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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憲法第十一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表現自

我的權利。然而，藝術家的表現自由，卻常在申請展演場地時遇到限制。 

 

本文首先整理中正文化中心與全台直轄縣、市文化局主管的表演場地的法規現

況，發現可粗略分成三種態樣：一是強調「節目品質型」的管理規則，由主管機

關邀集學者專家組成節目品質評鑑審議委員會，積極要求一定藝術品質的藝術作

品，才能展出或演出，如兩廳院、小巨蛋的表演場所；二是各縣市共通的管理規

則類型，主要是禁止違法、違反公序良俗或其他會影響展演場地安全的藝術表

現；三是散見在各縣市場地管理規則中，深具家父長色彩的禁止類型：包含「違

反社會公益」、「違背國策」、「違反倫理道德」、「營利又缺乏社會教育意義」的藝

術表現，都在禁止之列。 

 

本文主張，關於第二類型各縣市共通的管理規則，「違反公序良俗」這個標準範

圍過廣，且大家寬鬆標準不一，即便大家標準相同，以多數標準壓抑少數人意見

表達的自由，亦有違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精神，應該刪除，只留存「違法」這個

禁止態樣就已足夠。第三類各種深具家父長色彩的禁止類型，主管機關以內部管

理規則就排斥某些與政府觀點相違背的言論，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且受規範的藝

術家難以理解其內涵，違反法律保留及法律明確性原則，應全數刪除。 

 

至於以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強調「節目品質」的管理規則，我們仍需小心

看待。如同布爾迪厄所指出，藝術場域對外面臨政府的宰制，對內已掌握符號權

力的藝術家們亦可能宰制其他觀點的藝術家。本文主張審議委員會之組成應更具

多元性，甚至得包括還不被劃歸「專家」的圈外人，並主張管理規則應就審議委

員會的成員，限制任期並強制規定成員的流動，目前兩廳院的「品質管理規則」

已有嘗試的起點。我們唯有永遠回到受壓迫者的立場去思考，唯有藝術領域的階

級能有流動的機會，藝術才能找到一點自由的微光。 



 

我們對言論表現要接受事前審查的深刻厭惡—或應該說，就是一個自由人對言論

接受事前審查的深刻厭惡—已清楚的寫進了我們的法律1。 

 

我國憲法第十一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發表

言論、表現自我的權利，統稱為表現自由。不論何種自由，總是無法毫無限制的

行使，它有著時間地域的限制，有著和其他人自由衝突時的限制，有著與國家利

益衝突時的限制。 

 

在藝術家發表其作品時，申請展演場地時也常常遇到限制。由於場地資源有限，

兼顧表演水準及場地安全，我國公立展演場地幾乎都訂有場地管理規則，各縣市

文化局統一訂定其主管場地的管理標準，再由管理該場地的公務員來決定是否准

許申請。更慎重的如兩廳院，會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議小組來打分數、給名次，

評斷展演申請企畫案是否符合能登大雅之堂的藝術水準。這些展演場地規則的管

制，造成國家規定與藝術家藝術表現的衝突。在審查階段就封殺了某些類型的藝

術，不但使藝術家憲法上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受侵害，更使潛在的觀賞者無法接觸

欣賞，也造成全民接近使用藝文展館的文化公民權受侵害。 

 

政府、專家、全民，意外地在公立展演場地的管理上，爭奪藝術的詮釋權。本文

以國家級及各直轄縣市文化局主管的表演場地為中心，整理現行各公立展演場地

的場地管理規則現況，並檢討其場地管理規則應如何改進，才能兼顧藝術家的表

現自由、場地安全及水準維護，也捍衛全民的文化公民權。 

 

以下論文第一部份，將整理直轄縣市文化局主管的表演場地的法規現況，第二部

分別就行政機關的規則中，針對表演審查限制進行分類檢討，第三部份就節目品

質的審議機制部份提出反思。 

 

一、 展出的限制：法規現況整理 

針對藝術表現的展演限制，公立場地要求其申請表演的藝術表現，要求的標準大

致分成三種類型： 

 

(一) 強調節目品質型 

 

如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的「節目品質管理要點」，規定所有申請兩廳院場地的節

目都需要經過專家組成的評議委員會評議，經評議通過後，始得安排演出檔期。

                                                 
1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Blackmun 大法官主筆，Southeastern Promotion, Ltd. v. Conrad et al., 420 U.S. 

546 (1975) 



評議委員會分成音樂、舞蹈和戲劇三小組(參第四條)。委員任期一年，委員連任

以一次為限。 

 

節目演出後也需要「評鑑」和「評核」，評鑑是指節目現場演出的「藝術品質」，.

受邀評鑑人員應至演出現場全程觀賞受評鑑之節目，評核則是指節目演出後，由

中正文化中心進行節目行政（含藝術品質評鑑）、演出技術與觀眾服務的評核。

如演出後的綜合評核成績不良，下次在申請租用場地便極度困難(參第六條)。 

 

依該中心的外租節目評議標準表，明文規定評鑑標準有： 

1.藝術水準：評量其藝術價值或創意，或具特殊鼓勵意義。 

2.演出執行能力：計畫執行可行性及過去於本中心演出結果之評鑑。 

3.場地適合度：本中心場地硬體設備及檔期之適合度。 

 

另外，台北市台北小巨蛋，設置台北小巨蛋檔期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必定要參

加，其他每次審議依審議內容申請案件之類別及數量比例，邀請委員十人參加，

其中應包括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財政局及經營管理單位代表，其餘

委員則須符合「曾任職於相關學術系所、機構從事表演藝術、流行文化、時尚或

跨界文化及體育之研究、教學、專職工作者等」資格(參臺北市臺北小巨蛋檔期

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藝術展演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特別還對演出的審查項目

進行分數的分配：「(一) 申請案件之藝術水準或特殊文化意義（占百分之三十）。 

(二) 活動之效益、規模及預計參與人數（占分之二十五）。 

(三) 活動企劃書內容之完備程度（占分之十五）。 

(四) 申請或展演單位之資歷（占分之十五）。 

(五) 經費編列之合理性及籌措能力（占分之十五）。」 

 

 

(二) 共通的消極排除型：違法、違背公序良俗或造成建築物危險不准借用 

 

本文將台灣直轄縣、市文化局所管理之展演場地管理規則中，其中被主管機關認

定不允許在公立展演場地演出的表演特徵，整理成下列表一。打勾(V)的，代表

該場地管理規則認定為不得表演的情況。 



表一 台灣直轄縣、市文化局所屬展演場地管理規則整理 

  態樣 

 

 

 

 

法規名

稱 

(1)違反

法令 

(2)違反

公共秩

序或善

良風俗 

(3)造成

展演場

地危險 

(4)違背

國策或

有害社

會公益 

(5)營利

且欠缺

社會教

育意義 

(6)違反

倫理道

德 

(7)其他

由管理

場地者

認定不

宜使用

之情形 

台北市

政府所

屬各機

關場地

使用管

理辦法 

V V V     

高雄市

文化局

演藝廳

場地使

用管理

規則 

V V V    V 

新北市

政府文

化局藝

文中心

場地使

用管理

要點 

V V V    V 

桃園縣

政府文

化局展

演場地

使用管

理要點 

V V V V  V V 

新竹縣

文化局

場地使

用管理

辦法 

V V V    V 



苗栗縣

政府國

際文化

觀光局

場地使

用須知 

 V V V V   

南投縣

政府文

化局場

地使用

管理規

則 

 V V  V  V 

臺中市

立大墩

文化中

心場地

使用管

理辦法2
 

V V V    V 

臺中市

圓滿戶

外劇場

使用管

理辦法 

V V V    V 

彰化縣

文化場

所使用

管理辦

法 

V V V V V V V 

雲林縣

文化場

所使用

管理自

治條例 

V V V     

嘉義縣

表演藝

V V V  V   

                                                 
2
 台中市文化局無統一的規定，故舉大墩文化中心(台中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及戶外大型場地圓滿

劇場(即國慶音樂劇「夢想家」表演場地)管理規則為例。上述兩例雖條文文字雖有不同，但禁止

的類型大致相同。 



術中心

場地使

用管理

自治條

例 

嘉義縣

表演藝

術中心

場地管

理要點3
 

 V  V    

台南市

立台南

文化中

心場地

使用管

理辦法 

V V V  V  V 

屏東縣

藝術館

及中正

圖書館

場地使

用管理

自治條

例 

  V V V  V 

宜蘭縣

政府文

化局宜

蘭演藝

廳場地

租借要

點   

V V V    V 

花蓮縣

文化局

場所使

用管理

V V V  V   

                                                 
3除了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所規定的限制外，本要點對梅嶺美術館增加更

多的限制。其他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的演藝廳、實驗劇場、展覽廳，則以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場

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的規定為準。 



辦法 

臺東縣

政府文

化處場

館使用

管理辦

法 

V V V     

 

表一顯示，幾乎所有縣市文化局主管的場地法規上，並不特別明定要求節目的藝

術品質，只是以消極方法刪除主管機關不能接受的藝術表演行為。所有的表演場

地均不能接受的藝術表現行為，大致上為表一的前三種類型：(一)違法行為；(二)

違反公序良俗行為；(三)可能造成危害建築安全、公眾健康或其他損害場地的行

為，如特別針對火的使用進行管制。 

 

如，台北市政府目前以統一的「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統一

規定台北市政府所轄的場地使用規則，因此，台北市中山堂、城市舞台等表演場

地，都適用這場地使用規則。其中第十三條規定：「..申請人於許可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場地管理機關得廢止原許可使用處分，其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

退還，且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三、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六、

使用火把、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但經該場地管理機關同意或另有特別規定者，

不在此限..七、活動內容有危害民眾健康或建築物安全之虞…十、其他違反法令

或公序良俗之行為。」這幾條歸納起來，台北市政府基本上就是禁止破壞場地建

築物、違反法令、違反公序良俗這三種態樣的藝術表現。 

 

高雄市文化局演藝廳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第八條，也是只明列禁止以上三者的申請

的態樣：「一、活動內容有違反法令，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二、活動內容有損害本場地或相關設施、設備之虞…」。 

 

 

(三)其他禁止使用場地的態樣 

 

除了以上三者幾乎算是「基本共通型」的禁止行為，其他的禁止項目雖不一定出

現全部都在各縣市表演場地規則中，但在各縣市間反覆交叉出現。文字不致完全

相同，精神卻共通，所禁止表演的項目，包含「違反社會公益」、「違背國策」、「違

反倫理道德」、「營利又缺乏社會教育意義」四類。幾個管理規則的範例如下，尤

其注意加底線文字。 

 

如，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所管轄的場地，其使用須知第一條就開宗明義：



「辦理活動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文化觀光局得撤銷核准或禁止其使用場地： 

一、違背國策或有害於社會公益之活動者。 

二、有違反社會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非法集會者。 

三、以集會為名，而從事營利活動，缺乏社會教育意義者。 

四、活動有損害場地設施之虞而不宜繼續使用者。」 

 

彰化縣文化場所使用管理辦法第八條的限制，涵蓋了表一中所有的態樣：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者。 

二、有悖於善良風俗、道德倫理及有害於社會公益者。 

三、與原核准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其活動有損及場所設施者，經勘驗不宜繼續使用者。 

五、從事私人團體或個人牟利活動缺乏社教意義者。 

六、其他經本局認定不宜使用或違反本辦法者。」 

 

以上條文不論是「有害社會公益」、「妨礙社會安寧」、「有害身心健康」、「不利於

社會秩序」，都是政府對內容進行實質的審查，並預設某類型的表演對社會的秩

序或安寧「有利」、某些「有害」，有害的就不准許演出。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有時候看似主管機關不要求表演「合法」，但

林林總總舉了不能違反倫理道德，不能沒有社會教育意義等更積極的要求，如屏

東縣藝術館、南投縣政府和苗栗縣政府文化局場地雖沒有列出表演不得違背法

令，但她們因為要求的更多：不須達到違法程度，只要主管機關認定申請的表演，

違反違背社會公益即可拒絕申請。 

 

在這一連串的場地限制下，不論社會安寧、倫理道德、身心健康，雖然本身仍是

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不知道該用什麼標準來判定一藝術表演是違反倫理道德或會

對觀眾造成身心健康的影響，但至少這幾個字本身可以望文生義。但，令人好奇

的是「違背國策」這四個字，是指違背什麼特定的內容的表現呢？ 

 

目前在法律領域使用到「國策」兩字，應該是憲法第十三章的「基本國策」。憲

憲者針對國防、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給予這個新創建的國家，未來政策走向

的指導方針。因此我們應該可以確定，各公立展演場地所禁止的表演，並非違反

憲法上基本國策的表演，正是因為憲法的基本國策，只拘束國家未來的走向，只

有國家能遵守和違反，人民沒辦法遵守，同樣的也沒辦法違反。 

 

經過對比，本文認為這裡所指的違背國策，應該是動員戡亂時期的流行用語，那

時候不斷出現著國家懷疑人民違反國策的狀況。查閱檔案管理局資料，我們可以

找到 38 年「政府宣布戡亂到底…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因此要求查明台灣省公私立



各級學校有否違反國策人員」的公文4；以前我們的公民課本也教導我們，信仰

宗教雖好，但「信仰宗教不能違背國策」，課本上面的圖示為一穿袈裟之法師及

一個穿著制服的軍人5。原來，當時受過公民教育的我們，曾經有一度知道什麼

是違背國策，但現在的我們遺忘了—但這遺忘無疑是件好事。但還有不少縣市文

化局的場地管理規則沒忘記違反國策的意義。 

 

由以上兩份資料，因此我們可以推知「戡亂到底」，是民國 38 年到 76 年之間的

共通「國策」。如再參閱現行的廣播電視法，我們可以更清楚所謂的違背國策內

容： 

 

現行的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 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不得有左列情形…：違背

反共復國國策或政府法令…」第 36 條：「廣播、電視事業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

應予獎勵：..宣揚國策或闡揚中華文化，成績卓著者…」廣播電視法再度確認了

反共復國是國策的內涵。違反國策的言論不能在電視廣播放送，積極宣揚反共復

國國策，則可以得到獎勵。 

 

廣播電視法於民國 65 年公佈實行，民國 100 年最新一次修正，這三十五年間，

戒嚴和動員戡亂時期都已過去，現在兩岸的關係離反共復國又有多麼的遠，歷次

修法都沒有把這樣早已過時的條文刪除。目前以配合兩國際公約對於新聞廣電、

言論自由的精神，立法院終於著手修法，協商刪除廣播電視法中有關損害國家利

益或民族尊嚴、違背反共復國國策或政府法令等相關文字，避免國家對言論自由

的不當干預(中央社，2012)。但目前修正條文立法院僅通過了初審，離真正修正

成功之路還很漫長。 

 

相較之下，我們的各級地方政府，竟然還在表演場地的管制要點中，互相抄襲這

過時又語意不清的條文。就算有人反駁「國策」可隨著政府的走向做新的解釋，

不一定要與動員戡亂或反共復國有關。然而，違反政府現今政策走向的藝術表

現，就不能申請場地，不能合法存在，是否能令人同意？現在，我們誰還想看全

然服膺政府國策的藝術表演？甚至，我們懷疑它是否能稱為藝術？ 

  

當攝影學會會員，舉辦會員內部的沙龍月賽時，簡章上也寫：「作品題材：題材

自由，但以不違背國策和善良風俗為原則」6。有時真想問，大家是否真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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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國策這詞彙的意義？身為藝術家，自己舉辦內部沙龍比賽，為何還需要受到

語焉不詳的陳舊觀念限制？ 

  

二、 公立展演場地管理與表現自由的衝突及檢討 

 

(一)參考案例 

 

依我國各縣市的法規現況整理可知，這些限制如同政府畫出表演或展覽容許演出

的範圍，要求「在我的場地上，只准講我容許的言論」，這是否被保障人民言論

自由的憲法所允許呢？如果我們承認政府在必要的範圍內，為了管理的需要，可

以限制在公立展演場地上所表演的內容，「必要的範圍」界線又在哪裡？ 

 

一個表演節目在申請演出被拒絕時，為了經濟及演出時程考量，通常會另覓場

地，和政府正面對決進行訴訟大戰，最後還打到憲法法院的，不是一般台灣人民

玩的起的遊戲。因此，本文在此介紹一在美國發生的真實案例，這是百老匯搖滾

音樂劇”Hair”在上演時因一個市立劇場拒絕演出其演出申請，所引發的訴訟，最

高法院確定審理此案，並藉此確立了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 

 

我們可以藉由參照這判決所揭示的保障表演人的內涵，重新思考我們的展演場地

限制問題。我們不應該全盤接受外國來的法制，但參考他人後重新思考、對照我

國的現況時，我們會發現：不論地域，人類總會遇到相同的問題，政府總面臨相

同的誘惑，又使用相同的管制方法，造成同樣的爭議。 

 

這是 1975 年 3 月 18 日著名的 Southeastern Promotion, Ltd. 訴 Conrad et al. 案7，

最高法院認定地方政府不允許搖滾音樂劇”Hair”使用公立場地表演之行為，違反

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禁止事前禁止的最低限度程序要求。 

 

原告 Southeastern Promotions 公司，是行銷劇場作品的公司。1971 年，他們申請

使用 Chattanooga 劇院管理的 Tivoli 劇場，這本來是私人劇場，但長期租給市政

府使用管理。音樂劇”Hair”先前已在百老匯演出三年，也在美國其他 140 個城市

演出過。 

 

被告是 Chattanooga  劇院的董事們。在 Southeastern Promotions 公司提出申請

後，董事們在集會、簡單討論後，投票否決此項申請。沒有任何一個董事看過這

部音樂劇，或者看過劇本，但她們從別的報導上聽說，該音樂劇含有裸露和猥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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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節。儘管該劇場檔期上沒有任何衝突，董事們僅口頭表示因為該劇「不符合

本社區的最佳利益」，就拒絕了此一音樂劇場地的申請。 

 

之後，Southeastern 公司向法院申請暫時性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請法

院命令政府准許 Hair 在市立劇場演出，該初期禁制令申請被地方法院拒絕。後

來 Southeastern 公司又捲土重來，申請了比 Tivoli 更大的廳，再度被拒絕後，又

向法院申請了禁制令。在陪審團調查劇本及七位看過的觀眾作證後，陪審團決定

Hair 是猥褻作品，演出內容違反該市的命令及州法禁止公然裸露的規定，因此，

不在言論自由保障範圍內，法院再度拒絕了 Southeastern Promotions 公司的禁制

令申請。上訴法院也維持地方法院判決。最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定此案具有

憲法上重要性，因此發佈移審令，決定審查本件案件。 

 

原告(即 Southeastern 公司)主張，被告的行為構成了違法的事前限制(prior 

restraint)。最高法院肯定原告的主張，最高法院認為，只要是政府以其權力，在

人民的言論尚未表達出來之前，就拒絕了這些言論使用表達意見平台的機會，就

是事前限制。 

 

法院確定市政府所擁有的劇院，是開放給公眾表現活動的公共論壇。進一步，法

院認定劇院沒有審查申請案的清楚標準和程序。如果政府官員決定一個公共論壇

(public forum)的使用，如果能夠恣意而為，言論事前審查危害言論自由的危險是

如此巨大。「我們對言論要接受事前審查的深惡痛絕—或應該說就是一個自由人

對言論接受事前審查的深刻厭惡—早已清楚的寫進了我們的法律。」主筆這個判

決的聯邦最高法院 Blackmun 大法官這樣說。 

 

且該劇院的設施足以支持 Hair 演出、沒有檔期上的衝突、該拒絕演出的行為，

也不是因為劇院設施而必須的時間、地點或方法(time, place and manner)的管制。

該劇沒有噪音問題，就算有裸露等成人議題，也沒有任何不想看到表演的人會被

迫看到表演。 

 

法院更進一步指出，是否還有別的私人場地可以容納此表演並不重要，因為人應

得選擇認為適當的場地表達自己的言論，「你可以去找別的場地」不足成為正當

化政府拒絕該表演的理由。 

 

確定本件是言論的「事前限制」後，並非就可以下結論說政府的限制手段立刻違

憲。法院參照並重新確認 Freedman 訴 Maryland 案(380 U.S. 51 (1965))所確立的

法律程序保障(procedural safeguard)要求，如果不符合這個標準的事前限制，就是

違憲的：(1)由政府舉證為何被禁止的言論不值得保護；(2)任何在經過司法審查

前的事前審查，都只能有特定且短暫的時間；(3)必須有快速且終局的司法審查。 



 

在本案，法院認定政府限制表演的程序，無法通過上述程序保護要求。如，面對

審查的結果，人民沒有即時的司法救濟程序。雖然地方法院在審查委員會作成決

定後，請法院作成暫時性禁制令，但該處分不是就本案做實質的審查審查委員是

否合理，只是觀察程序上是不是對公司造成急迫的損害來作成決定，實質審查要

等到五個月後。而且，在司法程序的過程中，都是主動提起訴訟的人民要負舉證

責任。審查委員不需要提出任何實質的回應。司法程序中的等待，就已經達到實

質上禁止言論的效果，拖延、不確定都會讓人打消使用這個劇院的念頭。 

 

因此，這齣戲究竟是否達到猥褻而不能上演，根本不需要探究。因為光討論保障

言論自由的程序問題，就已通不過憲法的考驗了。 

 

上述法院多數意見，看來可振奮藝術家。但，或許專業劇場管理人也會開始憂慮。

如同在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中，同時附上的蘭奎斯特大法官(Justice Rehnqhist)不同

意見書指出的問題：如果所有的公立劇院都必須符合法院的想像，必須為所有的

表現活動開放，在本案中的嚴格標準下，等於是告訴劇場的管理人，從此以後沒

有權利挑選節目。歌劇院可不可以只做歌劇？還是一定要留時間給搖滾音樂劇？

劇院從此後可以做莎士比亞戲劇節，整季都演莎劇嗎？或者以後劇院的檔期安排

都只能採先來先贏報名制？(Rehnqhist, 1975)從法院的標準看來，劇場可能會完

全沒辦法在合憲的範圍內選擇節目。 

 

(二)本文檢討公立展演場地管理規則的立場 

 

對照上述這個拒絕演出的案例，本文定性、演繹出幾個立場，來檢討我們的公立

展演場地管理規則： 

 

1. 事前的限制：政府決定是否讓一個表演在公立場館上演出，應屬於言論自由

法制上常探討的「事前的限制」(prior restraint)問題。事前的限制與事後的懲

罰相對應，在人民的言論還沒發聲之前，先封殺了他發聲的可能性，這就是

事前限制。人民的言論已經發出，但因為違反政府立法所規定的種種限制，

而受到處罰，這是事後懲罰。通常我們會認為，連說都不讓人民有機會說的

「事前限制」，對人民的損害，比讓人民先出聲後，再衡量有無違法的「事後

懲罰」更大。因此，法院對政府進行事前的限制，必須更嚴格的加以審查。

我也贊同上述案例的多數意見，人民是否能再去別的私立場地表演，都不影

響政府的審查是一種事前限制，選擇在哪個場地表演，常也是言論的一部份。

更何況，以我國，尤其是表演藝術，幾乎仍是以公立展演場地為主要表演場

地，有些縣市，可能文化局所管理的表演場地還是唯一可用的表演場地，不

准許利用該政府所管理的場地，很可能該作品就沒辦法在該政府所在地上演。 



2. 針對言論內容的限制：台灣許多展演場地規則中，禁止任何違背國策的表演

或展覽內容出現。政府事前就畫出範圍，限制某種表演的內容不能申請該場

地，是「針對言論內容的限制」，排斥某些觀點(例如違反國策、欠缺教育意

義的表演)進入公共論壇，這是「觀點的歧視」。國家針對言論內容的限制，

應受到嚴格的違憲審查標準。政府歧視某種觀點，也有違憲的重大嫌疑。 

3. 公共論壇：公共的展演場地，本文認為應視為一個公共的論壇(public forum)，

全民都有權利請求使用，應向全民開放。拒絕人民的申請，是影響人民權利

的行政處分。行政法上政府可隨其權限管理公營造物的想法，碰上言論自由

和藝術自由的領域，並不適用。 

4. 合理的時間、地點、方法的管制：只是公共論壇因為有時間、空間等使用上

的限制，如申請人多但空間不足的問題，或者為了維持展演場地安全，政府

可以做成時間、地點、方法(time, place and manner)等形式上的限制，但要在

合理的範圍內。是否合理，應藉由完整的程序保障，由法院進行最終判斷。 

5. 最佳利益：藍奎斯特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否認本案中的展演場地是公共論

壇，並允許它可以社區的最佳利益來選取節目，但最佳利益是什麼？能符合

所有人的利益的，有時或許只是蒼白或無關痛癢的表演。擁有充沛能量的藝

術，可能永遠都無法討好所有的人。但長遠來看，或許它才是否符合了社區

的最佳利益。Hair 音樂劇裡面所標示的人類自由、平等、反戰，和被市立劇

院想防止的劇中裸露、性暗示相比，到底哪個才是社區的最佳利益？ 

6. 嚴格審查：既然事前管理場地申請，是對於言論內容的事前限制，政府如沒

有足以說服的充分理由，憲法不允許其限制；我們審查政府限制行為時，將

使用嚴格審查標準。即使政府宣稱它因為檔期衝突、申請的人數過多、為維

持公共安全等等..等理由，需要進行時間地點或方法的管制，來限制人民申請

場地，我們應該更仔細看政府背後的動機，是不是真的只是為了管理場地？

還是藉由這些管理場地的理由，想主宰言論的內容，將公共論壇變為一言堂？ 

7. 事前限制的程序保障：上述美國案例中，聯邦最高法院依據判決先例

Freedman 訴 Maryland 案所提出的三個程序保障標準，可資參考。在國內，

林子儀大法官在釋字 617 號一部不同意見書中，也特別強調「事前限制」評

議過程所需要的法律程序保障：「如(政府)所採取之手段有類如對出版品採取

分級制度等事前限制時，除其須符合必要且侵害較小手段之外，更要特別給

予程序性之保障，以減少因採取事前限制而對人民言論自由造成過度之傷

害。」並引「已故之 Nimmer 教授對美國最高法院有關程序保障判決的分析，

歸納為以下三者：(1)必須提供被限制者迅速的司法救濟機會；(2)政府必須對

事前限制的必要性負舉證責任；(3)在每一個階段的決定，均應提供被限制者

陳述意見及言詞辯論的機會」(林子儀，2006)。憲法嚴格要求拒絕演出的政

府機關，應該負責舉證說明為何拒絕人民的申請，並應該加強對拒絕的藝術

團體或個人的程序保障，行政機關的決定不應該是個黑箱，必須讓人看到決

策的理由和過程，決策後的結果也要有法院介入監督。 



 

 

如果以這三個標準看待台灣公立展演場地現在的評議方法，可以說很難符合標

準。在我國，審查前沒有給予申請者陳述意見的機會，再加上我們法院的結構和

程序與美國大不相同，人民如對審查結果不服，很難得到司法快速又終局的判

決。在審查我們自己的場地管理規則是否違憲，是否需要和美國標準完全相同，

或者如何更提升「快速又終局」的司法審查品質等問題，或許尚有可討論的空間。

但就算不論這些問題，現在各縣市只要自認申請的表演違反倫理道德、欠缺教育

意義、違背國策，節目就不准上演，也未見政府於任何立法理由或函釋中表明令

人信服的理由，能說服我們這些充滿威權及家父長色彩的限制必須存在。這些要

點的訂定，政府是真的經過詳細考量？還是只是沒有多思考就相互抄襲別人立法

的範例而已？我們已不能確定比較糟糕的是前者還後者。就各表演場地的法規的

檢討與修正，本文將在以下第(三)點提出建議。 

 

(三)法規修正建議 

 

1. 全數刪除「違反社會公益」、「違背國策」、「違反倫理道德」、「營利又缺乏社

會教育意義」文字 

 

由上述的討論，本文在第一部份法規現況第(三)類裡所列出的「其他禁止使用場

地的態樣」，包含「違反社會公益」、「違背國策」、「違反倫理道德」、「營利又缺

乏社會教育意義」(即表一裡面(4)、(5)、(6)欄裡面限制之理由)等其他類似精神

的文字，本文主張應全部刪除。 

 

首先，政府機關沒有經過法律授權，就以行政規則的方法，事前禁止某些特定類

型的藝術表現，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則，這些文字本身幾乎可

確定為無效。 

 

即使有些縣市以「自治條例」層級訂定文化局主管的場地規範，雖然自治條例屬

於地方性的法律，形式上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但這些文字，只泛泛指稱欠缺教育

意義、違背國策，受規範的人民很難預見哪樣的表演會被宣稱為違背國策或違反

倫理道德，並不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的要件8。因此，「其他禁止使用場地的態樣」

裡面的各種限制文字，全部都不能存在。 

 

2. 違反「公序良俗」不應成為事前不允許展演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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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明確性原則判別的方式，依大法官釋字 432 號、521 號等解釋，要件有三：(1)意義非難以

理解；(2)受規範者得以預見；(3)可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至於第一部份法規現況第(二)類「共通的消極排除型」裡面，「違反公序良俗」

雖然在所有的文化局主管場地的規則中都出現，但是否能成為不允許展演的理

由，本文極度存疑。即便我們認為公序良俗是社會可以追求的利益，依照司法院

大法官解釋釋字 407 號解釋，還是強調應該由立法者來決定其追求的方法。釋字

407 號解釋針對猥褻書籍散佈的問題，主張「其有藉出版品妨害善良風俗、破壞

社會安寧、公共秩序等情形者，國家自得依法律予以限制。」這表示即使大法官

還是肯定國家可以追求公序良俗的維持，但大法官亦強調，必須要以「法律」加

以限制，而並非管理場館的行政機關，憑一己之見來追求「公序良俗」。實務上

操作起來，行政機關打擊到公序良俗的範圍恐怕很廣。畢竟，當一機關的職務本

來就在於審查和禁止言論時，為了工作成果和績效，所做出的結論大多就會是傾

向於禁止，而不是放言論自由。 

 

我們追本溯源回到「公序良俗」這名詞來看。公序良俗本來是近代各國民法典重

要的法律原則，我國民法第 72 條「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無效。」在民法上有帝王條款的地位。但我們不能忘記，民法上的公序良俗，是

為了釐清兩個私人間的法律行為，在什麼情況下會被解釋為「無效」。最高法院

的判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如，父母欠債時，將子女抵押給債主的約定，無效，

法律上不可能賦予債主任何效力，去實行抵押子女的約定(參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18 年上字第 1745 號)。又，有婚姻關係的丈夫為了和新認識的女友同居，將自

己的土地移轉贈送給女友，但約定如果同居關係終止，女友需將土地返還，這也

被法院認定「以土地來綁住同居關係」的約定違反公序良俗無效，因此，後來兩

人分手後，女友不需將土地返還(參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65 年台上字第 2436 

號)。 

 

由這兩個例子可以知道，雖然被法院認定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的約定本身，

除民法外，未必一定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一表演演出婚外情同居，並餽贈禮品的

戲碼，即使要求同居而承諾餽贈禮品的行為違反民事法律的「公序良俗」，但這

與該表演不准許在公立場地上演，其程度還相差十萬八千里。但公序良俗被浮濫

應用，這幾個字所輻射的範圍可以無遠弗屆，遇到能克制其審查權限，放鬆審查

的公務員，幸運的可以逃過一劫；如遇到不能克制，以維持一不知是否存在的倫

理道德或善良風俗為己任的公務員，藝術就時時都等著被控制。 

 

如，新成立的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剛開張，就順著以前新聞局的作法，

以超出電影片分級處理辦法的方式，憑藉自己的裁量權將四十五年前的名片--瑞

典導演維果史約曼「好奇的是我」列為「超限制級」，指稱其性愛姿勢過多，影

片場次被延後到午夜才能播映，即使是成人也不能觀看，只有與電影相關的專業

工作者才能進入影廳，甚至看電影之前還要先簽切結書。(自由時報，2012)什麼

影片能嚴重到連心智發展已成熟的成人都不能看呢？可見還是有不少審查人



員，不放棄以一種指導人民選擇電影、並且維持公序良俗的態度，限制人民觀看

的權利。9
 

 

因此，公序良俗的文字不刪除，只期待主管機關自我克制，危險仍舊巨大。除了

因為大家心中寬鬆不一的「公序良俗」，箝制言論的事件隨時都可能發生以外，

就算社會主流已有某種對公序良俗標準的共同意見，以大多數人認同的價值觀，

就排斥少數意見發表的權利，這也還是違背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本意。被視為離

經叛道的發言才需要主張言論自由的保護，已被大家接納的泛泛之言，從來都不

需要主張言論自由。當時的大法官林子儀在釋字 617 號一部不同意見書的提出的

提醒：「由立法者依社會多數人普遍認同之「性道德感情」或「社會性價值秩序」

或「社會風化」，而禁止與多數人不同之少數性言論，適足以造成以主流意見排

擠或壓抑其他非主流意見之危險。而此危險正是憲法所以保障言論自由所欲防止

者」(林子儀，2006)，值得我們深思。 

 

3. 展演內容如「違法」或「造成建築物危險」，行政機關可拒絕提供場地，但審

查應同時考量憲法言論自由，並確保展演者表達不服的程序 

 

依照大法官 407 號解釋意旨，即便國家可以為了維持公序良俗，而限制言論、出

版自由，其限制的工具也必須是法律，未經法律授權的行政規則不可能加以限

制。因此，因違反公序良俗，而主管機關能事前限制言論的情形，事實上已經被

「違反法律」的情形所完全涵蓋。因此，本文認為，一個藝術作品被審查的機關

懷疑違反公序良俗，不足以構成事前噤聲的理由，除非政府有充分舉證，確知該

展演已違反現有的法律。因此，管理規則不應將「違反公序良俗」作為事前禁止

的理由，留下「違反法律」之要件即可。但，如藝術家不服行政機關對「違法」

的判斷結果，應該給予立即的程序保障，由其他複審機關或法院來進行判斷。 

 

行政機關判定「違法」時，不要忘記還是應該隨時回到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精

神。我們還有許多法律在藝術表現領域的適用上會引起爭議，例如，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第 234 條公然為猥褻行為罪、第 235 條陳列猥褻物品罪，究竟怎樣情

形下算「違法」，有時後法院來回發回幾次更審，都還莫衷一是。行政機關在判

定違法而不允許表演上演時，尚有許多裁量權限及可解釋的空間，在依法行政以

外，更應該與憲法對話。 

 

和憲法對話來解釋法律，所有機關都還在掙扎。因為連人權的守護者大法官，也

常囿於單面向的道德觀及社會觀點，在解釋法律時，標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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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影展時多部電影常被列為超限制級片，或限制級都浮濫列管，負責影片流通的片商或影展

單位在不服卻無法進行及時爭訟時，乾脆反其道而行，以「文化部開張以來第一部超限制級片」

等報導帶動觀眾的好奇買票觀賞，事實上反而達成審查機關禁止流通的反面效果。 



會道德，並贊成法律為了保護它，來限制個人自由10。在所有機關都還在學習如

何進化與自由的藝術、自由的言論對話的時候，我們期許展演場地的審查委員能

踏出第一步，期許他們能了解，他們的工作不應該主要是限制、審查言論，反而

應該是要確保表現自由、確保多元觀點。 

 

政府沒有權力、事實上也沒有能力告訴人民什麼該看，什麼不能看，而是應該相

信人民自身的判斷力。誠如釋字 407 號前大法官吳庚所提出的協同意見書，「民

主社會之存續及發展有賴於組成社會之成員的健全，一國國民祇有於尊重表現自

由之社會生活中，始能培養其理性及成熟之人格，而免遭教條式或壓抑式言論之

灌輸，致成為所謂單面向人（one-dimensional man）。」「立法者及行政部門宜從

根本上放棄「作之君」、「作之師」的心態，勿再扮演指導國民何者可閱覽，何者

應拒讀之角色，須知民主政治之基石乃在於傳統自由主義之精神，而此種精神之

前提為信賴人民有追求幸福之能力，而非仰仗官署之干預」(吳庚，1996) 。 

 

至於針對「損害展演場地、建築物」部分，政府雖可為了建築物本身或觀眾的健

康進行表演的管制，雖不涉及言論內容的管制，也必須留意是否憑藉著時間、地

點或方法的管制，而間接限制到了言論內容本身。 

 

最後，我們回到蘭奎斯特大法官所指出的問題：在每個人言論的發表空間都需要

保護，但，當空間有限時，審查表演展館申請的公務機關，要如何取捨？當歌劇

院策展人規劃出一系列歌劇展演時，是不是因為排斥了其他人申請場地的權利，

而一定會違反言論自由？ 

 

本文認為，表演展館應健全內部的行政機制，展館同時也進行規劃藝術展演活動

時，我們要保障的，是負責規劃的專業展演場地總監、文化局管理人員或者節目

的審查委員們選擇、策劃藝術的自由。這些內部管理者，依其自主的藝術判斷規

劃節目，應該是和人民站在同個陣線，而不是和政府站在同一陣線。在制度健全

的情況下，策劃節目、選擇節目並沒有問題。管理人所策劃節目的和人民申請租

借場地之間，檔期衝突的管理，和限制某些政府不歡迎的言論相比，仍有極大不

同。 

 

接下來我們應該繼續追問的是，脫離政府干預，表演展館的內部審議機制，在追

求藝術體系內部自主審查時，是否有其他影響藝術自由的問題會發生？在下面第

三部份，我們再一併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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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林子儀大法官於釋字 617 號不同意見書所批評：「當司法釋憲者逕自指稱系爭法律之存在，

即必然代表立法者可決定有某種公共之抽象道德感情值得保護，不僅可能缺乏根據，更危險的是

可能逕自聲稱保護一種或許並不存在的性道德。」(林子儀，2006) 



三、 展望：改進「節目品質」的審查機制 

 

政府消極排除不得演出的情形討論過後，積極追求「節目品質」型的審查制度也

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不論是兩廳院、小巨蛋，當政府機關標舉「膀臂距離」，

聘請民間的專業審查委員來進行節目品質的審查，民間的「學者專家」和藝術家、

或觀眾之間本身的拉鋸關係，事實上也開啟了另一個宰制的權力關係。 

 

政府白紙黑字在管理規則裡，明確不允許有礙「公序良俗」、「倫理道德」的演出

時，它的管制手段很明顯，我們雖難以脫離、難以與之抗衡，但至少我們打擊的

目標很清楚。但當政府與民間審查委員一起追求「節目品質」時，有時後我們會

忘記其中仍有許多應該留意之處。 

 

布爾迪厄曾經精準指出，文化場域是是宰制階級中的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相互衝突

的最具代表性之領域。藝術領域不僅是政治場域爭奪對藝術品味的界定權，在其

場域之內，藝術家們也彼此相互爭奪對藝術感知與鑑賞之界定權力。藝術等文化

場域是由兩個層級化的原則彼此間相互鬥爭的場所。第一個層級化的原則是他律

性原則(heteronomous principle)，即文化場域由外部力量(如教會、政府、市場力

量)所控制，另一個原則是自主性原則，文化領域能以本身內部的邏輯和規範來

進行，而不受外力的控制。在各種場域中，佔據著不同位置的行動者，都為了控

制利益或資源而彼此競爭著。(許嘉猷，2011:72-74)簡言之，文化領域一方面受

宰制，一方面在內部又宰制他人。 

 

我們以目前法規要點上最強調節目品質的兩廳院來看，依據「節目品質管理要點」

第五條第二款「外租節目一律交付評議，經評議通過後，始得安排演出檔期」。

負責評議節目的審議委員會分為音樂、舞蹈、戲劇三小組。音樂組有二十八至四

十人，含西樂（管樂、絃樂、鍵盤、打擊、聲樂/合唱、指揮、作曲）、民族音樂

類專長者等。舞蹈組：十至十五人，含現代舞、芭蕾、民族舞類專長者等。戲劇

組：十六至二十四人含現代戲劇、傳統戲曲、民俗技藝類專長者等。(參節目品

質管理要點第四條第一款)。審議委員會的成員，均是出身高等教育的藝術「專

家」，他們決定申請案能否通過，表演後評審還會做事後的評比(洪淳琦，2005: 

150)。替這些藝術「分級」，強調某種「品質」及審美觀，應證了藝術自主性領

域中仍有的觀點宰制問題。如果這些專家出身相同、代表利益相同，長期把持藝

術觀點和價值觀的形成，無人能監督他們，則藝術領域在脫離政府控制後，只是

又落入了另一群「專家」的單一觀點控制。 

 

對照於美國 Natioanl Endowment of Art (NEA)這個國家級的藝文補助機關，其組

織法規中，詳細規定審查委員的特質。NEA 組織法，20 U.S.C. 959(c)項的前面



兩款這樣規定： 

 

「(1)所有的委員會的成員，應在可實行的範圍內，包含多樣的地域、種族及其

他少數族群代表，同時也應包含各種不同文化及藝術觀點之人。11
 

  (2)委員成員應包含圈外人(lay individuals)：就是雖擁有一些關於文化藝術的知

識，但並非完全專業專精在藝術領域的人、也並非是藝術團體或組織的成員。12」 

 

法規除了要求包括各種地域、種族、少數族群的多元代表，還規定審查委員一定

也要包含「圈外人」，一起來審查看似純粹、不容圈外人評斷的藝術。藝術領域

除了維持其自主性，不被政府過度干預外，維持文化領域階級間的可流動性、溝

通機會，不被現在把持的價值觀完全佔據，不被和政府關係良好的學者專家把持

一切，是多元組成的審查委員會想要達成的目標。 

 

某種程度來說，這樣的制度安排也回應了布爾迪厄的提醒。美國在爭取藝術補助

自主時，或許也沒有從藝術社會學或階級的宰制去想，但，維持藝術領域的自由、

維持階級流動、避免某些觀點被歧視被輕賤，卻迫使不同學科領域的人，追求著

一樣的原則。當然，在美國很多補助決定還是囿於政治性的考量，審查委員能否

完全表達出多元觀點也還存疑，甚至，很多人質疑這樣的多元設計，其實只是為

了緩和國會持續不斷質疑 NEA 決定的權宜辦法(Kimbis, 1997:261)。但至少成文

法的確立，是促成我們制度改革的起點。 

 

為了避免被少數人把持，兩廳院的品質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是不錯的開始：「本

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委員連任以一次

為限。各組委員每屆更新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對於審查公立展演場館節目

品質的委員，做出任期限制、新委員須佔至少三分之一比例的規定，等於以法規

賦予委員強制流動的可能，應值得保持。 

 

如同布爾迪厄所提醒，永遠要「回到被壓抑者」(許嘉猷，2011:82)。對外我們抵

抗政府、市場、媒體的壓力，想發聲的藝術家是被壓抑者。但，一但進入了藝術

家審查申請案的審議機制中，力求藝術自主性，藝術家也變成壓抑者，也變成宰

制階級。讓我們回應布爾迪厄，永遠都應該「回到被壓抑者」的立場，來看待藝

術領域宰制和被宰制的關係。讓任期變短，人員流動，符號權力的鬥爭要確保能

繼續，永遠不被少數人所控制，藝術場域的歷史才能不斷被創造出來，我們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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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U.S.C. 959(c)(1): The Chairperson shall issue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 procedures-- to ensure 

that all panels are composed, to the extent practicable, of individuals reflecting a wide geographic, 

ethnic, and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as well as individuals reflecting diverse artistic and cultural points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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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U.S.C. 959(c)(2): to ensure that all panels include representation of lay individuals who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arts but who are not engaged in the arts as a profession and are not members 

of either artists' organizations or arts organizations. 



想和品味才有繼續前進的可能性。對我而言，我已不求不受宰制，我僅求不斷的

變動及流動，或許不斷的流動才是能替自由帶來一點微光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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