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修部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法治教育專題討論」
提綱：
1、 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2、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題綱
班級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1、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處三日以 1、不輕信不實或來路不明的資訊或網路
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2、散 謠言。2、不要散播未經證實的資訊給周
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 遭親朋好友或群組。3、不要轉寄未經證
電子四甲 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實的網路訊息給周遭親朋好友或群組。
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4、收到親朋好友的資訊，如果知道資訊
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法律 是網路謠言，可主動告知對方這是不實
條文「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的網路謠言，讓對方知道。
振興特別條例」第 14 條。
機械四甲

散播疫情謠言或不實訊息最高可罰 300 不要去理會它，去查詢講的謠言是否正
萬元。
確。(不要去亂散播謠言)

4.可能涉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之成 1.面對來路不明簡訊或網址，不要隨意
立。3.可能涉刑法第三百十三條妨害信 點開，如不小心上當了請打 165 防詐騙
電機四甲 用罪之成立。4.依現行法律，針對網路 專線。2.不要輕易相信網路不實消息，
上假新聞、假訊息，已有各種處罰規定。也不要轉傳或分享，因為你可能會因此
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涉法。
1.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寧者，處 1.已讀不回。2.撥打 165 查詢。3.報警
電機四乙
3 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 3 萬元以下罰鍰。處理。
電機四丙 將開罰 NTD50 萬罰金。

拒絕。

確認資訊來源，不要再尚未確認消息時
分享或轉發，發現不實資訊時檢舉，如
工管四甲 最高罰 3 萬元。
發現親友分享或轉傳也立即制止，不要
讓不實訊息繼續散播。
1.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63 條規定：散播 若發現不實訊息時，向警察單位及防疫
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 單位檢舉，便利調查釐清。可至以下網
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台 站查證傳染病訊息是否正確：1.疾管署
企管四甲
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網站:https://www.cdc.gov.tw。2.免付
2.根據證券交易法第 155 條 1 款第 5 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3.
款：意圖影響集中市場有價證卷交易價 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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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格，而散布流言或實資訊者，可處七年 http://at.cdc.tw/YEc68q。4.TFC 台灣
以下有期刑、拘役或科或併科甘五萬元 適時查核中
以下罰金。
心:https://tfc-taiwan.org.tw。
3.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5.Cofacts 真的假的:LINE ID 搜尋
5 款規定：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 「@cofacts」6.LINE 官方訊息查
寧者，可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三萬 證:https://fact-checker.line.me/。
元以下罰鍰。
1.153 條 2 款煽惑他人。
2.310 條(一)意圖散布眾。
查證訊息內容，切勿以訛傳訛，以造成
(二)指摘或傳述之行為。
企管四乙
他人恐慌。
(三)指摘或傳述者。
3.151 條恐嚇公共危安罪。
立法院會三讀通過，資通安全資管法， 1.不要再亂傳假訊息給其他人。
資管四甲
最高可罰 300 萬元。
2.檢舉或是報警。
資管四乙

散佈謠言是以影響公共安寧者處 3 日以 於通訊軟體上應避免溝通業務機敏資料
下拘留或新台幣 3 萬元以下罰鍰。
或非公開資訊。

1.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會涉刑法第三百
1.可尋求法律解決。
十條誹謗罪。
2.分享正確的訊息。
2.可能涉犯妨害信用罪。
3.接收到不明資訊、郵件、不要瀏覽、
應外四甲 3.如內容為恐嚇要加害不特定人的生
探討。
命，涉及刑法恐嚇公共危安罪。
4.搜尋相關訊息，留言澄清。
4.可能會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不要被不明的訊息給導引，選擇忽略。
罰金。
金融四甲 會有刑法問題。

要求證，不散播。

1.可能涉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
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罪。
2.可能涉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之成
立。
1.求證。2.不傳播。3.不轉傳。
休運四甲
3.選舉中可能涉犯選罷法第九十二條意
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
實罪之成立。
4.可能涉犯妨害信用罪。
刑法第 310 條之規定，意圖散布於眾，
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告知對方，須確定高市府公告才能發布。
休運四乙
者，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500 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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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觀光四甲

觀光四乙

觀光四丙
妝彩四甲
妝彩四乙
時尚四甲

數位四甲

餐管四甲

餐管四乙

土木三甲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1.可能涉犯法第 153 條第二款煽惑他人
1.需經求證在傳達。
違背法令罪。
2.辨認攻擊手段。
2.可能涉刑法 310 條誹謗罪成立，需行
3.檢舉不實資訊。
為符合意圖散布，有指摘或傳述者足以
4.多元化資訊管道求證。
毀損他人。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是以毀損
1.先查證資訊是否正確。
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
2.不予理會。
下有期徒刑、需逸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3.可匯報給網路警察。
散佈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
4.不可隨意相信不明或不實的資訊。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1.不採信。
付出代價，接受法律的規範。
2.通報警察局查證。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20 萬
不信不看、不聽、多去驗證。
元以下罰金，網路散播加重½。
要有求證的心態，如果證明了是不實謠
罰錢或被關。
言，就不繼續傳播，且向相關單位舉報。
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 先查證資訊來源是否正確，勿直接聽信
鍰。
謠言。
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可 1.不隨意轉傳散布。
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5 2.應查證消息的正確度。
款規定處 3 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 3 萬元 3.檢舉不實的貼文獲報導，避免更多人
以下罰鍰。
被誤導。
如有關疫情亂傳謠言，會依傳染病防治
請大家先不要慌亂、可以注意新聞聽取
第 63 條之規定移送檢察機關偵辦，最高
正確的資訊。
可科以新台幣 300 萬元之罰金。
1.如是散播不實疫情，可處新台幣五十
萬元罰金。
2.散布文字、圖畫者，處二年以下的有 不加以散播、不亂傳給別人、不要製造
期徒刑，拘役或一千以下罰金。
恐慌。
3.以簡訊、LINE 等散布謠言與不實訊
息，加重其刑½，最多可關 3 年。
1.先判斷訊息來源可靠度
刑法第三百十條(毀謗罪)
2.注意訊息發布時間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謫或傳述足以毀損 3.不要只有標題，也要確定文題相符
他人名譽之事者，為毀謗眾，處一年以 4.不輕信令人震驚的圖片或文章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5.避免斷章取義，留心邏輯錯誤
6.交叉查證圖片影片與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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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機械三甲 1.毀謗罪。2.防疫法。3.背信罪。
機械三乙

機械三丙

電機三甲

工管三甲

建築三甲

企管三甲

1.不看不信。2.求證。3.不再傳播。

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罰金
上網查資料。
200 萬以下罰金。
1.不按讚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第一項第五款 2.不起鬨
處三日以下拘留或台幣三萬以下罰鍰 3.不轉發
4.向所屬單位求證
1.會涉法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煽
惑他人違背法令罪。
1.尋求同學幫助。
2.涉犯妨害信用罪刑法第三百十三條刑 2.找老師討論。3.跟家人討論。
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第五款：「散布
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寧秩序者」可處 1.未經查證的消息不要轉發，不要評論。
三 日 以 下 拘 留 或 三 萬 以 下 罰 鍰 。 2.訓練自己的思辨能力。
2018/6/9 新增「未經查證在網路散播傳 3.若有能力可自行查證。
遞假新聞、假訊息」
，視同違法。
涉及刑法第 151 條恐嚇公共危險罪，或
社違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5 款，處 3 日以 應先確認清訊息真假，不要任意轉傳。
下拘留或新台幣 3 萬元以下罰鍰。
(一)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犯刑法第一
1.如何查證詐騙電話：您經常會因為收
百五十三條第二款煽惑他人違背法令
到一些來路不明的電話、而感到困擾，
罪，刑法上所謂煽惑，係煽動蠱惑之意，
甚至擔心會不會是「詐騙電話」嗎?本摺
凡勸誘他人使生某種行為之決意，或對
頁提供各電信業免付費檢舉專線，當您
已有某種行為決意者加以慫恿鼓勵傳播
接獲不明來電時，可向所列之相關業者
不實謠言、均足當之，從而問指明某種
查詢。2.破解擄人勒贖騙術之道：目前
或某一特定犯罪而加以煽惑，或未指定
最新型態的詐騙方式，是歹徒以電話恐
犯罪內容為之，皆包括在內。係以文字、
嚇家長揚言綁架孩童，要家長匯款擺
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違背
平，這種利用父母及親人擔心子女安危
法令為其構成要件。所謂煽惑，乃以前
心理的詐騙手法，如何避免?如何預防子
揭方法使不特定人從行為人之企圖而為
女被綁架?本摺頁提供您平時應注意的
之，一有傳播不實謠言煽惑行為即行成
防範之道。3.小心電話詐欺陷阱：詐騙
立。
歹徒用亂槍打鳥的方式，隨意撥打電
(二)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刑法第三百
話，並以綁架小孩、領取郵件通知、中
十條誹謗罪之成立，需行為符合：1.意
獎、金融機構通知等方式進行詐騙，您
圖散布於眾；2.需有指摘或傳述之行
曾經接過這種電話嗎?萬一接到電話該
為；3.所指摘或傳述者，足以毀損他人
怎 麼半 ?本 摺頁提供 您正確 的處理 方
名義。另刑法第三百十三條妨害信用罪
式，保護您避免被騙。
之成立，需行為符合：1.散布流言或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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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以詐術；2.損害他人之信用。綜觀上開
二法條規定，可知行為人主觀上須有散
布於眾之意圖，並有指摘或傳述之散布
行為，始足當知。(三)傳播不實謠言，
可能涉犯妨害信用罪，刑法第三百十三
條妨害信用罪之成立，須行為符合：1.
散布流言或施以詐術；2.損害他人之信
用。綜觀上開二法條規定，可知行為人
主觀上須有散布於眾為意圖，並有指摘
或傳述之散布行為，始足當之。

企管三乙 罪款、誹謗。

幼保三甲

資管三甲
資管三乙

應外三甲

金融三甲

不理會，確認正確資訊。

散波有關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資訊，
1.查詢政府網站驗證
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最高可罰三
2.派出所檢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萬罰金。
3.謠言止於智者，刪掉訊息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
4.柔性勸導不要以身試法
別條例第十四條，或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5.勿亂轉傳不實訊息
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毀謗、煽動、蠱惑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社會秩序維護 不傳播、不轉寄、不製造。
法。
毀謗，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
不聽、不口耳相傳、不輕信。
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煽惑他
人違背法令罪」。
2.刑法第三百十條「毀謗罪」。
1.不輕易相信無明確標示出處的文章或
3.選舉中，選罷法第九十二條「意圖使 新聞。
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 2.多聽多比較、不斷章取義。
罪」。
4.「妨害自由罪」。
應查詢更多平台，評估可信度，以及尋
涉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
找專業人士，或者有相關專業的師長請
教，不應盲目跟隨轉法。

休運三甲 最高可罰 300 萬。

不予理會。

休運三乙 罰金。

查證清楚。

觀光三甲 遭到受罰金，最高五十萬台幣。

對於網路上的資訊採取半信半疑，接受
訊息不要在往下一個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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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觀光三丙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處 3 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 3 萬元以下罰 應先查證內容是否正確屬實，切勿任意
鍰。
散播、轉傳以免觸法。

妝彩三乙 最高罰新台幣 300 萬元，最低 3 萬元。 1.確認資訊來源是否正確。2.檢舉。
散播錯誤或未經證實謠言會依據社會秩 1.不理會。2.查證再看看獲決定要不要
序維護法罰款 3 萬元以下罰鍰。
相信。
1.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
1.發現可疑消息，先查證，後回報。2.
數位三甲 損他名譽，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支持優質媒體平台。
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五十三條第二款煽惑他人違背法令
罪以文字、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煽惑
請交給法律。
餐管三甲
他人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第三百十條
誹謗罪成立。
散布假新聞、消息，刑事責任可能構成：
1.刑法第 310 條毀謗罪、第 309 條公染
侮辱罪、第 151 條恐嚇公眾罪、第 153 可上網至法務部調查局
條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罪。
假消息查證資訊
2.民法第 195 條第一項規定，不得侵害 TFC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餐管三乙
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信用、隱 總機(02)2911-2241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 檢舉專線(02)2917-7777
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之損害， 免付費專線 0800-007-007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
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事當處分。
時尚三甲

土木二甲 會有相對應的法律刑責請勿傳播。

拒絕轉接、傳播。

1.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犯刑法煽惑他 1.面為不實的東西，直接無視。
人違背法令罪。
2.可能是釣魚病毒網址，請謹慎確認。
電子二甲
2.誹謗罪。
3.可透過 165 查證，並報警終止歹徒犯
3.妨害信用罪。
行。
機械二甲 罰鍰 50~300 萬元。

1.不傳播部轉發。2.不輕信。

恐嚇公眾罪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散布
1.檢查資訊真偽。
傳播不實疫情者: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
2.多元化資訊管道。
機械二乙
罰金，影響公共安寧者:處三日以下拘留
3.建立防護網。
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1.會造成誹謗罪。
看看就好。
電機二甲 2.散布流言或施以詐術。
3.損害他人之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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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工管二甲 會有法律責任。

不要理他。

國企二甲 誹謗罪。

不要慌張，求證並且不要太相信他人。

建築二甲

企管二甲

企管二乙

幼保二甲

資管二甲

應外二甲

不轉傳、報警，併網路散布之資訊研判
罰款 300 萬，政府拍板電視網路散播謠
屬謠言的可能性極大，請民眾勿輕仿、
言最重關 3 年。
轉發，以免觸法。
1.上網查詢或打電話去相關的地方查清
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犯刑罰第一百五十
楚。
三條第二款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罪，刑法
2.不輕易相信任何不實 or 來路不明資
上所謂煽惑，係煽動蠱惑之意。
訊。
網路資訊百百種，在閱讀這些資訊時，
第二編分則 第二十七章妨害名譽及信
應該要好好去思考內容的真假，而不是
用罪 第 313 條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
看到什麼信什麼。對於這些來源也應該
他人之信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去了解真實性，多去查閱資料或詢問其
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以下罰金。以廣
他的人，更不應該衝動將這些資訊散播
播電視、電子視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傳
出去，只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在
播工具犯前項之眾者，得加重其刑至二
像現在嚴峻的時刻，更有可能使其他人
分之一。
恐慌。
1.最高可罰 300 萬。2.網路散播謠言最 1.遇不實謠言勿再次傳播。2.檢索網路
重關三年。
闢謠服務系統。
若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9 條規定，利用
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疫情有錯誤、
不實、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 1.謠言止於智者，不再傳播或利用網路
響之虞。主觀機關可以第六十四條裁處 媒體散播出去。
新台幣九萬以上四十五萬以下罰鍰，如 2.不去回應假訊息。
涉及散布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 3.FB 檢舉.iwin 網路檢舉，NCC 網路檢
傳播不實之流行疫情消息，足以損害公 舉，讓不實資訊消失。
眾或他人者，以第六十三條規定，最高
新台幣五十萬元罰金。
1.透過廣播電視、網路，或者以簡訊，
1.可以上法務部調查局>假訊息查證參
LINE 等散布謠言與不實訊息最多可關 3
考資訊網。2.觀察文章有沒有記者，編
年，或者開罰 30 萬元。2.刑法第 251
輯掛名，或標示文章來源，如果沒有，
條，若企圖影響「行政院公告之生活必
很有可能內容是東拼西湊的不實訊息。
需用品，可處 2 年以下期徒刑，拘役或
3.圖片可能用 Google「以圖搜圖」來過
科或併 20 萬元以下罰金。3.關於疫情的
濾照片是否為真實報導所說，或是否有
不實傳播、轉發，最高可罰三百萬元。
移花接木的嫌疑。*檢舉假訊息可以法務
4.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寧者，處三
部調查局網站 www.mib.gov.tw。
日以下拘留或三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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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金融二甲

休運二甲

休運二乙
觀光二乙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散布假消息、假新聞，可能構成刑法第
310 條毀謗罪、第 309 條公然侮辱罪，
第 151 條恐嚇公眾罪，第 153 條煽惑他
人犯罪或違背法令罪。
不隨意點選不明網址，訊息先確認查證
依據刑法第 301 條毀謗罪規定，可處一 訊息之正確性及來源並提醒親友們以免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觸法。
金。
散布文字、畫圖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1.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犯刑法第一百
五十三條第二款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罪，
刑法上所謂煽惑，係煽動蠱惑之意，凡
刑法第 310 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
勸誘他人使生某種行為之決意，或對已
或傳述足以損毀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
有某種行為決議者加以慫恿鼓勵傳播不
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實謠言、均足當之，從而問指明某種或
百元以下罰金，散佈文字、圖畫犯前項
某一特定犯罪而加以煽惑，或未指定犯
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罪內容為之，接包括在內。
一千元以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
2.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刑法第三百十
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罪。但涉於私德而
條誹謗罪之成立，需行為符合:(以下舉
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例三項)(一)意圖散布於眾。(二)需有指
摘或傳述行為。(三)所指摘或傳述者，
足以回損他人名義。
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款
查明清楚，尋求管道解決
刑法第三百十條毀謗罪
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刑法第 153 則，
1.要查明資訊來源。2.要報給警察。3.
第 2 款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罪，刑法第 310
不傳播不實的訊息。
條誹謗罪，及刑法第 313 條妨害信用罪。

妝彩二乙 輕則處以行政罰鍰，重則觸犯刑事法律。檢舉信箱，向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申訴。
時尚二甲 嚴重的關 3 年或開罰 30 萬元。

不理它、不要太快下定論，實事求是。

傳播不實謠言：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罪，
政府機關在官方網站設有：即時新聞澄
誹謗之成立，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
清，爭議訊息澄清，新聞真實查核等專
土木一甲
布謠言或傳播不實罪成立，涉犯妨害信
區，可供媒體與民眾查詢。
用罪。
1.造成毀謗罪或公然侮辱罪。2.可能造
跟同儕或長輩確認是否真的有這件事，
成恐嚇公眾罪。3.民事責任可要求相當
不要輕信並謠傳，也可運用網路媒體的
電子一甲
之金額賠償。4.行政責任足以拘留或罰
資訊參考查證。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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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犯刑法第一百五十
三條第二款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罪，刑法
上所謂煽惑，係煽動蠱惑之意，凡勸誘
他人使生某種行為之決意，或對已有某
任何有關疫情訊息，須以衛服部疾管署
種行為決意者加以慫恿鼓勵傳播不實謠
發布為主，不要輕信不實謠言，更多轉
機械一甲
言、均足當之，從而問指名某種或某一
發不實訊息。
特定犯罪而加以煽惑，或未指定犯罪內
容為之，皆包括在內。係以文字，圖畫，
演說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為
其構成要件。
依第六十四條裁處台幣九萬~四十五萬
查閱新聞是否正確。
以下。
來路不明的東西，千萬別貪心否則自己
電機一乙 有民法、刑法的處罰。
會賠錢。
可能涉犯刑法第 153 條第二款，煽惑他
透過 165 查證，並報警中止歹徒犯行。
工管一甲
人違背法令罪。
機械一丙

建築一甲 罰 3 萬。

1.不予理會。2.找資料證實。

1.一分鐘清單，檢查訊息真偽。
散播武漢肺炎不實訊息，可重罰 300 萬
2.四大檢舉方式，讓不實資訊消失。
建築一乙
元，所以 Line，FB 請勿隨意轉傳。
3.四布驟，多元化資訊管道。
散播不實謠言，如內容為恐嚇要加害不
特定人性命、身體或財產時，涉及刑法
第 151 條恐嚇公共危安罪「以加害生
命、身體、財產之事恐嚇公眾致危害於 1.應確認訊息可信度。2.不對外亂傳謠
企管一乙
工安者...」。如未達上關程度，然已影 言止於智者。3.不予理會。
響第一項第 5 條規定散布謠言，足以影
響公共安寧者，處 3 日以拘留或新台幣
3 萬元以下罰鍰。
若內容為恐嚇要加害不特定人性命、身
體或財產時，涉及刑法第 151 條恐嚇公
可搜尋相關訊息。
幼保一甲
共危安罪「以加害生命、身體、財產之
事恐嚇公眾，致危害於工安者...」。
罰 NT$3 百萬元以下罰金
損害公眾
or 他人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罰 NT$3
打 1965 不要點閱 不要轉傳。
資管一甲
萬元以下罰鍰 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
處三日以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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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第一招：一分鐘清單，檢查資訊真偽。
1.意圖散布於眾，為誹謗罪，處一年以
第二招：四大檢舉方式，讓不實資訊消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以下罰金。
失。
應外一甲 2.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 2
第三招：文化資訊管道。第四招：父母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
與小孩溝通，建立防護網。總結論：假
金。
新聞不會消失，還是趕緊多讀書吧！
1.可能涉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
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罪。
2.可能涉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之成
1. 識 假 ： 識 別 / 辨 認 ( 警 覺 揪 害 ) 。
立、需行為符合：(一)意圖散布於眾(二)
2. 破 假 ： 查 核 / 釐 清 ( 澄 清 汙 染 ) 。
金融一甲 需有指摘或傳述之行為(三)所指摘或傳
3. 抑 假 ： 抑 制 / 移 除 ( 阻 卻 散 播 ) 。
述者，足以毀損他人名譽。另刑法第三
4.懲假：規管/究責(溯源清理)。
百十三條妨害信用罪之成立，需行為符
合：(一)散布留言或施以詐術(三)損害
他人之信用。
休運一甲 有可能要負民事或刑事責任。
休運一乙

用 MyGopen 的網站來查詢。

處罰金，處 2 年有期徒刑，最多也可觀 Line 有推出謠言查證的官方帳號，可即
3 年。
時澄清及查證。

修正後刑法第 251 條和 313 條，修正陸
應向其主管單位或其官方網站詢問並查
海空軍刑法，和修正公投法，未來透過
到，如尋詢問不到應向警方通知，並查
資工一甲 廣播電視，網路或 LINE，散布不實謠
明屬不屬實，切記勿輕易受騙或將其轉
言，最高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最多
傳。
關 3 年。
1.涉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煽
惑他人違法定罪)。
1.報警處理。
2.打 165。
觀光一甲 2.涉犯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
3.涉 犯 刑 法 第 三百 十 三 條 (妨 害 信 用 3.不該再散播出去。
罪)。
可處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即最高
不理會，不隨意散播。
關三年。
1.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犯刑罰第一百五 1.若有收到類似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
十三條第二款善誘他人違背法令。
不管是發生在面對面生活中，還是來自
妝彩一甲
2.傳播不實謠言可能涉犯刑罰底三百一 網路，都應該詳加確認真實性及正確
十條誹謗罪之成立。
性，不要任意傳播。
觀光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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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班級

傳播不實謠言會帶來怎樣的法律刑責? 面對不實或來路不明資訊應如何處理?
3.傳播不實謠言選舉中可能涉犯選罷法 2.假新聞的互動散布常高於真新聞，因
底九十二條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 此，最可怕的不是假新聞，而是「每七
謠言或傳播不實罪之成立。
人就有一人」明知是假新聞，卻仍然分
享。且其散布的速度比真實新聞更快上
六倍，所以就是要杜絕傳播。
3.搜尋相關資料，安裝新聞小幫手，找
尋最正確的資訊。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or 新台幣 30
查核中心檢舉，請同學務必查明或通報
時尚一甲 萬以下罰金。同學必須加強自身個資及
不明資訊，或通報學校機構。
謠言傳害。
數位一甲 謠言不宜亂傳，需負相關責任。

不聽、不傳、不接受、查證事實、不隨
意回復，或加以散播及轉傳。

1.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罪。
2.誹謗罪。
數位一乙
3 選罷法。
4.妨害信用罪。

檢舉、不要理會。

1.可能涉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
「煽惑他人違背法令罪」
。
2.毀謗罪。
1.上網查證正確資訊。
餐管一甲 3.選舉中可能涉犯「選罷法」第九十二 2.下載警政服務 APP 由專人處理。
條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 3.撥打 165 專線查證。
播不實罪。
4.妨害信用罪。
1.勿任意轉傳由網路傳來的訊息。
1.拒絕。
餐管一乙
2.小心任何宅配簡訊，勿任意加入。 2.舉發（拍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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