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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隱私權作為法律明文的權利概念，在我國是晚近之事，直至 2000 年，

「隱私」才被我國列入民法，成為「人格權」的一種。為了瞭解社會輿論

如何看待隱私權，本論文針對媒體論述，分析輿論如何論辯新聞媒體報導



公眾人物隱私的正當性。 瞭解論述背後價值判斷的脈絡，成為當前主

流，語藝分析也著重於探索語言之中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筆者選擇以

Perelman 對於「價值判斷如何形成」的研究經驗，作為方法論的基礎。 

研究發現，媒體論述對於隱私權概念的理解與界定，與人的身體、空間、

資訊、精神等層次息息相關，存在著「獨處」與「表現自主」兩大理論主

軸。在法令的保護與大眾期待下，新聞自由背負挖掘社會真相的責任，但

是許多新聞報導其實與公共利益沒有直接關係，它們威脅了公眾人物的隱

私，媒體論述當中有人反對用抽象的道德標準，來檢驗公眾人物與公共利

益無關的私領域事務。公共利益與道德命題是價值判斷過程中很重要的角

色。批評現狀者，多著眼於個人權益，以人的尊嚴與意志為考量；與這些

立場相對者，則佔多數，以強調公眾利益為要。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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