚴格規定說」進行詮釋。換言之，由於行行行行

政程序法政程序法政程序法政程序法應作為行政機關採取行政行為之最最最最低度低度低度低度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規範規範規範規範，其他法規僅能為比行政程序法更嚴格之規定，

以確保人民權益，故行政指導既已被行政程序法賦予

「任意性」之概念特徵，自無依他法為更不利人民規

定之理。 

（（（（二二二二））））民情與法治文民情與法治文民情與法治文民情與法治文化化化化之之之之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我國國情異於日本，自解嚴以來，民主思潮發達，行

政機關與人民不時處於緊張對立關係，民粹式之政治

                                                 
289 「都道府県知事は、第二十四条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る勧告をした場合において、その勧告を受けた者がその勧告に従わないときは、その旨及びその勧告の内容を公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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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習為常態，不服行政機關之處分提起救濟者所

在多有，況乎對人民無拘束力之指導、建議，若採規

制性行政指導，恐易導致人民之抗拒，因此，從我國

之法治文化及人民法律感情觀之，不宜採規制性行政

指導。 

（（（（三三三三））））學學學學者之者之者之者之批評批評批評批評－－－－破壞破壞破壞破壞「「「「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之要求之要求之要求之要求 

即便在行政指導發達之日本國內，對行政指導亦非全

無批評，該國行政法學者亦認為至少「規制性行政指

導」其實質與機能應與「侵害行政」同視290，應有法

律依據始得為之，乃就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已有

省思。 

我國權威學者更認為，行政指導之濫用，有陷於行政

便宜主義而破壞依法行政之虞291，揆諸我國行政法學

之發展，「依法行政」概念實已長存，欲以本質上不具

強制力之行政行為態樣，實質干涉人民之權益，將有

危及法治主義之虞。 

六六六六、、、、對電信業者之對電信業者之對電信業者之對電信業者之指導指導指導指導應應應應秉秉秉秉持任意持任意持任意持任意、、、、彈彈彈彈性之原則性之原則性之原則性之原則 

誠如前開論述，我國行政實務並不適合採用規制性行政指

導，濫發濫發濫發濫發商商商商業電子郵件業電子郵件業電子郵件業電子郵件監理監理監理監理事事事事務務務務亦同，其理由除上述所列

各點外，另從電信業管制之特性分析可知，由於多數業者

均有一定營一定營一定營一定營運運運運規規規規模模模模，且置有專專專專責之法責之法責之法責之法務部門務部門務部門務部門，若採用公權

力手段欲業者服從行政指導，恐易徒徒徒徒生訟生訟生訟生訟爭爭爭爭；且現今消費

者之權利意識高漲，業者於考量是否服從指導之際，亦將

                                                 
290 南博方等共編，新版行政法（1），有斐閣，1986 年，P.217，轉引自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92。 
291 劉宗德，試論日本之行政指導，政大法學評論 40期，1989年，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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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酌是否因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其用其用其用其用戶戶戶戶權益權益權益權益而遭致被訴之不利，此點不可

小覷。 

此外，業者積極採用防堵、過濾機制或其他一切配合行政

機關指導之合理實務作為，對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之之之之順順順順利提利提利提利提供供供供、、、、商譽商譽商譽商譽之提之提之提之提

升升升升亦有相當助益，諒可獲致普遍之配合。若某行政指導之

內容經多數業者拒絕，主管機關則應重新斟酌考量該指

導、建議方案之可行性或有無闕漏或不合理之處，俾重重重重新新新新

研研研研擬擬擬擬較為完較為完較為完較為完善善善善之措施之措施之措施之措施，或彈彈彈彈性調性調性調性調整指導內整指導內整指導內整指導內容容容容，捨其道而強

以公權力手段擔保行政指導之實效，確屬本末倒置；至於

如何透過其他較緩和之手段發揮行政指導之效用，容見後

文說明。 

七七七七、、、、目前主管機關之應用目前主管機關之應用目前主管機關之應用目前主管機關之應用型態型態型態型態 

自主管機關積極針對濫發商業電郵事件進行立法規劃以

來，已陸續推動諸多行政措施，其中與行政指導相關之事

務，共有下列數項，為明瞭其施行成效並供日後制度設計

之參考，以下依其法律性質逐一分析、論證。 

（（（（一一一一））））促促促促請請請請簽署簽署簽署簽署自律公約自律公約自律公約自律公約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民國 93年 3月依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之要求，敦

促台灣網際網路協會推動所屬會員簽署自律公約，共

同協力消弭垃圾郵件，嗣經協調，由該協會會員自行

籌組「反垃圾郵件委員會」，並由中華電信公司任召集

人，透過主動協商以積極防制代替消極自律。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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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透過「敦促」之手段，請台灣網際網路協會

推動其會員簽署自律公約292，由於係當時電信主管機

關（交通部電信總局）基於其職權所為公法上行為，

雙方間成立行政上法律關係，然業者若不配合，行政

機關並無從規制，故不具單方片面拘束力而有任意性

質。 

鑑此，主管機關此一作為乃建議、勸告，為典型之「「「「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受指導之對象則為特定人－台灣網際網路協

會；至該公約之性質屬業者相互間之自律規範，為私

法關係。 

（（（（二二二二））））要求提要求提要求提要求提報統計報統計報統計報統計資資資資訊訊訊訊、、、、敦促落敦促落敦促落敦促落實防制措施實防制措施實防制措施實防制措施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民國 96 年 2 月起本會陸續邀集前 20 大網際網路接取

業者，要求其配合主管機關，定期提報處理垃圾郵件

相關統計資訊，並敦促業者落實防制措施。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主管機關「要求」前 20大網際網路接取業者配合提報

統計資訊，乃基於其職權為達成防制資訊蒐集之行政

目的所為公法上行為，雙方間成立行政上法律關係，

然業者若不配合，行政機關並無從規制，故不具單方

片面拘束力而有任意性質。 

                                                 
292 此種倡議乃敦促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採取自律作為，另就電子商務直銷業者自律規約部分，國外實務亦有先例，如日本 JDMA公布之「通信販売倫理綱領/倫理綱領実施基準」及「通信販売業における電子商取引のガイドライン」，以方針、綱領性文件建議會員在以電子郵件方式行銷時自律，又如新加坡 DMAS（直銷業者協會）亦曾發布類似之「EMAIL MARKETING 

GUIDELINES」作為廣告主自律之指導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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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受要求之對象雖有多數人，然依該會議之性質

及會後之發函行為可知受行政指導者為特定之相對人

－即前 20大之網際網路接取業者，相對人既「特定」，

符合行政指導對象須為特定人之要件。 

故主管機關要求提報之作為乃建議、勸告，亦屬「「「「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至於「敦促」業者確實落實防制措施，同為

「「「「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其分析同前。 

（（（（三三三三））））協商建立反協商建立反協商建立反協商建立反查機制查機制查機制查機制、、、、函請函請函請函請回報技術回報技術回報技術回報技術資資資資訊訊訊訊：：：：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民國 96 年 5 月本會再次召集前 20 大網際網路接取業

者，協商建立垃圾郵件之發送源反查機制並成立作業

窗口，並函請業者回報防制技術資訊，以瞭解業者技

術防制應用情形。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主管機關「協商」前 20大接取服務業者建立反查機制

及作業窗口，乃基於其職權為達成垃圾郵件來源追查

之行政目的所為公法上行為，雙方間成立行政上法律

關係，然業者若不配合，行政機關並無從規制，故不

具單方片面拘束力而有任意性質。 

又查，協商之對象雖有多數人，然依該會議之性質及

會後之發函行為可知受行政指導者為特定之相對人－

即前 20 大之網際網路接取業者，相對人既「特定」，

符合「行政指導」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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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主管機關要求提報之作為乃建議、勸告，亦屬「「「「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至於後續之函請回報技術資訊，其分析同

前，亦為「「「「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 

伍伍伍伍、、、、其他事實行為其他事實行為其他事實行為其他事實行為 

一一一一、、、、概說概說概說概說 

        本研究關於目前行政管理機制之討論集中在行政程序法已

明定之制度化行政行為形式，包括行政指導、行政處分、

行政命令、行政契約，另外併分析行為前之資訊蒐集活動

－行政調查制度，已見前開說明，然鑑於國家職能大幅擴

張，尚未制度化之事實行為293於行政實務之角色漸形重

要，仍有加以說明之必要。 

目前對商業電子郵件之行政管制仍處於起步階段，監理作

為之類型尚有待發展，故純就事實行為作過多論述並無實

益；另由於具體事實行為之個案法律關係及相關之制度設

計等，仍有待行政實務日後依商業電子郵件監理技術演進

情形，開展相關之行為態樣後，始有論述之重要性，故本

文僅就學說上之事實行為概念及合法性為簡略說明後，即

行分析主管機關現有之各類具體事實行為（行政指導除

外），合先敘明。 

（（（（一一一一））））定義與分類定義與分類定義與分類定義與分類 

事實行為之概念係由單純高權行政發展而來，按學者

之分類，單純高權行政294之類型可分為行政事實行

                                                 
293 實則行政指導與行政調查亦屬事實行為之類型，已於前文專節論述之。 
294 單純高權行政係不行使單方規制權限，亦即不具「威權」性質之行政活動，其仍以公法形式顯現，屬公法上行為，按日派學說見解，似以「非高權行政」稱之，詳見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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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政契約、其他非威權之公法行為等類型295，事

實行為立於單純高權行政之下位概念，係指公行政一

切並非以發生法律效果而以發生事實效果為目的之行

政措施296或行政行為形式297，故凡在概念上非屬正式

行政行為形式者，均可歸入事實行為之林。 

        事實行為學說上曾依不同標準大別為「知之表示」、「執

行行為」、「事實作業」等三類298，或分為「日常實行

活動」、「執行之事實行為」、「無拘束力之資訊提供與

通報」、「未形式化之行政行為」等四類299，由於後說

內涵較為精細，後文論述採之。 

（（（（二二二二））））合法要件合法要件合法要件合法要件 

行政事實行為亦屬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行為，基於法治

國原則，亦應如同其他行政行為受「依法行政」之拘

束，不得違法，故應謹守法律優位原則，如有侵害人

民權益之虞，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此外，學說上認

為尚須符合比例原則並具備權限規範（管轄權）300，

又因事實行為備極多樣，另須配合各種事實行為之任

務規範，最後，若法律已規定應依循一定程序者，自

應遵守。 

（（（（三三三三））））商商商商業電子郵件業電子郵件業電子郵件業電子郵件監理監理監理監理事事事事務務務務之適用之適用之適用之適用 

                                                 
295 陳  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2004年，P.612。 
296 陳  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2004年，P.619。 
297 學說上針對是否將事實行為納為一種行政行為形式有分歧見解，肯定者認其乃「行政行為」，否則應屬「行政措施」，詳見學者陳春生氏之說明，轉引自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下），元照，

2006年 10月，P.5。 
298 陳  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2004年，P.620。 
299 見學者陳春生氏之說明，轉引自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下），元照，2006年 10月，P.5。 
300 陳  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2004年，P.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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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防制而言，由於電信事業之監

理具備高高高高度技術度技術度技術度技術性與性與性與性與專專專專業性業性業性業性，加以目前監理業務持續

擴張，欲將一切行政管理機制透過已制度化之行政行

為形式進行，勢將力有未逮，為符合優優優優質網路質網路質網路質網路資資資資訊社訊社訊社訊社

會會會會之前之前之前之前瞻瞻瞻瞻發發發發展需展需展需展需求求求求，追求電子郵件及電子商務通訊環

境之健全，主管機關以行政上之事實行為進行管理確

有必要。 

二二二二、、、、外國立外國立外國立外國立法例分法例分法例分法例分析析析析 

考諸目前各國立法例，日本國《特定電郵法》於第 13條明

定主管機關總務大臣應每年公布相關防制技術之研究發展

現況及業者採用之情形，透過立法明確課予主管機關一定

之作為義務。此種公布資訊之行為核其性質應屬上開事實

行為分類之「通報」，為「知之表示」，乃行政主體透過給

付手段達成引導開發防制技術之行政目的，是為單純高權

行政態樣。 

我國是否得繼受此類規定，則應視其公益性高低與主管機

關之行政資源及研究人力能否配合而定。鑑於公布相關防

制技術進展、國際疫情等資訊確實可收一定之防制成效，

且為促進技術提升所需，並可有效整合防制資訊，若能搭

配行政指導，應屬可行之措施，且有日本立法例可資參照，

似可納入考量。 

三三三三、、、、目前主管機關應用目前主管機關應用目前主管機關應用目前主管機關應用型態型態型態型態 

（（（（一一一一））））建置建置建置建置濫發電郵信件濫發電郵信件濫發電郵信件濫發電郵信件數數數數據資據資據資據資料庫料庫料庫料庫（（（（SPAM-DB）））） 

目前主管機關正規劃針對商業電子郵件之內容、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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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態、來源等事項，仿美、加、澳等國之制建立

垃圾電郵（SPAM）之整合資料庫（DATA-BASE），以

供日後防制措施及監理實務規劃時之參考，由於係供

行政機關作業之用，乃屬日常實行活動之「內部事實

行為」。 

        按前揭學說對事實行為之合法性檢討，主管機關由於

係商業電郵主管機關，就資料庫之建立具有權限規

範，然此舉有可能涉及蒐集各收件人之個資（電子郵

件位址），應檢討是否合於比例原則。 

電郵蒐集行為可供防制監理之參考，確適合於管制目

的之達成，且其來源係收信人之主動舉發或已得其同

意使用，並無侵害其權益之虞，與其他手段相較侵害

程度極微，屬「相同有效」之「最小侵害」手段，最

後管制商業電郵之公益性亦大於蒐集收信人之個資，

合於比例原則。 

另，如將個人電子郵件視為個人資料，則主管機關尚

須符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關於公務機關蒐集或

使用個人資料之程序規定，自屬當然，依此亦可確保

法律保留原則之遵行。 

（（（（二二二二））））設計承設計承設計承設計承案案案案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目前按主管機關內部規劃，已開始由技術人員設計供

收信人檢舉、申訴之電子系統，以便日後必要時得配

合團體訴訟機構或刑事機關之犯罪偵搜進行移案，此

系統之建置由於係供行政機關作業之用，與上例分析

同，亦屬日常實行活動之「內部事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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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揭學說對事實行為之合法性檢討，主管機關為商

業電郵主管機關，就資料庫之建立具有權限規範，然

僅係單純之申訴管道，並未涉及人民權益侵害，故其

他合法性要件不贅述。 

（（（（三三三三））））提提提提供統計供統計供統計供統計調查調查調查調查數數數數據據據據 

日本針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事件，委由該國「數據通

信協會」就諸如收信者年齡、收信數量、內容等事項

設計問卷後進行統計調查，目前我國主管機關則規劃

委由業者301仿日本之制進行統計調查後提供予各界參

考，此一「提供資訊」行為，應屬事實行為分類之「通

報」，為「知之表示」，至其所採統計調查之手段是否

屬行政調查分類中「一般調查」之範疇，應視其調查

內容、方式而判斷，詳見前開章節說明。 

按前揭學說對事實行為之合法性檢討，主管機關由於

乃商業電郵主管機關，就統計資訊之公布具有權限規

範，然僅係單純之資訊提供，並未涉及人民權益侵害，

故其他合法性要件不贅述。 

（（（（四四四四））））建置建置建置建置宣宣宣宣導網頁導網頁導網頁導網頁 

主管機關目前尚規劃建置宣導網頁，若係由業者代主

管機關完成網頁設計，再以主管機關之名義302於網際

網路進行宣導，性質上屬對國民之建議，乃事實行為

分類之「通報」，為「知之表示」。 

按前揭學說對事實行為之合法性檢討，主管機關由於

                                                 
301 至若業者與主管機關間成立何種法律關係乃另一課題。 
302 然若係由業者製作後逕代主管機關為宣導作為，則業者與主管機關間應係行政契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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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商業電郵主管機關，就資訊之公布具有權限規範，

然僅係單純之提供資訊，並未涉及人民權益侵害，故

其他合法性要件不贅述。 

（（（（五五五五））））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契約範本契約範本契約範本契約範本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民國 91 年 11 月在「撥接連線網際網路接取服務定型

化契約書範本」第 19條即明定禁止濫發廣告郵件，96

年 3 月更於「固接連線網際網路接取服務定型化契約

書範本」第 16條規定禁止濫發電子郵件，以提供業者

作為參考。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範本303僅具參考性質，並無單方片面強制力而具任意

性，似有成立行政指導之可能性，然由於契約範本之

適用對象為接取服務業者，並非特定人，且業者隨時

有進入或退出服務市場之可能，亦無從「可得特定」，

故須討論行政指導之對象是否限於特定人。  

日本國內行政法學者雖有認不特定人亦得作為行政指

導之對象304，原經建會版行政程序法草案亦有得對多

數人施以行政指導之規定，然未獲採納，且該版本之

規定應係指「可得特定」之多數人，不包含不特定人，

故是否承認此種廣義之行政指導尚尚尚尚有疑義有疑義有疑義有疑義，且行政指

導按目前行政程序法之規定需相對人為「特定人」，學

                                                 
303 若行政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之規定公告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則屬法規命令性質，詳見法務部法律字第 0950035512號函。 
304 原田尚彥，行政法要論，1995 年，P.171，轉引自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下），元照，2006年 10月，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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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說亦採相同立場，故本文認此種範本內容之建議

應歸於事實行為事實行為事實行為事實行為之類，是為「知之表示」。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現有現有現有現有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法律制度之檢討法律制度之檢討法律制度之檢討法律制度之檢討 

法律制度依其適用事件屬性，可概分為民事、行政與刑事法律

制度，其中，刑罰依前文分析已排除於法律規制手段之選項外，「條

例」並不採，故商業電郵內容或手段屬刑法規範對象者，應由刑事

追訴及審判機關依刑事訴訟程序處理，自不待言，略之，以下分就

行政與民事法律制度檢討。 

壹壹壹壹、、、、現有行政法律制度之檢討現有行政法律制度之檢討現有行政法律制度之檢討現有行政法律制度之檢討 

行政法律制度包括行政義務履行確保制度305、行政調查制度、

行政程序制度、行政爭訟制度及國家補償制度306。本項討論著重於

現階段主管機關如何運用以上制度，達到直接或間接管制商業電子

郵件濫發之效果。行政程序制度，係主管機關為各種行政行為之一

般性規定，故不論主管機關採取任何手段管制 SPAM，仍須遵守行

政程序法之規定，此處較無爭議性，故不進一步討論；行政爭訟制

度與國家補償制度分別為第一次與第二次之權利救濟制度，由於權

利救濟制度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基本權而設，內容主要係司法機關

之行政作用，與本項討論實質管制上的議題亦較不相關，擬不予以

討論；至於義務履行確保制度中之行政執行制度係行政機關對於不

履行義務之相對人，以強制手段使其履行義務，屬於管制手段採取

後為督促其履行，以實現與該義務已履行同一狀態之制度，執行程

序依據強制執行法亦有一定之步驟，故與管制手段採取之討論亦較

無關係之部分，茲不贅述。 

                                                 
305 義務履行確保制度包括行政罰及行政執行制度。 
306 劉宗德，行政法講座（上）—行政法學方法論，內政部警政署 93 年政風幹部專精班專題演講全文，日新第 3期，2005年 1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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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義務履行確保制度中之行政罰制度乃為維持行政上之秩序，

達成國家行政之目的，對違反行政法義務者所科之制裁，從維持網

際網路使用秩序之公益觀點來看，是否予以採行仍有討論之必要，

而行政調查是行政機關為達到特定行政目的，基於調查資料或證據

之必要，依法所採取之蒐集資料手段或檢查措施之謂，由於管制商

業電子郵件之濫發，關鍵問題在於濫發行為相關資料之取得，故行

政調查亦為本章討論之重點。 

一一一一、、、、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 

取得濫發行為之相關資料，為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關

鍵。本項之討論，除對於行政調查之意義與分類、各國立

法例、立委版本之相關規定作一簡要介紹外，主要針對現

階段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尚未通過前，在

無法規授權之前提下，研析行政機關得否依據現行電信相

關法規為行政調查，而達到直接或間接管制郵件濫發之效

果。 

（（（（一一一一））））行行行行政調查之意義與分類政調查之意義與分類政調查之意義與分類政調查之意義與分類 

1、行政調查之意義 

除行政程序法於第一章第六節設有調查事實及證據

一節作為行政機關為行政調查之一般規定外，個別

法中有關行政調查之程序規範，則散見於公平交易

法（第四章）、海關緝私條例（第二章）、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二章）等。 

惟目前行政調查、檢查及行政蒐集資料之概念經常

交互運用且內涵多所重疊，此三種用語之概念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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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為表裏，不易強行分割，有學者認為若能將上述

三種名稱中之行政調查列為上位概念，而將行政檢

查及蒐集資料列為其方法或手段，整體或可成為行

政作用法之一種制度，本研究亦從之，故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

可可可可稱稱稱稱為是行政機關為為是行政機關為為是行政機關為為是行政機關為達達達達到特定行政目的到特定行政目的到特定行政目的到特定行政目的，，，，因因因因調查資調查資調查資調查資

料料料料或證據之或證據之或證據之或證據之必必必必要要要要，，，，依法所採取之依法所採取之依法所採取之依法所採取之蒐集蒐集蒐集蒐集資資資資料料料料或檢查措或檢查措或檢查措或檢查措

施之施之施之施之謂謂謂謂307。 

2、行政調查之分類 

              行政調查之分類中，如從其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著

眼，可分為個個個個別別別別調查調查調查調查與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調查調查調查調查。個別調查係指為

適當行使行政處分或其他法定個別具體權限，而蒐

集其前提事實或資料之活動，其調查手段，如命令

提出報告或文書、進入土地或房屋並為檢查、質問

等，通常由法律以罰則規定來擔保其實現；一般調

查係指為取得行政立法或政策立案之基礎資料，而

為之資訊蒐集活動。 

若從調查的手段著眼，以其強制力之有無為分類標

準者，可分為任意調查任意調查任意調查任意調查及強強強強制調查制調查制調查制調查，任意調查係指

無刑罰或行政制裁為擔保，亦不能強制實施，純賴

受調查者之協助、配合方能達成調查目的者，與強

制調查有別308。 

（（（（二二二二））））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307 李震山，行政調查之立法芻議，行政院 94年度第 2次法制研討會實錄，2006年 7月，頁 39。 
308 劉宗德，日本行政調查制度之研究，行政院 94年度第 2次法制研討會實錄，2006年 7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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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六節「調查事實及證據」，詳細規

定行政機關為行政調查時所應遵循之事項，惟此部分

之規定並不能解釋為賦予行政機關一般性之行政檢查

權309，行政機關欲發動強制性之檢查或調查權，仍須

以個別法律明文賦予檢查或調查權為前提，以下為行

政程序法中關於行政調查較重要之規定： 

1、行政機關得依職權進行調查（第 36條）。 

2、人民得申請調查；行政機關不受人民申請之拘束，

但應說明不進行調查之理由（第 37條）。 

3、必要時得製作書面調查紀錄（第 38條）。 

4、通知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之程序（第 39條）。 

5、應斟酌全盤調查事實與陳述之結果，並將決定與理

由告知當事人（第 43條）。 

主管機關依據電信法 52 或 55 條進行調查之職務時，

即應符合前揭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如果調查程序不合

乎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例如：通知到場說明之通知書

格式與第 39條不合，或終局處分未斟酌調查所得證據

或陳述，則有影響人民聽證權之虞，除非主管機關嗣

後另行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適切斟酌，否

則該處分將成為得撤銷之違法行政處分。310 

（（（（三三三三））））目前行政調查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調查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調查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調查適用之可能性 

1、、、、個個個個別別別別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1）電信法第 52條 

                                                 
309 廖元豪，電信行政管制程序之研究—電信法制與行政程序法之配合，經社法制論叢，2000年 7月，頁 120。 
310 湯德宗，論違反行政程序之效果，月旦法學雜誌第 57期，2000年 3月，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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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法第 52條規定「電信總局於必要時，得命

電信事業或專用電信使用者檢送下列報表：

一、有關業務者。二、有關財務者。三、有關

電信設備者。」違反此項命令者，主管機關得

依同法第 67條之規定科處罰鍰。由於該條文所

規定之「電信事業」，依據電信法第 11 條之規

定，係屬第一或第二類電信事業，而「專用電

信使用者」依據電信法第二條之規定，係指公

私機構、團體或國民所設置，專供其本身業務

使用之電信。依據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第二類

電信事業管理規則」311申請書表中所載之內

容，電子郵件服務並非屬於第二類電信事業之

營業項目，故目前對於「ESP（郵件服務提供者）」

並無法依據本條之規定對之為行政調查，又若

依據本條對於 IAP 為行政調查，則調查事項之

範圍，仍侷限於其營業事項範圍內。 

（2）電信法第 55條 

依據電信法第 55 條 1 項規定，「電信總局312得

派員或會同警察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違

反本法之場所，實施檢查並索取相關資料，該

場所之所有人、負責人、居住人、看守人、使

用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但對於觸犯第 56 條至第 60 條之罪者，實

施搜索、扣押時，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

                                                 
311 電信字九十字第 505970-0號。 
31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自本會成立之日起，通訊傳相關法規，包括電信法、廣播店事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涉及本會執掌，其職權原屬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交通部電信總局者，主管機關均變更為本會。其他法規涉及本會執掌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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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規定「電信總局為辦理電信監理業務及

監督、管理電信事業，得向電信事業、專用電

信使用人或電台設置人、使用人索取相關資料

或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若於主管機關實施檢

查時，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據第 55條規

定實施之檢查或不提供資料或拒不到場陳述意

見者，主管機關並得依據電信法第 67條裁處罰

鍰。 

電信法第 55條第 1項，除但書外，於行政調查

之分類上，應可歸類於「行政制裁擔保型」之

行政調查，其調查之行為，一為進入「違反本

法」之場所，二為要求「違反本法」之場所之

所有人、負責人、居住人、看守人、使用人或

可為其代表之人提出資料，其前提皆為違反電

信法之規定，方得有該條項之適用，而電信法

所管制之違法行為樣態，基本上與濫發電子郵

件之管制並不相同。至於電信法第 55 條第 2

項，由於管制的行為客體對象與電信法第 52條

相同，基於相同理由，依據電信法第 55條 2項，

主管機關調查事項之範圍，仍侷限於其營業事

項範圍內。  

（3）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27條 

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27條規定第 1項規

定「經營者對於調查或蒐集證據，並依法律程

序查詢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者，應提供之。」

第 2 項規定「前項電信內容之監察事項，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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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辦理之。第 3 項規定「經

營者對於第一項電信通信紀錄應至少保存期間

如下： 

一、語音單純轉售服務通信紀錄應保存六個月。 

二、網路電話服務通信紀錄應保存六個月。 

三、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1）撥接用戶識別帳號、通信日期及上、下

網時間等紀錄應保存六個月。 

（ 2）非固接式非對稱性數位用戶迴路

（ADSL）用戶識別帳號、通信日期及

上、下網時間等紀錄應保存三個月。 

（3）纜線數據機用戶識別帳號、通信日期及

上、下網時間等紀錄應保存三個月。 

（4）張貼於留言版、貼圖區或新聞討論群之

內容來源 IP 位址與當時系統時間應保

存三個月。 

（5）免費電子郵件信箱及網頁空間線上申請

帳號時之來源 IP 位址及當時系統時間

應保存六個月。 

（6）電子郵件通信紀錄應保存一個月。」 

上開規定係於電信法第 52、55條之規範架構下，在

主管機關執行其調查權力時，對於第二類電信事業

業者所負義務之明文，其中除了提供證據資料義務

之規定外，更要求該等業者應保存之電信紀錄種類

及時間，其中更規範 IAP 應保存之免費電子郵件信

箱與網頁空間線上申請帳號時之來源 IP 位址及當

時系統時間和電子郵件通信紀錄，然而電子郵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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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並非 IAP 之營業項目，已如前述，因此

於主管機關依據電信法 52或 55條要求 IAP提出資

料時，應不得要求其提出所保存關於電子郵件服務

之相關資料，又強制調查皆應受法律保留原則拘

束，且要求其高密度之法律保留313，故現階段之法故現階段之法故現階段之法故現階段之法

制制制制架架架架構下構下構下構下，，，，如欲如欲如欲如欲嘗試嘗試嘗試嘗試以以以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行為形行政行為形行政行為形行政行為形式式式式

切切切切入管制目前電子郵件濫發之現入管制目前電子郵件濫發之現入管制目前電子郵件濫發之現入管制目前電子郵件濫發之現況況況況，，，，恐遭遇恐遭遇恐遭遇恐遭遇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授授授授

權不權不權不權不足足足足之情之情之情之情況況況況。。。。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目前若有收信人向主管機關檢

舉收到垃圾郵件，因為目前《濫發商業電子管理條

例》尚未通過，主管機關尚無法規據以認定其行為

係屬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更遑論有法律上之正當

理由而為前述行政調查之考慮。 

2、、、、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各國於訂定該國之垃圾郵件管制法令前，針對該國

濫發郵件之現狀均會展開一般性之調查工作，以作

為評估將來制定法律必要性之重要參考指標，這類

調查應可被歸類於行政調查分類下的「一般調查」，

而一般調查有依明確之法律根據而為者，亦有僅基

於組織法之職權規定而為之事實作用者314，前者如

韓國基於資訊保護法規定所為之調查，後者如目前

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為之濫發源反查及後續

SPAM DB之建置行為。 

                                                 
313 蔡秀卿，行政檢查之檢討課題，行政院 94年度第 2次法制研討會實錄，2006年 7月，頁 72。 
314 所謂「一般調查」者，係指為取得行政立法或政策立案之基礎資料，而為之資訊收集活動。劉宗德，日本行政調查制度之研究，行政院 94年度第 2次法制研討會實錄，2006年 7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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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般調查得僅基於組織法之職權規定而為，又

我國《濫發商業電子管理條例》尚於立法過程中，

故現階段，本研究單位已開啟前揭一般調查之行

為，例如從 2007 年 6 月 27 日開始，已進行垃圾郵

件之濫發源反查作業，除召集業者確認聯絡窗口及

溝通作業流程外，並請求其給予反查技術上之協

助，目前經由此一般調查，所獲得之基本結論包括：

一、源自國外 Spam與國內 Spam之比例，約為 95:5。

二、源自國內的 Spam約七成都可找到確實之郵件發

送者，並讓業者依其服務契約進行下一步之處理。

三、取得偽造郵件信首資訊的態樣。除此之外，明

年度本會將更進一步規劃 SPAM DB315之建置事

宜，針對郵件濫發之種類，進行更進一步之蒐羅、

調查與分類，以俾利我國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

整體環境建置。 

二二二二、、、、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 

        本項論述之主要目的，係針對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的行

政目的，探討現階段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尚未通過前，在無法規依據之前提下，行政機關得否依據

其他電信法規管制，對於業者或濫發者施以行政處罰而達

到直接或間接管制商業電子郵件濫發之目的，其他關於各

國立法例及立委版本中行政處分之規範，亦一併加以說明。 

（（（（一一一一））））行政罰之意義與特性行政罰之意義與特性行政罰之意義與特性行政罰之意義與特性 

1、、、、行政罰之意義行政罰之意義行政罰之意義行政罰之意義 

                                                 
315 此處著眼於調查資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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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就廣義而言，係指國家及公共團體基於行政

目的之達成，要求人民負擔各種行政法上之義務，

若人民違背其應盡之義務，而對其所施加之制裁。

此種廣義之行政罰即與行政制裁316概念相近。 

惟狹義之行政罰係以秩序罰為主要內容，又稱為行

政秩序罰，可說是行政機關基於維持行政秩序之目

的，對於過去違反行政義務者，所施以刑罰以外之

處罰，以資為制裁。我國行政罰法第 1 條中對於行

政罰之定義亦採狹義行政罰概念317，本研究以下之

內容，範圍亦僅限狹義行政罰。 

2、、、、行政罰之特性行政罰之特性行政罰之特性行政罰之特性 

              依據行政罰法第 1條之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

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

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並未

能完全掌握行政罰之概念與特性，為進一步了解其

意義，以掌握其應有之內涵，擬說明其特徵如下： 

（（（（1））））以以以以維維維維持行政持行政持行政持行政秩秩秩秩序為目的序為目的序為目的序為目的 

行政罰具有制裁及防阻繼續違法之效果，故常

被採用作為維持行政秩序之手段，以達到維持

行政秩序之目的。尤其當涉及行政管制時，為

實現特定之管制目的，如都市計畫、交通、環

保等，需採行干涉人民權利並有拘束效力之各

種行政行為時，行政罰更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316 包括行政刑罰、秩序罰、懲戒罰等。 
317 請參閱行政罰法第 1條立法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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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量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易造成網路流

量之壅塞，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必須耗費龐大

人力、物力處理，除將妨礙正常之通信服務外，

亦已嚴重影響社會大眾網路使用的環境，故從

維持行政序的觀點，立法制定涉及行政罰相關

之法律，並無不妥之處。 

（（（（2））））以違以違以違以違反反反反行政法上義行政法上義行政法上義行政法上義務務務務之一之一之一之一般般般般人民為處罰對人民為處罰對人民為處罰對人民為處罰對象象象象 

人民行政法上之義務主要來自於法律，惟於我

國地方制度法中，亦容許以自治條例就違反屬

於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義務者，處以罰鍰或其

他種類之行政罰，」故應涵蓋自治條例在內。

行政罰法第 4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

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即明示此意旨。 

管制 SPAM 的比較法上，其中「違背行政法上

義務」，亦可能產生違反地方自治團體所定之法

律或中央法律之不同，一般而言，中央立法之

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法規可以授權地方自治

團體，在不違反中央法律的前提下，制定自治

條例以規範該地區人民涉及發送電子郵件之權

義，澳洲法採之；反之，美國法 CAN-SPAM ACT

則明示該法優先適用於其他州法之 SPAM 

ACT318。 

                                                 
318 Spam regulation must address the relative authority and scope of these entities. Vertically, spam 

laws can designate the relative roles of centr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Australia permits states 
and territories to regulate spam as long as their laws do not contradict those of the commonwealth. 
In contrast, the CAN SPAM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ressly pre-empts or prevents regulation of 
commercial e-mail by individual stat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laws that prohibit falsit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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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違反一般義務之「人民319」，特別於管制

SPAM 上，除一般 SPAM 之濫發者外，應注意

接取服務提供者（IAP）及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

亦可能該當違反行政法義務之人民。 

（（（（3））））以刑罰以以刑罰以以刑罰以以刑罰以外外外外之處罰為手段之處罰為手段之處罰為手段之處罰為手段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時，固會受到國家

之處罰，當在刑罰與行政罰之間採量的區別說

時，法律往往會依違法之輕重而決定處以刑罰

或行政罰。兩者區別之實益，主要在於行政刑

罰既以刑法上之處罰種類作為制裁之手段，依

刑法第 11條規定，應有刑法總則之適用，而其

科罰之主體在於法院，非一般行政機關；行政

罰一般係由行政機關有管轄權，由其依據行政

法規自行認定事實據以處罰。 

關於刑罰與行政罰之區別，係屬管制 SPAM

中，應予審酌之重點之一。依據德國學界目前

之見解，基本上認為介於純粹純粹純粹純粹刑法刑法刑法刑法及及及及違違違違反秩反秩反秩反秩序序序序

罰法罰法罰法罰法間間間間之之之之邊界邊界邊界邊界地地地地帶帶帶帶，，，，應該應該應該應該只只只只是形是形是形是形式式式式上上上上量量量量的的的的差差差差

異異異異，，，，而而而而由由由由立立立立法者法者法者法者評價決評價決評價決評價決定之定之定之定之，而立法者之決定

最後是以不同的法律效果顯示出其區別320。故

從主管機關管制 SPAM 之立場觀之，立法裁量

權限屬於研議草案之機關，應屬適切。 

                                                                                                                                          
deception in messages or that are not specific to electronic mail. ITU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AM LAWS : THE QUEST FOR A MODEL LAW , June 10, 2005.p.24。 

319 行政罰法第 3 條：「本法所稱行為人，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 
320 洪家殷，行政罰，轉引自翁岳生，行政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10月，頁 620。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究 

 

 第 322頁 

（（（（4））））對對對對過去過去過去過去行為所為之制裁行為所為之制裁行為所為之制裁行為所為之制裁 

行政罰與行政法上之強制執行皆係國家對於違

反行政義務者，所施以之不利益，其中行政強

制執行係人民違反行政法義務時，為督促其履

行，以實現與該義務已履行之同一狀態，由行

行政機關採取行政上強制執行之手段321，惟行

政罰乃著重於制裁過去義務之違反，兩者之界

限明顯。 

（（（（5））））原則上以行政機關為處罰主體原則上以行政機關為處罰主體原則上以行政機關為處罰主體原則上以行政機關為處罰主體 

行政罰為國家維持秩序之一種手段，原則上應

以行政機關為行政罰之處罰主體，惟外國立法

例亦有以對人民之處罰權限屬司法權之一部，

故原則上以法院為處罰主體者，如日本322。 

（（（（二二二二））））電信電信電信電信法之規定法之規定法之規定法之規定 

目前電信法關於行政罰之規定，主要從 61條以下至 67

條，內容包括第一、二類電信事業違反相關規定，主

管機關依據電信法據以裁罰等。而關於行政刑罰之規

定，則可見於電信法 56 條以下至 59 條。應注意者者

為，如行為人之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時，依行政罰第 26條規定，應依刑事法律處罰

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未

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321 例如電信法 61第 4項規定：「前三項之普及服務基金分攤金額、特許費、許可費、頻率使用費及滯納金，精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322 洪家殷，行政罰，轉引自翁岳生，行政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10月，頁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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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目前行政罰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罰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罰適用之可能性目前行政罰適用之可能性 

按現有電信管制之架構下，可能以行政罰之手段管制

濫發商業電郵之規定，主要在一、電信法第 67條：當

電信事業被主管機關依據電信法 52 或 55 條要求進行

行政調查時，電信事業不配合辦理提出相關事證時，

主管機關據以裁罰323。二、電信法 63條：針對第一類

電信事業兼營電子郵件服務業者，其營業規章未載明

適切處理濫發電郵事件，或載明後不執行該等事宜。

三、電信法第 64條 2項：第二類電信事業中兼營電子

郵件服務業者，不於其營業規章，依主管機關之要求，

訂定相關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措施。 

關於上述一，由於目前《濫發商業電子管理條例》尚

未通過，主管機關尚無法規據以認定其行為係屬商業

電子郵件之濫發，更遑論有法律上之正當理由而為前

述行政調查之考慮。退一步言，電子郵件服務並非屬

於電信事業之營業項目，故目前對於電信事業兼營之

電子郵件服務，並無法依據本條之規定對之為行政調

查，進而為任何行政罰。 

關於上述二、三，同樣會面臨前述電子郵件服務非屬

電信事業營業項目所導致管制面上的困難。鑑於電信

法整體架構，係為明確規範電信業務之營運管理、經

營許可條件、電信設備維護管理等全般事項，若將電

子郵件服務納入營業項目之管理，勢必增加主管機關

行政資源消耗及人力負荷，此外，電子郵件服務之提

                                                 
323 此種立法例經常見於各種特別行政法，學者稱其為附「行政罰擔保型」之行政調查，詳見前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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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並無地域性之限制，位於台灣之個人均得向外國註

冊登記之業者申請電子郵件服務，如對於目前國內全

面開放之業務加以限縮、管制，對國內業者將造成衝

擊；如不涉入營運監督管理，似難使其他業務經營者

信服，對於管理方式及深度之設計，亦須透過不斷協

調溝通以取得共識，故電子郵件服務非屬電信事業營

業項目之現狀，實乃經過管制政策上之考量。 

回歸電信法之規定，不論欲依據電信法 63或電信法 64

條 2項規定，對於第一或第二類電信業者施以行政罰，

因為電子郵件服務並非屬電信事業之營業項目，若主

管機關貿然對於不配合營業規章內訂定防制濫發行為

規定之業者處以行政罰，由於依據之法規容有爭議，

恐引起業者之反彈及而引起訟爭，故在法規範不完備

之情形下，主管機關是否得因管制商業電郵濫發之行

政目的，依據上述電信法對業者施以行政裁罰，本研

究仍持保留之見解。 

貳貳貳貳、、、、現有民事法律制度之檢討現有民事法律制度之檢討現有民事法律制度之檢討現有民事法律制度之檢討 

相較於行政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當指如何透過法規範及相

應制度有效保障人民「私權」，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事件之核心主

體，即收信人與濫發者間，成立侵權行為應無疑義，於「條例」草

案通過前，其所適用之規範應係民法侵權行為（請求權基礎）與權

利保護制度（訴訟程序）兩者，若濫發源來自國外，由於具備涉外

因素，尚須探討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可能性；另就各個相關

之私法關係主體間，亦有服務契約、委任契約、訴訟實施權能授與

等法律關係之存在，若雙方因此成立契約，而內容涉及違法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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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公平法、消保法324等規定之適用，當不待言，以下分述之。 

一一一一、、、、收收收收信人與濫發者信人與濫發者信人與濫發者信人與濫發者 

（（（（一一一一））））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基礎基礎基礎基礎－－－－民事民事民事民事侵侵侵侵權行為權行為權行為權行為 

發信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由於侵害收信人隱私

權與業者財產權，造成其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屬

民事侵權行為無疑，收信人及業者自可依民事侵權行

為相關規定透過法院請求損害賠償。 

然由於民事訴訟程序須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法諺有云

「舉證所在，敗訴所在」，故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

及損害額之認定不易，原告因事證不足而敗訴，恆為

常態。 

以濫發商業電郵事件之特性觀察，發信人偽篡偽篡偽篡偽篡信信信信首首首首資資資資

訊訊訊訊或或或或來來來來源源源源記錄記錄記錄記錄等情極為常見，侵侵侵侵權事證權事證權事證權事證掌握掌握掌握掌握不易不易不易不易，且

損害之發生是否直接肇因於濫發行為或影響程度為何

亦有認定上之困難，故依現行民事侵權行為規定及民

事訴訟制度觀察，實不足有效保障收信人權益，目前

「條例」草案內容採用英美「衡平法」之思維將「收

信人」受損害之因果關係與賠償額度加以擬制，無非

為彌補此一制度上之不足。 

此外，若濫發者與企業經營者非屬同一主體，則是否

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對外是否應負之連帶責任

及相互間之內部求償關係，均應適用民法規定處理。 

（（（（二二二二））））權利保權利保權利保權利保護護護護制制制制度度度度 
                                                 
324 參照消保法第 22、23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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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訴訟資訴訟資訴訟資訴訟資料料料料取得取得取得取得 

以濫發商業電郵事件之特性觀察，發信人之行發信人之行發信人之行發信人之行跡跡跡跡不不不不

易易易易追蹤追蹤追蹤追蹤，難以確知其身分，故無從特定訴訟當事人，

而「當事人」乃訴之三要素之一，此將影響收信人

提起訴訟之憲法上權利，故應考量賦予被害人得透

過業者獲悉濫發人資料之權利，以保障其訴訟權。 

2、「、「、「、「選定當事人選定當事人選定當事人選定當事人」」」」或或或或「「「「共共共共同同同同訴訟訴訟訴訟訴訟」」」」 

有多數之收信人受害時，民事訴訟法雖有「選定當

事人」（第 41 條以下）或「共同訴訟」（第 53 條以

下）制度之設，然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者常向極為

大大大大量量量量之之之之收收收收信人信人信人信人進行發送，由於受害人為數頗眾，非

上開兩制度可資因應，宜仿消保法第 50條以下規定

建置特定機構，代表多數受害人起訴，以收降低訴

訟成本、事證共通之效，「條例」草案已有團體訴訟

之設，即本此旨。 

      （（（（三三三三））））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民事法律適用法民事法律適用法民事法律適用法 

              商業電子郵件由於具有全球化之特性，發信人常透

過國外主機發送，因具備涉外因素，若受害人欲求

償，勢將有探討國際管轄權之實益，外國立法例常

見透過諸如「連繫條款」之方式，透過連結涉外因

素之方式使本國法得以產生「域外效力」，然目前我

國草案並無相類條款，按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 9 條場所支配行為原則之規定，若發送地為外國

法域所轄，該濫發行為應依侵權行為地法管轄，屬

國際私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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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其他法律關係主體其他法律關係主體其他法律關係主體其他法律關係主體 

各個相關之私法關係主體間，如收信人與業者間訂有服務

契約，若多數受害人選定當事人進行訴訟時，雙方則有委

任契約、訴訟實施權能授與等法律關係之存在，又雙方若

成立私法契約，而內容涉及違法者，亦應有公平法、消保

法325等規定之適用，由於並非「條例」規制重心，不贅述。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現有法律規制手段之不足現有法律規制手段之不足現有法律規制手段之不足現有法律規制手段之不足 

壹壹壹壹、、、、公法與私法手段之界限公法與私法手段之界限公法與私法手段之界限公法與私法手段之界限 

    一一一一、、、、概說概說概說概說 

        公法與私法手段之界限，其上位概念應係探討受規制行為

不法性326之程度高低，「不法」乃對法益之破壞，且具有層

升概念，亦即不法程度可依高低輕重之不同，分為民事不

法、行政不法、刑事不法327。 

公法手段乃指刑事與行政罰制度，僅能針對具備刑事不法

或行政不法之行為而發，私法手段則係民事法律效果，用

以規範僅具備民事不法之行為，亦即刑罰手段不得用以處

理僅具有行政或民事不法之行為，行政罰亦不得對付純粹

之民事不法行為，然民事效果則可與刑事或行政罰併用

328，此為公法與私法手段本質上之界限。 

然何謂刑事、行政或民事不法之區辨不易，學說見解紛紜，

                                                 
325 尤消保法第 22、23條之規定。 
326 亦有學者以違法性稱之，因各種法律制度所必要之違法性程度有別，各法領域其「違法性」之質與量不同，違法性程度即有高低強弱之別，乃違法相對性之說，見甘添貴，刑法之重要理念，P.106。 
327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P.193。 
328 然須謹慎處理刑罰與行政罰之間一事不二罰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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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係從「不法性」出發，佐以法益權衡等各種要素之分析，

探討事件之不法性高低，而同屬公法手段之刑罰與行政罰

尚應就質量區別說進行判斷，總體而言，公法規制手段（行

政、刑事）因具有痛苦之本質，其界限在於謹守發動規制

力之要件（處罰要件與效果明確性），而私法規制手段（民

事）在於補充契約自由之不足，其界限則在於不可侵越私

法自治之界限。 

以濫發商業電郵事件而言，若採刑罰或行政罰，即應嚴格

遵守刑罰權或行政罰規制力之行使要件，若採用民事損害

賠償，則當事人間若已同意接收郵件，則不介入當事人間

契約法律關係，不成立侵權，僅於未獲同意之情形，方有

填補侵權損害之需求，惟商業電郵發送事件之本質究應屬

刑事、行政或民事不法，宜就不法性之本質分析之，以決

定針對濫發行為應以何種手段進行規制。 

惟經本文研究結論，立法方針既決，肯定立法管制之必要

性，而民事不法之程度最低，故民事損賠效果之採行應無

疑義，且就濫發事件是否具備刑事不法或行政不法而應採

用刑罰或行政罰已採否定見解，故於此擬另闢蹊徑，分析

在條例草案通過前，現有之各類相關規範在行使上之具體

界限，亦即其有何不足之處。 

二二二二、、、、公法手段之公法手段之公法手段之公法手段之界限界限界限界限 

（（（（一一一一））））刑法無法刑法無法刑法無法刑法無法完完完完全全全全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事件，雖部分發送甚或製作濫發軟

體之行為內涵，已達致生損害於他人之法益侵害程

度，有可能觸犯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章第 360、36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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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然若該發送行為未達致生損害於他人之程

度，除視情形可認其內容已有偽造準文書、詐欺、散

步猥褻物品罪等規定之適用外329，就其一般發送行為

並無現行刑事規範可資規範，雖此類行為是否具備刑

事不法尚有疑義，然刑事規範不足確屬事實。 

（（（（二二二二））））電信法規電信法規電信法規電信法規明明明明確性不確性不確性不確性不足足足足 

依前開分析，針對業者之防制作為，目前電信法規就

濫發商業電郵事件之規範不足，除部分行政行為形式

外，主管機關無採取相關行政措施之足夠依據，對不

配合之業者及濫發者亦無處罰規定，難以透過行政管

制手段加以處理，僅有作成行政指導或事實行為之可

能性。 

三三三三、、、、私法手段之私法手段之私法手段之私法手段之界限界限界限界限 

（（（（一一一一））））難以確認難以確認難以確認難以確認侵侵侵侵權行為人權行為人權行為人權行為人 

商業電子郵件濫發事件屬民事侵權行為態樣，然濫發

者時常透過各種技術隱匿發信來源，侵權行為人難以

確定，使被害人難以依民法規定求償。 

（（（（二二二二））））因因因因果關係難以認定果關係難以認定果關係難以認定果關係難以認定 

收信人或業者雖受有損害，然其損害是否即因濫發者

之信件所造成，難以舉證，亦即損害與濫發行為間是

否具備因果關係不易獲得具體事證，影響侵權行為請

求權之成立可能性。 

                                                 
329 蔡蕙芳，與垃圾郵件有關的刑法問題，律師雜誌 311期，2005年 8月，P.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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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損害賠償額損害賠償額損害賠償額損害賠償額難以難以難以難以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即便可證實損害與濫發行為間之因果關係，然具體之

損害範圍難以主張，被害人無從具體計算其精確數

額，不論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均可能難以特定訴

訟標的之金額。 

貳貳貳貳、、、、行政行為形式之檢討與建議行政行為形式之檢討與建議行政行為形式之檢討與建議行政行為形式之檢討與建議 

一一一一、、、、行政處分行政處分行政處分行政處分 

（（（（一一一一））））目前電信法之下目前電信法之下目前電信法之下目前電信法之下，，，，侵侵侵侵益性行政處分無法採行益性行政處分無法採行益性行政處分無法採行益性行政處分無法採行。。。。 

目前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未通過之

情形下，主管機關並無法據以認定濫發商業電郵之行

為違法；其次，由於電子郵件服務非屬於電信事業之

營業項目，主管機關為達成規範電子郵件傳送環境之

行政目的，而依據電信法第 63、64、67330條之規定對

業者施以行政處分，在法律授權不明確之前提下，恐

有違法適用法律之疑義。 

（（（（二二二二））））目前人民依據電信法第目前人民依據電信法第目前人民依據電信法第目前人民依據電信法第 22條條條條所為所為所為所為之檢舉之檢舉之檢舉之檢舉，，，，主管機關所主管機關所主管機關所主管機關所

為之函覆並非行政處分為之函覆並非行政處分為之函覆並非行政處分為之函覆並非行政處分。。。。 

電信法第 22條之規定係對於電信事業之經營所為之規

範，並非賦予特定個人得依該法律規定請求主管機關

對於阻擋其為電郵傳送之業者，為規制性之制裁或管

制之公權力。主管機關依其法定權責進行調查，並將

調查結果函覆檢舉者，係意思通知，並非行政處分。 

                                                 
330 電信法 63、64、67 條係與管制商業電子郵件傳送之行政目的較有關係者，詳細內容請參考第四章第二、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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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立立立立法上是否應有行政處分之法上是否應有行政處分之法上是否應有行政處分之法上是否應有行政處分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應應應應回歸立回歸立回歸立回歸立法法法法

目的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與該手段是否有利於該手段是否有利於該手段是否有利於該手段是否有利於達達達達成該目的之成該目的之成該目的之成該目的之深深深深究究究究。。。。 

立法上是否應有行政處分之設計，應回歸整體法案的

立法定位。畢竟，行政機關為侵益性行政處分之行政

行為，象徵國家積極介入以維持公益，倘若維持網路

環境使用便利之立法目的，未能因國家之積極介入而

有所改善，則喪失立法原意。 

二二二二、、、、行政契約行政契約行政契約行政契約 

（（（（一一一一））））行政行政行政行政契約可使行政機關之作為契約可使行政機關之作為契約可使行政機關之作為契約可使行政機關之作為更更更更有有有有彈彈彈彈性性性性：：：： 

由第二項之論述可知，行政契約之存在，使行政機關

之作為得以有彈性，一係在目前法規尚未通過前，得

以行政契約之方式，達到部份行政目的；在法律通過

後，若通過之法律係採取低度管制情況下，為使行政

目的有效達成可以締結行政契約，以加強拘束力；反

之，縱使主管機關採取較高度之管制，對違法之人民

有行政罰之規範時，以本研究主題來說，為使服務提

供者合作，不至於有過多反彈情緒時，與其締結行政

契約亦不失為一種緩和方式。 

（（（（二二二二））））行政契約之行政契約之行政契約之行政契約之締締締締結結結結，，，，有助於行政目的之完成有助於行政目的之完成有助於行政目的之完成有助於行政目的之完成 

在相關法規尚未通過時，由於無法律授權不得干涉人

民權利，若主管機關欲達到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

目的，行政契約之締結，便可發生很大助益。尤其未

來《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通過後，最大的問

題在於電子郵件服務之經營，依目前電信法之規定，

並不以取得電信事業許可或經特許經營為要件，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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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內較大之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如 YAHOO！奇

摩、MSN等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亦非本會管轄之電

信業者，此時便可與該等主要服務提供者（或服務提

供業者自組之組織或協會）以締結行政契約方式建立

與各服務提供者之聯絡窗口，加強與服務提供者間之

聯繫、業務統籌及政令宣導等，較有助於管制商業電

子郵件之目的達成。 

（（（（三三三三））））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目前可目前可目前可目前可締締締締結行政契約之事項結行政契約之事項結行政契約之事項結行政契約之事項 

由於目前相關法案尚未通過，關於管制濫發電子郵件

亦不可能有行政處分發生，目前能締結之行政契約類

型，僅有可能締結主管機關與人民間互負給付義務之

雙務契約，建議可用以締約之事項大約有下列幾項： 

1、協助開發過濾垃圾郵件或其他相關軟體等事項。 

2、提供網頁以利宣導等事務。 

3、建立特定防堵機制並定期通報防堵成果。 

4、協助參與推動國際間垃圾郵件聯防事務或活動 

三三三三、、、、行政行政行政行政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一一一一））））法規法規法規法規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1、、、、現行法規現行法規現行法規現行法規命令命令命令命令之檢之檢之檢之檢討討討討 

（（（（1））））法規法規法規法規命令必須命令必須命令必須命令必須有法律有法律有法律有法律明明明明文文文文授授授授權權權權始始始始得規定得規定得規定得規定，，，，故現故現故現故現

行制行制行制行制度度度度下下下下，，，，並無並無並無並無專專專專為管制濫發為管制濫發為管制濫發為管制濫發商商商商業電子郵件制業電子郵件制業電子郵件制業電子郵件制

定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命令命令命令命令之之之之餘餘餘餘地地地地：：：： 

由於法規命令必須有法律明確授權，行政程序

法第 150 條第 2 項也明確規定，法規命令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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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必須明列法律授權依據，由此可知，在《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尚未通過之

前，電信法及其他相關電信法規並無相關授

權，主管機關現階段欲藉由另訂法規命令來管

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尚無實行之可能。 

（2）營業規章中加入「禁止使用者濫發電子郵件之

規定」，確有適用之可行性，然若業者違反營業

規章，除第一類電信事業得處以罰鍰外，對於

違反之第二類電信事業並無罰則，至於非屬第

一、二類之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ESP）更不待

言。 

（3）藉由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之授權，公

告電信業者若有提供電子郵件服務時，其定型

化契約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前述（2）（3）兩點，係檢視現行法規命令之規範，

一來可要求第二類電信業者附加電子郵件服務時，

其營業規章可加入禁止使用者濫發電子郵件之規

定，二來，在服務契約方面，亦得依消保法第 17條

第 1項之規定，由主管機關指定相關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並公告之。惟此兩種方式縱

使業者違反相關規定，除該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

外，亦無其他制裁手段，然在現行相關法律尚未通

過之前提下，也僅能以此種管制措施，達到抑制濫

發之目的。 

2、、、、未來未來未來未來訂定法規訂定法規訂定法規訂定法規命令命令命令命令之之之之授授授授權依據權依據權依據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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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行政院版本中，除第 4 條第 2 款對於主旨欄標

示義務有「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為

商業電子郵件之標示」外，其餘並無相關法規之授

權依據，規範主管機關得就該管事項訂定法規命

令。然本研究於行政院版本之修正法案芻議中，將

建議増修現有行政院版本第 7條第 7項第 5款及第 9

條第 4 項規定331，其中第 7 條第 7 項各款係針對具

有該項所列舉功能之不法程式或軟體提供者，必須

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其第 5款建議增訂條文為：「其

他經主管機關依技術發展認定之功能類型。」；第 9

條第 4 項各款則列舉團體訴訟機構得向業者請求提

供之資料，其第 6款建議增訂條文為：「其他經主管

機關指定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料。」。 

依前述三款由主管機關所「公告」之標示、「認定」

之類型或「指定」之資料，經主管關機關公佈後，

其性質究為法規命令或解釋性行政規則？若從其效

果來看，一係牽涉行為人未為標示義務之損害賠償

責任或提供不法軟體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一係拘

束業者必須有提供資料之義務，係屬法律授權得由

主管機關另訂相關規定，明訂該法中其他各款未列

舉之事項，且該規定由於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應

可視為法規命令之一。 

若從規範對象觀之，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解釋性行政規則係「為協助下下下下級級級級機機機機

關關關關或屬屬屬屬官官官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

                                                 
331 該詳細增修條文詳見本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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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從前述三款條

文來看，該主管機關之公告、認定或指定，係提供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請求損害賠償或團體訴訟之團體訴訟之團體訴訟之團體訴訟之財財財財團法人或公益性團法人或公益性團法人或公益性團法人或公益性

社社社社團法人團法人團法人團法人行使權利之標準，並非為協助下級機關或

屬官而訂，故依其規範對象來看，並非解釋性行政

規則，而屬法規命令之範疇。 

故未來倘若相關條文通過施行，主管機關據以訂定

法規命令，並須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公告及發布之，

且應根據本會組織法第 9 條第 7 項之規定舉行聽證

會及踐行其他相關程序332。 

（（（（二二二二））））行政規則行政規則行政規則行政規則 

1、、、、現行現行現行現行可採可採可採可採制制制制度度度度 

行政規則原則上不須法律授權，現行無相關法律規

定下，主管機關基於業務之需要，仍可訂定行政規

則，以處理相關業務。 

2、、、、未來未來未來未來行政規則制訂之發行政規則制訂之發行政規則制訂之發行政規則制訂之發展展展展 

未來法案通過施行後，採低度管制之措施，然根據

主管機關職權，對於相關事項仍可制定業務處理準

則，以利業務承辦之正確迅速。也就是說，未來相

關法律通過施行後，雖主管機關採取低度管制之立

場，對民眾來說未必了解其中之涵義，故身為主管

機關，仍不免會收到民眾陳情或檢舉案件，對於該

類型之陳情或檢舉案件是否須移送給當時承接團體

                                                 
332 除舉行聽證會及聽證會之公告外，其亦為本會組織法中規定必須經由委員會決議之事項，屬機關內部運作方式，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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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之法人，或可為其他處理等，建議亦可依主管

機關之需要，制訂相關辦法，作為業務承辦人員處

理之準則。 

四四四四、、、、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 

前經分析行政指導之法律關係及其特徵、實效與具體個案

後，鑑於行政指導制度於商業電子郵件監理事務之適用，

仍有缺陷及不足之處，且目前對業者指導之具體政策及內

容尚在發展中，謹於本節針對此一制度進行檢討，提出日

後規範設計之相關建議。 

行政主體所採之各類行政行為形式，其法律制度之檢討，

可分為行政義務履行確保制度、行政調查制度、行政程序

制度、行政爭訟制度等四項。 

惟行政指導因具有任意性，故不涉行政義務履行確保問

題，行政調查制度已說明如前，又鑑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

討論主管機關之行政管理作為，且行政爭訟涉及人民之救

濟權利，學界已有諸多論述333，此不予贅論，僅就相關程

序規定及效用確保措施等進行討論，合先敘明。 

（（（（一一一一））））制制制制度設計度設計度設計度設計之之之之考量因素考量因素考量因素考量因素 

1、、、、外國立外國立外國立外國立法例之法例之法例之法例之參酌參酌參酌參酌 

考各國立法例，僅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已於《《《《特定電郵法特定電郵法特定電郵法特定電郵法》》》》明定濫

發商業電郵事件之行政指導制度，惟日本國《行政

手續法》中已就行政指導事項設有通則性規定，其

                                                 
333 目前普遍認為若該指導事實上造成損害效果，將被視為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得提起撤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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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商業電郵事務之專法《特定電郵法》第 12條復

規定主管機關總務大臣之行政指導權限，則兩法之

規定應屬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按大陸法系之法律

適用論，若《特定電郵法》有規定不足之處，《行政

手續法》仍應補充適用之。 

觀察《特定電郵法》之行政指導規定可發現，該法

之行政指導對象限於特定法人團體（通訊事業協

會），指導內容則僅限就防止特定電子郵件受發信障

礙之業務為之，然此規定並無礙於主管機關對其他

對象施以不同內容之行政指導，日本行政實務亦認

為，即使是法規外之行政指導，若其指導內容未違

反法令且非採取實際上具規制效果之手段，則仍受

允許334，此從行政指導之靈活性及前述法律保留否

定說之立場，亦當為同一解釋。 

我國就商商商商業電子郵件管業電子郵件管業電子郵件管業電子郵件管理理理理事事事事務務務務確應採用行政指導此

一制度，然不不不不宜侷限宜侷限宜侷限宜侷限其其其其指導指導指導指導對對對對象象象象與與與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且目前行

政程序法中已有行政指導制度之設，是否有必要在

商業電子郵件之專門規範另行明定，仍有待商榷，

故日本《特定電郵法》之行政指導規定有無繼受必

要，本文暫持保留意見。 

2、、、、《《《《條例條例條例條例》》》》草草草草案案案案內內內內容之分容之分容之分容之分析析析析 

我國目前《條例》草案於第 6 條規定「主管機關得

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施，防止濫發

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其內容究係何種行政行為

                                                 
334 見學者陳春生氏之說明，引自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下），元照，2006年 10月。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究 

 

 第 338頁 

形式之依據，由於「促使」依文義解釋其概念較為

寬廣，無法明顯界定，故尚有疑義；惟如前所述，

若解為行政指導之明文，或有重複規定、疊床架屋

之譏，且為維持行政機關採取行政作為之靈活性，

似不宜輕易率斷，其模糊性如何解釋，有待日後發

展。 

3、、、、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之之之弊端弊端弊端弊端 

據學者分析日本國內行政指導制度發現，該行政行

為形式存在諸如行政責任不行政責任不行政責任不行政責任不明明明明確確確確、、、、法治主義法治主義法治主義法治主義空洞化空洞化空洞化空洞化

及及及及權利權利權利權利救濟救濟救濟救濟手段之不備手段之不備手段之不備手段之不備等缺陷與不足335，其當係肇

因於行政指導之存否、內容及實施機關不明確、利

用行政權限強制人民服從336，以及行政指導不易以

爭訟手段審查等缺失。 

以上所列各項弊端，於主管機關對業者施以行政指

導時，均有發生之可能，尤其電信事業電信事業電信事業電信事業之管制涉及

諸多專專專專業性與業性與業性與業性與技術技術技術技術性性性性之判斷，加以行政指導內容之

豐富多樣性，在監理實務上如何避免採用行政指導

時出現缺失，以減低上開問題所造成之不良影響，

將於後文中提出研究建議供參考。 

（（（（二二二二））））具具具具體體體體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經考量上開各項因素後，吾人採納權威學者就行政指

導之改善檢討意見337，並另行斟酌商業電子郵件之特

                                                 
335 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97。 
336 此於規制性行政指導之情形特別嚴重，依上文分析，我國若不採規制性行政指導，則可減輕此一問題之嚴重性。 
337 詳見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新學林，2000年 12月，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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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謹就商業電郵監理事務之行政指導制度，提出未

來可行之相關行政作為建議如下。 

須說明者，所列之各點建議，由於我國不採規制性行

政指導，故依前述法律保留否定說及維持行政指導機

敏性之立場，日後宜以行政規則之方式設立作業標

準，並以適當途徑使各業者知悉，目前可考量以「須

知」或「應行注意事項」等作業性行政規則作業性行政規則作業性行政規則作業性行政規則338之形式

為之，此類行政規則雖不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但

因具有對內效力，可規範實際進行指導之行政人員。 

1、、、、強化強化強化強化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程序之程序之程序之程序建建建建制制制制 

為求透過適當程序確保行政指導之合法性及妥當

性，本文認首要之務應強化行政指導之程序建制，

此主要指事前程序之規範，包括事前事前事前事前給給給給予予予予被指導被指導被指導被指導者者者者

陳陳陳陳述意見之機述意見之機述意見之機述意見之機會會會會，，，，以及於指導前先行擬定計畫或諮諮諮諮

詢詢詢詢利利利利害害害害關係人關係人關係人關係人、、、、學學學學者者者者專家專家專家專家或公正人或公正人或公正人或公正人士士士士之意見之意見之意見之意見，，，，以保

障民主正當性。 

另，就業者過濾過濾過濾過濾防制防制防制防制技術技術技術技術項目之項目之項目之項目之考核考核考核考核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指導指導指導指導對對對對

象名象名象名象名單單單單（（（（業者業者業者業者））））之之之之整理整理整理整理、、、、指導內指導內指導內指導內容容容容（（（（防制防制防制防制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之之之之

研定等研定等研定等研定等，均應擬定指導前之相關作業程序；此外，

鑑於防制垃圾郵件應採「「「「聯聯聯聯防防防防」」」」之作業概念，因此，

施以指導前應邀請業者開會協商，透過事前之事前之事前之事前之充充充充分分分分

討論溝討論溝討論溝討論溝通程序通程序通程序通程序，達成資訊交流及技術共享之目標，

以確保後續行政指導內容之可行性。 

2、、、、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要之要之要之要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338 第一類行政規則，見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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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日後對業者之行政指導內容及權責符合明確性

之要求，行政指導程序應透過要式性加以落實。我

國行政程序法第 167條即規定：「「「「行政機關對相對人

為行政指導時，應明示行政指導之目的、內容、及

負責指導者等事項。前項明示，得以書面、言詞或

其他方式為之。如相對人請求交付文書時，除行政

上有特別困難外，應以書面為之。」除須以書面為

之外，尚須表明目的、內容及指導機關。 

明示指導之目的、內容、指導機關雖可有效落實行

政責任，然具體而言，就商業電郵監理事務而言，

除應以書面將上開事項具體表示外，本文認尚得在

實實實實務務務務「「「「可行範可行範可行範可行範圍內圍內圍內圍內」」」」，考慮將該指導內容（防制、過

濾或技術開發等要求）之具體實益，提供研究機構

之影響評估報告影響評估報告影響評估報告影響評估報告作為附件，供業者參考，以補強指

導內容之正當性，此係基於商商商商業電郵管制之業電郵管制之業電郵管制之業電郵管制之技術技術技術技術性性性性

與與與與專專專專業性業性業性業性使然。 

3、、、、指導內指導內指導內指導內容之合容之合容之合容之合宜控宜控宜控宜控制制制制 

行政指導雖具有任意、無拘束力之特性，然行政指

導由於容易產生私下妥協之情形，為使主管機關不

至於踰越干預保留、維護人民權益之界線，指導內

容應給予合宜之適度控制，此包括應力求指導標準指導標準指導標準指導標準

客觀化客觀化客觀化客觀化、、、、公公公公開指導內開指導內開指導內開指導內容容容容以確保行政透明化，，，，並應建

立內部監督內部監督內部監督內部監督手段手段手段手段，確保其內容之正當與妥適。 

4、、、、公公公公布布布布配合業者之配合業者之配合業者之配合業者之名名名名單單單單 

前已論及我國並不適於採行日本規制性行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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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鑑於行政指導之任意性似無法擔保此一行政行

為形式之實效，為處理此一難題，研究小組經分析

日本規制性行政指導中各種實效擔保手段後，從最

輕微之「公布不服從指導者名單」著眼，亟思解決

之道。 

由於公布不配合業者名單將造成其商譽受損，此一

事實行為既實際上侵害相對人之權益，有被擬制成

行政處分之可能性，屆時恐徒生主管機關行政救濟

或國賠之訟累。 

綜合考量利弊優缺後，反面思考改以「公布配合指

導之業者名單」為最終方案，此制乃依公布服從行

政指導業者之方式，透過形成形成形成形成網網網網民正面民正面民正面民正面評價評價評價評價之消消消消費費費費

者公者公者公者公論論論論，作為實效確保手段，由於對其服務形象有

提升效果，將可提高業者服從之意願及積極性，且

其最大優點乃無無無無侵害侵害侵害侵害不不不不服從服從服從服從業者權益之業者權益之業者權益之業者權益之虞虞虞虞，確實可

採。至於此種公告性質由於乃主管機關所為不以產

生特定法律效果而以生事實效果為目的之資訊提供

行為，應屬事實行為，併予說明。 

此制於目前行政實目前行政實目前行政實目前行政實務務務務上採用亦上採用亦上採用亦上採用亦甚甚甚甚為為為為普遍普遍普遍普遍，如各種優

良廠商之評鑑即為其適例，相關主管機關將符合評

鑑標準之廠商予以公告，對其商譽有相當之助益，

因此廠商對評鑑事項均高度配合，至於實際運用

時，為避免配合業者經公布後反被濫發者對其系統

進行攻擊之可能性，亦得於事前徵詢其意見，再由

主管機關衡酌決定公布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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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政策規政策規政策規政策規劃劃劃劃之之之之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即便有優良之制度設計，然日後主管機關對各業者之

行政指導，政策上究應採取何種面向，除技術開發外，

本文建議可敦促業者積極採取「「「「自律性作為自律性作為自律性作為自律性作為」」」」，以輔佐

主管機關達成管制濫發行為之行政目的，特別是透過

「營業規章」、「訊務互連協商」等自律機制落實信件

減量之目的，並在國際防制實務面擴大參與範圍，爰

併予說明。 

1、、、、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業者業者業者業者透過透過透過透過營業規章營業規章營業規章營業規章、、、、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契約進行契約進行契約進行契約進行聯聯聯聯防防防防 

IAP（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者）之營業規章為其事業

內容及服務條件之所繫，而其定型化服務契約339則

用以規範與用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故主管機關就

其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之內容為行政指導確有必

要。本文認應建議業者將必必必必要之防制事項或郵件要之防制事項或郵件要之防制事項或郵件要之防制事項或郵件過過過過

濾濾濾濾管管管管理理理理納為營業規章之具體內容，並依此訂定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契約之定契約之定契約之定契約之定型化型化型化型化條款條款條款條款340。 

業者之營業規章乃主管機關為行業管理之核心，若

能靈活運用各種行政措施，在依法行政原則範圍內

適當調整業者營業規章之內容，當可從營運管理層

面達成特定行政目的。 

就行政指導而言，由於營業規章營業規章營業規章營業規章作為業者之營運準

據，而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契約契約契約契約為業者與其用戶間之權義規範，因

                                                 
339 按《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50 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服務契約應載明營業規章所定事項。 
340 至若主管機關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之規定公告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由於具有規制效力，則已屬法規命令，與行政指導之任意性質有別，詳見前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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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其用戶具有拘束力，透過此兩者之搭配，業者

可獲得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將可有效約束用戶之

濫發行為，若能對前前前前十十十十大業者大業者大業者大業者個別341施以行政指

導，則可收「「「「集集集集體體體體聯聯聯聯防防防防」」」」之加成效果。 

惟此處須附帶論及者，乃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者之

營業規章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15條之

規定，須報主管機關「備查」，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服

務契約範本尚須經主管機關「核定」，並不得有損害

消費者權益或顯失公平情事，其有違反者，電信法

第 63342至 67等條並定有相關罰則予以規範。 

然嚴格而論，上上上上開開開開規定並非行政規定並非行政規定並非行政規定並非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法律效果之法律效果之法律效果之法律效果，

不可與行政不可與行政不可與行政不可與行政指導混指導混指導混指導混為一為一為一為一談談談談，學者亦指出，拒絕指導

之相對人，依法本應承受之制裁或其他不利益，自

不因「拒絕指導」而得「免除」，業者受處罰之業者受處罰之業者受處罰之業者受處罰之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係違係違係違係違反反反反相關法律規定相關法律規定相關法律規定相關法律規定，，，，而而而而非非非非拒絕拒絕拒絕拒絕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343，換言

之，若係主管機關建議個別業者配合法規陳報其營

業規章，經施以行政指導而業者不從者，其後續作

成之裁罰性行政處分乃另有法規依據，兩者應詳予

區辨。 

此外，目前電信事業之電信事業之電信事業之電信事業之納納納納管範管範管範管範圍圍圍圍尚有模糊空間，若

主管機關欲積極有效管理，日後須就此事須謹慎處

理，考慮是否將本質屬 ISP（網際網路服務業者）之

ESP（電子郵件服務業者）納為第二類電信事業344之

                                                 
341 鑑於目前行政指導僅能針對特定人為之，若以公告服務契約範本之方式進行，恐有不符行政指導之嫌，此種型態應歸類於事實行為，詳見後文說明。 
342 惟電信法第 63、64條均以「違反管理規則」作為處罰條件，解釋上失之空泛，似有疑義。 
343 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2004年，P.631。 
344 依本會目前推動之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已無第一類與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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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此為本文附帶之立法建議。 

2、、、、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業者業者業者業者針針針針對對對對「「「「訊務互連訊務互連訊務互連訊務互連」」」」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協協協協調調調調 

由於整體網際網路係透過多數網域連接，並在實體

電路互通之基礎上以各段 IP range進行訊務互連，故

宜建議業者積極主動與其他國內外業者就訊務互連

事項進行雙方或多方間之協調，針對聯聯聯聯合防合防合防合防堵堵堵堵、、、、過過過過

濾垃圾濾垃圾濾垃圾濾垃圾郵件郵件郵件郵件，以及如何建立建立建立建立相相相相互間互間互間互間之之之之支援支援支援支援、、、、回回回回應應應應、、、、

通通通通報及技術溝報及技術溝報及技術溝報及技術溝通機制通機制通機制通機制，若能以適當之方案應用於多

數不同網段之業者，當可透過國際國際國際國際防制實防制實防制實防制實務務務務上之相上之相上之相上之相

互互互互合作合作合作合作，收「「「「集集集集體體體體聯聯聯聯防防防防」」」」效果。 

為促使業者積極作為，主管機關似亦可不定時公布

各業者之垃圾郵件比例，並作成名次排行，供消費

者參考。 

（（（（三三三三））））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1、、、、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機之機之機之機敏敏敏敏性性性性 

行政指導基於其手段上靈活、權變之特性，加以指

導內容可由主管機關賦予豐富樣貌，向為日本行政

實務所喜用，我國行政程序法繼受此一制度後，亦

已成為我國制度化之行政行為形式，隨著學界之引

介，行政指導之理論與實務亦不斷發展。 

2、、、、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足指導足指導足指導足資採行資採行資採行資採行 

分析行政指導之特性後，若電子郵件監理之主管機

關欲在目前缺乏法規依據之現況下管制濫發商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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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郵件行為，行政指導此一行政行為形式不啻為極

佳選擇，且其對象可及於業者、濫發者，然行政指

導並非全無弊端，欲適用於商業電郵管制事務，仍

有改善與細緻化之空間。 

3、、、、規制性行政規制性行政規制性行政規制性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繼繼繼繼受之困難受之困難受之困難受之困難 

日本雖有規制性行政指導之類型，然依我國行政程

序法觀察，並斟酌法治文化及民情，為確保「依法

行政」原則之貫徹，國內應無引進該指導類型之可

能性，則應如何兼顧行政指導此制度之實效性頗費

思量。 

4、、、、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行政指導在行政管理機制上雖有其獨到之處，然若

過度依賴行政指導，亦有陷入「行政便宜主義」且

破壞「依法行政原理」之虞345，本文之相關研究建

議即係秉此意旨，提出相關建議如下，希透過適宜

之制度設計，除能有效確保其實效性外，並避免行

政指導逸脫於法治國思想之外，從而鞏固法律保留

對於行政指導之拘束力。 

（（（（1））））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指導指導指導指導程序與程序與程序與程序與內內內內容之適容之適容之適容之適度度度度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主管機關應透過適當之程序規範及要式性，以

確保行政指導內容之合理性與適當性，尤應強

化事前行政程序之建制，以商業電子郵件之管

制而言，在不就「條例」草案作過大變動並維

                                                 
345 劉宗德，試論日本之行政指導，政大法學評論 40期，1989年，P.85。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究 

 

 第 346頁 

持低度管理原則之前提下，主管機關似可就施

以行政指導之程序，於行政規則中明確規範，

俾促進行政之透明化、公正化，然應「適度」

為之，避免過於僵化而失卻靈活應用、通權達

變之效。 

（（（（2））））公公公公布布布布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業者之業者之業者之業者名名名名單單單單 

為確保行政指導之實效，可透過公布配合者名

單之方式提高業者之合作意願，此在行政實務

上有他例可循，亦不致有侵害業者權益之虞，

應屬可行。 

（（（（3））））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業者業者業者業者透過透過透過透過營業規章營業規章營業規章營業規章、、、、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契約進行契約進行契約進行契約進行聯聯聯聯防防防防 

營業規章與服務契約為業者提供服務之基礎規

範，若能對其內容施以行政指導，當可收事半

功倍之效，惟應注意與電信法關於營業規章之

相關規範及效果加以區辨，日後亦應一併檢討

電子郵件服務業者納管之可能性。 

（（（（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業者業者業者業者針針針針對對對對「「「「訊務互連訊務互連訊務互連訊務互連」」」」積極積極積極積極協協協協調調調調 

為抑制垃圾郵件數量，透過國內外各業者聯合

防堵、阻絕，應屬確實可行之技術方案，宜建

議業者積極互相協調，且為提高其「自律性作

為」之意願，似亦可依公布業者垃圾郵件之比

例確保實效。 

五五五五、、、、事事事事實行為實行為實行為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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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主義從警察國到福利國思想之變遷，實肇因於現今行

政事務之多樣性與專業性，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涉及電信

事業之監理，主管機關如何因應技術研發與國際合作之發

展，促使業者採用各種前瞻措施以積極防堵、過濾垃圾郵

件，將實質影響制度良窳及政策之成敗，而主管機關目前

行政措施除傳統之行政處分、行政契約、行政命令及行政

指導等制度化行政行為形式外，據吾人觀察，多數作為均

落入事實行為之射程範圍。 

本研究關於目前行政管理機制之討論集中在行政程序法已

明定之制度化行政行為形式，已見前開說明，然鑑於國家

職能大幅擴張，尚未制度化之事實行為於行政實務之角色

漸形重要，為貫徹「依法行政」，行政主體所為之事實行為

亦須合法，已不容置疑，目前我國主管機關已經規劃之監

理事項中，已有為數不少之事實行為，行政機關除應自我

期許在日後採用事實行為此一形式時如何確保其合法性

外，尚應搭配行政指導或其他已制度化之行政行為形式，

以佐成效。另就日本立法例觀察，於專法中明定主管機關

之作為義務，亦頗有可採之處，似應審慎考量。 

叁叁叁叁、、、、行政法律制度之檢討與建議行政法律制度之檢討與建議行政法律制度之檢討與建議行政法律制度之檢討與建議 

一一一一、、、、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 

（（（（一一一一））））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行政調查中中中中之個之個之個之個別別別別調查制調查制調查制調查制度度度度目前無法採行目前無法採行目前無法採行目前無法採行。。。。 

目前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未通過之

情形下，主管機關並無法據以認定濫發商業電郵之行

為違法，更遑論有法律上之正當理由而行政調查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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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此外，依據電信法 52 或 55 條之規定，若欲以行

政調查管制目前電子郵件濫發之現況，因電子郵件之

服務提供，並非目前主管機關依法公告電信事業之營

業項目，故恐遭遇法規授權不足，而不得要求業者提

出所保存關於電子郵件服務相關資料之情形。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積極積極積極積極採行一採行一採行一採行一般般般般調查措施調查措施調查措施調查措施 

由於一般調查得僅基於組織法之職權規定而為，故現

階段，主管機關得積極採行一般調查之行為，內容包

括：一、進行垃圾郵件之濫發源反查作業。二、召集

業者並要求其協助提供過濾垃圾郵件之相關資訊。

三、建立 SPAM DB之資料庫，針對郵件濫發之種類，

進行更進一步之蒐羅、調查與分類，以俾利我國防制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整體環境建置。 

二二二二、、、、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 

（（（（一一一一））））目前電信法之下目前電信法之下目前電信法之下目前電信法之下，，，，行政罰制行政罰制行政罰制行政罰制度度度度無法採行無法採行無法採行無法採行 

電信法中與管制濫發商業電郵較有關係者為：一、電

信法第 67 條：當電信事業被主管機關依據電信法 52

或 55條要求進行行政調查時，電信事業不配合辦理提

出相關事證時，主管機關據以裁罰。二、電信法 63條：

針對第一類電信事業兼營電子郵件服務業者，其營業

規章未載明適切處理濫發電郵事件，或載明後不執行

該等事宜。三、電信法第 64條 2項：第二類電信事業

中兼營電子郵件服務業者，不於其營業規章，依主管

機關之要求，訂定相關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措施。上述

三種可能性，因為電子郵件服務並非屬於電信事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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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項目，故目前對於電信事業兼營之電子郵件服

務，若其對於郵件用戶之管理並未妥適，主管機關仍

無法依據上述之規定對之為行政罰。 

（（（（二二二二））））立立立立法法法法設計設計設計設計上上上上，，，，行政法律制行政法律制行政法律制行政法律制度度度度採用之思採用之思採用之思採用之思考考考考：：：： 

依據前文，可知現有之電信管制架構對於商業電子郵

件之濫發，並無法有效予以管制，進一步應檢討者，

應為我國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制條例》之立法中，

是否應有行政管制作為之立法設計。 

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防制實務上，是否能取得濫發

行為之相關資料，為管制有效與否的關鍵，行政管制

最大的優點在於效率較開啟民、刑事訴訟程序為高，

且舉證責任的要求較刑事訴訟程序為低，進一步，我

們應該檢視前述行政管制的優點是不是能夠在實際狀

況下被落實。 

若行政機關因收信人之檢舉而開啟行政調查行為，首

先勢必依該收信人提供之垃圾郵件進行反查作業，依

據反查之結果判定某行為人涉嫌違反行政特別法之規

定而予以處罰，然而，依據反查資料所為之判定，從

日本實務觀察約有 96﹪之發信人身分之相關資料係被

偽造，我國亦不至於相差太多，故行政機關若欲藉助

上述反查資料而據以裁罰，恐怕遭遇證據不充分或錯

誤而導致行政效能無法發揮之情形，並且也未能達成

行政管制的立法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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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前述行政管制之目的無法達成，而濫發商業電

子郵件之違法情狀346，基於刑法謙抑的思想，並不需

要以刑罰制裁，故本研究仍贊同行政院版對於《濫發

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之立法定位，係一民事特別

法，其意義係在私法自治的法理下，受害的個人得因

其受損害之程度，衡酌其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向侵權

人請求損害賠償。又為完備受害人提起民事訴訟之機

制，除《條例》草案中訂有團體訴訟之機制外，本研

究並建議「團訟機構得向業者請求開示資料」之立法

設計而為輔助。 

肆肆肆肆、、、、法律規制手段整合之要求法律規制手段整合之要求法律規制手段整合之要求法律規制手段整合之要求 

    一一一一、、、、不不不不宜宜宜宜採用刑罰與行政罰採用刑罰與行政罰採用刑罰與行政罰採用刑罰與行政罰 

觀察目前各國立法例及諸立法委員版本內容，有採取單一

規制手段，亦有兼採多種規制手段者，然我國是否應整合

各式法律效果，應考量制度成效及主管機關行政資源後，

再行決定立法政策取向。 

基於刑法之最後手段性，對濫發行為不應依刑罰制裁，另

依前開分析，基於我國網路管理係採「「「「低度低度低度低度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政策，

並衡酌行政資源限制，爰行政權宜謹守中立，不過度干預

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故行政罰亦不採，僅有「條例」

草案之民事損害賠償效果。 

二二二二、、、、民事民事民事民事賠償賠償賠償賠償為主為主為主為主搭搭搭搭配適配適配適配適度度度度之行政管之行政管之行政管之行政管理理理理 

惟目前雖已有「條例」作為規範商業電郵發送行為之專法，

                                                 
346 但針對嚴重之濫發情形，並非此處所謂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一般之違法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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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濫發事件之特性觀察，仍應由主管機關透過相關行政 

措施對業者進行管理，促使其在電郵發送或接收之管制事

務上，得以積極發揮防堵、過濾角色之功能，尤應適度透

過行政管理手段，促使其採用有效之各種過濾、阻絕及國

際合作機制，以有效達成防制目標。 

三三三三、、、、商商商商業電郵業電郵業電郵業電郵內內內內容依其他法律規範容依其他法律規範容依其他法律規範容依其他法律規範 

「條例」僅管制不當之商業電郵傳輸行為，若內容涉及違

法，甚或發送手段觸犯刑法規定，仍應透過其他相關法律

加以規範，如公平法、藥事法、兒少法、刑法妨害電腦使

用罪章等規定均屬之。 

四四四四、、、、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普普普普通規定仍應通規定仍應通規定仍應通規定仍應補補補補充充充充適用適用適用適用 

限於規範架構與避免與其他法律產生重複規定之情況，「條

例」無法鉅細靡遺規範一切相關事項，除「條例」有意以

特別規定取代其他法規之普通規定之情形外，若「條例」

之構成要件、法律效果及相關訴訟程序之規定有不足之

處，仍應由其他法律補充適用，例如民法侵權行為以及民

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等均為其適例。 

綜上論結，本研究雖建議以民事侵權賠償效果為主，不採刑事

制裁及行政罰，然評估實際運作情形，仍應透過整合各相關規範之

規制效果，佐以各種行政行為形式，以達立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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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將來立法將來立法將來立法將來立法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依前文分析各種行政行為形式所得結論，目前主管機關之行政

管制依據除行政指導外，確有不足之處，而現有各種法律規制手段

及法律制度在適用上亦力有未逮，故為規範日益增加之濫發行為，

實有立法加以管制之必要。 

規範制定，首須明辨目前國內各種相關法令及制度設計，分析

其適用體系，其次，應進一步探究各個主體間之相應法律關係，在

建構濫發商業電郵事件之既有規範體系及明瞭其法律關係後，則應

根據前文分析外國立法例及國內各草案版本之結論，整理重要之規

範要素，方法論上，則應規劃適宜之立法裁量流程，以利進行法制

繼受及條文設計作業。 

參照上述原則，以下爰分就規範體系、法律關係、立法設計思

維流程等項次進行論述，最終並以本會立場針對法案提出增修建

議。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規範體系規範體系規範體系規範體系 

綜合前述章節有關商業電子郵件發送之特性，本文於此擬按照

商業電子郵件之「傳遞流程」，分析從發送到接收以迄損害發生等階

段，我國有無現行可資適用之規範，以及相關法令與《條例》草案

之關聯，透過建立《條例》草案與其他法律規範之體系架構，作為

進一步立法定制之參考，具體而言，一封商業電子郵件之傳遞過程

約略可分為發送前階行為、行為規範、電子郵件到達、損害發生、

調查事證與訴訟等五大階段，目前除發送行為階段尚無相關規範

外，其他階段均有相關法令可據，爰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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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電子郵件傳遞流程圖商業電子郵件傳遞流程圖商業電子郵件傳遞流程圖商業電子郵件傳遞流程圖◎◎◎◎ 

 

      

一一一一、、、、前階行為階段前階行為階段前階行為階段前階行為階段 

濫發者之前階行為階段，主要涉及電子郵件地址收集、字

典式攻擊或相關軟體之開發撰寫，若欲加以規範，與其他

法律之關係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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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電子郵件地電子郵件地電子郵件地電子郵件地址址址址蒐集蒐集蒐集蒐集 

    電子郵件地址是否屬目前《個資法》所規定之個人資

料，若涉及蒐集或利用行為是否應受該法規範，仍有

疑義，學界亦見解紛紜，《個資法》現雖已由法務部提

出修正草案，然由於該法案尚未通過，亦無相關函示

認電子郵件屬個人資料，故現仍無明確之管制依據。 

查法務部之修正草案內容，雖於第二條第一款就個人

資料之範圍增列「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者，

亦屬個人資料，法務部代表於相關會議中347就此曾表

示 EMAIL 地址由於可「間接識別」，故屬於個人資料

之範圍，若採此解釋，則其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將

因違反個資法而產生民事損害賠償效果、並有刑事制

裁之明文，若意圖營利尚得加重處罰，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亦得科處行政罰348，然此乃修正法案內容，若從

現行法觀察，仍難以認定電子郵件地址屬個人資料。 

鑑於本《條例》草案規範之對象具有特殊性質，且個

資法草案短期之內有無通過可能，尚未可知，為掌握

規範之主動性，避免處於被動，因此宜於本法中加以

規範；惟日後若個資法修法通過，且將 EMAIL地址納

為個人資料範圍，此時因《條例》草案僅規範連帶損

害賠償效果，即可能與通過之個資法新法產生法律競

合之情形，屆時基於本法具特別法之性質，就「民事

損害賠償部分」應優先於普通法而適用，刑事與行政

罰則適用個資法新法，並無扞格之處。 

                                                 
347 經濟部商業司於 2007年 7月 27日舉辦之「2007年電子商務法令講習」。 
348 以上法律效果分別規定於修正草案第 28、29、40、46、47等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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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字典字典字典字典式式式式攻擊攻擊攻擊攻擊或或或或專專專專用用用用軟軟軟軟體體體體 

    民國 92年刑法新增妨害電腦使用罪章，就相關電腦犯

罪予以入罪化，若濫發者因施用字典式攻擊實際上干

擾業者之電腦設備，除依條例草案應加重其損害賠償

責任外，將可能觸犯刑法第 360 條干擾他人電腦罪，

另，專用之濫發軟體、程式是否可認定為「專供犯本

章之罪之電腦程式」，尚待實務發展，依上開分析，民

事賠償、刑事處罰兩者可併行，並無疑義。 

二二二二、、、、行為規範行為規範行為規範行為規範 

        此部分之內容，乃首次繼受外國立法例之結果，未與其他

法律重疊，然若其內容涉及違法情事，自應受其他法律規

範之，如公平法、兒少法、藥事法、刑法等，自不待言。 

三三三三、、、、電子郵件到電子郵件到電子郵件到電子郵件到達達達達 

    大多數電子郵件發送時，均先到達業者之伺服器，再傳送

至個別收信人之信箱，因此，若業者能採取適度之過濾、

防堵機制，甚至賦予其中斷來信者訊務之權利，將有利於

電子郵件之管制；故此一階段涉及主管機關為行政管理之

依據，主要為各電信法規，以及業者中斷特定訊務之權利。 

四四四四、、、、損害損害損害損害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當垃圾郵件未經業者過濾而送至收信人信箱時，此時應探

討其權利受損所造成之民事損害賠償（財產上或非財產上

損害），及相關主體（如廣告主）之連帶責任、損害賠償額

擬制及加重規定，乃民法侵權行為之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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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調查事證調查事證調查事證調查事證、、、、訴訟程序訴訟程序訴訟程序訴訟程序 

此階段涉及收信人如何請求損害賠償之機制設計，鑑於商

業電子郵件之特殊性，目前立法例上可考慮者包括業者開

示相關資料及團體訴訟相關制度，前者涉及與個資法之競

合，後者則應屬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349。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法律關係法律關係法律關係法律關係 

濫發商業電子事件，按目前之制度規劃，共有五大法律關係主

體，包括主管機關、發信人、收信人、團體訴訟機關與業者，其中

收信人或發信人均包括企業或個人，主管機關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團體訴訟機構則指經收信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之財團法人或公益

社團法人，業者主要指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350，以上五個關係主體

依下列圖示，共可整理出十組法律關係，鑑於公私法關係之分涉及

是否得適用行政救濟程序，較具區別實益，限於篇幅，以下僅分就

公法與私法關係論述之。 

 

 

 

 

 

                                                 
349 法律適用論上，民事訴訟法針對多數當事人案件，尚設有選定當事人、公告曉示等制度，允宜善加利用，以謀當事人救濟之便利。 
350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尚涉及 IAP 等其他相關之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然仍以 ESP 較具關鍵性，目前多數 IAP 亦常兼營 ESP 業務，基於撰文分析之便利，避免論述過於龐雜，僅以

ESP為探討對象，至於其他服務提供者，本文相關章節多已言及，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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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示意圖法律關係示意圖法律關係示意圖法律關係示意圖◎◎◎◎ 

 

 

壹壹壹壹、、、、公法關係公法關係公法關係公法關係 

公法關係依權威學者見解，常以因應實務需求、訴訟類型分工

或法院管轄必要351為其判準，若按法規屬性說判斷，則商業電子郵

件之主管機關與「業者」間之行政管理作為，依前揭行政行為形式

分析之章節，應屬公法關係，詳見前文分析，此處略之；其次，主

管機關與團體訴訟機構間亦有探究是否成立行政契約或授益處分

（補助行政）之可能性，不無成立公法關係之餘地。故依上開圖示，

                                                 
351 劉宗德，行政法講座（上）－行政法學方法論，日新第三期，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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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與「「「「業者業者業者業者」」」」或與「「「「團體訴訟機關團體訴訟機關團體訴訟機關團體訴訟機關」」」」間均有成立公法關係之

可能。 

此外，主管機關與「收信人」或「濫發者」間若有施以行政指

導之可能性，亦屬公法關係，其他行政管制作為依目前「低度管理

原則」之立場不宜採用，略之。 

貳貳貳貳、、、、私法關係私法關係私法關係私法關係 

    圖示五大法律關係主體間，除前開屬於公法關係者外，概屬私

法關係，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收收收收信人與濫發者信人與濫發者信人與濫發者信人與濫發者：民事侵權行為（法律事實）之損害賠償。 

二二二二、、、、收收收收信人與團訟機關信人與團訟機關信人與團訟機關信人與團訟機關： 

（一）委任契約－委託團訟機構處理事務。 

（二）授與訴訟實施權－訴訟擔當，團訟機構乃形式當事人，

收信人為實質當事人。 

三三三三、、、、收收收收信人與業者信人與業者信人與業者信人與業者：依服務契約請求過濾。 

四四四四、、、、濫發者與業者濫發者與業者濫發者與業者濫發者與業者： 

（一）民事損害賠償。 

（二）服務契約之違反。 

五五五五、、、、濫發者與團訟機構濫發者與團訟機構濫發者與團訟機構濫發者與團訟機構：訴訟當事人。 

六六六六、、、、業者與團體訟機構業者與團體訟機構業者與團體訟機構業者與團體訟機構：業者有資料揭示義務，團訟機構有請

求權。 

七七七七、、、、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尚須補充者，若廣告主與濫發者屬不同主體，則兩

者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另業者若分屬 ISP 與 ESP，相互

間應依雙方之民事關係處理或屬企業治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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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項項項項  立法設計思維流程立法設計思維流程立法設計思維流程立法設計思維流程 

分析現有之規範體系架構與法律關係後，即應進行規範內容制

定之法制作業，為求嚴謹，本文擬先透過建構「立法設計之思維流

程」，依一定步驟檢討立法裁量之相關要素，分從基本權調和、行為

規範改良、法律效果抉擇、配套制度設計等項進行論述，提出原行

政院版草案增修之建議方向，俾本會作為自提法案之參考。 

鑑於立法裁量應從憲法基本權保障與公益之權衡、構成要件、

違法效果之設計、相關制度等諸多要項檢討，爰依照基本權檢討、

法律效果抉擇、配套制度建立之順序分析如何進行立法設計，此一

流程之目的則在於「合憲性之說明」並兼顧「本會執法能量」，合先

敘明，謹將流程圖示如下。 

◎◎◎◎立法設計之思維流程立法設計之思維流程立法設計之思維流程立法設計之思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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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基基基基本權之檢本權之檢本權之檢本權之檢討討討討 

一一一一、、、、牽牽牽牽涉基涉基涉基涉基本權之本權之本權之本權之種種種種類類類類 

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行為由於造成收信人、業者之侵擾，

影響其基本權，而予以管制又涉及發信人言論自由之限

制，因此目前學者認針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行為之管制，

所涉較重要之基本權主要包括收信人之隱私權與財產權、

業者之財產權以及發信人商業言論自由之限制，惟各種濫

發技術尚在發展中，侵害型態只能列舉，無法窮盡，日後

尚可能發展出侵害其他基本權之型態，合先敘明。 

（（（（一一一一））））收收收收信人之信人之信人之信人之隱隱隱隱私權與私權與私權與私權與財財財財產產產產權權權權 

隱私權可簡單定義為權利主體私人空間有不受他人干

擾之權利，就濫發商業電郵事件而言，由於垃圾郵件

之寄發未賦予收信人選擇接收與否之權利，且收信人

須耗費額外成本處理，干擾其日常生活及網際空間

（cyberspace）之私密性，因此學者認為垃圾郵件侵害

個人生活不受打擾之隱私權，若涉及不當蒐集電子郵

件地址，由於電子郵件非無解為「個人資料」之可能

性，更嚴重侵害個人之資訊隱私權352。 

隱私權雖非我國憲法明定之基本權，然從釋憲實務觀

察應受肯定，其概念濫觴於大法官第 293 號解釋，首

次肯定隱私權應予保障，其後釋字第 535 號揭示隱私

權受憲法 22條保護之旨，釋字第 585號更強調隱私權

之目的在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

                                                 
352 王郁琦、陳炳全，濫發網際網路廣告信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月旦法學，81 期，2002 年 2月，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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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完整」、「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

個人資訊之自主控制」，受憲法 22條之保護，釋字 603

號進一步肯定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亦

受憲法第 22條之保障，故與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相關之

收信人隱私權及細分之資訊隱私權應受我國憲法保

障，殆無疑義。 

收信人接到商業電郵時，電腦需耗費額外資源處理，

影響其頻寬，甚至需支出額外連線費用及購買過濾軟

體，由於歷來大法官對財產權之解釋寬鬆，可將財產

權解為乃個人對其「整體財產」之處分、用益、支配

而得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收信人所受上開損害，已

使其總財產價值減少，致財產權受損，應無疑義。 

依上開分析，不論基本權第三人效力理論採直接或間

接適用說，收信人均得主張隱私權及財產權不受商業

電郵侵害。 

（（（（二二二二））））業者之業者之業者之業者之財財財財產產產產權權權權 

提供電子郵件服務或網路服務之業者，由於大量之濫

發郵件，影響其伺服器之運作速度，甚或因瞬間鉅量

郵件造成損害，將消耗業者之系統資源，妨害其對設

備所有權之使用權能，亦屬侵害業者之財產權，業者

亦得本其財產權主張不受濫發行為之侵害，分析結論

同上。 

（（（（三三三三））））發信人之發信人之發信人之發信人之商商商商業業業業言言言言論論論論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商業性電子郵件之內容，乃針對商業產品、服務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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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而發，屬商業性言論之範疇，按我國釋憲實務觀察，

釋字 414 號首度肯定商業性言論自由應受保障，隨後

於釋字 577 號更揭明，商業性言論即便乃客觀事實之

陳述，仍應受商業言論自由之保障；惟大法官上開釋

字亦針對商業言論自由，認仍得基於公益之維護予以

限制。 

二二二二、、、、基基基基本權之本權之本權之本權之衝突衝突衝突衝突 

收信人、發信人與業者間基本權之關係，本文試舉歐陸學

者 Asscher Lodewijk 氏於其所著「Regulating Spam」一文

中，從歐陸法系觀點分析 SPAM 事件各種基本權

（Fundamental Rights）關係353之示意圖分析如下。 

 

 

從上開圖示可知，各權利主體既均可主張其基本權，其相

                                                 
353 此一圖示並不涉及基本權高低位階秩序之分，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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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間因而產生基本權衝突（Grundrechtskollision），亦即數

基本權主體所擁有之基本權因互相主張而產生衝突，一方

基本權之實現伴隨他方基本權之壓抑，以商業電子郵件濫

發行為而言，發信人若主張其商業言論自由，則收信人之

隱私權（含資訊隱私權）、財產權及業者之財產權均將受到

影響，業者或收信人若主張其隱私權、財產權，則發信人

之商業言論自由亦將受到影響，至於業者與其用戶間因具

有服務契約規範相互間法律關係，除非業者侵害其秘密通

訊自由，否則兩者間較無基本權衝突問題。 

    從上開分析可知，基本權衝突主要發生在發信人之商業言

論自由與收信人或業者間之隱私權或財產權，人民基本權

若產生衝突，由於基本權具有保護義務功能，國家應採取

積極措施保護之，且依社會契約理論，對各權利主體之保

護禁止不足或過度，亦即三方面之基本權保護必須達致「衡

平」之狀態，此時即進入如何將相衝突之基本權進行權衡

之課題。 

三三三三、、、、基基基基本權之權本權之權本權之權本權之權衡衡衡衡 

（（（（一一一一））））立立立立法者之保法者之保法者之保法者之保護護護護義義義義務務務務 

基本權衝突之權衡一般均適用於具體個案，然國家既

應負起保護人民基本權之義務，而立法權亦為國家高

權之行使，且關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事件由於涉及三

面關係及利益分配，立法者最適合擔任基本權保護之

任務。 

因此，立法者雖有價值判斷之自由，但若能將基本權

之權衡提升至立法裁量之層次，使立法者於行使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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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權時，能透過基本權之權衡把握憲法原則之核心

價值，視侵害之種類與內容作不同程度之保護措施，

將可最有效保障人民權益並避免日後之訟爭性，是「預

防勝於治療」，因此，宜將收信人、發信人與業者之相

互間基本權關係，由立法者調整，此為立立立立法階段之法階段之法階段之法階段之基基基基

本權利權本權利權本權利權本權利權衡衡衡衡，合先敘明。 

（（（（二二二二））））歐陸歐陸歐陸歐陸法法法法系系系系－－－－實實實實踐踐踐踐調調調調和和和和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針對基本權之權衡，歐陸學說嘗提出基本權利之位階

秩序說、具體規定優先適用說354等見解，然以「實踐

調和」原則355，似較易操作，並宜搭配學說所提出之

數標準進行相衝突基本權之權衡，包括基本權利種

類、權利主張之動機目的、雙方手段之暴力或和平屬

性、對基本權侵害之強度範圍356，甚至可將其他相關

要素包括影響時間久暫、雙方政經社地位之強弱等綜

合考量，依事件特性對相衝突基本權作互相調整與讓

步。 

            商商商商業電子郵件之業電子郵件之業電子郵件之業電子郵件之立立立立法管制法管制法管制法管制，若從上述學說分析，商業

電郵之寄送雖屬發信人之商業言論自由，但同時侵害

收信人與業者複數基本權（隱私權、財產權）；另濫發

行為常搭配字典式攻擊、違法個人資料（EMAIL地址）

蒐集等不當手段，依技術實務觀察，除非更換 EMAIL

地址或使用過濾機制否則商業電郵並不易擺脫；且現

今電子郵件作為多數國民對外溝通之媒介往往更甚於

傳統通訊工具，故對收信人基本權之侵害強度及範圍

                                                 
354 李震山，基本權利之衝突，月旦法學，1期，P.61。 
355 法治彬、董保城，中華民國憲法，1998年，P.160以下。 
356 許宗力，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與國庫效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9期，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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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深而為時甚久；此外，據相關研究報告顯示，濫發

者之經濟獲益匪淺，而收信人往往處於弱勢地位。 

    綜上分析，濫發商業電郵侵害侵害侵害侵害多多多多數數數數人之人之人之人之基基基基本權本權本權本權、手段手段手段手段

具具具具備備備備侵侵侵侵略略略略性性性性、對收信人之侵害侵害侵害侵害範範範範圍及強度深圍及強度深圍及強度深圍及強度深遠遠遠遠，若依

「「「「實實實實踐踐踐踐調調調調和和和和」」」」原則，雖不得驟然作成某種基本權「「「「全全全全

有或有或有或有或全全全全無無無無」」」」之規定，然發信人之商業言論自由應作適

度讓步，以調和三方面之權益，應屬中肯之見，故本

文認為，為保護收信人與業者之基本權免於因發信人

之商業言論自由而受侵害，應就限制發信人商業言論

自由之課題進行檢討。 

（（（（三三三三））））英美英美英美英美法法法法系系系系－－－－商商商商業性業性業性業性言言言言論論論論自由之自由之自由之自由之限限限限制與公益制與公益制與公益制與公益 

依前文分析，管制商業電子郵件涉及發信人之商業言

論自由，關於商業性言論自由之限制，美國法上之論

述較豐富，此處爰依「雙軌理論」與「雙階理論」357進

行探討。 

首先，依「雙軌理論」，若立法者欲管制商業電子郵件，

由於係針對言論之「內容」管制，原應採嚴格審查標

準，然再依「言論價值高低」之理論，由於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認商業性言論自由屬低價值言論，且該類型

僅採中度審查標準即可，亦即只須具有「實質政府利

益」即有立法管制之正當性。 

    依前開大法官第 414、577兩號解釋觀察，從原先將商

業性言論視為「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

                                                 
357 詳見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元照出版，民國 88 年，

P.142-147；惟雙階理論亦與歐陸法系關於給付行政之雙階理論混淆，以下另以「言論價值高低」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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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場，轉變為「具有資訊提供、意見形成進而自我

實現」之立場，似有從「言論價值高低」理論之低價

值言論改採個案彈性審查之趨勢。 

然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以繼受

美國法為主，而美美美美國國國國《《《《CAN-SPAM ACT》》》》於立法意旨

中已明白肯定358，管制商業電子郵件具有實實實實質質質質之政之政之政之政府府府府

利益利益利益利益「「「「there is a substantial government interest in 

regulation of commercial electronic mail on a nationwide 

basis」，明顯係採「「「「中中中中度度度度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故於我國立法裁

量上，亦宜採同一立場與檢驗標準，要求手段目的間

有實質關聯359，且政府管制目的係為追求重要、實質

之利益。 

首先，從《條例》之行為規範觀察，由於其禁止或作

為規範搭配相關之法律效果可對濫發行為發揮一定之

管制作用，且規範內容即係針對濫發行為而發，因此，

其管制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實質關聯。 

其次，鑑於濫發行為常進行強迫性之訊息灌輸，侵害

收信人權益甚深，已逸出言論自由之常軌，與大法官

414、577 等號釋字所揭商業言論有「提供資訊」功能

之旨未符，且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可促進電子商務環

境之健全發展、增進網路環境之優化、引導通訊傳播

媒介工具之正常使用發展，亦符合「公益」要求，因

之，不論基於收信人或業者之基本權保障或公益，政

                                                 
358 試錄原文如下：「Sec.2 (b) CONGRESSIONAL DETERMINATION OF PUBLIC POLICY- On 

the basis of the findings in subsection (a), the Congress determines that--(1) there is a substantial 
government interest in regulation of commercial electronic mail on a nationwide basis;…..」 

359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77號解釋亦強調手段目的間具備實質關聯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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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對之進行管制應具有重要、實質之利益。 

因此，從利益權衡角度，並考量前開實踐調和原則之

各項判斷結論，應降低對濫發者商業言論自由之保

護，可依法律管制之，本文據而肯定透過立法管制商

業電子郵件之正當性。 

（（（（四四四四））））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縱上論結，鑑於基本權利之「針對國家性」，國家行為

應受基本權利拘束，立法亦屬國家權力行使，於進行

商業電子郵件管制之立法裁量時，因收信人、業者與

發信人間基本權產生衝突，故應透過「實踐調和」原

則，規整個別之權益關係，商業性言論自由相較之下，

即應作適度讓步，故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行為自得以

法律限制之。 

貳貳貳貳、、、、行為規範之行為規範之行為規範之行為規範之改良改良改良改良 

據前開分析，既已論證依法限制商業電郵濫發行為於基本權保

障之正當性，為對濫發行為予以適度限制，即應斟酌、考量以下因

素決定限制之對象及其行為規範。 

由於目前行為規範內容仍以行政院版草案為主，前已依頗多篇

幅論述，此僅分析其不足之處及如何改良其立法設計，毋庸全部檢

討，以省煩贅，合先敘明。 

一一一一、、、、應應應應加加加加強強強強前階行為管制前階行為管制前階行為管制前階行為管制 

原《條例》草案並未針對前階行為加以管制，然發送信件

前各種準備行為包括電子郵件地址蒐集、工具軟體程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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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撰寫，以及透過亂數演算法進行字典攻擊等行為，均

應納入規範，以補罅漏。 

二二二二、、、、選選選選擇退出擇退出擇退出擇退出機制應予機制應予機制應予機制應予改良改良改良改良 

    原《條例》草案採各國多數立法例，以選擇退出機制

（OPT-OUT）作為收信人拒絕繼續收信之回傳方式，然此

設計雖可兼顧電子商務發展與發信人之商業言論自由，然

有認定退出意思到達時點之疑義，難免產生規範漏洞，宜

在維持 OPT-OUT機制之前提下，適度改良。 

三三三三、、、、應應應應降降降降低消低消低消低消費者之費者之費者之費者之回傳回傳回傳回傳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目前草案並未規範發信人應提供何種形式之回傳機制，若

發信人提供之回傳機制須耗費收信人之成本，則於郵件數

量及種類眾多之情形下，不無加重收信人成本負擔之可

能，應加以規範，使發信人提供免費之回傳方式。 

叁叁叁叁、、、、法律效果之法律效果之法律效果之法律效果之抉擇抉擇抉擇抉擇（（（（規範規範規範規範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當發信人違反行為規範時，應採取如何之法律效果，宜考量以

下因素，具體而言，尤應從主管機關之「「「「立立立立場場場場」」」」、「「「「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與「「「「效率效率效率效率」」」」

著眼，進行規範效果之立法裁量。 

一一一一、、、、外國立外國立外國立外國立法例法例法例法例參酌參酌參酌參酌 

目前多數外國立法例均採兩種以上之法律效果，亦即同時

併用民事賠償、行政處罰、刑罰等三種手段管制商業電子

郵件之濫發行為，但容或有輕重、多寡之別，以美國為例，

採取民事賠償為主，搭配行政機關訴請民事罰鍰（CIVIL 

PENALTY）及發動刑罰權之方式確保管制成效，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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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自發或申請禁制令，手段極富多樣性，日本則透過多

種行政行為形式進行管制，並以搭配刑罰制裁為主，然仍

得適用民事法之侵權效果，其他國家之分析詳見前述章

節，不贅述。 

二二二二、、、、各各各各種種種種管制手段之利管制手段之利管制手段之利管制手段之利弊弊弊弊得得得得失失失失 

（（（（一一一一））））民事民事民事民事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 

優點：減輕行政管制成本、避免行政權過分干預人民

權益。 

缺點：加重民事法院負擔、濫發者追查不易難以求償、

損害因果關係與數額之舉證困難。 

（（（（二二二二））））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 

優點：行政權具有積極主動之特性，效率較高，且可

靈活運用各種管制措施輔助立法成效。 

缺點：濫發者調查事項及事後救濟程序將大幅耗損行

政人力與公務資源，以我國民情觀之，尤以後

續之救濟程序將形成行政調查人員負荷，降低

其行政效能，同時亦加重行政法院負擔。 

（（（（三三三三））））刑罰刑罰刑罰刑罰 

優點：證據偵蒐權限充足、程序保障嚴謹、嚇阻效果

強烈。 

缺點：有違刑罰乃最後手段之刑事謙抑思想、比例原

則之爭議性、與刑法相關規定產生重複、訴訟

程序曠日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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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違法發送商業電郵之法律效果，其立法裁量須考慮主管機

關之立場、能力與效率，並分析各種法律效果之利弊得失

後，作出最佳之權衡設計。 

首先，鑑於目前刑法已針對部分惡性較重大之行為態樣加

以規範，且刑事制裁手段具有痛苦之本質，為避免「特別

刑法肥大化」之現象，刑罰應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應不

宜採。 

其次，就行政罰是否應採行，由於採取行政罰之前提為賦

予主管機關調查權限，而目前濫發電郵事件依電信法規之

相關規定得否行使行政調查尚有疑義，且行政罰之科處，

部分情形係先配合行政處分之作成，課以一定作為或不作

為義務，違反時始裁科行政罰，此等措施均將耗損行政資

源；尤其若採取各種行政行為形式進行管制，一旦執行困

難，尚有可能造成公權力不彰之負面觀感。 

最後，本文建議，民事損害賠償效果雖相對較為輕微，然

濫發者面臨高額之損害賠償請求，亦將產生之一定心理壓

力，非全無嚇阻效果，且民事效果之缺點可透過法規設計

之改良加以解決，例如團訟機制之強化、業者資料揭示、

損害額擬制，因此，為撙節行政人力與公務資源，建議宜

採低度行政管理原則，而以民事損害賠償效果為主，並優

化配套之相關法律制度，以佐成效。 

肆肆肆肆、、、、配套法律制配套法律制配套法律制配套法律制度設計度設計度設計度設計 

    為求前開行為規範及法律效果得具體落實，並規整各該法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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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主體間之權利義務，爰提出相關配套制度之改良建議如下： 

一一一一、、、、業者業者業者業者揭揭揭揭示濫發者個資義示濫發者個資義示濫發者個資義示濫發者個資義務務務務 

    收信人因商業電郵之濫發行為受有損害者，為提起訴訟須

先行確認濫發者之個人資料，亦即民事訴訟三要素中「當

事人」之部分如何表明，由於濫發者慣於隱匿真實身分及

偽篡信首資訊，技術實務上不易反查追蹤，此時實際提供

訊務之網際網路服務業者由於掌握相關事證，成為訴訟制

度得否順利運作之重要關鍵，故宜參酌外國立法例明定業

者之資料揭示義務，以佐立法成效。 

二二二二、、、、鞏固鞏固鞏固鞏固團體訴訟機制團體訴訟機制團體訴訟機制團體訴訟機制 

    若濫發者之資料已確定，為節約訴訟資源並減輕收信人起

訴成本，須討論如何使受有損害之多數人得利用便捷、簡

速之訴訟機制請求賠償，並減輕法院負擔，原草案因而提

出團體訴訟之構想，然草案所設計之團體訴訟制度未臻完

善，爰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一一一））））訴訟資訴訟資訴訟資訴訟資料料料料之請求之請求之請求之請求 

由於業者受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非依法

律不得將濫發者（用戶）個資提供第三人，受害人因

之無法確定其身份，難以求償，惟團體訴訟制度具有

節約司法資源、事證共通及降低訴訟成本之優點，為

提高受害人透過團體訴訟制度請求損害賠償之意願，

應配合上開業者揭示義務之檢討，賦予團體訴訟機關

於特定情形下得請求業者開示相關資料之權利。 

（（（（二二二二））））必必必必要費用要費用要費用要費用預付預付預付預付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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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訴訟機構之挑選，除須考慮其資格條件及功能性

外，鑑於團體訴訟之進行仍須耗費一定成本，若其財

務並不寬裕，恐將無法執行團訟事務，應使其得請求

必要費用，必要於並得預先請求。 

三三三三、、、、業者業者業者業者中斷中斷中斷中斷訊務訊務訊務訊務權利權利權利權利 

    電子郵件濫發行為所使用之載具係透過簡易電子郵件通訊

協定（SMTP）之網路技術發送，若能將濫發者之此一路徑

予以封鎖、阻絕，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此一通訊傳播

工具之服務經營者亦時受有損害，甚或影響其順利提供服

務，導致多數用戶通信權益受損，應賦予其在特定條件下

中斷服務之權利。 

四四四四、、、、業者適用業者適用業者適用業者適用賠償額擬賠償額擬賠償額擬賠償額擬制之可能性制之可能性制之可能性制之可能性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損害賠償，具有損害因果關係與數額

不易舉證之特點，原草案基於消費者保護之旨，為保障一

般收信人，已設計擬制規定作為計算損害賠償之基礎，然

業者並不與焉，為透過經濟誘因調動業者之積極性，使其

有主動「蒐獵、緝捕」濫發者之意願，宜斟酌各利弊得失

予以考量。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項項項項  各法案評估與建議各法案評估與建議各法案評估與建議各法案評估與建議 

本文研析重點在於以行政院版草案內容為核心，並參考各國立

法例及立法委員版本提出條文之增修建議，外國立法例部分經研析

確定繼受美、日等國部分立法設計，另外，目前國內針對商業電子

郵件之濫發行為，已分由行政院及各立法委員提出五個草案版本，

原行政院版草案雖已提出基本之管制架構，但經分析後尚有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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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亦應參酌上開各版本之內容，各國立法及國內相關草案之內容

雖互有出入，然規範架構則不外行為規範（包括前階行為、合法發

送要件等）、法律效果、配套制度及主管機關權限等，本項擬立基於

第三章之研究結論，評估上開各法案設計之利弊得失並就重大爭議

進行剖析後，提出法案之具體增修內容。 

壹壹壹壹、、、、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採行之制採行之制採行之制採行之制度度度度 

綜整第二章分析結論，本文認外國立法例包括字典攻擊、電郵

地址蒐集等前階行為、業者中斷訊務、業者提供濫發者資訊等項目

應予繼受，另依第三章將立法委員版本相異處研析後，建議採用者

有吳志揚委員版本之默示拒絕 OPT-OUT 機制及業者損害賠償額擬

制規定，馮定國委員版本前階行為管制之規定，以及鄭運鵬委員版

本關於業者斷訊權利之規定，吾人將於後文提出具體增修建議時詳

細分析之，先不贅述。 

貳貳貳貳、、、、立立立立法選項法選項法選項法選項之之之之爭議爭議爭議爭議 

除上開行為規範外，行政院與各立委版本草案之主要差異即落

於簡訊是否納管、行政管理強度兩方面，諸如林國慶、鄭運鵬委員

版本均有行政罰、手機簡訊等設計，然經評估後目前均不宜採用， 

由於此三大立法裁量上之重要議題迭生爭論，爰詳細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簡簡簡簡訊訊訊訊暫暫暫暫不不不不納納納納管管管管之原之原之原之原因因因因 

（（（（一一一一））））成本制約成本制約成本制約成本制約 

行動簡訊之發送成本遠高於電子郵件，在經濟制約

下，濫發情形未如電子郵件嚴重，除涉及違法內容（如

詐欺、色情簡訊）應依相關法律規範外，目前應以管

制濫發電子郵件為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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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通通通通訊格式異訊格式異訊格式異訊格式異於電郵於電郵於電郵於電郵 

不同通訊載具其技術格式相異，得否在相同法典統一 

管制，須從法定條件、通訊格式及執行方法等詳細比

對，未可一概而論。目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

例」法案內容係專門針對電子郵件格式所制定，部分

條文對簡訊之管制並不妥適360，若遽然將所有通訊方

式納入管制，可能造成法規錯漏，故目前應先將影響

較重大之電子郵件予以納管，日後再研議以漸進方式

推動法規修正事宜。 

（（（（三三三三））））已有相當已有相當已有相當已有相當過濾過濾過濾過濾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目前部分智慧型上網手機，已支援主動過濾功能，一

般手機則有賴業者提供過濾機制，而現今業者為協助

強化治安，在系統服務上，已啟動關鍵字過濾防護，

以阻斷不法內容之簡訊，未來配合通訊傳播作用法之

制定，將可更有效管理， 

（（（（四四四四））））可先後或分可先後或分可先後或分可先後或分別立別立別立別立法法法法 

            從外國立法例觀察，不乏與垃圾電子郵件先後立法或

另行以專法規範者，如美、日兩國即是，足見日後立

法或以他法規範於執法上並無窒礙難行之處，且即便

目前在草案中加以納管之立委版本，內容亦未臻明

確，徒求速效，似難以保證落實成效。 

（（（（五五五五））））未來未來未來未來宜宜宜宜審審審審慎慎慎慎因因因因應應應應 

                                                 
360 以法案第 4條之規定觀察，即未必適用於簡訊之發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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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將各類未經邀約之電子訊息一併納為管制範圍，已

為各國普遍作法，且為避免未經邀約電子訊息在立法

通過後向其他訊息載具擴散，主管機關日後宜研究將

其納管之可行性。 

二二二二、、、、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宜宜宜宜採採採採低度低度低度低度管制管制管制管制 

（（（（一一一一））））行政資源有行政資源有行政資源有行政資源有限限限限 

據研究數據顯示，目前美國 FTC係與其他各權責機關

配合偵緝濫發者，各機關應用人力之多，難以計數，

而中共主管部門約投入 6000員之人力進行垃圾郵件之

取締，國內如中華電信亦投入 40餘人受理，顯見垃圾

郵件之處理需耗用大量人力與資源，在目前行政資源

有限之情形下，若欲採行高度行政管理，將嚴重耗損

行政人力與公務資源，拖垮行政效能之說誠非空言，

此將危及主管機關處理行政事務之能力。 

（（（（二二二二））））不不不不宜過度宜過度宜過度宜過度干預干預干預干預私權私權私權私權糾紛糾紛糾紛糾紛 

商業電子郵件雖會造成收信人權益之侵害，然濫發行

為屬民事侵權行為態樣之一，部分收信人並不反對接

收此類郵件，亦即私法自治、契約自由於此類事件仍

應有其適用，若濫發行為此一法律事實造成收信人權

利受損之法律現象，則應歸由私法予以處理，行政機

關是否應介入當事人間之私權糾紛容有疑義，且濫發

行為之不法程度是否應由民事不法提高至刑事或行政

不法之高度，誠如前文所言仍有爭論，故仍以採低度

行政管制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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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成本效益考量考量考量考量 

濫發行為之管制手段無可避免需探究方法與目的間之

成本效益，行政管制涉及社會成本、調查成本之付出，

而現今國家職能大幅擴張，且濫發行為之偵蒐需耗損

大量之專業能力與公務資源，行政機關是否應將大部

份之人力與設備投入到單一行政領域，值得深思，而

以技術能力與成本適足性而言，各家 ISP 乃屬功能最

適機構，由其進行追查，非但所耗成本最低，可獲致

最高效率，應透過收信人與業者合作進行民事求償，

主管機關則應僅針對業者作低度行政管制，以收執簡

馭繁之效。 

（（（（四四四四））））日後日後日後日後宜宜宜宜加加加加強強強強管制管制管制管制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濫發垃圾郵件現象有日益嚴重趨勢，依上開分析，目

前雖可保持低度行政管制之作法，然日後仍宜因應技

術演變與發送態樣，由主管機關提高行政管制之強

度，以收積極主動應變之效，至其具體內容，除前文

已從各種行政行為形式及行政制度之角度分析外，另

本文尚認應按法案推動進度，分就近程、中程及遠程

詳予規劃，爰於第五章提列說明。 

叁叁叁叁、、、、積極積極積極積極促促促促進進進進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鑑於國際合作在防堵垃圾郵件事務上之重要性，行政院版本與

立委吳志揚版本均有相關規定，然國際合作涉及層面廣泛，條文規

定仍未臻明確，有進一步說明之必要，目前我國在防堵垃圾郵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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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上，主要可分為加入 LAP（倫敦行動計畫）與簽署 MOU

（合作瞭解備忘錄）兩項。 

（一）LAP（倫敦行動計畫）  

1、、、、成成成成立立立立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2004年 11月 11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及英國公平交易辦公

室等 27個國家之資料保護、電信、消費者保護等機關及部份

私部門代表於英國倫敦集會，並共同簽署「執行防制垃圾郵

件國際合作」之「倫敦行動計畫」。 

「倫敦行動計畫」揭示歡迎其他有興趣之相關政府機關、公

共機構及適當之私部門代表加入執行防制垃圾郵件之合作計

畫，並揭櫫加入該計畫之相關政府機關、公共機構及適當之

私部門代表，應盡最大之努力執行防制 SPAM 合作之計畫項

目及內容。 

   2、、、、制制制制度概度概度概度概述述述述361 

（1）政府部門之定期參與 

LAP 力圖透過各會員國之政府機關及公部門組織積極發動

職權，盡全力推動國際合作反制垃圾郵件，具體包含以下

事項： 

1、指定專責單位，處理反制垃圾郵件聯絡事宜。 

2、鼓勵會員國加強其國內各有權機關之聯繫與協調合作，

以有效達致反制垃圾郵件成果，並協同指定一個主要的

聯絡單位，以便協調反制垃圾郵件之合作事宜。 

3、參與至少每季一次的電話會議，和其他會員共同討論個

                                                 
361 原文詳見附錄，此處為敘述之便，由寫作之研究人員重新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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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立法及執法進度、克服障礙的有效方法，並交流偵

測技術、執法策略及適於採行之教育宣導措施。 

4、鼓勵各有關機關與民間部門代表展開對話，以促進民間

部門協助向機關查報垃圾郵件個案，並主動反制垃圾郵

件之散佈。 

5、尋求國際協助之時應將造成損害的具體個案列為優先處

理對象。 

6、填覆 OECD秘書處所提供的 OECD有關跨境執行反制

垃圾郵件法律的問卷調查表。 

7、鼓勵並支持低度開發國家參與反制垃圾郵件之國際合

作。 

（2）民間機構362之參與 

LAP 鼓勵參與之民間代表，不論係以團體名義加入或由其

成員代表參加，應盡全力發展與公部門之間協力反制垃圾

郵件的夥伴關係，具體事項包括： 

1、在組織內指定單一之聯絡人專責反制垃圾郵件事務，協

同主管機關辦理反制垃圾郵件事宜。 

2、與其他民間部門代表合作，建立個別事業部門內從事反

制垃圾郵件工作之人力資源清單。 

3、為協助執法機關追訴垃圾郵件個案，在適當情形，依機

關請求參與上述定期舉行之電話會議，並盡全力報告如

下事項: 

（1）垃圾郵件個案或其相關事項。 

（2）有關電子郵件及垃圾郵件的新技術與新趨勢。 

                                                 
362 依倫敦行動計畫宣言，得受邀參與 LAP 之「民間部門代表」包括財務機構、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電信公司、資訊安全軟體提供者、行動電話經營者、快遞服務業者、商業郵件收文代理業者、產業公協會、消費者保護團體、付款系統提供者、信用調查機構、網域名稱登記機構以及法院以外之爭端解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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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機關合作的新模式。 

（4）與機關合作所遇到的困難以及該民間部門內部發現 

的障礙。 

（5）可以提供機關做為早期預警垃圾郵件與網路詐欺的

廣泛性資料。 

4、在適當情形針對包括最新偵測垃圾郵件技術等主題，協

助辦理教育訓練課程，以幫助機關偵測及追訴垃圾郵件

個案。 

5、與機關合作發展最具工作效率及法律效力的方法，以設

立機關請求協助提供資訊的機制。各個參與之民間部門

代表願盡全力就下列事項提供書面回覆: 

A、在何種情形下，願對執法機關提供有關可能的垃圾

郵件寄送者之何種資料? 

B、在何種情形下，願對外國執法機關提供疑似垃圾郵

件寄送者之何種資料? 

C、希望反制垃圾郵件主管機關以何種方式提出協助之

請求? 

（3）資訊交流與保密 

LAP組織希望參與之成員盡全力與 OECD反制垃圾郵件工

作小組或其他適當的國際組織分享有關之研究結果；然參

與者若屬政府機關，應依各國法律規定，就按照本行動方

案內容執行所獲之分享資訊加以保密，該參與之政府機關

也有權決定哪些資訊應依分享予其他機關；此外，為避免

不當之資訊外洩，若有任一參與機關異議，得排除民間部

門代表參與上述之全部或部分定期電話會議。 

   3、、、、我國我國我國我國加加加加入經入經入經入經過過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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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5月 10日我國駐美代表處來函告知，美國 FTC

支持我國參與『倫敦行動計畫』，以加強我國與各國主管防

制 SPAM 政府機構之合作，並建議當時之電信總局逕以電

子郵件方式寄送參與『倫敦行動計畫』申請書致美國 FTC

法律顧問Ms. Elena Gasol Ramos，於申請書中應敘明我國

執行防制 SPAM之成效及未來計畫，俾利美國 FTC轉致各

國參與『倫敦行動計畫』之成員爭取支持。 

2005年 6月 17日前電信總局以「台灣(Taiwan)」之名

義請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轉致參與「倫敦行動計畫(LAP)」

之各國成員，以爭取支持我國參與成為「倫敦行動計畫

(LAP)」防制垃圾郵件(SPAM)之會員。 

英國公平交易辦公室 2005 年 8 月 4 日以電子郵件表

示，基於「倫敦行動計畫(LAP)」會員並未反對我國參與該

計畫(no objections from current members)，我國已被接受

(accepted)成為「倫敦行動計畫(LAP)」防制垃圾郵件(SPAM)

之會員(member)。 

4、、、、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參參參參與情形與情形與情形與情形 

從前開入會經過可知，我國甫於兩年前即以交通部名義加入倫

敦行動計畫（LAP）為正式會員，隨後，並於同年 10月由當時之電

信總局派員參與第二屆「垃圾郵件主管機關聯繫網路研討會」，開始

在 SPAM防制之國際合作上嶄露頭角。 

歷來我國外交處境艱辛，中共時藉機干預、阻撓我國參與國際

組織之機會，未遭 LAP會員國反對而能順利加入此一國際組織，諒

亦係各國深刻體認到我國資訊科技與網路產業發達，在國際合作促

進網路安全及打擊網路犯罪上極具重要地位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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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適逢我國通訊傳播新紀元之始，本會身為管制垃圾郵件

之主管機關，於 2007 年 10 月首度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名義

出席 LAP第三屆之研討會議，時值本會初建，萬務待興之際，而能

在研商網際網路秩序維護相關議題之重大國際場合上，代表我國列

席與會，此對本會而言更具有特殊意義。 

（（（（二二二二））））MOU 

    隨著網際網路大興，SPAM 濫發現象刻正如火如荼，各國深深

體認此一問題之嚴重性，紛紛力圖透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之方式遏止

此一歪風，目前當以多國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MOU）最為普遍，

如首爾－墨爾本多邊合作MOU即為其適例，另如美、英、西、韓、

澳洲等國亦均各別簽署多邊或雙邊MOU，蔚為潮流。 

    與 LAP 組織相較，MOU 可提供雙邊或多邊會員國之間更為緊

密之合作防制關係，實施上也更具彈性，我國外交情勢艱難，然在

此一方面並非全無建樹，除已由 TWCERT/CC（台灣電腦網路危機

處理暨協調中心）代表我國加入首爾－墨爾本多邊合作MOU外，目

前並已分別與加拿大、澳洲363兩國正式簽署雙邊防制垃圾郵件

MOU，亦積極謀求與其他國家簽訂MOU之可能性。 

（（（（三三三三））））未來展未來展未來展未來展望望望望 

我國外交情勢艱難，LAP 為少數我國得以成功加入之全球性國

際組織之一，與外國洽簽 MOU 目前亦有具體斬獲，基於網路全球

化、國際性之特點，我國得以在「網路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

此一範疇內，在國際組織內深化我國之影響力，主管機關應予以重

                                                 
363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STRALIA  AND THE AUSTRALIAN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FICE,TAIPEI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SPAM」，於 2007年 10月 19日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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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尤其網路世界發達以來，已漸促使傳統之國家、地域概念稀薄，

我國既已在此領域獲取一定之外交空間，更應把握契機，透過將國

內之立法、執法與國際合作事項交相運用之手段，適應全球網路化

之浪潮，開展寬宏之外交戰略縱深。 

肆肆肆肆、、、、法案修正內容及說明法案修正內容及說明法案修正內容及說明法案修正內容及說明 

經由前開立法設計流程之分析，歸納外國立法例及國內各草案

版本之利弊得失，衡酌主管機關之執法能量、立法經濟效益及主客

觀執法環境後，本文確認以下原則為條文增修之指導方針： 

˙維維維維持持持持低度低度低度低度行政管行政管行政管行政管理理理理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以民事以民事以民事以民事侵侵侵侵權之權之權之權之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效果效果效果效果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鞏固鞏固鞏固鞏固、、、、強化強化強化強化團體訴訟機制團體訴訟機制團體訴訟機制團體訴訟機制 

˙前前前前揭揭揭揭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納納納納入管制入管制入管制入管制 

˙業者之業者之業者之業者之揭揭揭揭示義示義示義示義務務務務 

˙業者之業者之業者之業者之斷斷斷斷訊訊訊訊權利權利權利權利 

    具體之立法考量因素及內容設計可圖示如下，爰按此一體系及

指導方針，分就前階行為管制、選擇退出機制、業者揭示義務、業

者斷訊權利、團訟機構配套等項提出建議之條文增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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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階行為之管制範前階行為之管制範前階行為之管制範前階行為之管制範圍圍圍圍 

鑑於電子郵件發送之前階行為常助長濫發現象，有必要將其納

入管制，經分析商業電郵發送手法後，研究小組特別針對 EMAIL地

址之蒐集364出售、字典式攻擊、發送軟體、以自動登錄方式取得大

量發信帳號、架設發信（轉信）伺服器、收集伺服器位址365、註冊

供偽裝用之 Domain Name、入侵他人電腦，置放後門程式等項課題

進行規範必要性之討論。 

首先，本法立法目的在於規範商業電子郵件之濫發行為，然並

非前開各種行為態樣均係以專供「濫發商業電郵」為目的，部分行

為雖涉及網路資訊安全之管理，但與濫發行為並無直接相關或密切

性，理應由其他相關法令加以規範，又或已屬其他法律366之規範對

象，於本《條例》中明文管制似有名名名名實實實實未未未未符符符符、、、、越俎代庖越俎代庖越俎代庖越俎代庖之嫌。。。。 

                                                 
364 一併分析透過人工或自動方式取得郵件帳號等行為態樣。 
365 指通訊代理伺服器（Proxy）、轉信伺服器（Email Open Relay）、收信伺服器域名（Email 

Domain）等等，以中華電信為例，目前已對其 Proxy保存三個月之通信紀錄。 
366 如刑法第三十六章第 358條以下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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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基於程式技術本身具「中性無色彩」之特性，為避免過

度影響網路傳輸之開放性架構、並確保網路通訊之順暢，及促進資

訊傳播及技術發展之考量，對單純提供轉信伺服器或中繼主機等不

具「主觀上惡性」之行為亦不納入管制。 

考外國立法例，美、日、韓、星、港及中共等國（地區）均將

字典式攻擊367納入規範，美、澳、星、港等國（地區）亦就電子郵

件地址之自動蒐集行為加重處罰，另鑑於專供發信之程式軟體嚴重

助長濫發行為，澳、港等國（地區）亦有立法例可循，故研究小組

最終決定僅將具協助濫發意圖之「電子郵件地址蒐集出售」、「字典

式攻擊」及「發信程式、軟體或套件」等行為態樣納入管制，蓋此

三種行為類型就濫發商業電郵事件具有本質上之「直接針對性」，其

行為之起始多半即以透過專業技術對濫發行為施以助力為目的，且

亦有各國立法例可稽，故予以明文禁止，並仿加重其處罰額度或使

相關行為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以下分就字典式攻擊、電子郵件地址

蒐集、專用軟體程式等項進行立法說明並草擬條文內容供參。 

    （（（（一一一一））））字典字典字典字典式式式式攻擊攻擊攻擊攻擊 

         1、、、、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從濫發垃圾郵件之行為態樣觀察，當以字典式攻擊為

禍尤烈，除造成業者伺服器之障礙，更嚴重影響整體

網路頻寬之順暢運作，妨害多數人使用網路通訊之權

益，因之外國立法例普遍將字典式攻擊納入管制甚或

加重其損害賠償。 

為將字典式攻擊此一前階行為納入管制，在立法技術

上須在條文內透過名詞定義、禁止規範及違法效果等

                                                 
367 立法委員馮定國所提出之法案版本，亦將此納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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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加以落實，以完備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之「完全

法條」模式進行規範。 

            首先，在進行字典式攻擊之名詞定義時，本文發現相

關之技術文件就「暴力式攻擊」（brute-force attack）與

「字典式攻擊」（dictionary attack）之解釋似有混用之

情形，並無一致之見解，兩者所指之攻擊手法雖有相

當程度上之相似性，仍存有特定差異，然本文建議納

入管制之行為態樣，原則上係指透過大數法則透過軟

體或程式將字元、符號或數字進行排列或組合，產生

電子郵件地址，經由試探各種虛擬組合是否真實存

在，以遂行發送商業電子郵件目的之電腦攻擊手法，

此種態樣，依多數外國立法例，於條文中廣泛以「字

典式攻擊」（dictionary attack）稱之，多數學說及實務

亦從之，惟有國內學者曾力爭此一定義另有他用368，

本文為免滋生疑義，除行文探討之便使用「字典式攻

擊」外，於條文中將另創「電子郵件位址產生式攻擊」

此一名詞，其來有自，實不得已，合先敘明。 

            其次，為管制字典式攻擊，立法技術上應透過禁止規

範之條款作為不法構成要件，原行政院版法案於第五

條第一至四款禁止發信人為特定行為，為符立法體例

一致性，爰增列第五款，明文禁止以發送商業電子郵

件為目的，施用電子郵件位址產生式攻擊之行為，僅

將意圖發送商業電子郵件（UCE）而使用字典式攻擊

之行為納入管制，而不及於其他垃圾郵件（UBE），以

合於本法規範商業電子郵件之立法意旨。 

                                                 
368 詳見本會「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理機制研究」期末報告技術文件諮詢審查會議記錄，2007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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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由於本法採低度行政管理之立法原則，採民事

損害賠償為主，外國立法例亦多有針對字典式攻擊以

民事賠償效果繩之者，故於第七條新增第五項，發信

人若施用字典式攻擊者，法院得視其違法情節，最高

可酌定其損害賠償額達三倍之鉅，至於法院應如何決

定損害賠償額，宜考量諸如發送數量、行為人主觀之

惡性、客觀上造成之具體損害、濫發行為嚴重程度等

主客觀因素後，作成合理之裁判，併予說明。 

2、、、、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第二條第第二條第第二條第第二條第九九九九款款款款（（（（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略） 

九、字典式攻擊：經由軟體或程式將字元、符號或數

字進行隨機排列組合，產生電子郵件地址，以遂

行無差別目的發送電子郵件之手法。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條第條第條第條第五五五五款款款款（（（（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略） 

五、以發送商業電子郵件為目的，實施字典式攻擊。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條第條第條第條第五五五五項項項項（（（（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發信人實施字典式攻擊者，法院得依其情節，酌定不

逾前兩項額度三倍之賠償。 

    （（（（二二二二））））電子郵件地電子郵件地電子郵件地電子郵件地址址址址蒐集蒐集蒐集蒐集 

         1、、、、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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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前，無可避免將大量蒐集

他人之電子郵件地址，惟須先行說明者，乃電子郵件

地址是否屬現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定「其

他足資識別個人之資料」學說及實務上尚有解釋疑

義，法務部亦採否定見解，然由於《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 2 條但書規定「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本法作為特別法，自可依「特別法優先普

通法」之原則優先適用，合先敘明。 

故電子郵件蒐集行為是否屬於《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

護法》上所規範之個人資料蒐集、利用、電腦處理行

為雖仍有爭議，然本法依上開解釋論將該等行為納入

管制自屬可行，即便日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修正草案通過且將電子郵件地址納入個人資料範圍，

結論仍無不同。 

此外，由於草案主要針對濫發行為進行規範，若蒐集

者並未藉以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或提供他人發送之用，

自無庸以本法相繩，而應視具體情節歸由《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反之，若蒐集者藉以發送或

供他人發送之用，除蒐集者自行發送已違反草案規定

成為賠償責任主體外，若供第三人發送之用，則因本

草案採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設計，在在在在此此此此前提前提前提前提限限限限制下制下制下制下，，，，

無法單無法單無法單無法單獨獨獨獨針針針針對對對對「「「「蒐集蒐集蒐集蒐集」」」」行為處罰行為處罰行為處罰行為處罰，需有特定之發送主

體始得以民事法律效果相繩，無從使蒐集者單獨負賠

償責任，僅能透過使蒐集者與發信人連帶負責之設

計，達到管制效果。 

至於管制行為態樣除蒐集外，為求周密，一併將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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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納入管制，惟自動化蒐集之方式較人工蒐集方式

對濫發行為之助力為鉅，且人工蒐集方式於《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已納入管制，不致產生

疏漏，爰參考外國立法例僅規範「自動化」蒐集行為。 

2、、、、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條第條第條第條第七七七七項項項項（（（（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以提供第三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為目的，未經收信人

同意經由自動方式蒐集電子郵件地址者，應與發信人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基於同一目的出售予第三人

者，亦同。 

（（（（三三三三））））專專專專用程用程用程用程式式式式、、、、軟軟軟軟體或套件體或套件體或套件體或套件 

     1、、、、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目前垃圾郵件濫發行為多數均透過專用程式軟體進

行，為從發信工具之供應上徹底阻斷對濫發行為之助

力，將專用程式軟體納管勢在必行，秉此初衷，研究

小組原擬參照外國立法例，將撰寫、設計、研發等具

有創造（create）性質之軟體開發行為一併納入管制，

嗣經多方討論，鑑於避免扼制軟體技術之發展演進，

影響相關人才之養成，決定僅針對銷售、出租等提供

行為加以禁止，而不及於軟體程式開發行為。 

惟此一規範並不區分行為人該提供行為之目的究係出

於供濫發 UCE 或 UBE 之用，蓋此類軟體程式在於其

具有供濫發垃圾郵件之工具性質，初不區分是否僅供

商業電子郵件之用，即便行為人提供之意圖在於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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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UBE 之用，然由於該軟體程式可直接供濫發 UCE

之用，故並無區分必要，應一併禁止。 

至於該類軟體程式需具備便利濫發垃圾郵件之特定功

能，自不待言，為求法律適用與解釋之便利，條文設

計上除列舉「字典式攻擊」、「未經他人同意自動蒐集

電子郵件地址」、「偽造、變造郵件之信首資訊」等三

項典型之濫發功能外，並授權主管機關得依技術發展

發布法規命令，將特定之功能類型納入管制。 

     2、、、、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條第條第條第條第八八八八項項項項（（（（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以提供他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為目的，供應專用程

式、軟體或套件，且具備下列功能之一者，應與發信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實施字典式攻擊。 

二、未經收信人同意自動蒐集電子郵件地址。 

三、偽造、變造郵件之信首資訊。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依技術發展認定之功能類型。 

二二二二、、、、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提提提提供供供供者者者者之之之之斷斷斷斷訊訊訊訊權利權利權利權利 

（（（（一一一一））））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般情形下，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與發信人均訂有服務契

約，遇有用戶濫發郵件之情形得依契約條款處理，惟若發

信人非屬其用戶，服務提供者並無中斷訊務之明確法律依

據，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施行成效，相當程度上需

倚重業者之配合，國外立法如日本《特定電郵法》及南韓

《資訊安全法》，均賦予業者於一定情形下得中斷訊務之權

利，使其不因對濫發者拒絕提供服務遭致訴訟之不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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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業界主動積極配合防制意願，有加以明列之必要，爰

仿照日本立法例，增列相關內容，並就「網際網路接取服

務提供者」加以定義。 

（（（（二二二二））））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第二條第第二條第第二條第第二條第九九九九款款款款（（（（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略） 

五、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提供用戶以有線、無線或其

他接取連線方式連接網際網路服務之業者。 

（略）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條第二項條第二項條第二項條第二項（（（（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於發信

人實施字典式攻擊時，認為對服務之提供有發生障礙之虞

且有正當理由者，得拒絕傳遞或接收該發信人之電子郵

件，並應提供適當申訴管道，處理爭議案件。 

三三三三、、、、明明明明定定定定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提提提提供供供供者者者者揭揭揭揭示濫發者個資之義示濫發者個資之義示濫發者個資之義示濫發者個資之義務務務務 

（（（（一一一一））））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雖為侵權行為，然其性質與一般侵權行

為殊異，當收信人受到損害（財產上或非財產上）之當時，

並無從得知侵權行為人，遑論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 

考外國立法例，日本於《電氣通信服務提供者損害賠償責

任限制及發信者資訊公開法》就網際網路信息傳輸所造成

之損害，賦予受害人得向電信服務業者請求開示發送侵權

訊息者之相關資料，以供提起訴訟之用，本文認此制相當

可採，可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爰仿照日本《電氣通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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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供者損害賠償責任限制及發信者資訊公開法》369第 4

條之立法例，增列相關內容，另，本規定亦將作為目前《電

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別規定，而不受該法第 23條

之限制，併予述明。 

然為避免收信人個別請求致徒生訟爭，亦為消弭不法個人

資料蒐集之弊端，爰規定僅有團體訴訟機構可為請求權主

體，且明定受請求之業者不得拒絕，具體之請求事項則參

考日本針對該法所發布行政命令370之內容，予以明定，並

增列授權條款，使主管機關得於日後發布法規命令指定其

他足資辨識發信人之資料或必要事證，以求完備。制度施

行初期，為鞏固團體訴訟機制之成效，此為必要手段。 

又一旦進入訴訟程序，法院即可依民事訴訟法第 346 條之

規定命業者（第三人）提出事證371，因此其他訴訟資料之

調取即委由法院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處理，不另規定，併予

說明。 

（（（（二二二二））））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條第條第條第條第四四四四項項項項（（（（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經受害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

者，為確認被告身分，得向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

路接取服務提供者，請求揭示發信人下列資料，被請求之

服務提供者不得拒絕： 

一、發信人姓名或名稱。 

二、發信人住所或聯絡方式。 

三、發信人電子郵件地址。 

四、發送郵件 IP位址。 

                                                 
369 原文稱《特定電気通信役務提供者の損害賠償責任の制限及び発信者情報の開示に関する法律》。 
370 平成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總務省令第五十七號。 
371 相關電郵紀錄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362條第 2項之規定視為「準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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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送郵件時間。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足資辨識發信人資訊。 

 

四四四四、、、、改改改改採採採採默默默默示示示示拒絕拒絕拒絕拒絕之選之選之選之選擇退出擇退出擇退出擇退出（（（（OPT-OUT））））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一一一一））））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前文分析立法委員吳志揚版本草案時，曾發現其採用「默

示」退出之選擇退出機制，亦即一旦收信人未回傳同意之

意思，則發信人不得再發送（或轉送）。 

商業電子郵件拒絕繼續接收之表示，若採「明示」拒絕之

規範設計，其意思表示需經收信人透過發信人提供之回傳

機制為之，若採上述「默示」拒絕繼續接收之規範設計，

則收信人無須回傳拒絕之意思，單純不為任何表示亦發生

拒絕繼續接收之效力。 

從保護消費者之觀點，似以默示拒絕之規定較佳，分析理

由如下： 

1、、、、節節節節約約約約消消消消費者成本費者成本費者成本費者成本 

收信人若不願繼續接收電郵，無須一一向發信人回傳

拒絕之意思表示，尤其當商業電郵數量龐大時，可保

護消費者免於逐一回傳拒絕接收電郵意思之煩，大幅

節省人力（尤以企業用戶為甚）、精神勞費及時間損失。 

2、、、、提提提提昇昇昇昇電子電子電子電子商務商務商務商務之之之之品品品品質質質質 

按默示拒絕之設計，則發信人僅有「第一次」合法行

銷之機會，將使發信人注重電子行銷品質，此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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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網路電子商務發展，並淘汰採用劣質電子行銷手

法之業者。 

3、、、、避免避免避免避免認定認定認定認定退出退出退出退出意思時點之困難意思時點之困難意思時點之困難意思時點之困難 

採用此機制尚可避免如何認定收信人選擇退出之意思

（request of OPT-OUT）是否已到達發信人之認定困

難，且可避免產生發信人遊走法律邊緣之弊端，以美

國法為例，規定凡在收到退出請求之十日後再行發送

者，始構成違法，換言之發信人自收到收信人之退出

請求時起，仍可合法持續發送商業電子郵件長達十天

之久372，此制度相當不利收信人權益保護。 

總而言之，若採默示拒絕之設計，發信人未經收信人

回傳同意接收之意思，不得再行發送，則可減少上述

弊端，收保護消費者之效，實際上已接近 OPT-IN機制

之效果，然又已賦予業者「第一次行銷」之機會，相

較於純粹之 OPT-IN機制而言，對發信人之商業言論自

由保障較周，可謂面面俱到，雙方利益平衡兼顧，此

立法設計頗值參考，爰研酌納用於本會版本；另為減

輕消費者負擔，爰參照德國立法例，規定發信人須提

供免費之回傳或聯絡機制，以佐立法成效。 

（（（（二二二二））））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條第一款條第一款條第一款條第一款（（（（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首次發送時，應於郵件中提供收信人得選擇同意繼續

接收同一發信人同類郵件之免費回傳機制或聯絡方

                                                 
372 見《CAN-SPAM ACT》Sec.5(a)(4)(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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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條第一款條第一款條第一款條第一款（（（（新新新新增增增增））））   

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發送首封商業電子郵件後，未經收信人明示同意接收

之意思，仍為發送者。 

五五五五、、、、團訟機構團訟機構團訟機構團訟機構必必必必要費用要費用要費用要費用預付預付預付預付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 

（（（（一一一一））））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原《條例》草案針對團體訴訟機構之資格要件限制頗嚴，

且其章程內容須明定消費者保護事項，故目前多數符合要

件之團體訴訟機構均具公益性質，鑑於該等機構之經費均

極為有限，為使其得維持正常運作，避免因承接團體訴訟

案件造成其財務負擔373，《條例》草案於第 13 條第 1 項已

明定事後得向授予訴訟實施權之受害人請求必要費用。 

然考量實務上濫發者追蹤不易，且濫發濫發濫發濫發商商商商業電郵事件之性業電郵事件之性業電郵事件之性業電郵事件之性

質質質質與其他與其他與其他與其他消消消消費者團體訴訟案件有費者團體訴訟案件有費者團體訴訟案件有費者團體訴訟案件有別別別別，其受受受受害害害害者者者者數數數數目目目目極鉅極鉅極鉅極鉅，

常以成千上萬計，事證之調查及彙整需耗費大量人力物

力，為免因訴訟曠日廢時，團訟機構產生沈重之費用負擔，

宜規定使其得預行收取「必要費用」，以期團體訴訟制度得

長遠運作。 

（（（（二二二二））））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條第條第條第條第一一一一項項項項（（（（修修修修訂訂訂訂））））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除已預先收取必要費用外，應將

第九條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必要費用後，分別
                                                 
373 團體訴訟機構可能之成本包括租用辦公地點、人事及事務費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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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授與訴訟實施權之當事人。 

六六六六、、、、經審經審經審經審酌酌酌酌不予採用之重要不予採用之重要不予採用之重要不予採用之重要立立立立法例法例法例法例 

◎◎◎◎ISP業者業者業者業者擬擬擬擬制制制制損害賠償額損害賠償額損害賠償額損害賠償額引引引引進可行性進可行性進可行性進可行性◎◎◎◎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繼受外國立法例，為擷取優良管制手段之有效途徑，考目前世

界各國商業電郵之相關立法，以美國法之規範最為細膩詳盡，各項

設計完整周密，且為我國目前草案立法宗旨所繫，惟目前針對濫發

者之制裁效果，美國法上就「業者」所受民事損害，定有賠償數額

之擬制條款374，我國條例草案第 7 條則僅針對「收信人」之損害擬

制其賠償額度375，業者並不適用此一擬制規定，因此，我國條例是

否應參考美國法上開條文，明定業者亦得適用法定擬制賠償額，值

得探討，此處特針對此一問題，併列否、肯兩說，分析其利弊得失

如下： 

甲說甲說甲說甲說、、、、否定見解否定見解否定見解否定見解 

應應應應維維維維持目前條例持目前條例持目前條例持目前條例草草草草案之案之案之案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僅僅僅僅「「「「收收收收信人信人信人信人」」」」得依得依得依得依擬擬擬擬制規定請求制規定請求制規定請求制規定請求每封每封每封每封

500～～～～2000 元元元元之之之之賠償賠償賠償賠償，「，「，「，「業者業者業者業者」」」」不與不與不與不與焉焉焉焉，，，，後者後者後者後者僅僅僅僅能就濫發行為與能就濫發行為與能就濫發行為與能就濫發行為與損害損害損害損害

之之之之因因因因果關係果關係果關係果關係及損害數額及損害數額及損害數額及損害數額自行舉證自行舉證自行舉證自行舉證，，，，依民法依民法依民法依民法侵侵侵侵權行為規定求權行為規定求權行為規定求權行為規定求償償償償。。。。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1、業者對濫發者可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進行民事求償，於現行法上

                                                 
374 詳見美國《CAN-SPAM ACT》Sec.7(g)(3)(A)之規定：「依本條款所定之賠償總額係以犯罪行為數（每封透過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或在違反section 5 (b) (1) (A) (i)下由其提供之電子郵件位址寄發或企圖發之違法訊息視為一犯行）乘上以下額度之罰金（i）涉及本法第五條（a）項第（1）款之犯行者，其罰金額度為不超過100元美金（ii）涉及本法第五條其他款項之犯行者，其額度為不超過25元美金」。 
375 此一擬制規定按法律詮釋學包括兩種推定，首先為行為與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推定，其次則為損害額之推定，後者近似於英美法上衡平法「equity」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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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無據，毋須另行規定。 

2、此一機制之設，或有危及營業道德之虞，蓋業者出於求償之利，

過濾作為將趨於消極，甚或放任濫發行為以大量收受垃圾郵件，

產生另類「不作為風險」。 

3、業者於相關會議中就此立法議題並未表達強烈支持意願。 

4、擬制額度如何估算（損害額推定），業者規模不一，難有公平合

理之精確客觀標準。 

5、若業者本身實無損害，然依此一英美衡平法（equity）概念擬制 

其損害，成立賠償請求權，似反於真實，亦不合大陸法系損害填 

補之侵權行為法理。 

乙說乙說乙說乙說、、、、肯定見解肯定見解肯定見解肯定見解 

應同時明定業者之賠償請求權應同時明定業者之賠償請求權應同時明定業者之賠償請求權應同時明定業者之賠償請求權，，，，並擬制其賠償額度並擬制其賠償額度並擬制其賠償額度並擬制其賠償額度，，，，與個別與個別與個別與個別

收信人之賠償制度兩軌並行收信人之賠償制度兩軌並行收信人之賠償制度兩軌並行收信人之賠償制度兩軌並行，，，，然應適度降低業者因接收商業然應適度降低業者因接收商業然應適度降低業者因接收商業然應適度降低業者因接收商業

電郵所受損害之擬制額度電郵所受損害之擬制額度電郵所受損害之擬制額度電郵所受損害之擬制額度，，，，並透過其他配套機制確保個別收並透過其他配套機制確保個別收並透過其他配套機制確保個別收並透過其他配套機制確保個別收

信人之賠償請求權得獲滿足信人之賠償請求權得獲滿足信人之賠償請求權得獲滿足信人之賠償請求權得獲滿足。。。。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1、減輕業者舉證責任，避免動輒敗訴，保障其訴訟權。 

2、符合我國侵權行為規範，僅進行因果關係與損害推定。 

3、提供業者積極追查濫發者行蹤之經濟誘因。 

4、基於業者屬功能最適機構，可強化本法執行成效。 

5、據美國 FTC報告所示案例，具實證基礎及可行性。 

6、避免業者將濫發電郵所肇致系統設備窒礙等損失，透過成本費用

攤提之方式，轉嫁由消費者承受，違反消費者保護之宗旨。 

7、業者積極主動之求償作為，可有效產生嚇阻效果，長遠以觀，利

於建立我國良好健全之網路使用環境，間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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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若慮及行為人之賠償能力，可於條例中增列優先受償之規定，使

個別收信者之賠償請求權可優先於業者之請求權而受清償，現行

法如海商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二十六條

等法已有優先受償制度之設，可供參考。 

9、查目前之立法設計，有意將字典式攻擊納入管制並加重其損害賠

償額度，然字典式攻擊多以業者為直接受害對象，一般情形鮮有

收信人因之受有損害，若僅收信人可依法擬制其損害後請求賠

償，業者反不與焉，似有違事理之平。 

10、鑑於完全法條之宣示及嚇阻效果優於不完全法條，宜在條例中

加強法律效果之規範。 

11、立法委員吳志揚版本法案第九條屬相類規定，可供參照。 

以上二說，否定說論理堅實，肯定說立證穩當亦不無可採，最

後，經研究小組多數決議，基於以下理由，宜採否定見解： 

1、本草案立法宗旨以保障消費者權益為主，業者權益保護於其他法

律實已足資適用。 

2、經召集業者會商，未獲全數支持，甚且因恐影響用戶對企業之觀

感而有反對意見。 

3、實務上業者收受電郵數量龐大，若其有意向濫發者求償，依擬制

規定，僅需提供伺服器之收信紀錄而無庸證明損害事實，賠償請

求權即可成立，且賠償金額極鉅，在行為人資力有限之情形下，

則一般收信人之求償權將無法完全獲致滿足，在強制執行參與分

配程序中，甚或遭致稀釋、排擠，不符條例草案消費者保護之立

法本旨。 

4、若濫發者非屬業者用戶，則須向其他業者調取個資，如無法律授

權實務上執行困難，惟在個資調取上，其公信力顯不如具公益色

彩之團體訴訟機構，且易遭質疑同業競爭，徒有立法不足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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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業者非屬經濟上弱勢者，就經濟及通訊實務上，均具備相當之訴

訟提出及舉證能力，無需過度保護。 

6、立法得因應國情適度調整，目前國內服務業者之資本、經營規模

等普遍不如美國，對濫發者進行調查除需付出大量成本外，尚需

考慮其受害之用戶數是否得產生足夠之經濟規模，故擬制額度之

設計是否得以產生足夠之經濟誘因，尚無從預測。 

7、訂定業者之擬制賠償制度，可能誘導業者消極防制積極求償，審

酌目前有相當比例之濫發信件源自國外，事涉國際管轄權，大量

欠缺阻遏之跨國濫發行為將導致民眾損害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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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成果總結研究成果總結研究成果總結研究成果總結    

壹壹壹壹、、、、立法規範之必要性立法規範之必要性立法規範之必要性立法規範之必要性    

    盱衡商業電子郵件之國際立法趨勢，美、日及歐陸各國從十年

前即陸續通過法律加以管制，近年由於網際網路發展持續深化，亞

洲各國亦紛紛跟進，目前包括星、港、韓、中共等亦漸次建立相關

之規範機制，一時蔚為風潮，郵件濫發問題之嚴重性確不容小覷。 

我國管制商業電子郵件之立法，濫觴於立法委員馮定國在民國

94 年提出之《電子廣告信件管理條例》草案，行政院亦於同年提出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足見我國主管機關亦認有加

以管制之必要，隨後更有其他立法委員發起連署提案，總計目前在

立法院審議中之法案已有五種版本，顯見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已

成為全民殷殷期盼之政策。 

關於電子郵件立法規範之必要性，於 2001 年即有專論透過數值

模型分析之研究途徑指出，規範機制對垃圾郵件氾濫的影響成負相

關，且法律規範對其他規範機制之影響成正相關，各國現有管制垃

圾郵件之立法及執行成效亦間接肯定此一結論。 

我國主管機關刻正積極推動法案之立法，就法案具體內容如何

規劃，建議宜參酌外國優良立法例及各立法委員法案可採之制度設

計，透過基本權之權衡，適當調整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並透

過適當之配套制度確保執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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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於法案通過前，基於依法行政原則之確保，目前管制之法規

依據確有不足，從行政管理層面觀察，如何使主管機關在不牴觸法

律優越及法律保留之前提下，對業者採取合法之行政管理措施，有

效阻絕、過濾商業電子郵件，均有進一步研析之必要。 

貳貳貳貳、、、、外國立法例繼受外國立法例繼受外國立法例繼受外國立法例繼受    

為繼受外國立法例之優良制度設計，本文共計分析 13 個國家之

相關立法，為兼顧收信者通信權益及電子商務發展，我國立法政策

目前採 OPT-OUT為主要規範核心，且考慮目前濫發型態之演進情形，

故以同採選擇退出機制之美、日、星、韓及澳洲、歐盟等國之法規

為重要參考對象。 

經分析各國立法內容，美國法之特點在於法律效果多樣、擬制

賠償額之設計便於求償、主管機關權限完整，且關於前階行為、擬

制額有獨到設計，日本法特色則為廣納多種行政行為形式，並有斷

訊與業者揭示義務之設計，其他如澳洲以採民事罰鍰（Civil 

Penalty）為主並有承諾書（enforceable undertaking）制度之設，

韓國採 OPT－IN 或 OUT 雙軌制並透過刑事處罰嚇阻濫發行為，星港

兩國則均透過聯繫因素使其規範具有境外效力，香港且以其主管機

關具備搜捕、行政罰等權限及多種法律效果為特點，中國大陸則以

僅具法規命令位階之辦法規制人民權利，富有社會主義色彩。 

    綜合各國制度設計之特點並衡酌我國法律規範體系後，考量濫

發商業電子郵件事件之本質及我國主管機關之立場、能力與效益，

本文認仍應採取低度管理原則，以民事損害賠償為主要法律效果，

並將前階行為納入管制，且應強化配套制度之設計。 

叁叁叁叁、、、、立法委員法案內容之採用立法委員法案內容之採用立法委員法案內容之採用立法委員法案內容之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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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所提眾多法案雖各具立場且理念不同，然非無可資採

用之立法設計，其中吳志揚委員版本默示拒絕機制可有效保障收信

人並兼顧發信人之權益，馮定國、林國慶兩位委員之版本將前階行

為納入管制，可從消弭工具、手段之助益以有效減低濫發現象，均

有可採之處，爰予納為法案修改之參考。 

肆肆肆肆、、、、簡訊之納管須從長計議簡訊之納管須從長計議簡訊之納管須從長計議簡訊之納管須從長計議    

部分外國立法例及立委林國慶與鄭運鵬兩委員之法案雖將行動

簡訊（SMS）納管，但衡諸我國實務，技術上尚無法採行，主因在於

不同通訊工具均有既定格式，是否得以納入管制，須就法定條件、

通訊格式及通訊執行方法等作詳細比對，以審酌、修正管理法規，

鑑於目前國內相關法案之規劃並未詳細考量實務層面，執行上將發

生困難，爰建議我國法案規劃上尚須參照外國法規及實務可行方式

重新探討，如法案規劃未臻周全，一次即將所有通訊方式納入管制，

反而可能造成法規錯訛疏漏。 

    此外，衡諸外國立法例，日本透過行政命令補充《特定電郵法》

之規定管制 SMTP格式手機簡訊，美國則除通過《CAN-SPAM ACT》外，

尚將非經由網際網路發送之 SMS（手機簡訊）及傳真等電子訊息，透

過修正後之 1934 年通訊法，歸由電話消費者保護法（TCPA）、垃圾

傳真禁止法（Junk Fax Prevention Act of 2005）分別規範，體系

清晰、明確，不易產生扞格，足見「「「「分別立法分別立法分別立法分別立法」」」」或「「「「先後立法先後立法先後立法先後立法」」」」並

無窒礙難行之處。 

我國目前也已規劃日後將商業簡訊納入管理之可能性，簡訊亦

受發送成本之制約，短期內氾濫情形並未如商業電子郵件嚴重，尤

其簡訊之規範對人民日常生活之影響較電子郵件尤深，若制度欲發

揮成效，事前應予審慎設計，不宜操之過急致形成立法之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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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    

一一一一、、、、行政調查無法可據行政調查無法可據行政調查無法可據行政調查無法可據    

        由於行政程序法第 36條以下並無法作為行政調查之依據，

電信法第 52、55條調查權限之規定亦僅適用於一、二類電

信事業，ESP因非電信事業，故不適用，另基於本會宗旨在

於保障通訊秘密，以及條例草案既定之低度管理立法理

念，亦不宜透過發動公權力之手段干涉當事人間之民事權

利義務關係，故行政調查並不可採。 

二二二二、、、、侵益性侵益性侵益性侵益性行政處分無法採行行政處分無法採行行政處分無法採行行政處分無法採行    

        國外雖不無採用行政罰、停止命令等行政手段管制濫發商

業電郵之例，然此於我國是否可行，容有爭議，蓋行政處

分雖有主動因應及高效率之特性，但侵益性行政處分常有

產生訟爭之可能，此外目前條例既定之立場仍採低度行政

管理，欲以行政處分課加負擔或科以罰鍰之方式介入管

制，實有不宜。 

然若係對業者推動濫發防制或團體訴訟實務宣導等之補助

申請作成核准之授益處分，原則上即無此疑慮，併予說明。 

三三三三、、、、行政契約行政契約行政契約行政契約    

        行政契約具有彈性、緩和高權色彩之優點，主管機關可研

究與主要業者（或業者自組之組織或協會）以締結行政契

約方式，透過使其負擔建立聯絡窗口、加強聯繫、業務統

籌及政令宣導甚或促進業界國際合作防制事務等方式，達

到管制商業電子郵件行政目的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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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行政命令行政命令行政命令行政命令    

目前可據為對業者進行管理之法規命令，較明確者如依消

保法第 17 條針對服務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所為之

「公告」，可視為主管機關對契約內容之行政規制，其他尚

有疑義。 

另，本條例草案經增修第 7 條第 8 項第 4 款，賦予主管機

關「認定」受禁止軟體、程式功能類型之權限，以作為該

條項之構成要件，將對濫發軟體程式撰寫或提供者產生拘

束力，而條例草案增修第 9 條第 4 項第 6 款，亦增訂主管

機關得「指定」業者應揭示之濫發者個人資料或事證，該

「指定」可形成業者揭示資料義務之具體內容，將產生對

外效果，此兩者亦屬法規命令無疑。 

最後，因目前草案尚未通過，就民眾舉發案件，為免因承

辦人員不同而異其處理方式，主管機關得依組織權限制定

相關之「作業性行政規則」，統一作業程序及處理原則，又

日後法律施行，接受此類案件之檢舉後如何為後續辦理，

究移送團訟機構受理或提供其他建議，亦得制定相類行政

規則予以劃一標準。 

五五五五、、、、行政指導與其他事實行為行政指導與其他事實行為行政指導與其他事實行為行政指導與其他事實行為    

行政指導此一行政行為形式經日本發展成功，而為我國行

政程序法繼受，由於行政指導之機敏性與靈活性，在商業

電子郵件管制事件上扮演重要角色，尤以目前垃圾郵件之

行政管理無法可據之情況下為然，至指導機關與被指導人

間雖為非權力關係，仍有公法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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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雖有規制性行政指導之類型，然為確保依法行政，且

民情與法治文化不同，於我國似不宜採行，因此對業者之

行政指導應秉持任意、彈性之原則。 

目前行政機關雖已採此一形式有所作為，然仍宜考量諸多

因素完善日後之相關建置，包括當事人陳述意見權利、相

關作業程序、內容之合宜控制、指導要式化等，主管機關

均可研究其可行性，另，本文建議可透過指導各家業者採

取各種自律機制諸如「技術開發」、「防制資訊分享」、「訊

務互連」、「國際合作防制」、「修正服務契約條款」等措施

以收集體聯防效果，並以「公布配合業者名單」及「垃圾

郵件防制排行榜」等方式確保其實效。 

另，以事實行為概念之廣，行政機關擬採作為實多涵攝於

此一形式，目前之規劃如垃圾郵件資料庫（SPAM DB）建立、

監理雛型系統設計、公布統調資料及透過網頁通報相關資

訊等均屬之，惟事實行為仍應受依法行政原則支配，以涉

及個資之 SPAM DB 建置為例，可先就當事人自行舉發之案

件進行
376
，至於其他事實行為宜配合行政指導等其他已制度

化之行政行為形式為之，以佐成效。 

陸陸陸陸、、、、法案修正建議法案修正建議法案修正建議法案修正建議    

透過檢討濫發商業電郵事件各關係人之基本權衝突關係，依實

踐調和原則判斷，發信人之商業言論自由因屬低價值言論，且管制

垃圾郵件具高度公益性，故商業言論自由應受適當限制。 

基於主管機關之立場，採雙軌之規範模式進行分流，針對業者

                                                 
376 蓋在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通過前，電子郵件地址尚非屬個人資料範圍，而廣告主之資料因屬自主公開性質且於商業交易上廣為流通，對其權益並無侵害之虞，至於收信人之電子郵件等資料，因已得當事人同意，亦無適法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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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行政管理，但目前法規未足，僅有行政指導或事實行為之可能，

個人則以採民事效果為主，此外，分析目前條例草案後，發現其規

範內容仍有改善空間，除應改良行為規範外，並應強化配套制度之

設計，具體之指導方針則包括「低度管理」、「改採默示拒絕」、「維

持民事侵權效果」、「強化團體訴訟機制」、「前階行為納管」、「業者

揭示義務」等項，本文據此提出法案修正建議如下： 

一、電子郵件地址蒐集電子郵件地址蒐集電子郵件地址蒐集電子郵件地址蒐集、、、、字典式攻擊字典式攻擊字典式攻擊字典式攻擊、、、、專用軟體程式專用軟體程式專用軟體程式專用軟體程式等前階行為納

入管制，以從根源斷絕發送工具。 

二、明定特定條件下業者之斷訊權利業者之斷訊權利業者之斷訊權利業者之斷訊權利，以其「功能最適」之角色主

動、積極防堵、阻絕濫發情形。 

三、賦予團體訴訟機關得向業者業者業者業者請求揭示濫發者個資及事證揭示濫發者個資及事證揭示濫發者個資及事證揭示濫發者個資及事證之權

利，以便其提起團體訴訟，除可保障人民訴訟權外，尚可鞏固、

確保團體訴訟之成效。 

四、改採默示拒絕之默示拒絕之默示拒絕之默示拒絕之 OPTOPTOPTOPT----OUTOUTOUTOUT 制度並規定發信人應提供免費回傳或免費回傳或免費回傳或免費回傳或

聯絡機制聯絡機制聯絡機制聯絡機制，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五、鑑於團體訴訟機構具公益性，為免增加其作業及財務負擔，強

化團體訴訟執行量能，明定團訟機構得預先請求必要費用預先請求必要費用預先請求必要費用預先請求必要費用。 

此外，色情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雖有管制之必要，美、韓等

國之規範亦有例可稽，惟考量其他法規已加以規範，慮及主管機關

之執法資源，且鑑於本法案係採保障秘密通信自由之立場，為秉持

不干涉通訊內容之旨，避免產生法律扞格現象，爰按學者之建議，

不予納入本法案。 

及不干涉通訊內容之旨，最後爰按學者之建議，不予納入法案，

而應適用其他法規加以規範。 

最後，美國法上 ISP 損害賠償額之擬制規定，雖得有效調動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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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蒐獵、追查」濫發者之意願，然鑑於本法案之宗旨在於消費者

保護，業者並非經濟上之弱者，自可由其自負舉證責任而毋須本法

特別賦予其損害賠償額擬制之便利。 

柒柒柒柒、、、、其他立法建議其他立法建議其他立法建議其他立法建議    

    本文研究過程中發現，諸多電信法規無法適用於商業電郵管制

事件或部分行政行為形式無從發揮作用之關鍵，即在於 ESP（電子郵

件服務提供者）非屬二類電信事業，無法納管，日後主管機關亦可

斟酌利弊得失考慮修法將 ESP納管之可行性。 

捌捌捌捌、、、、徒有立法不足為用徒有立法不足為用徒有立法不足為用徒有立法不足為用    

    所有國內外研究報告及專家學者一致指出，濫發商業電郵事件

單以法律並無法確保管制成效，務需配合其他管制措施始得發揮，

近日，紐西蘭新法通過，其政策說明指出紐國係以所謂「「「「五叉策略五叉策略五叉策略五叉策略」」」」

處理濫發商業電郵之問題，分析其概念，包括立法管制、技術發展、

教育宣導、產業自律互助、國際合作等五項，此誠屬極為正確之防

制觀念，亦與美國 FTC 於今年召開之 LAP 會議上發表之看法相同，

我國之立法，如何積極發展此一戰略縱深，值得主管機關審慎衡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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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監理措施規劃監理措施規劃監理措施規劃監理措施規劃    

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商業電子郵件濫發之現象由來已久，

且有日益嚴重之趨勢，本研究認為，對抗濫發行為絕非一蹴可幾，

而須長期投入、付出相關執法資源，並應獲得主管機關之堅定支持，

法案即便通過，亦僅是對抗垃圾郵件之起步，日後尤需主管機關與

國際機構及民眾通力合作，始可獲致成效，爰依據研究成果提供日

後主管機關相關監理措施之建議項目如下，並按近程、中程及遠程

分段列出，供本會日後採取相關措施時之參考。 

壹壹壹壹、、、、近程規劃近程規劃近程規劃近程規劃－－－－法案通過前法案通過前法案通過前法案通過前    

一一一一、、、、法案通過前預先擬定行政措施法案通過前預先擬定行政措施法案通過前預先擬定行政措施法案通過前預先擬定行政措施。。。。    

        目前草案尚於立法院審議中，在通過前，主管機關應依職

權採取積極行政作為因應，可從既有之行政制度及行政行

為形式著手規劃，預先擬定各類可行之措施，透過行政權

之積極主動性，權宜因應事態發展。 

二二二二、、、、積極推動法案積極推動法案積極推動法案積極推動法案。。。。    

    無論作為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或行政機關依法行政

之準據，條例草案之重要性均不言可喻，主管機關宜積極

推動法案順利通過，除可邀集各相關權責單位及學者專家

進行溝通瞭解外，並可透過宣導、說明、公聽及協調會等

方式，凝聚全民共識，鼓動社會輿論參與，以引起立法機

關之重視，使商業電子郵件之管制得以早日步入法治常軌。 

三三三三、、、、建立常態研究機制建立常態研究機制建立常態研究機制建立常態研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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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商業電子郵件之立法研究工作本質上需具備高度專業

性與技術性，主管機關應建立常態性與長久性之研究機

制，透過不斷吸收外國立法例之精華及執法資訊之蒐集，

並與網路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範疇之各類網路安

全議題進行綜合性研究，供我國修法及監理實務之參考。 

四四四四、、、、尋求國際合作管道尋求國際合作管道尋求國際合作管道尋求國際合作管道。。。。    

        商業電子郵件具有全球化、國際化之特性，為求整合跨國

合作資源，共同防堵、阻絕、過濾垃圾郵件，應積極透過

各種途徑建立國際合作管道，目前我國已在 LAP 加入及多

邊、雙邊 MOU 之簽署上已有斬獲，應在既有基礎上建立實

際之運作機制，並尋求更多國際合作之契機。 

       五五五五、、、、訂定作業性行政規則等法案配套措施訂定作業性行政規則等法案配套措施訂定作業性行政規則等法案配套措施訂定作業性行政規則等法案配套措施。。。。    

        法案通過前，雖行政作為依據尚不足，然主管機關得依其

權限訂定作業性行政規則，以建立現有各種舉發事件之作

業標準，特別是各種舉報案件之分類、回覆、移送及反查

流程等事項，宜有可供承辦人員依循之明確準據。 

六六六六、、、、教育宣導教育宣導教育宣導教育宣導    

    主管機關可透過對民眾進行宣導，灌輸其正確之防杜觀

念，並避免其因認識不清而濫發郵件甚或成為他人之濫發

工具，以達成全民防制之效果；此外，可鼓勵、建議業者

採用適當之防制措施，與民眾聯手對抗垃圾郵件。 

七七七七、、、、產業公會產業公會產業公會產業公會之之之之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東瀛近鄰日本，除積極立法規制濫發現象外，更透過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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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對其會員進行約束，務使在進行電子行銷之際，遵守

法律與協會所定之公約，我國法案雖已有廣告主連帶責任

之規定，為加強成效，仍宜仿日本作法，透過相當措施促

使各公協會配合約束其成員，敦促各行業之廣告主行銷時

注意行為自律。 

八八八八、、、、定型化契約內容之行政規制定型化契約內容之行政規制定型化契約內容之行政規制定型化契約內容之行政規制    

主管機關宜依消保法第 17條公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

記載事項，以規整業者與其用戶間服務契約之方式，降低

濫發現象，並使業者獲得採取過濾、斷訊作為之明確依據，

減輕其動輒被訴之負擔。 

貳貳貳貳、、、、中程規劃中程規劃中程規劃中程規劃－－－－法案通過初期法案通過初期法案通過初期法案通過初期    

一一一一、、、、法案通過後法案通過後法案通過後法案通過後，，，，配合訂定相關法規命令配合訂定相關法規命令配合訂定相關法規命令配合訂定相關法規命令。。。。    

主管機關應於條例草案通過後，依該條例之授權制定相應 

之法規命令，具體內容則宜參酌技術演進情形定期修正，

務必切合網際網路發展脈動，以佐立法成效。 

二二二二、、、、指導團訟事項之執行指導團訟事項之執行指導團訟事項之執行指導團訟事項之執行。。。。    

條例草案一旦通過，為便於受害人求償，主管機關應積極

協助團體訴訟機構承接案件，並予以適當之指導與建議，

以保障受害人之訴訟權並鞏固團體訴訟制度成效。 

三三三三、、、、持續深化防制機制之研究持續深化防制機制之研究持續深化防制機制之研究持續深化防制機制之研究。。。。    

    透過防制機制之深化研究，特別是與網路安全維護相關議

題結合，提供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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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考量納管其他訊息載具之可能性考量納管其他訊息載具之可能性考量納管其他訊息載具之可能性考量納管其他訊息載具之可能性。。。。    

    目前條例草案因應實務現況，僅規範電子郵件，然鑑於目

前各種未經邀約訊息正逐漸向各種訊息載具擴散，日後修

法應考慮加以納入管制。 

五五五五、、、、國際合作事項法制化國際合作事項法制化國際合作事項法制化國際合作事項法制化。。。。    

        建立國際合作管道後，應積極將相關之國際防制措施內容

透過修法加以落實，尤其我國已加入 LAP 組織，並與各國

簽署多項 MOU，為使跨國合作事項早日步入正軌，宜將 LAP

所定之國際移案、調查事項透過內國立法加以明文化，另

鑑於 MOU 多僅為綱領性、原則性規定，亦應利用內國立法

加以具體化，透過此種方式將加入 LAP 與簽署 MOU 之成果

加以法制化，將可確保國際合作之成效。 

                六六六六、、、、定期通盤檢討修法定期通盤檢討修法定期通盤檢討修法定期通盤檢討修法    

仿日本、澳洲立法例，根據通訊環境需求，每三年根據技

術發展情形之必要，就法律內容之不合宜之處，根據技術

發展情形與時代變遷，配合其他相關法規之內容，進行檢

討、修正，以延續法律生命力與規範實益。 

七七七七、、、、持續促進跨國合作持續促進跨國合作持續促進跨國合作持續促進跨國合作    

在近程規劃之基礎上，積極利用既有之國際合作管道，起

訴國外濫發者，擴大我國管制作為之國際視聽，另鑑於目

前各類雙邊或多邊國際合作組織加入實有困難，宜積極建

立自主之國際合作平台。 

            八八八八、、、、籌設籌設籌設籌設跨部會跨部會跨部會跨部會跨層級跨層級跨層級跨層級因應因應因應因應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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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發垃圾郵件行為涉及之層面極廣，為有效因應 SPAM 所帶

來各種層出不窮之網路安全、市場秩序、經濟犯罪、消費者

保護等等課題，主管機關宜基於其執掌維護通訊傳播秩序之

地位，參酌 LAP 設立宗旨，整合公、私部門各類資源，例如

行政權所屬之外交部、經濟部、法務部、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等相關權責單位，以及民間機構諸如各類網際網路服務提供

者、團體訴訟機構、消費者保護團體、隱私權保護團體等，

均應酌予納入，成立一專責之跨部會、銜接官民雙邊之常態

因應機制，透過定期舉行會議、聽取報告之方式進行政策規

劃及執法事項之溝通協調，並由本會負責統籌、掌理具體任

務之分派與指揮，以收事權統一、集中調控之效。 

叁叁叁叁、、、、遠程規劃遠程規劃遠程規劃遠程規劃────維持長期發展運作維持長期發展運作維持長期發展運作維持長期發展運作    

一一一一、、、、持續鞏固持續鞏固持續鞏固持續鞏固、、、、強化各種規制手段之效力強化各種規制手段之效力強化各種規制手段之效力強化各種規制手段之效力    

    徒法不足以自行，為確保法律規制力，主管機關應從執法

過程中累積經驗，透過分析各種法律效果之良窳，評量各

種規制手段之成效，以「「「「法規影響評估法規影響評估法規影響評估法規影響評估」」」」之分析途徑，研

究改良各種配套機制，以求強化、鞏固制度成效，維持長

期運作。 

二二二二、、、、維持研究能量維持研究能量維持研究能量維持研究能量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行為與網路安全息息相關，然現今各種

資訊科技不斷演進，網安犯罪手法隨之推陳出新，濫發行

為亦具相似之特性，主管機關除應仿美國立法例，定期向

國會提交制度規劃及執法報告，作為修法參考外，尚可參

照日本立法例，對相應防制技術之開發情形進行研究，則

不論法律面與技術面之研究能量均務需維持一定水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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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變動不居之科技立法進展與資訊技術演進。 

三三三三、、、、與其他行政機關協商建立相互通報及處理之常態建制與其他行政機關協商建立相互通報及處理之常態建制與其他行政機關協商建立相互通報及處理之常態建制與其他行政機關協商建立相互通報及處理之常態建制    

    若在中程規劃階段有成立跨層級跨部會因應機制之可能，

則應持續思考如何透過整合各種行政資源，收事半功倍之

效，尤其是透過與各行政機關間之職務協助，強化對濫發

來源或路徑之監控，實現對資訊安全與訊息侵擾之雙重管

制效果。 

四四四四、、、、積極加入相關國際組織積極加入相關國際組織積極加入相關國際組織積極加入相關國際組織，，，，深化國際影響力深化國際影響力深化國際影響力深化國際影響力 

        我國參與國際事務之機會雖動輒受到兩岸外交角力之影

響，然就垃圾郵件議題，目前已在國際合作層面獲致部分

成果，應奠基於此一基礎，持續不懈深化在國際上之影響

力，尋求加入或參與各種相關國際組織，透過雙邊或多邊

之合作管道，搭配倫敦行動計畫之移案機制，使我國在「垃

圾郵件全球化防制」之任務鏈上扮演重要關鍵地位，最終

藉由我國發達之 IT 資訊網路國力，與各國攜手積極有效地

防制濫發現象。 

      



附件一 

各國防各國防各國防各國防制濫發制濫發制濫發制濫發商業商業商業商業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規範之比較規範之比較規範之比較規範之比較 





各國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各國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各國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各國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之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違法態樣及其特色 OPT-IN 或

OPT-OUT 

主管機關 ISP 業者的權利與

義務 

對SPAMMER可採

取之手段 

提出法律訴訟

或手段之主體 

美國 

（CAN-SPA

M ACT） 

1. 管制的客體為 UCE。 

2. 禁止電子郵件地址

蒐集及字典式攻擊。 

3. 發送郵件標示義務。 

4. 本法第四條禁止任

何人從事下列各項

行為（違者可施以刑

事制裁） 

(1) 故意未經授權而

入侵受到保護之

電腦，並藉此散發

大量未經同意之

商業電子郵件。 

(2) 利用受到保護之

電腦進行轉寄或

傳送未經同意之

商業電子郵件，並

蓄意誤導收件人

對信件來源之認

定。 

OPT-OUT 

 

OPT-IN 

（mscms） 

聯邦貿易委員

會（FTC） 

其他機關 

1.本法第 7 條授與

IAP 業者得請求

法院對違法行為

人發出禁令或請

求損害賠償。 

1.FTC 

(1)自發停止命令。 

(2)聲請法院禁令 

(2)請求民事罰鍰。 

2.由各州提出民事

訴訟： 

(1)聲請法院禁令 

(2)請求損害賠償 

3.由 ISP 業者提出

民事訴訟： 

(1)聲請法院禁令 

(2)請求損害賠償 

4.懲罰性賠償： 

在由州政府或由

ISP 業者提起訴訟

的案件中，由法院

斟酌行為人主觀犯

意、違法態樣等事

實情節，最高可判

令被告給付三倍的

ISP 業者、州

政府及所屬官

員 

項 
目 國 

家 



(3) 大量寄送偽造主

旨資訊之商業電

子郵件。 

(4) 以虛偽資料申請

或使用五個以上

電子郵件地址，或

兩個以上網路名

稱，並蓄意經由上

述電子郵件地址

或網路名稱進行

濫發電子郵件行

為 

(5) 冒用他人五個以

上 IP address，並

蓄意藉此濫發電

子郵件。 

損害賠償金額。 

5、美國司法部對濫

發者進行刑事追訴 

（1）徒刑 

（2）罰金 

 

日本 

（特定電子メ

ールの送信の

適正化等に関

する法律） 

1. 表示義務的規定： 

應確實記載特定電郵之

意旨、發信人之姓名及

住所、發信用之電郵位

址、供收信人回應拒絕

繼續收到類似電郵用之

電郵位址、以及總務省

依該法授權所定之事

OPT-OUT 總務省 

經濟產業省 

警察廳 

1.有資訊提供及技

術開發義務。 

2.「如有妨礙業者順

暢提供服務之

虞，且足認業者

為避免前開情事

發生，有正當理

由暫時拒絕提供

刑事處罰（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一百

萬日圓以下罰金） 

本法未針對濫

發者特別規定

民事的求償手

段，僅有刑事

處罰的規定。 



項。 

2. 禁止以程式自動大

量產生虛設電郵位

址並對之發送特定

電郵 

3. 施行細則中將手機

簡訊（SMS）納入規

範。 

 

電郵傳送服務

者」ISP 業者得暫

停對該用戶提供

電信服務。 

南 韓（Act on 

Promotion and 

Communicatio

ns Network 

Utiliza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etc.） 

1. 該法律不僅適用於

濫發商業電子郵

件，亦適用於電話和

傳真。 

2. 對於電話和傳真之

行銷，非經收訊人之

同意不得發送之，但

是關於商業電子郵

件及其他媒體之行

銷，在經收信人拒絕

繼續接收後，即不得

再對之發送相關資

訊，若違反前述規

定，即為非法傳送商

業電子訊息。 

1. 對於電子

郵件之發

送採取

OPT-OUT

機制。 

2. 對於以電

話及傳真

方式所為

之行銷訊

息，則採

取OPT-IN

機制。 

南韓資訊安全

管理局（KISA, 

Korea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ISP 業者發現其提

供之服務被用來非

法傳送廣告資訊

時，可以拒絕為其

提供服務。但是 ISP

業者必須在與用戶

之合約中加入拒絕

服務之事項。 

主要為刑事處罰及

罰金：若電子郵件

涉及詐欺行為者，

其刑事處罰最高為

十年的有期徒刑；

罰金最高可高達

1000萬元韓幣。 

但個人或團體若受

有損害，可以對濫

發者提出民事的損

害賠償。 

收信者向資訊

安全局提出

SPAM 申訴

後，由資訊安

全局先進行調

查，再交由檢

警單位處理。 



3. 對於欲傳送有害於

青少年之媒體資訊

時，必須根據由《總

統令》所指示之標記

方法，將該相關之資

訊標記為「有害於青

少年」。 

4. 禁止傳送任何有害

於青少年之廣告媒

體資訊給未成年

人，不論其形式係編

碼、信件、聲音、圖

像或是影像等，只要

是透過資訊及通訊

網路流通者，均適用

此規定。 

5. 電子郵件中須清楚

明白的表示所傳送

資訊之類型及內

容、發訊者之姓名及

聯絡方式、蒐集此郵

件位址之來源以及

有讓收信人可以簡

易的表明拒絕接收



之措施和方法。若是

以電話或傳真之方

式傳送者，則是須包

含發訊者之姓名及

聯絡方式以及讓接

收者可以撤回先前

同意之措施及方法。 

6. 在郵件標題前，須註

明「廣告」之字樣。 

7.未經當事人同意，不

得擅自蒐集該當事人

之電子郵件地址；亦

不得使用字典式攻擊

方式及類似技術發送

電子郵件。 

澳洲 

（Spam Act 

2003） 

 

1. 所謂商業電子訊

息，包括內容為廣告

或促銷商品、服務、

土地或商業投資機

會的一切電子訊

息。也包括協助他人

用欺騙或不實手段

取得第三人財產利

益的情形。 

OPT-IN 澳洲通訊傳播

署（Australian 

Communicatio

n Authority） 

制訂「網路產業自

律規範」（Internet 

Industry Code of 

Practice ） 

1.主管機關有權向

聯邦法院提出禁

制令之聲請，以

限制違反本法規

定的行為人從事

違法行為（限制

性禁制令）或命

違法行為人為一

定行為（執行性

主管機關 



2. 但是對於事前同意

原則及電子訊息的

定義，都保留另依法

律授權的行政命令

發布變更其範圍的

權力。 

3. 本法亦禁止提供、取

得或使用郵件地址

蒐集軟體；或提供、

取得或使用郵件地

址蒐集軟體所製作

之電子郵件名錄。 

禁制令）。 

2.民事部分，聯邦

法院作為違反本

法所生訴訟之管

轄法院，聯邦法

院得命被告賠償

受害者損失或將

被告所得利益歸

由政府受領，若

被告多次違反且

經聯邦法院命其

賠償，聯邦法院

尚可考量提高被

告之賠償額度。 

3.任何有意依新法

規定發送商業電

子訊息或從事提

供、取得或使用

郵件地址蒐集軟

體的個人或組織

可洽主管機關簽

訂有執行力的承

諾書具體約明其

承諾遵守事項，



若有違反，主管

機關得向澳洲聯

邦法院請求發給

命令，命令立書

人：（1）履行承

諾書內容之行

為。（2）繳交相

當於違反承諾所

得直接及間接利

益之金額與聯邦

政府。（3）賠償

他人因立書人違

背承諾所受之損

害。 

英國 

（UK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

ns Regulations 

of 2003） 

1. 本法係遵守歐盟「電

子通訊中個人資料處

理及保護個人隱私指

令」所訂定之框架及

原則所定對各種通訊

服務自然人用戶之保

障。 

2. 非經收件者事前同

意，任何人皆不得為

直銷目的傳送，或教

OPT-IN 通訊管理委員

會（Information 

Commission）  

ISP 業者必須在技

術上及組織上採取

適當措施以保障服

務的安全，並把有

關的風險通知用

戶。 

1.任何蒙受損害的

人有權依法律規定

的程序，向

Spammer 請求民事

的損害賠償。 

受損害的個人 



唆傳送不請自來的電

子郵件給任何自然人

用戶（法人團體或其

雇員使用法人團體電

子郵件信箱者不在此

限）。 

3. 規範客體尚及於手機

簡訊。 

 

中國 

（互聯網電子

郵件服務管理

辦法） 

1. 對濫發電子郵件並

無定義性的規範，認

為是否為垃圾郵件

應由收信人主觀決

定之。 

2. 為行政規則而非法

律位階。 

3. 其管理範圍不限於

未受允許之商業電

子郵件（UCE），係

包括所有未受允許

之郵件（UBE）。 

4. 對於電子郵件服務

提供者（ESP）以及

互聯網接入服務提

1. OPT-IN 

2. 原則上非

經收信人

同意不得

發送電子

郵件。 

3. 另規定必

須在郵件

中提供

「不繼續

接收」之

機制。 

中華人民共和

國信息產業部

或各省、自治

區、直轄市之

通信管理局 

1. 欲提供電子郵件

服務之組織或是

個人，均必須先

向主管機關取得

增值電信業務經

營許可或者依法

履行非經營性互

聯網信息服務備

案手續。未取得

許可或是履行備

案手續者，互聯

網接入服務提供

者不得為其提供

接入服務。 

2. 互聯網電子郵件

僅有行政處罰，其

罰款金額最高為人

民幣三萬元。 

因其僅有行政

處罰，由國家

機關進行高度

管制，一般人

民及組織無法

對 SPAMMER

採取行動，故

僅能由中華人

民共和國信息

產業部或各

省、自治區、

直轄市之通信

管理局對違反

規定者予以警

告、權令改正



供者（可能為 ISP、

IAP 及 ASP）賦予較

多的限制以及責

任，違反責任者並對

之處以行政處罰屬

於高度的行政管制

措施。 

5. 對於該辦法所禁止

之行為有： 

（1） 未經授權利用

他人電腦系統

發送電子郵件

之行為。 

（2） 以字典式攻擊

方式蒐集他人

電子郵件地址

子郵件並加以

利用之行為。 

（3） 故意隱匿或偽

造電子郵件信

息之行為。 

（4） 未經收信人同

意而向其發送

有商業性廣告

服務提供者應當

在電子郵件服務

器開通前 20 日

將其所使用之 IP

位址向主管機關

實行登記。 

3. 互聯網電子郵件

服務提供者應保

留其電子郵件服

務器發送或接收

之時間、發送者

及接收者之電子

郵件地址和 IP

位址，該紀錄並

應保存 60 日。 

4. 互聯網之電子郵

件服務提供者及

為互聯網提供接

入服務之電信業

者，應受理其用

戶對電子郵件之

舉報，並提供便

捷之舉報方式。

另依用戶舉報之

及處以罰款。 



內容郵件之行

為。 

（5） 發送商業性廣

告內容之郵

件，未於信件標

題註明「廣告」

或是「AD」等

字樣。 

（6） 經收信者明確

拒絕繼續接收

電子郵件後，仍

對其發送電子

郵件之行為。 

（7） 不得有製作、複

製、發佈、傳播

包含《中華人民

共和國電信條

例》第五十七條

規定內容之電

子郵件之行為。 

6.不得利用電子郵件從

事《中華人民共和國

電信條例》第五十八

條所禁止之危害網路

電子郵件內容不

同，有不同之處

理方式，未依法

處理者，主管機

關依職權可對其

處以 5000元以

上 10000元以下

之罰款。 



安全及信息安全之活

動。 

新加坡 

（Spam 

Control Act） 

1. 未經收信人許可而

發送之商業電子訊

息即為該草案所規

範之客體，其中亦包

括手機簡訊。 

2. 若有字典式攻擊或

使用專門蒐集郵件

地址之軟體者，不管

是否為未經收信人

許可之商業電子郵

件，均非該草案所許

可行為。 

3. 必須提供收信者準

確且運作正常之郵

件地址及電話號

碼，以便收訊人可以

透過這些資訊和發

信者連絡，若無提供

上述資訊者，則為違

法行為。 

4. 所提供給收信者之

有效連絡資訊中，不

1. OPT-OUT 

2. 在收信人

發出「停

止發送」

之要求後

10天即禁

止向該收

信人傳送

商業電子

郵件。 

新加坡資訊通

訊發展局

（IDA, The 

Info-Communi

cations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1. 要求法院對於濫

發電子郵件者提

出禁制令，已停

止其濫發郵件之

行為。 

2. 賦予 ISP 業者提

出訴訟之權利：

ISP 業者對於已

受之損失或損

害，可以對該濫

發電子郵件者請

求民事賠償。 

3. 加強各 ISP 自我

規管以及直銷業

者協會（DMAS）

盡量不要濫用電

子郵件作為宣傳

管道之宣導（非

強制性業者自

律）。 

1. 禁制令 

2. 損害賠償 

3. 法定損害賠償 

* 損害賠償和法定

損害賠償只能擇

一請求。 

任何因濫發之

商業電子郵件

而蒙受損失或

損害之人。 



管用幾種語言表

示，其中一種必須為

英語，否則違反草案

之規定。 

5. 所提供給收信者之

有效連絡資訊，必須

為在發送後 30天內

有效之聯絡資訊。 

6. 郵件標題必須和信

件內容相符合，不得

為誤導收信人或是

虛假性之標題。 

7. 除非該郵件已經收

信人許可發送，否則

郵件標題前必須有

廣告等易辨識為商

業電子郵件之字樣。 

8. 收信人於發送「停止

發送」商業電子郵件

之訊息後 10 個工作

天內，即應停止在向

該收信人發送此類

訊息。 

9. 在收到收信人拒絕



接收之信息後，該發

送人除非有該收信

人之同意外，不得將

該收信人之資訊洩

漏給其他人。 

香港 

（非應邀電子

訊息條例草

案） 

1. 發送商業電子訊息

必須載有準確的發送

人資料，且該資料必

須在 30 日之內有效。 

2. 發送商業電子訊息

之內容必須包含讓接

收人可以取消接收的

選項。 

3. 發信人在收到接收

人取消接收的要求

後，必須在 10 個工作

天內，停止或停止授

權向該電子地址發送

任何商業電子訊息。 

4 除非經過接收人同

意，否則不得向列於

「拒收登記冊」之電

子地址發送商業電子

訊息。 

採取

OPT-OUT 機

制。 

 

香港電訊管理

局 

在給於電信服務提

供者合理的申述機

會後，電訊局長可

以向電信服務提供

者發出書面指示，

要求電信服務提供

者採取電訊局長認

為需要的任何行

動。 

1.民事賠償 

2.刑事處罰 

任何因為違反

該條例規定而

受有損失或損

害之人均可對

之提出損失或

損害賠償。 



5. 不得使用具誤導性

之標題。 

6. 不得向以使用自動

化方法所取得之電子

地址發送商業電子訊

息。 

 



附件二 

行政院版本與各立法委員版本之比較行政院版本與各立法委員版本之比較行政院版本與各立法委員版本之比較行政院版本與各立法委員版本之比較 





行政院版本與各行政院版本與各行政院版本與各行政院版本與各立法立法立法立法委員版本之委員版本之委員版本之委員版本之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行政院版本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

理條例」 

立法委員馮定國版本 

「電子廣告信件管理條

例」 

立法委員林國慶版本 

「濫發商業電子訊息管

理法」 

立法委員吳志揚版本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

理條例」 

立法委員鄭運鵬版本 

「電子訊息管理條例」 

立法目的 一、維護網路使用之便

利。 

二、避免濫發商業電郵

之干擾。 

三、提升網路安全及效

率。 

一、避免濫用網路資源。 

二、維護業者及用戶權

益。 

一、促進網際網路及無

線通訊資源之合理

使用。 

二、保障社會大眾之個

人隱私。 

三、促進電子通訊消費

生活之健全發展。 

一、維護網路使用之便

利。 

二、避免濫發商業電郵

之干擾。 

三、提升網路安全及效

率。 

四、促進電子商務發展。 

一、促進電子訊息的合

理使用。 

二、保障個人隱私。 

主管機關

及其權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其權責為： 

一、促使業者採行必要

措施。 

二、與國際相關組織進

行交流。 

交通部 

 

未規定主管機關之權責 

通訊傳播委員會 

其權責為： 

一、依檢舉或職權調查

有違反本法之情

形。 

二、與國際相關組織進

行交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其權責為： 

一、促使業者採行必要

措施。 

二、與國際相關組織進

行交流。 

行政院通訊傳播委員會 

其權責為： 

一、對違反規定業者處

以罰鍰。 

二、設置收訊者檢舉信

箱。 

規範客體 商業電子郵件 電子廣告信件 商業電子訊息 商業電子郵件 商業電子訊息 

OPT-IN 或

OPT-OUT

機制之選

擇 

採取 OPT-OUT 機制。 採取 OPT-IN 機制。 採取 OPT-IN 機制。 採取 OPT-OUT 機制。 採取 OPT-OUT 機制。 

主旨欄標 須加註「商業」、「廣告」、 未規定須標示特定字 必須加註足資辨識其為 須加註「商業」、「廣告」、 無相關規定。 

版 本 名 稱 比 較 項 目 



示義務 「ADV」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公告之辨識標示。 

樣，但電子廣告信件之

主題必須與信件內容相

符。 

「廣告」之字樣或特殊

標示。 

「ADV」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公告之辨識標示。 

發信人身

份及聯絡

資訊之揭

示 

必須提供發信人之「名

稱」或「姓名」、「營業

所」或「住居所」地址。 

發送電子廣告信件之公

司或個人必須在信件之

開頭明確註明該公司或

個人之名稱、郵政地

址、聯絡電話、聯絡人

姓名。 

提供發信服務之公司或

個人必須在信件後方明

確註明該公司或個人之

名稱、郵政地址、聯絡

電話、聯絡人姓名。 

發送電子訊息必須註

明： 

一、發訊者之身分資訊

及郵遞地址。 

二、寄發該商業電子訊

息之郵件地址或行

動通訊門號。 

必須提供發信人之「名

稱」或「姓名」、「營業

所」或「住居所」地址。 

一、發訊者之身分資

訊、郵遞地址或行

動通訊門號。 

二、取消訂閱之方式。 

正確信首

資訊之提

供 

發信人須提供正確之信

首資訊。 

發信人或發信公司不得

變造發信日期、發信人

帳戶、網域名稱、原始

發信記錄。 

無相關規定。 發信人須提供正確之信

首資訊。 

無相關規定。 

禁止行為 一、禁止對已表示拒絕

收信者繼續發送商

業電子郵件。 

二、禁止明知或可得而

知主旨欄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仍發送

者。 

三、禁止明知或可得而

一、禁止變造信首資訊

（包括發信日期、

帳戶、網域名稱、

原始發信記錄。） 

二、禁止製造、販賣、

散發、使用供變造

電子郵件發信記錄

之電腦程式。 

三、禁止記載與信件內

一、禁止明知或可得而

知收訊者已為拒絕

之表示而仍對之傳

送訊息者。 

二、禁止使用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訊息

標題、來源資訊或

回覆資訊。 

一、明知或可得而知收

信人未同意收信而

仍繼續發送商業電

子郵件。 

二、明知或可得而知主

旨欄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仍發送者。 

三、明知或可得而知轉

不得發送相同或類似電

子訊息予已表示拒絕接

收電子訊息之收訊者。 



知轉寄前之信首資

訊虛偽不實仍發送

者。 

容不符之電子郵件

主題（第 10條反面

推論） 

三、禁止偽造、變造或

隱匿訊息來源資訊

者。 

四、禁止未加註提示傳

送含有猥褻內容或

色情連結之訊息

者。 

五、禁止使用他人註冊

使用之電子郵件位

址或行動通訊門

號，濫發商業電子

訊息者。 

六、禁止散播電腦病毒。 

七、禁止字典式攻擊。 

寄前之信首資訊虛

偽不實仍發送者。 

服務提供

者權利義

務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一、建立處理濫發之相

關處理機制。 

二、紀錄相關資訊以提

供作為處理濫發之

用途。 

三、必須向用戶明示發

送商業電子訊息之

使用規則及法律責

任。 

四、經濫發檢舉通知且

經過警告並查證等

必要程序下，該濫

發者仍無改善時，

有正當理由相信發信人

違法時，得拒絕提供服

務。 

一、終止契約。 

二、提供電子訊息過濾

機制。 



服務提供者應拒絕

傳送或終止契約關

係。 

五、提供過濾機制；並

依收件者之意願，

攔截依第四條規定

加註特定標示之商

業電子訊息。 

六、協助主管機關調查

和處理。 

民事賠償 一、收信人得請求財產

上及非財產上民事

損害賠償。 

二、每人每封可請求新

台幣五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金額。 

三、同一原因事實賠償

上限為二千萬元。 

一、受害之個人或網路

服務業者可對發信

公司或代發信業者

請求賠償。 

二、須補償實際損失及

訴訟費用。 

一、收訊者以及服務提

供者受有損害時，

得向發訊人請求損

害賠償。 

二、擬制賠償額以每封

新台幣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酌訂賠

償額。 

一、收信人得請求財產

上及非財產上民事

損害賠償。 

二、ESP 業者得請求財產

上民事損害賠償。 

三、於 ESP受損害之情

形，同一原因事實

賠償上限為一千萬

元。 

由收訊者向違反規定之

業者請求，最高以二千

萬元為限。 

刑事處罰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對於違法者最高可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團體訴訟 二十人以上受有損害之

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

後，由財團法人或公益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二十人以上受有損害之

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

後，由財團法人或公益

無相關規定。 



 

 

社團法人以自己名義，

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社團法人以自己名義，

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附件三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修正總說明修正總說明修正總說明修正總說明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管理條例管理條例管理條例」」」」草案修正總說明草案修正總說明草案修正總說明草案修正總說明    

近年來，由於網路寬頻基礎建設的發達，帶動了國內電子商務的發展，

以發送電子郵件方式進行商業行銷之行為逐漸興盛，由於電子郵件具有製作

簡易、可大量發送、傳遞快速及成本低廉等特性，導致國內商業電子郵件發

送情形漸趨氾濫，造成收信人通訊權益及服務提供者服務資源的雙重鉅額損

耗。 

鑑於商業電子郵件發送行為，尚無法律足資規範，前業由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籌備處研擬提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以

下簡稱行政院版法案)，經行政院 2924 次院會通過後，於 94 年 2 月 3 日函

送立法院審議，並於 94 年 3 月 4 日經立法院院會決議交付科技及資訊委員

會審查中。 

本會鑑於立法院科技及資訊委員會併案審查行政院版法案，及馮定國等

4位立法委員所提相關法案時，其中若干議題經廣泛討論後，突顯行政院版

法案仍有部分條文須進一步討論，本會為因應此一狀況，旋即成立專責立法

研究小組，針對行政院版法案之立法設計及制度規劃酌作研議，並配合環境

變遷及技術發展，就蒐集電子郵件資訊之行為規範、默示拒絕機制、中斷訊

務權利、團體訴訟機制強化等四個面向，研擬具體修正建議如下： 

一一一一、、、、蒐集電子郵件資訊之行為規範蒐集電子郵件資訊之行為規範蒐集電子郵件資訊之行為規範蒐集電子郵件資訊之行為規範    

目前商業電子郵件濫發方式，普遍存在將字元、符號或數字進行隨機排

列組合，產生可能之收信方電子郵件地址，以之向收信方郵件伺服器發送大

量商業電子郵件，測試及蒐集正確收信人電子郵件地址之行為(以下簡稱字

典式攻擊法)。此類不當行為除耗損收信人共用之郵件系統服務資源，戕害

收信人通訊自由外，由於多數收信方電子郵件地址根本不存在，對收信方電

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已屬明確攻擊行為。 

此外，商業電子郵件濫發人，為規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之管理，以遂



行不當發送行為，常利用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提供的上網服務，直接透

過發信軟體或自行架設郵件伺服器等方式寄信，造成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

者部分網路 IP位址區段，因此類濫發行為遭國際垃圾郵件防制組織列入黑

名單，導致後續使用該等 IP 區段之無辜民眾無法對外寄信，嚴重影響服務

提供者及民眾對 IP資源之配發及使用權利。 

揆諸現有外國立法例，如美、日、澳洲、星、韓、中共等均明定禁止字

典式攻擊，爰予參照引用，於行政院版法案第 2 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9款分

別增列「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字典式攻擊」定義，同時在第 6條第

2項增列授權服務提供者得在特定條件下拒絕傳遞或接收不當濫發郵件之規

定。 

除字典式攻擊外，電子郵件地址蒐集及專用軟體之販售供應行為，均足

以對濫發行為產生相當助力，應予以管制，此亦有美、澳、星、港等國立法

例可資參照，鑑於「未經收信人同意自動蒐集電子郵件地址」、「偽造、變造

郵件之信首資訊」等發送前階行為，亦屬明確之濫發應用技術，且該等技術

常為濫發者所運用，已非一般正常寄信行為模式；而以提供自己或他人濫發

為行為目的，販售、出租或提供具備該等不當功能之軟體程式者，其已有推

波助瀾的實際行動，經審酌針對該等行為人使其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並不

致於阻礙正常資訊技術發展，且可有效抑制濫發行為應用工具，爰於第 7條

第 7項及第 8項增訂連帶賠償責任條款。 

二二二二、、、、默默默默示示示示拒拒拒拒絕機制絕機制絕機制絕機制    

  按行政院版法案，為兼顧收信方權益及發信方電子商務發展考量，在發

信行為規範上係以收信人「明示」之選擇退出(OPT-OUT)機制為主，收信人

須明確表達拒絕意思，故對於收信人權利的保障，尚繫於發信人所提供回傳

機制之良窳，因此該項機制，雖美名為衡平收發信雙方權利，對於收信人而

言，實難謂之公平。由於該通信行為係由發出商業電子郵件的一方發起，就

收信人而言，該郵件可能並非必要，如需收信人表達是否續收來信，即應採



有利收信人之方式，故發信人除提供回傳機制，以確保收信人能明確表達

外，尚須以免費方式為之，來保障收信人的通信自由權，爰仿德國立法例，

修正行政院版法案第 4 條第 1項第 1款，增加對於收信人回傳接受或拒絕後

續來信，發信人應提供免費回傳機制之相關規定。 

  又審酌既有商業電子郵件發送模式，存在以多個發信人名義向同一收信

人寄送相同內容商業電子郵件的情形，以行政院版法案而言，收信人如不願

續收來信，勢須對每封發信方所謂的首次來信回應，造成收信人精神困擾。

為確實衡平雙方權利，建議回應方式改為：「如發信人在其回傳機制表達之

等待回應時間內，未收到收信人之回信，即視為收信人默示拒絕來信」，方

能確保回傳機制的有效性，並兼顧商業電子郵件之市場功能，爰修正行政院

版法案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增訂限制發信人對於收信人未回傳同意接

受後續來信時，發信人不得再對收信人寄出同類郵件之規定。 

三三三三、、、、中斷中斷中斷中斷訊訊訊訊務務務務權利權利權利權利    

鑑於目前商業電子郵件普遍存在以字典式攻擊隨機濫發，偽造可能的收

信方電郵地址，向收信方郵件伺服器灌送大量電子郵件，測試、蒐集正確收

信人電郵地址之行為，除不當耗損收信方電子郵件系統服務資源，且造成收

信方服務提供者經營上之困擾及營運損失。 

針對上述濫發行為，為保障廣大收信人消費者權益，建議在服務提供者

遇有該等濫發行為，並有正當理由認將影響其服務提供之情形下，授予服務

提供者拒絕傳遞或接收該發信方來信的權利，並基於目前提供上網服務之網

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亦多兼營電子郵件服務，為使其在發信方得依法配

合處理濫發事件，強化防制濫發效果，特參照日、韓立法例，酌予修正行政

院版法案第 6條第 2項，增列授權服務提供者得在特定條件下拒絕傳遞或接

收不當來信之規定。 

四四四四、、、、團訟機制強化團訟機制強化團訟機制強化團訟機制強化    



商業電子郵件濫發人為避免被追查，通常係透過不斷更換 IP位址上網，

同時篡改郵件內發信人資訊來寄信，以增加事後調查發送源之困難度。實務

上，民眾向團訟機構舉發濫發事件並授予訴訟實施權後，團訟機構須以民眾

舉發之事證，依其郵件傳遞路徑，逐一向路徑上的服務提供者要求配合調查

事證，直至確定濫發人發送事證及其身分，惟囿於「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服務提供者之配合有其限制，為使團訟機構順利取得訴訟必要資

料，爰參照日本立法例，修正行政院版法案，於第 9 條增列第 4項規定，明

訂團訟機構得向服務提供者要求揭示濫發人資料，以利團體訴訟之遂行。 

又鑑於國內商業電子郵件濫發情形嚴重，基於訴訟實務之繁瑣、濫發人

確認及事證調查不易，團訟制度推出後，團訟機構勢將承受大量民眾委任，

但由於在案件承接、濫發事證調查及案件確認、彙整等各階段事務，均須耗

費大量人力物力，而團訟機構係為公益團體並非營利機構，其財力有限，為

避免實務運作上造成團訟機構財務負擔，影響團訟事務之執行，由團訟機構

在接受民眾委任團訟時，事先收取少許服務費用實有必要，爰擬修正行政院

版法案，於第 13 條第 1項增列部分規定，授予團訟機構得預先收取必要費

用之權利。 

 



附件四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修修修修正版全文正版全文正版全文正版全文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修正全文草案修正全文草案修正全文草案修正全文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為維護網際網路使用之便利，避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干擾，提升網路環境之安全及

效率，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以行銷商品或商業服務為目的，透過網際網路傳送之電

子郵件。但不包括基於既存交易關係提供相關資訊者。 

二、電子郵件位址：指電子郵件使用者之電子郵件伺服器及其帳號之識別碼。 

三、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子郵件之來源、路徑、目的地、發信日期等足資辨識發信

人之資訊。 

四、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指設置電子郵件伺服器提供他人發送、傳輸或接收電子郵

件之服務者。 

五、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提供用戶以有線、無線或其他接取連線方式連接網際

網路服務之業者。 

六、發信人：指發送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或個人。 

七、收信人：指使用電子郵件位址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團體或個人。 

八、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人有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之行為。 

九、字典式攻擊：經由軟體或程式將字元、符號或數字進行隨機排列組合，產生電子

郵件地址，以遂行無差別目的發送電子郵件之手法。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首次發送時，應於郵件中提供收信人得選擇同意繼續接收同一發信人同類郵件之

免費回傳機制或聯絡方式。 

二、經收信人同意後續行發送者，應提供收信人得選擇不再接收同一發信人同類郵件

之免費回傳機制或聯絡方式。 

三、於郵件主旨欄加註「商業」、「廣告」、「ADV」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足資辨識其

為商業電子郵件之標示。但發信人事前已獲得收信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提供正確之信首資訊。 

五、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業所或住居所之地址。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發送首封商業電子郵件後，未經收信人明示同意接收之意思，仍為發送者。 



二、明知或可得而知收信人已為拒絕接收商業電子郵件之表示，仍為發送者。 

三、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之主旨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仍為發送者。 

四、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子郵件轉寄前之信首資訊有虛偽不實，仍為發送者。 

五、以發送商業電子郵件為目的，實施字典式攻擊。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Ⅰ 主管機關得促使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施，防止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行為。 

Ⅱ 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於發信人實施字典式攻擊時，認

為對服務之提供有發生障礙之虞且有正當理由者，得拒絕傳遞或接收該發信人之電

子郵件，並應提供適當申訴管道，處理爭議案件。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Ⅰ 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侵害收信人權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Ⅱ 收信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Ⅲ 前二項損害賠償總額，以每人每封商業電子郵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計算。    

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額高於該金額者，不在此限。 

Ⅳ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幣二千萬元為限。但因 

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逾新臺幣二千萬元者，以該所得利益為限。 

Ⅴ 發信人實施字典式攻擊者，法院得依其情節，酌定不逾前兩項額度三倍之賠償。 

Ⅵ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知或可得而知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發送商業電子  

郵件者，與發信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Ⅶ 以提供第三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為目的，未經收信人同意經由自動方式蒐集電子郵

件地址者，應與發信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基於同一目的出售予第三人者，亦同。 

Ⅷ 以提供他人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為目的，供應專用程式、軟體或套件，且具備下列功

能之一者，應與發信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實施字典式攻擊。 

二、未經收信人同意自動蒐集電子郵件地址。 

三、偽造、變造郵件之信首資訊。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依技術發展認定之功能類型。 

Ⅸ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行為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Ⅰ 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訟之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社團法人之社員人數達一百人或財團法人之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二、消費者保護事項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三、設立許可三年以上。 

Ⅱ 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訟之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應委任律師代理訴訟。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Ⅰ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對於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造成損害之事件，得由二十

人以上受有損害之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當

事人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並通知法院。 

Ⅱ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後，得由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 

受有損害之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擴張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 

Ⅲ 前二項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以文書為之。 

Ⅳ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經受害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者，為確認被告身分，得向

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請求揭示發信人下列資料，被請

求之服務提供者不得拒絕： 

一、發信人姓名或名稱。 

二、發信人住所或聯絡方式。 

三、發信人電子郵件地址。 

四、發送郵件 IP位址。 

五、發送郵件時間。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足資辨識發信人資訊。 

Ⅴ 各當事人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時效應分別計算。 

Ⅵ 當事人依第一項規定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者，該部分訴訟程序當然停止，該當事

人應即聲明承受訴訟，法院亦得依職權命該當事人承受訴訟。 

Ⅶ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依本條規定起訴後，因部分當事人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

與，致其餘部分不足二十人者，仍得就其餘部分繼續進行訴訟。 

Ⅷ 依本條例規定提起訴訟之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其標的金額超過新臺幣六十萬

元者，超過部分暫免徵裁判費。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Ⅰ 依前條規定進行訴訟時，法院得徵求該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之同意，公告曉示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人，得於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實、證據

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併案請求。 

Ⅱ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人，亦得聲請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告曉示。 

Ⅲ 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繕本或影本送達於兩造。 

Ⅳ 公告期間之訂定及公告方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二第四項之規定。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Ⅰ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就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

權。但當事人得限制其為捨棄、撤回或和解。 

Ⅱ 前項當事人中一人所為之限制，其效力不及於其他當事人。 

Ⅲ 第一項之限制，應於第九條第三項之文書內表明，或以書狀提出於法院。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Ⅰ 當事人對於第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判決不服者，得於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上訴期



間屆滿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依法提起上訴。 

Ⅱ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於收受判決書正本後，應即將其結果通知當事人，並應於

七日內將是否提起上訴之意旨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Ⅰ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除已預先收取必要費用外，應將第九條訴訟結果所得之賠

償，扣除訴訟必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實施權之當事人。 

Ⅱ 提起第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均不得向當事人請求報酬。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條例所定事項，得與國際相關組織進行有關商業電子郵件來源、追

蹤方式及其他相關資訊之交流。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後三個月施行。 



附件五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修修修修正正正正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修正對照表修正對照表修正對照表修正對照表    

    
建議修正條文 原行政院版草案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 

一、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

人以行銷商品或商業服

務為目的，透過網際網

路傳送之電子郵件。但

不包括基於既存交易關

係提供相關資訊者。 

二、電子郵件位址：指電子

郵件使用者之電子郵件

伺服器及其帳號之識別

碼。 

三、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

子郵件之來源、路徑、

目的地、發信日期等足

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 

四、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

指設置電子郵件伺服器

提供他人發送、傳輸或

接收電子郵件之服務

者。 

五、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

者：提供用戶以有線、

無線或其他接取連線方

式連接網際網路服務之

業者。 

六、發信人：指發送商業電

子郵件之團體或個人。 

七、收信人：指使用電子郵

件位址接收商業電子郵

件之團體或個人。 

八、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指

發信人有違反第四條或

第五條規定之行為。 

九、字典式攻擊：經由軟體

或程式將字元、符號或

第二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 

一、商業電子郵件：指發信

人以行銷商品或商業服

務為目的，透過網際網

路傳送之電子郵件。但

不包括基於既存交易關

係提供相關資訊者。 

二、電子郵件位址：指電子

郵件使用者之電子郵件

伺服器及其帳號之識別

碼。 

三、信首資訊：指附加於電

子郵件之來源、路徑、

目的地、發信日期等足

資辨識發信人之資訊。 

四、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

指設置電子郵件伺服器

提供他人發送、傳輸或

接收電子郵件之服務

者。 

 

 

 

 

 

五、發信人：指發送商業電

子郵件之團體或個人。 

六、收信人：指使用電子郵

件位址接收商業電子郵

件之團體或個人。 

七、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指

發信人有違反第四條或

第五條規定之行為。 

 

 

配合法案新增服務提供者斷

訊義務及字典式攻擊禁止之

規定，爰於本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9 款增列網際網路接取

服務提供者及字典式攻擊之

定義，原條文款次併予調整。 

 

 

 

 



數字進行隨機排列組

合，產生電子郵件地

址，以遂行無差別目的

發送電子郵件之手法。 

前項第一款所稱基於既

存交易關係提供相關資訊，

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締結經發信人、收信人

雙方同意之契約所需聯

繫者。 

二、提供收信人所需商品或

服務之保證、召回、回

收或安全資訊者。 

三、通知收信人交易期限、

權利義務變更或繼續性

契約關係之進行狀況等

重要交易資訊者。 

四、依據發信人、收信人雙

方同意之交易條件，提

供商品或服務，及其後

續之更新者。 

 

 

 

 

前項第一款所稱基於既

存交易關係提供相關資訊，

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締結經發信人、收信人

雙方同意之契約所需聯

繫者。 

二、提供收信人所需商品或

服務之保證、召回、回

收或安全資訊者。 

三、通知收信人交易期限、

權利義務變更或繼續性

契約關係之進行狀況等

重要交易資訊者。 

四、依據發信人、收信人雙

方同意之交易條件，提

供商品或服務，及其後

續之更新者。 

第三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三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

通訊傳播委員會。 

    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

前，本條例主管機關為交通

部。 

      第四條第二款、第六

條及第十四條所定主管機關

權責事項，交通部得委任交

通部電信總局辦理。 

因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

織法正式施行，爰於條文增列

「國家」，以資明確，並刪除

第二、三項規定。 

第四條  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

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首次發送時，應於郵件

中提供收信人得選擇同

意繼續接收同一發信人

同類郵件之免費回傳機

制或聯絡方式。 

二、經收信人同意後續行發

送者，應提供收信人得

選擇不再接收同一發信

第四條  發信人發送商業電子

郵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提供收信人得選擇不再

接收來自同一發信人同

類郵件之機制。 

一、配合第五條改採「默示拒

絕」之退出機制，增訂第

4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以提供收信人明確表達

同意續予收信之免費回

傳或聯絡機制，並配合調

整各款款次，及修正款次

調整後之第 2 款部分文

字。 

二、為避免發信人故意以提供

較高價格之回傳機制，形

同強迫收信人同意接收後



人同類郵件之免費回傳

機制或聯絡方式。 

三、於郵件主旨欄加註「商

業」、「廣告」、「ADV」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足

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

件之標示。但發信人事

前已獲得收信人同意

者，不在此限。 

四、提供正確之信首資訊。 

五、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

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業

所或住居所之地址。    

 

 

二、於郵件主旨欄加註「商

業」、「廣告」、「ADV」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足

資辨識其為商業電子郵

件之標示。但發信人事

前已獲得收信人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提供正確之信首資訊。 

四、提供發信人之團體或個

人名稱或姓名及其營業

所或住居所之地址。 

續來信，損及收信人權

益，爰仿德國立法例，增

訂第 4條第 1 項第 1 款，

提供收信人同意續予收信

之免費回傳或聯絡機制，

並修正第 4條第 1 項第 2

款部分文字，明定發信人

應提供免費回傳或聯絡機

制，以免除收信人回應成

本，保障其權益。 

 

第五條  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

為： 

一、發送首封商業電子郵件

後，未經收信人明示同

意接收之意思，仍為發

送者。 

二、明知或可得而知收信人

已為拒絕接收商業電子

郵件之表示，仍為發送

者。 

三、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

子郵件之主旨有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仍為發送者。 

四、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

子郵件轉寄前之信首資

訊有虛偽不實，仍為發

送者。 

五、以發送商業電子郵件為

目的，實施字典式攻擊。 

 

第五條  發信人不得有下列行

為： 

 

 

 

 

一、明知或可得而知收信人

已為拒絕接收商業電子

郵件之表示，仍為發送

者。 

二、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

子郵件之主旨有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仍為發送者。 

三、明知或可得而知商業電

子郵件轉寄前之信首資

訊有虛偽不實，仍為發

送者。 

一、增訂第 5條第 1 項第 1

款，並配合調整其他款之

款次。 

二、鑑於原草案條文係為允許

發信人在收信人同意前，

得寄送第 1封商業電子郵

件，惟收信人如不同意接

收後續來信時，必須明確

表示拒絕，較不利於收信

人。為便於收信人於眾多

廣告電郵中，僅須針對有

意續收之來信加以回應，

爰參照立法院吳委員志揚

版草案第 4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於行政院版草案

增訂第 5條第 1 項第 1

款，明定收信人未回應

者，均視為不同意接收後

續同類來信，以降低收信

人處理及回應商業電郵成

本，確保其權益。 

三、審酌運用字典式攻擊手法

發送商業電子郵件，為害

收信方電子郵件服務資源

甚鉅,多有民間團體要求

加以管理，爰於第 5條增

訂發信人行為限制條款，



以茲明確規範該等行為。 

第六條  主管機關得促使電子

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

施，防止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之行為。 

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

於發信人實施字典式攻擊

時，認為對服務之提供有發

生障礙之虞且有正當理由

者，得拒絕傳遞或接收該發

信人之電子郵件，並應提供

適當申訴管道，處理爭議案

件。 

第六條  主管機關得促使電子

郵件服務提供者採行必要措

施，防止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之行為。 

 

為規制對電子郵件服務資源

危害甚鉅之字典式攻擊行

為，同時避免因濫發行為導致

我國 IP網段遭列黑名單，受

到國際聯合抵制，保障民眾網

路使用權利，爰增訂第 6條第

2 項規定，授權由發信端之上

網服務提供者及收信端電子

郵件服務提供者，藉由技術層

面，在特定條件下得拒絕傳遞

或接收濫發人之郵件，以強化

服務提供者實務防制能量，保

障大多數民眾網路通信權益。 

第七條  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

第五條規定，侵害收信人權

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收信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 

前二項損害賠償總額，

以每人每封商業電子郵件新

臺幣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

額高於該金額者，不在此

限。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負損

害賠償責任者，合計最高總

額以新臺幣二千萬元為限。

但因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逾

新臺幣二千萬元者，以該所

得利益為限。 

發信人實施字典式攻擊

者，法院得依其情節，酌定

不逾前兩項額度三倍之賠

償。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

知或可得而知發信人違反第

四條或第五條規定發送商業

電子郵件者，與發信人連帶

第七條  發信人違反第四條或

第五條規定，侵害收信人權

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收信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 

前二項損害賠償總額，

以每人每封商業電子郵件新

臺幣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損害

額高於該金額者， 不在此

限。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負損

害賠償責任者，合計最高總

額以新臺幣二千萬元為限。

但因該原因事實所得利益超

過新臺幣二千萬元者，以該

所得利益為限。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明

知或可得而知發信人違反第

四條或第五條規定發送商業

電子郵件者，與發信人連帶

一、審酌運用字典式攻擊手法

發送商業電子郵件，為害

收信方電子郵件服務資源

甚鉅,多有民間團體要求

加以管理，為加強規制效

果，爰仿美國立法例，於

第 7條第 4 項增訂施用字

典式攻擊者之加重賠償責

任條款。 

二、鑑於「施用字典式攻擊」、

「未經收信人同意自動蒐

集電子郵件地址」、「偽

造、變造郵件之信首資訊」

等發送前階行為，係屬明

確之濫發應用技術，而以

濫發為行為意圖，販售、

出租或提供具備該等不當

功能之軟體程式，其已有

推波助瀾之實際行動，經

審酌針對該等行為人賦予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實有必

要，且不致於阻礙正常技

術發展，爰仿澳洲、香港

立法例，於第 7條第 6 項

及第 7項增訂該等行為之

連帶賠償責任條款。 

三、為求用語統一，「超過」

均改為「逾」。 

 



負損害賠償責任。 

以提供第三人濫發商業

電子郵件為目的，未經收信

人同意經由自動方式蒐集電

子郵件地址者，應與發信人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基於

同一目的出售予第三人者，

亦同。 

以提供他人濫發商業電

子郵件為目的，供應專用程

式、軟體或套件，且具備下

列功能之一者，應與發信人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實施字典式攻擊。 

二、未經收信人同意自動蒐

集電子郵件地址。 

三、偽造、變造郵件之信首

資訊。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依技術

發展認定之功能類型。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

逾五年者，亦同。 

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

逾五年者，亦同。 

第八條 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

訟之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

人，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社團法人之社員人數達

一百人或財團法人之登

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 

二、消費者保護事項於其章

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三、設立許可三年以上。 

  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訟之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應委任律師代理訴訟。 

第八條 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

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

人，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財團法人之登記財產總

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

社團法人之社員人數達

一百人。 

二、消費者保護事項於其章

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三、設立許可三年以上。 

  依第九條規定提起訴訟之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

應委任律師代理訴訟。 

民法關於法人之規範，係以社 

團法人為先，財團法人次之， 

為與民法之立法體例一致，爰 

調整原條文關於公益社團法 

人與財團法人之先後次序。 

第九條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

法人對於違反第四條或第五

第九條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

法人對於違反第四條或第五

一、鑑於團訟機構在承接民眾

提出團訟要求案件，及獲



條規定造成損害之事件，得

由二十人以上受有損害之當

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後，以

自己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

訟。當事人得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

與，並通知法院。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

人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後，

得由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

有損害之當事人授與訴訟實

施權，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 

前二項訴訟實施權之授

與，應以文書為之。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

人經受害當事人授與訴訟實

施權者，為確認被告身分，

得向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

請求揭示發信人下列資料，

被請求之服務提供者不得拒

絕： 

一、發信人姓名或名稱。 

二、發信人住所或聯絡方

式。 

三、發信人電子郵件地址。 

四、發送郵件 IP位址。 

五、發送郵件時間。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足

資辨識發信人資訊。 

各當事人於第一項及第

二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

時效應分別計算。 

當事人依第一項規定撤

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者，該

部分訴訟程序當然停止，該

當事人應即聲明承受訴訟，

法院亦得依職權命該當事人

條規定造成損害之事件，得

由二十人以上受有損害之當

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後，以

自己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

訟。當事人得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

與，並通知法院。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

人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後，

得由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

有損害之當事人授與訴訟實

施權，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 

前二項訴訟實施權之授

與，應以文書為之。 

 

 

 

 

 

 

 

 

 

 

 

 

 

 

 

 

各當事人於第一項及第

二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

時效應分別計算。 

當事人依第一項規定撤

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者，該

部分訴訟程序當然停止，該

當事人應即聲明承受訴訟，

法院亦得依職權命該當事人

授與訴訟實施權後，為對

濫發人提起訴訟，須先針

對承接案件調查，由服務

提供者確認發信事證及取

得濫發人個資後，始得以

確定訴訟當事人，惟服務

提供者礙於「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若

無法律授權難以配合提供

濫發者資料，為期使團體

訴訟制度得以順暢運作，

爰仿日本立法例，增訂第

9條第 4 項規定，明訂服

務提供者應依團訟機構要

求，揭示濫發人資料之規

定，以確保團訟機制之運

作順暢。 

     

二、民法關於法人之規範，係 

以社團法人為先，財團法

人次之，為與民法之立法

體例一致，爰調整原條文

關於公益社團法人與財團

法人之先後次序。 

 

三、為求用語統一，「超過」

均改為「逾」。 

 



承受訴訟。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

人依本條規定起訴後，因部

分當事人撤回訴訟實施權之

授與，致其餘部分不足二十

人者，仍得就其餘部分繼續

進行訴訟。 

依本條例規定提起訴訟

之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

人，其標的金額逾新臺幣六

十萬元者，超過部分暫免徵

裁判費。 

承受訴訟。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

人依本條規定起訴後，因部

分當事人撤回訴訟實施權之

授與，致其餘部分不足二十

人者，仍得就其餘部分繼續

進行訴訟。 

依本條例規定提起訴訟

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

人，其標的金額超過新臺幣

六十萬元者，超過部分暫免

徵裁判費。 

第十條  依前條規定進行訴訟

時，法院得徵求該公益社團

法人或財團法人之同意，公

告曉示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

受有損害之人，得於一定期

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

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併案請求。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

有損害之人，亦得聲請法院

依前項規定為公告曉示。 

  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

繕本或影本送達於兩造。 

  公告期間之訂定及公告方

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

四條之二第四項之規定。 

第十條  依前條規定進行訴訟

時，法院得徵求該財團法人

或公益社團法人之同意，公

告曉示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

受有損害之人，得於一定期

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

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併案請求。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

有損害之人，亦得聲請法院

依前項規定為公告曉示。 

  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

繕本或影本送達於兩造。 

  公告期間之訂定及公告方

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

四條之二第四項之規定。 

民法關於法人之規範，係以社

團法人為先，財團法人次之，

為與民法之立法體例一致，爰

調整原條文關於公益社團法

人與財團法人之先後次序。 

 

第十一條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

團法人就當事人授與訴訟實

施權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

行為之權。但當事人得限制

其為捨棄、撤回或和解。 

  前項當事人中一人所為

之限制，其效力不及於其他

當事人。 

  第一項之限制，應於第九

條第三項之文書內表明，或

以書狀提出於法院。 

第十一條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

團法人就當事人授與訴訟實

施權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

行為之權。但當事人得限制

其為捨棄、撤回或和解。 

  前項當事人中一人所為

之限制，其效力不及於其他

當事人。 

  第一項之限制，應於第九

條第三項之文書內表明，或

以書狀提出於法院。 

民法關於法人之規範，係以社

團法人為先，財團法人次之，

為與民法之立法體例一致，爰

調整原條文關於公益社團法

人與財團法人之先後次序。 

 

第十二條  當事人對於第九條

第一項訴訟之判決不服者，

得於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

人上訴期間屆滿前，撤回訴

第十二條  當事人對於第九條

第一項訴訟之判決不服者，

得於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

人上訴期間屆滿前，撤回訴

民法關於法人之規範，係以社

團法人為先，財團法人次之，

為與民法之立法體例一致，爰

調整原條文關於公益社團法



訟實施權之授與，依法提起

上訴。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於收受判決書正本後，應即

將其結果通知當事人，並應

於七日內將是否提起上訴之

意旨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訟實施權之授與，依法提起

上訴。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

於收受判決書正本後，應即

將其結果通知當事人，並應

於七日內將是否提起上訴之

意旨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人與財團法人之先後次序。 

 

第十三條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

團法人應將第九條訴訟結果

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必要

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

實施權之當事人，並得預先

收取必要費用。 

  提起第九條第一項訴訟

之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

人，均不得向當事人請求報

酬。 

 

 

第十三條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

團法人應將第九條訴訟結果

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必要

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

實施權之當事人。 

 

提起第九條第一項訴訟

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

人，均不得向當事人請求報

酬。 

一、鑑於團訟機構在承接民眾

提出團訟要求案件，及獲

授與訴訟實施權後，為對

確定之濫發人提起訴訟，

須先針對承接案件調查，

由服務提供者確認發信事

證及取得濫發人個資後，

再依濫發人對案件資料進

行彙整，至該濫發人累案

數量達團訟提起門檻後，

方對其提起訴訟，實務運

作上需耗費大量人力物

力，爰於第 13條第 1 項增

列部分文字，授與團訟機

構得預收必要費用，以確

保團訟機制之運作順暢。 

二、民法關於法人之規範，係 

以社團法人為先，財團法

人次之，為與民法之立法

體例一致，爰調整原條文

關於公益社團法人與財

團法人之先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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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DON ACTION PLAN 

On International Spam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On October 11, 2004, government and public agencies from 27 countries responsible for enforcing laws 

concerning spam met in London to discuss international spam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t this meeting, 

a broad range of spam enforcement agencies, including data protection agencies, telecommunications 

agenci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ies, met to discuss international spam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Several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also collaborated in parts of the meeting. 

Global cooperation and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re essential to spam enforcement, as recognized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fora. Building on recent efforts in organizations like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the OECD Spam Task Force,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 the European Union (EU), the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Enforcement Network (ICPEN), and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the Participants 

issue this Action Plan.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on Plan i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spam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nd address spam related problems, such as online fraud and deception, phish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viruses. The Participants also open the Action Plan for participation by other interested 

government and public agencies, and by appropriate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as a way to expand 

the network of entities engaged in spam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 The participating government and public agencies (hereinafter "Agencies"), intend to use their best 

efforts,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of competence, to develop better international spam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nd intend to use their best efforts to: 

1) Designate a point of contact within their agency for further enforcement communications under this 

Action Plan. 

2) Encourag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Agencies that have spam 

enforcement authority within their country to achiev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enforcement, and to work 

with other Agencies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to designate a primary contact for coordinating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under this Action Plan. 

3) Take part in periodic conference calls, at least quarterly, with other appropriate participants to: 

a) Discuss cases. 

b) Discuss legislative and law enforcement developments. 

c) Exchange effective investigative techniques and enforcement strategies. 

d) Discuss obstacles to effective enforcement and ways to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e) Discuss undertaking, as appropriate, joint consumer and business education projects addressing 

problems related to spam such as online fraud and deception, phish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viruses. 

Such projects could include educational efforts addressing conditions facilitating the anonymous 

delivery of spam, such as the use of open relays, open proxies and zombie drones. 

f) Participate as appropriate in joint training sessions with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to identify new 

ways of cooperating and to discuss spam investigation techniques. 

4) Encourage dialogue between Agencies and appropriate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to promote 

ways in which the private sector can support Agencies in bringing spam cases and pursue their own 

initiatives to fight spam. 

5) Prioritize cases based on harm to victims when requesting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6) Complete the OECD Questionnaire on Cross border Enforcement of Anti Spam Laws, copies of which 

may be obtained from the OECD Secretariat. 

7)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involvement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spam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The participating Agencies intend to keep information shared in the context of this Action Plan 

confidential when requested to do so, to the extent consistent with their respective laws. Similarly, the 

participating Agencies retain the right to determine the information they share under this Action Plan. 

B. The participating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whether as a group or through its members) intend 

to use their best efforts to develo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gainst spam and to: 

1) Designate a single spam enforcement contact within each organization, who would coordinate with 

spam enforcement agencies on requests for enforcement related assistance 



2) Work with other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to establish a resource list of individuals within 

particular sectors (e.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registrars, etc.) working on spam enforcement. 

3) Participate as requested and appropriate in segments of the periodic conference call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A.3 above for the purpose of assisting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bringing spam cases. 

(Because some calls will be focused solely on law enforcement matters,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will participate only in selected calls.) In these conference calls, the participating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intend to use their best efforts to: 

a. Report about: 

i) Cases involving spam or related matters. 

ii) New technology and trends in email and spam. 

iii) New ways of cooperating with Agencies. 

iv) Obstacles to cooperation with Agencies and within the private sector. 

v) General data on spam and on line fraud as a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for Agencies. 

b. Assist as appropriate in training sessions on subjects such as the latest spam investigation techniques 

to help Agencies in investigating and bringing spam cases. 

In order to prevent inappropriat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 may b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all or a portion of the periodic conference calls described above if a participating 

Agency objects. 

4) Work cooperatively with Agencies to develop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ways to frame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For this purpose, each participating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 intends to use best 

efforts to compile written responses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do you provide about potential spammers to domestic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b.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would you provide about potential spammers to foreig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c. How do you recommend that spam enforcement agencies submit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to you? 

C. In order to begin work pursuant to this Action Plan, the U.K. Office of Fair Trading and the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ntend to use best efforts to: 

1. Collect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provided pursuant to this Action Plan, including points of contact, 

notifications from new Participants of their willingness to endorse this Action Plan, and responses to 

questionnair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OECD. 

2. Set up the conference call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3. 

3. Provide a contact for further communications under this Action Plan. 

The participating Agencies expect that this procedure may be modified at any time. 

D. This Action Plan reflects the mutual interest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fight against illegal spam. It is 

not intended to create any new legally binding obligations by or amongst the Participants, and/or require 

continuing participation. 

Participants to this Action Plan recognize that cooperation pursuant to this Action Plan is subject to their 

laws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that nothing in this Action Plan requires the Participants to 

provide confidential or commercial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Participants in this Action Plan intend to use best efforts to share relevant findings of this group with the 

OECD Spam Task Force and other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groups. 

This Action Plan is meant to be a simple, flexible document facilitating concrete steps to start working on 

international spam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ollective work program under this 

Action Plan may be refined, and if necessary changed by the participants, as new issues arise. 

Additional Agencies, and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as defined below, may endorse and take part in 

this Action Plan as long as no Agency that has endorsed this Action Plan objects.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Action Plan includ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information security software providers, 

mobile operators, courier services, commercial mail receiving agencies, industry membership 

organizations, consumer organizations, payment system providers, credit reporting agencies, domain 

name registrars and registries, and providers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 

 





附件七 

倫敦行動計畫倫敦行動計畫倫敦行動計畫倫敦行動計畫（（（（LAP））））國際移案調查國際移案調查國際移案調查國際移案調查 

 





Annex V: London Action Plan/Contact Network of Spam Authorities Pro Forma for the 
Referral of Spam Investigations AND ACCOMPANYING GUIDANCE 

(Working Document) 

This Room Document is jointly submitted to the Spam Task Force by UK, the Netherlands, 

France, the US and the EC delegation. It includes the "Spam Complaint Referral" pro forma 

and accompanying guidance, which have been created by the London Action Plan (LAP) and 

the EU Contact Network of Spam Authorities (CNSA).   

The pro forma and guidance are flexible working documents to be used by spam enforcement 

agencies. They were created to i) serve as a checklist for agencies investigating and bringing 

cases, ii) ensure that the investigating agency provides adequate information in a 

referral/request for the receiving agency to evaluate whether pursuing action would have merit; 

and iii) establish guidelines to help members limit referrals to those that are most likely to result 

in successful enforcement actions. 

The Task Force is invited to consider the inclusion of these documents as an annex to Element 

2 of the Toolkit, as an example of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efforts. 

It is submitted under Item 5 of the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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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Action Plan/Contact Network of Spam Authorities Pro Forma for the 
Referral of Spam Investigations (Working Document) 

*Please see accompanying guidance prior to providing the information 

1.  Contact Details 

From: Referring Authority, Country 
 

 Contact Person, Title 
 

 Telephone 
 

 Email Address 
 

To:  Receiving Authority, Country 
 

 Contact Person, Title 
 

 Telephone 
 

 Email Address 
 

 
2. Status of investigation/ background to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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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s  

 The Receiving Authority has agreed to maintain this referral as required by the Referring Authority, 
and any necessary documents regarding confidentiality have been completed prior to transmission of this 
referral. 

  

 

 

 

 

 
4.  Other Authorities Involved 
 

 
 
 
 
 
 
 
 
 

 

5.  Consequences of Spamming Activity 

 

 

 

 

 

6.  Known history (e.g. search engine references of the alleged spammers)?  

 

 

 

 

 



 

 58 

7.  Description of Spam  

 

Category of Spam 

 Phishing (forged emails from banks or other institutions asking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So called” Nigerian Scam (appears to come from person in foreign country, offers to share hidden 
funds) 

 Lottery and Other Prizes 

 Pharmaceutical (vitamins, alternative health, pain killers, arthritis) 

 Pharmaceutical – adult (Viagra etc) 

 Body Enhancing (diet, weight loss, bodybuilding) 

 Miracle Cures (AIDS, arthritis, cancer, etc.) 

 Merchandise (Jewellery, watches) 

 Computer software, hardware 

 Mortgages, loans, financial service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ork-at-home, job offers 

 Pornographic content 

 Online Gambling  

 Dating services 

 Educational, degrees, grants 

 Charity (disaster appeals,etc)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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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m Details 

Approximate 
Volume of 
Spam Sent 

 

Time Frame 
in Which 
Spam Was 
Sent 

 

Breaches of 
Legislation  
(if known) 

 

 

8.  Spam Transmission Information 

Attach 10 sample spam messages, if possible.  Be sure to include the message’s 
extended headers and complete message body, including any images.   
 
Number of messages attached:  ______________ 
 
Spam 
Att. #  

Originating IP 
Address 

ISP (or entity that IP 
address assigned to) 

Contacted? Information Obtained?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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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m 
Att. #  

Originating IP 
Address 

ISP (or entity that IP 
address assigned to) 

Contacted? Information Obtained? 

8 
   

9 
   

10 
   

Provide any impediments to obtaining IP user information. 

 
 
 
 
 

Indicate whether based on available data, spam appears to be sent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1) open relay/proxy       2) zombie drones/botnets      3) headers appear to be forged  

Explanation/Basis 

 
 
 
 

9.  Parties Identified  

Sender 1      

 

Sender 2 

 

Sender 3 

 

Sender 4 

 

Sender(s)  

The Sender is the 
entity that pays 
“Initiator” to spam on 
its behalf. 

Include individual or 
company name, 
physical address, 
country, website, 
telephone, email 
address, etc.   

Note if additional 
senders have been 
identified, but are not 
listed here.   

Other Senders identified but not listed here? 



 

 

Initiator 1 

 

Initiator 2 

 

Initiator 3 

 

Initiator 4 

 

Initiator(s)  

The Initiator is the 
spammer. 

Include individual 
names, physical 
address, country, 
website, telephone, 
email address, online 
usernames, aliases, 
etc.   

Note if additional 
initiators have been 
identified, but are not 
listed here. 

Other Initiators identified but not listed here? 

Physical postal 
address provided in 
the spam (if any) 

 

 

 

Websites, company 
names, or products 
being advertised by 
spam 

 

 

 

 



 

 

10.  Spamvertized URLs, Purchase Page URLs, and related Whois information   

Spamvertised URLS 

 

Spamvertised URL 
Whois Information (provide 
payment info. if known) 

Whois 
Source 

Registrar and 
Country Where 
Domain Name 
Registrar Located 
(Contacted?) 

S1 

                   

S2 

                   

S3 

                   

S4 

                   

S5 

                   

S6 

                   

(If applicable) Provide the reason why Domain Name Registrar was not contacted.  Should 
Receiving Agency attempt to contact Domain Name Registrar?  Is there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Whois information? 

 



 

 

Purchase Page URLS 

 

Purchase Page URL 
Whois Information (provide 
payment info. if known) 

Whois 
Source 

Registrar and 
Country Where 
Domain Name 
Registrar Located 
(Contacted?) 

P1 

                        

P2 

                        

P3 

                        

P4 

                        

P5 

                        

P6 

                        

 

(If applicable) Provide the reason why Domain Name Registrar was not contacted.  Should the 
Receiving Authority attempt to contact Domain Name Registrar?  Is there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Whois information? 

 



 

 

11. Addition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12.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URLs used  

URL # 
from 
previous 
pages 

Hosting 
provider/ 
Location of 
host 

Information obtained        
(if any) 

DNS provider 
Information obtained        
(if any) 

S1 

              

 

S2 

              

 

S3 

              

 

S4 

              

 

S5 

    

 

S6 

    

 

P1 

    

 

P2 

    

 

P3 

    

 

P4 

    

 

 



 

 

URL # 
from 
previous 
pages 

Hosting 
provider/ 
Location of 
host 

Information obtained        
(if any) 

DNS provider 
Information obtained        
(if any) 

P5 

    

 

P6 

    

 

 



 

 

13. Email addresses used by target 

 

Email address Source 

ESP (Email 
Service 
Provider) 
contacted? 

Result (information 
obtained, incomplete or 
appears fak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4. Forensic software used in the investigation  

 

 

 

 

 

15. Financial data foun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r deemed necessary 

 

 

 

 

 

16.  Summary of contacts made and available evidence 

Using the check list below, please indicate which third-party entities have been 
contacted as well as whether information from such entities is either available or 
attached to pro forma.  Please use the space provided to include the name and contact 
details of the organisation or person.   

Entity  Entity contacted? Evidence available?     Evidence attached? 

Bank/Financial         

 

 

Domain Registrar(s)          

 

 

ISP/ESP          

 

 

Telephone company          

 

 



 

 

Postal authority          

 

 

Consumers          

 

 

Other: _____________        

 

 

Other: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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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is protocol is designed to assist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companying LAP/CNSA Spam 
Referral Template. It outlines some procedures that could greatly facilitate the referral of a spam 
investigation to another LAP/CNSA participating authority [or member].  
 
Given the highly technical nature of spam investigations, a uniform referral method can greatly 
facilitate the referral of spam investigations to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This referral method is 
the accompanying Spam Referral Template. The template should be completed to the fullest 
extent possible by the Referring Authority before referring any spam investigation to another 
LAP/CNSA participating authority. The main advantage of the template is that it will allow 
spam investigations to reach the correct authority in a uniform manner. According to its national 
law, the Receiving Authority can then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and consider pursuing the action 
in a timely fashion without having to do a great deal of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   
 

This protocol will assist you in completing the template. 

Instructions for completing the template  

1.  Contact details 

Include the contact details for your authority, the Referring Authority, and the authority to which 
the investigation is being referred, the Receiving Authority. See Annex A to this template for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LAP/CNSA participating authorities.   
Where there is more than one authority in any particular country, one authority will act as the 
main point of referral for that country. 
 

2.  Status of investigation/ background to request 

Provid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why the matter is being referred to the 
Receiving Authority. Please make it clear if the Referring Authority is taking any further action, 
and if co-ordinated action is required. Please mention if caution is needed in continuing the 
investigation due to offensive content of the spam or related internet pages (e.g. pornographic 
content).   
 

3.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s 

Provide any procedural or evidentiary requirements impacting how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template should be used. Additionally, indicate whether the referral or any part of the 
referral should be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or used only for a specified purpose.  
 
Prior to sending the referral, the Referring Authority should contact the Receiving Author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Receiving Authority will maintain the confidentiality from documents to 
be completed and signed by the Receiving Authority, this should be completed before the 
referral is made. Please check box in this section of the template to verify that any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Referring Authority have been met. 
 



 

 

4.  Other authorities involved 

Please include any other authorities that have provided assistanc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5.  Consequences of spamming activity 

If known, outline the consequences or 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the spamming activity. This 
could include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ceived by your agency about the spam, the number of 
consumers impacted, any loss of productivity caused by the spam, and the total monetary loss.   

6.  Known history 

Please include a summary of any known history about the alleged spammers (e.g. search engine 
references, Rokso, blacklists, etc).   

7.  Description of spam 

In this section, please summarize key aspects of the spam that is the subject of the referral:  

� Category of the spam. Using the checkboxes, select the category or categories of spam to 
which the spam applies. 

� Indicate the volume of spam sent. 

� Indicate the time period in which the spam was sent. 

� Provide the legislation that the spam appears to violate.   

8.  Spam transmission information 

Attach to this form 10 sample spam messages, including the message’s extended headers and 
message body. The sample spam messages may be attached on paper or in electronic format. 
Give each spam message an Attachment Number,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each sample 
spam message as requested on the template. Spam messages in addition to the 10 samples that 
are requested can be provided in electronic format as an attachment to the template. 

The lack of copies of complete spam messages can significantly hamper the ability of a 
Receiving Authority to act upon a referral. The Receiving Authority can investigate and 
determine the identities of the sender and the initiator more easily if it has a wide sampling 
of messages to review. 

This section solicits detailed transmission information about the spam you are attaching. 

� Using the attachment numbers, for each spam message you have attached, list the IP 
address where the spam appears to originate. Using an IP Whois service (such as 
www.DNSstuff.com, Cygwin, etc) indicate the ISP (or other entity) that the IP address has 
been assigned to. Finally, indicate whether the ISP was contacted and if so, whether that 
contact resulted i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Explain any impediments to ob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nding IP addresses, for 
example, if the ISP is located in another country; the ISP would not keep the request 
confidential; or whether the headers appeared to be forged.   

� If applicable, indicate whether spam appears to be sent through an open relay or open proxy, 
via a zombie drone or botnet, or whether the headers appear to have been forged,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at determination.   



 

 

9.  Parties identified  

Identify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spamming activit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template, the 
“Sender” is the company that pays the spammer(s) to send email on its behalf, and is typically 
the company whose product or service is being advertised by the spam. The “Initiator” is the 
actual spammer who sends the spam.      

� Sender(s) – list any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known about the “sender,” including company 
name, physical address, website, etc. Be sure to include the country where the sender is 
located. Multiple senders can be listed.  

� Initiator(s) – list any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known about the “sender,” including name, 
physical address, email address, online usernames or other identities or aliases. Be sure to 
include the country where the initiator is located. Multiple initiators can be listed.   

� Physical postal address – provide postal addresses, if any, listed in the spam.   

� Company names and/or products being advertised by spam.  

 

10.  Spamvertised URLs, purchase pages, and related Whois information 

The “Spamvertised URL” (the URL that is advertised by the spam) is the hyperlink that 
consumers would click if they wanted to purchase the offer being advertised by the spam. These 
URLs can change frequently. Many times, these URLs may redirect the consumer to a different 
URL where the offer or product can be purchased. The website where the offer or product can 
be purchased will be referred to as the “Purchase Page URL.” The “Spamvertised URL” is 
usually a domain name registered by the “initiator” and the “Purchase Page URL” is usually a 
domain name registered to the “sender.” 
 

� In the tables, list the “Spamvertised” and “Purchase Page” URLs. In each table, codes will 
accompany each URL listed, where “S” will represent a Spamvertised URL and “P” will 
represent the Purchase Page URL. These codes will help to easily reference a particular 
URL throughout the template.   

� List the URLs’ Whois Information and any information about who paid for the domain 
name’s registration, if that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can require a judicial order or 
subpoena).  

� In the “Whois Source” field, include whether the Whois information being provided was 
obtained from either an online Whois database (such as from www.betterwhois.com or 
www.whois.sc) or whether the Whois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from the Domain Name 
Registrar directly (such as from a subpoena).   

� Provide the name and country of the Domain Name Registrar, and whether Registrar was 
contacted for information.   

� If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URLs used, provide only those with a unique domain name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se URLs may be attached to the Pro Forma.    

� For the Spamvertised and the Purchase Page URLs, if the domain name registrar was not or 
could not be contacted for any reason, indicate the reason why in the text boxes provided 
(i.e. Registrar is located in another country, Registrar would not keep the request 
confidential, etc.). This text box can also be used for any notes about the Whois 
information, such as whether it appears to fake, or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11. Addition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Provide details of any addition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which may assist with this 
investigation (e.g. websites, news links etc).   
 

12.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URLs used 

Using the codes from the previous tables, list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each URL. This 
w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Hosting provider, where Host is located, or who provides 
DNS services.   
 

13.  Email addresses used by target 

List the email addresses related to the spamming activity. During the course of an investigation, 
email addresses may be identified in places other than in the actual headers of spam messages. 
For example, an email address may be listed on a website or on that website’s Whois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owners of these email addresses can help to identify the 
individuals behind the spam activity.   

� For the “source” of the email address, identify where the email address was located (in 
spam, on a website (which one?), or in whois information (for which domain?). 

� List whether the Email Service Provider (the “ESP”) was contacted and what, if any,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from the ESP. If the email address is spammer@yahoo.com, the 
ESP would be Yahoo! Inc. The ESP can be contacted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n email address. Note that free email services such as Yahoo or Hotmail may not have 
complete or accurate information. They do, however, record and keep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IP address of the computer that was used most recently to log into the email 
account. Using this IP address, the ISP that owns the IP address can be contacted to obtai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which computer was used to log into the email account. 

14.  Forensic software used     

Please provide a list of any forensic software that was used in the investigation (e.g. dd-copies, 
encase, etc).   
 

15.  Financial data foun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lease provide brief details of any financial data that has been gather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r that will be needed.   
 

16.  Summary of contacts made and available evidence     

Using the check list provided, indicate which third-party entities have been contact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provide the name of the organisation or individual, and contact details in the 
appropriate box. For those that were contacted, indicate whether evidence from those entities is 
available and whether that evidence has been attached with the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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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AND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Y OF CANADA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NTI-SPAM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Further to, but not limited to, Articles 2 and 3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in Ottawa and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of 
June 1, 1998,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and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y of Canad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dustry Canada”), hereinafter jointly 
referred to as the “sides”, have reached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ing: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Internet, are key enable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m poses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i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must be made clear that spam has no legitimate role in the e-Economy. 
 
Industry Canada an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see mutual 
benefit in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two administrations concerning 
anti-spam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he aim is to suppor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nd 
among organizations where both are members, such as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Under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Industry Canada an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will co-operate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ideas, 
information, personnel, skills and experience and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that will be of 
benefit to both sides.  Because spam has implications for many groups of stakeholders, 
Industry Canada an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ensure that all interested policy, regulatory and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consulted as appropriate.  Particular areas of co-operation will include: 
 
a)  Exchanging information about anti-spam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security issues and 
other identified areas of interest to both sides; 
 
b) Encouraging the adoption of effective anti-spam technologies and network 
management practices, through industry codes of practice, by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major business network managers; 
 
c)  Supporting marketers in adopting spam-free marketing techniques; 
 
d)  Identifying and promoting user practices and behaviors which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and limit spam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stakeholder public 
information and awareness campaigns to foster increased adoption of anti-spam practices 
and behaviors by end users; 
 
e)  Cooperating to strengthen anti-spam initiatives being considered in international 
fora where both sides are members. 



 

 

 
The cooperative activities carried out as outlined abov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and resources of each side. 
 
This MOU may be amended at any time upon the mutual written consent of the two 
sides. 
 
This MOU wi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date of the last signature and will remain 
effective unless terminated by either side upon 90 days prior written notice. 
 
Signed in duplicate at Ottawa, on the 16th day of November 2006, in the English, French 
and Chinese languages, each version being equally valid. 
 
 
 
 
 
 

FOR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FOR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Y OF 

CANADA 
 
 
 
 
 
 

WITNESS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WITNESS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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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澳洲工商辦事處洽簽防制濫發垃圾郵件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澳洲工商辦事處洽簽防制濫發垃圾郵件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澳洲工商辦事處洽簽防制濫發垃圾郵件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澳洲工商辦事處洽簽防制濫發垃圾郵件瞭解瞭解瞭解瞭解

備忘錄備忘錄備忘錄備忘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澳洲工商辦事處（以下簡稱簽署國）已具體化

其執行方式於本瞭解備忘錄中。 

執行機關 

本瞭解備忘錄將由以下機關執行 

A：澳洲通信傳播署 

B：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一點 

對於社會經濟、環境發展中之生產力及服務品質於各產業經濟面的提

升，資訊安全的保護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大量的垃圾郵件有損於通訊之基礎建設及資訊經濟之競爭力，藉由共

同合作得減少垃圾郵件於兩國經濟體間之流動並有助於解決垃圾郵

件之問題。 

 

第二點  合作重點 

簽署國基於其自身利益、國家責任、及公權力之賦予，將合作共同規

制垃圾郵件。 

該瞭解備忘錄之目的，係鼓勵簽署國間共同合作致力於減少垃圾郵件



 

 

之發送，及傳遞至各自國家之郵件終端收件者。簽署國亦將促成各自

經濟體內垃圾郵件相關法規之資訊交換及進一步的合作，而此合作及

資訊交換的進行皆必須基於平等、互惠及兩國共同利益原則進行之。 

 

第三點  合作範疇 

基於台灣與澳洲之最大利益，簽署國將促成瞭解備忘錄下所定義之各

個層面活動之合作。 

簽署國已確認共同利益的合作領域包括（但不侷限）以下各項，促成： 

A：交換關於政策上建立及執行反垃圾郵件規制架構之資訊。 

B：交換關於有效運用規制手段及策略之資訊。 

C：交換作為執行及調查有關之情報。 

D：業者間之合作 

 

第四點  合作形式 

簽署國間於管制垃圾郵件之合作，得採下列之方式進行之： 

A：交換垃圾郵件之資訊及建立聯絡管道以交換資訊。 

B：代表人員之交換及參訪 

C：促成業界間及執行機關間之聯絡以推動合作及利益雙方之執行事

項。 

D：其他簽署國安排之各種合作。 



 

 

 

第五點  代表之指派 

為協調合作事務，各簽署國將指派代表負責決定特定合作之方向以確

保合作及資訊交換活動之有效性。 

簽署國之代表，或該國指定之協調者，將與各簽署國所確認之聯絡管

道磋商，以確定合作活動事項及其他相關事宜。 

第六點  資訊交換 

在實務上，執行機關將會以英文交換可行資訊，並針對任何相關議題

簽訂瞭解備忘錄。 

 

第七點 資金及資源 

在瞭解備忘錄之下進行的合作活動，將在簽署國的可用資金及資源下

進行。對於這些在瞭解備忘錄之下進行的活動，除有其他共同決定

外，各簽約國將對這些活動提供充分資源以履行各自的義務。 

 

第八點 保密條款 

任何簽約國不可揭露或發佈任何除了由原簽約國及原簽約國權責範

圍下所提供、標注、或聲明為「保密」的資訊。 

執行機關們將尊重由其他執行機關基於信任下提出的任何機密資

訊，不限於提出機關聲明放棄之任何情形，將不會公開、複製、或發

佈這些資訊。 



 

 

在瞭解備忘錄終止後，依據本要點及第二點，執行機關們將會繼續尊

重已交換的保密文件的機密性。 

 

第九點 爭端解決 

簽約國間因解釋或執行本瞭解備忘錄引起的任何爭議，將透過簽約國

間的協商會議友好解決。 

 

第十點 開始和終止 

本瞭解備忘錄於簽約之日生效，並自簽約日後五年期間有效，除非任

一簽約國向另一簽約國在六個月前以書面先聲明終止。 

儘管本瞭解備忘錄已終止；在終止前，除簽約國互有約定外，根據本

瞭解備忘錄而進行之活動，依據本瞭解備忘錄，仍需進行至該活動完

成。 

第十一點 檢討與修訂 

當任一簽約國要求時，本瞭解備忘錄在簽約國書面相互同意下得修訂

之。 

 

 

於﹍﹍﹍﹍﹍﹍在澳洲坎培拉簽定中英文版本條約，於兩文本具有相

同效力。若有任何解釋上的分歧，以英文版本為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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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MELBOURNE 

MULTILATER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IN COUNTERING SPAM 

The Signatories t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ONSIDERING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is a major factor for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nd for the realisa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service delivery improvements in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community sectors of each country/region; and 

CONSIDERING ALSO that spam can impair the infrastructure and vi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RECOGNISING the necessity for mutual cooperation for the minimisation of spam 
originating in and being sent to, or by way of, each country/region; 

RECOGNISING ALSO that other organisations may in the future wish to be part of 
this Memorandum and to jointly combat the spam problem; 

HOPING t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cooperative mechanisms to combat the spam 
problem, including technical, educational and policy solutions; and 

DESIRING to enhance cooperative relations, 

HAVE REACHED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ings: 

 

Focus of Cooperation 

1. Act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ir powers,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Signatories will collaborate on countering spam (unsolicited commercial electronic 
messages). 

2. The purpose of this Memorandum is to encourage closer cooperation among 
the Signatories in minimising spam originating in each country/region, passing 
through each country/region and being sent to end-users in each country/region.  The 
Signatories will also encourage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technical, educational 
and policy solutions to the spam probl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each country/region and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reciprocity and mutual 
benefit. 

Scope of Cooperation 

3. The Signatories will promote cooperation in all spheres of activity defined by 
this Memorandum in order to derive maximum benefits for each and all Signatories. 

4. Recognising that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can complement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in reducing the spam problem, the Signatories have identified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for cooper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encouragement 
of: 

a.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bout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for 
establishing and enforcing anti-spam regulatory frameworks; 



b.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echnical and educational 
solutions to the spam problem; 

c.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strategies about the effective use of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in support of enforcement; 

d. the exchange of intelligence, relating to the other countries/regions, 
gathered as a result of enforcement; and 

e. industry collaboration. 

 

Forms of Cooperation 

5. Cooperation among Signatories in the field of countering spam may take the 
following forms: 

a. establishment of channels for exchange of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spam, anti-spam measures and emerging issues; 

b. exchange of delegations and visits as appropriate; 

c. encouragement of liaison between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to promote areas of interest and cooperation; and 

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arranged bilaterally or multilaterally by 
the Signatories.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6. In order to coordinate cooperative activities, each Signatory will appoint a 
representative who will act as a contact point, and who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the particular directions of cooperation and for en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ll cooperative activities. 

7.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ignatories will consul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channel specified by the Signatories, to define activities 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 

 

Activities subject to the Laws of the Signatories 

8. All activities implemented pursuant to this Memorandum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espectiv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domestic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ignatories cooperating on any issue. 

 
Changes in Anti-Spam Legislation and Signing of Other Agreements 

 
9. In the event of a significant modification to a Signatory’s anti-spam legislation, 
that Signatory will use their best efforts to consult with the other Signatories promptly,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as to whether these 
modifications may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is Memorandum, and 
whether the Memorandum should be amended. 
 

10. In the event of a Signatory considering becoming a party to another 
Agreement that may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is Memorandum, the 



Signatory will use their best efforts to consult with the other Signatories promptly,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Funding and Resources 

11.  The cooperative activities carried out under this Memorandum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and resources of the Signatories.  For those activities 
carried out under this Memorandum, unless otherwise jointly decided, each Signatory 
will provide resources adequate to carry out its own commitments in relation to those 
activities. 

 

Treatment of "In Confidence" Material 

12. No Signatory will disclose or distribute any information that is supplied and 
marked, or stated to be ‘in-Confidence’ by the originating Signatory, except as, and to 
the extent authorised, by the originating Signatory, or as required by law. 

 

Settlement of Disputes 

13. Any disputes between any Signatories arising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r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emorandum will be settled amicably through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affected Signatories. Should the dispute be of a kind that might warrant a 
revision of this Memorandum, the parties should advise the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so that the matter may be circulated to all Signatories for comment and consideration.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14. The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will be an officer of one of the Signatories and 
will be rotated subject to the agreement of the Signatories.  The role of the Secretary 
will be to act as a contact point for joining this Memorandum and to inform the other 
Signatories when a new Signatory joins. When a new Signatory joins, the Secretary 
will include the name of the new Signatory on the List of Signatories at Annex B and 
advise the contact points of all other Signatories.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current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role are at Annex A. 
 

Joining of New Signatories 

15.   Participation in this Memorandum is voluntary and is open to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organisation/s of any country/region. All Signatories have 
equal status. 

16. New Signatories will become party to this Memorandum upon acceptance of their 
credentials by a majority of current signatories, and will signify their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by completing the details of the Signatory schedule and sending the 
schedule by facsimile or similar unalterable form to the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Current signatories to this Memorandum are listed at Annex B. 

17. Where more than one Government regulator or industry organisation within 
one particular country/region is a Signatory to this Memorandum, those regulators and 
industry organisations will each nominate a single contact point for the purpose of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i.e. where there are two or more 



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in the same region, they will nominate a single government 
contact point; where there are two or more industry organisations within the same 
region they will nominate a single industry contact point). 

 
Duration of Participation 

18. Each Signatory’s participation in this Memorandum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at Signatory.  It will remain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thereafter unless terminated by the Signatory giving six (6) months prior notice 
in writing to the other Signatories. 

 

19. Notwithstanding termina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this Memorandum by any 
Signatory pursuant to paragraph 18, activities being undertaken pursuant to this 
Memorandum immediately before its termination will continue to be governed by this 
Memorandum until their completion, unless the Signatories that are party to the 
activity mutually determine otherwise. 
 

Miscellaneous 

20. This Memorandum may be amended or extended at any time by written 
mutual determination of the Signatories.  To this end, signatures to any amendment or 
extension to this Memorandum may be circulated by facsimile, and any facsimile 
signature shall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an original.  
 
21. This Memorandum in English and Korean, each version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was approved by the founding signatories listed below on: 
 

 this   27th   day of   APRIL   2005  
 
 
 
 
 
 
 
 
 

 

 
 



 
ANNEX A –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The current contact point for joining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Personal name:  Meg 
Family name:   Mundell 
Position in organisation: Policy Analyst, Anti-Spam team 
Signatory Organisation: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ACA) 
Country:   Australia 
Postal address   Level 44, Melbourne Central Tower, 

360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Tel: +    61 3 9963 6736 
Fax: +    61 3 9963 6957                         
Email:    meg.mundell@aca.gov.au 
 
 
Role of the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 Act as the contact point for new organisations that wish to join this Memorandum 
• Provide prospective Signatorie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cess of joining 
• Act as the collection point for Signatory schedules of Signatories 
• Assist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is Memorandum 
• Coordinate sign-up process (primarily by email) 

o Send Signatory Schedule to be completed by prospective Signatory 
o Inform existing Signatories when a new organisation wishes to join, and 

distribute that organisation’s completed Signatory schedule to existing 
participants (by email) 

o After sign-up, add details of new Signatory to List of Signatories 
o Send updated versions of Memorandum to all Signatories 

 
 
Additional support to the Secretary of Signatories 
 
Organisation of teleconferences between Signatories will be assisted by: 
 
Personal name:  Aaron Won-Ki   
Family name:   Chung 
Position in organisation: Researcher, Spam Response Team 
Signatory Organisation: Korea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KISA) 
Country:   Korea 
Postal address    
Tel: +     
Fax: +      
Email:    wkchung@kisa.or.kr 
 
 
mailto:anthony.wing@aca.gov.au 
 



 
 
ANNEX B – THE FOUNDING SIGNATORIES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ACA)  
 
 
KOREA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KISA) 
 
 
INTERNET SOCIETY OF CHINA (ISC)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BUREAU, HONG KONG (CITB) 
 
 
NATIONAL COMPUTER CENTRE (NCC) OF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PH-CERT)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MCMC)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JAPAN (METI)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 JAPA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KINGDOM OF THAILAND 
(MICT)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ED) 
 
 
TWCERT/CC 

 
 
 
 
 
 
 
 
 
 
 
 
 
 
 



 
ANNEX B CONTINUED – THE FOUNDING SIGNATORIES (INDIVIDUALS) 
 

 
 
Signed by: ROBERT HORTON 
Signatory position: Acting Chairman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ACA) 
 
 
Signed by: HONG-SUB LEE 
Signatory position: President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Korea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KISA) 
 
 
Signed by: HUANG, CHENGQING 
Signatory position: Secretary General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Internet Society 
of China (ISC) 
 
 
Signed by: FRANCIS HO 
Signatory position: Permanent Secretary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Bureau (CITB),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gned by: ANGELO TIMOTEA DIAZ DE 
RIVERA 
Signatory position: Director-General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National 
Computer Centre of the Philippines (NCC) 
 
 
Signed by: ALBERT DE LA CRUZ 
Signatory position: Director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Philippines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PH-
CERT) 
 

 
 
Signed by: DATO’V. DANAPALAN  
Signatory position: Chairman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Signed by: TSUTOMU HANDA 
Signatory position: Director-General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Japan 
 
 
Signed by: MASAKUNI ESAKI 
Signatory position: Director-General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 
 
 
Signed by: MANEERAT PLIPAT 
Signatory position: Deputy Permanent 
Secretary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ICT), Thailand 
 
 
Signed by: GEOFF DANGERFIELD 
Signatory position: Chief Executive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ED), New 
Zealand 
 
 
Signed by: CHEN, NIAN-SHEN 
Signatory position: Director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 TWCERT/CC 
 



 



 

 

附件十一 

本會國際合作移案辦理流程本會國際合作移案辦理流程本會國際合作移案辦理流程本會國際合作移案辦理流程 





 

 

 

 

 

 

 

 

 

合作國家認定我國濫發源，要

求處理案件移案單 

本會或委託窗口

收件、編案號 

移送處理 

信首初判 移案資料不全、超

過LOG檔保存期限 

受案業者案件處理期限以發文日期

起，依各受案業者所需時間計算。 

資料大致完整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國際合作移案辦理流程國際合作移案辦理流程國際合作移案辦理流程國際合作移案辦理流程     

1、全案資料以電子郵件之附加

檔移交 From 欄位前第 1 個

Received 欄位所指示 IP 所屬

業者(即受案業者)進行反查。 

2、逐案或每 10 案以公文函送案

件清單至受案業者。 

回覆合作國

家案件未處

理原因，並

結案。 

待業者查覆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流程 受案業者處理流程 

本會或委託窗口要求處理案

件移案公文及電子郵件 

收件，調閱、比

對郵件發送

LOG、上網 LOG 

1、詢問案應提供指定之資

料。 

2、辦理案則依營業規章及服

務契約之規定進行處理

後，函復處理情形。 

所屬用戶 

行為確認 

受案業者回覆處理情形或指

定資料。 

彙整、統計案件類型及處理時間。 

回覆請求國家合作案件處理

情形。 

結案 

受案業者處理流程。 





 

 

附件十二 

反垃圾郵件防制機制調查表反垃圾郵件防制機制調查表反垃圾郵件防制機制調查表反垃圾郵件防制機制調查表 





 

 

反反反反垃圾郵件垃圾郵件垃圾郵件垃圾郵件防制防制防制防制機制機制機制機制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    

為研擬未來配合防制垃圾郵件監理業務需要，請貴公司針對

所提供之電子郵件服務情況，確實填入「Spam 防制機制調查表」，

以瞭解目前各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對於防制垃圾郵件運用的措

施。 

1. 濫發者的過濾條件： 

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    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    

特定時間內的寄件數量限制  

收件信箱錯誤數量限制  

收件信箱數量限制  

互動式郵遞驗證  

寄件人識別機制  註：寄件人識別表示使用 SPF、Domain Key 等相關機制。  
2. 被檢舉時的處制作為： 

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    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    

訂定標準作業流程文件  

舉報時所需處理時間  

舉發案件的查核紀錄  

檢舉信箱(請註明付/免費)  

檢舉電話(請註明付/免費)  

被檢舉時的處制情形被檢舉時的處制情形被檢舉時的處制情形被檢舉時的處制情形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 N 次  註：被檢舉時的處置情形如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3. 利用的防制機制： 

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    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    

設立陷阱帳號  

自訂黑/白名單  

即時黑名單  

灰名單機制  



 

 

DNS 正反查解析  

SMTP 會談檢測  

建立濫發源 IP 料庫  

建立內容特徵資料庫  

禁止動態 IP 架設郵件伺服器  

阻擋用戶 Port 25 服務  

與研究機構進行合作  

與民間業者進行合作  註：阻擋用戶 Port 25 服務時，請註明是否有提供替代方案，如改由 Port 587 服務或僅提供 Webmail 服務。 
 

4. 進階的防制機制： 

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    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實際作為    

內容關鍵字辨識  

郵件圖檔分析  

郵件附件危害偵測  

字典式攻擊防制  

阻絕服務攻擊防制  

寄件人識別機制  

用戶用戶用戶用戶加值服務加值服務加值服務加值服務    

Anti-Virus 偵測  

Anti-Spyware 偵測  

Anti-Phishing 偵測  

隔離信通知清單  

隔離信原件重送  

填入廣告信標籤  

 

5. 郵件的通訊紀錄： 

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調查項目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作為作為作為作為    

郵件寄送的通信記錄  

郵件收取的通信記錄  

轉寄郵件的通信記錄  註：記錄內容需註明所包括的項目，例如 Message-ID、時間、郵件來源及目的識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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