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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高法院判例研析
最高法院判例研析
司法處理糾紛的重點之一在於原告引用的法條，通常在噪
音的糾紛訴訟多屬民事糾紛，因此原告多半控訴被告違反民法
相關條例，由於在民法中並無對噪音干擾的直接條文，而法官
的見解也不足而一，然而藉由司法途徑來解決噪音糾紛的案例
日益增多，對於噪音訴訟所引用的民法條文也有日趨一致的情
形，加上我國的司法採用三審制，兩造中的一方對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法
地方法院
官判決不服時，可以向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地方分院
高等法院地方分院提起上訴(二審)，若對
地方分院
二審判決不服時，且請求賠償金額超過 150 萬者，可向最高法
最高法
院提出上訴(三審)。
由於一般噪音糾紛請求賠償金額很少超過 1,500 萬，並且訴
訟時間冗長，三審案例非常少，目前僅有一案例。最高法院的
判決內容是最有參考和指標性的，該案例及判決內容摘要如下：
1. 法院名稱：最高法院 (案號：92 年度台上字第 164 號)
2. 裁判日期：民國 92 年 1 月 23 日
3. 訴訟方式：一般民事訴訟
4. 受害權利種類：請求排除侵害事件
5. 噪音源：公告場所及設施(住宅空調)
6. 案件摘要：機器房內置冷氣壓縮機，發出超越一般人所
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
益，如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
規定請求賠償。
7. 判決結果：勝訴
8. 法院裁定內容摘要：
(1) 上訴人請求賠償精神上之損害，係主張因被告於增建之
機器房內置冷氣壓縮機，日夜運作，噪音不停，致伊等

受到侵害等語。
(2) 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
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權益
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權益，如其情節
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權益
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 195 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
(3) 原審就上訴人之人格法益是否確受不法侵害而情節重
大，未加審究，遽認其不得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亦
有疏略。故上訴人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於其不利部
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
案件探討分析：
本案原告主要主張為被告於頂樓建置花園影響建物結構，
冷氣噪音僅為求償之一部份，而本案法官在噪音相關判決部
分，將「難以容忍之噪音」歸屬為「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
人格利益」
，故情節重大者，可依民法第 195 條求償金額。民法
第 195 條條文全文如下：
第 195 條（侵害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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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
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依據高等法院的判決可以釐清一些法學界對噪音糾紛、訴
訟的論點，例如噪音和健康之因果關係，醫院開出的診斷書上
醫生是否會在上註明該病症是由於長期曝露在噪音下所引起？
環保局稽查結果沒有超過噪音管制標準是否就是沒有〝不法侵

害〞？從最高法院的判決我們可以整理出以下幾項有利於陳情
人的重點：
1. 〝居住安寧〞屬於民法 195 條中之〝人格權益〞是受到
保護的。
2. 所謂〝不法侵害〞是指〝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
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並不是以噪音是否超過管制標
準為判定依據。
3.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必需是屬〝不法侵害情節重大
者〞，否則無法請求賠償。
早期的噪音訴訟，原告多控訴其健康問題(如長期睡眠不
足，心血管疾病、憂鬱症等)皆緣自於被告所產生的噪音，基於
法律上原告必需提出證據，但由於較少有醫生願意在診斷證明
上註明病因與噪音有關，因此陳情人往往敗訴。而高等法院的
判決明顯地不是以健康影響為訴訟，而是以人格權(居住安寧)
的保護為標地，跳脫了過去醫生診斷證明的困難，為陳情人在
噪音訴訟中闢了一條可行的路徑。而健康及生活的影響程度可
以做為陳情人請求賠償金額的依據。
不同於噪音問題循環保〝噪音管制標準〞解決途徑，只要
對音量超過標準的被陳情人限期改善或罰鍰，司法解決途徑民
法 195 條是可以請求賠償金額的，這點對被陳情人來說是相當
具有懲罰性的，對噪音製造者而言不做改善是得不償失的。
此外倘若被陳情人不依據法官判決內容來做噪音改善，陳
情人可以要求法官依〝強制執行法〞
，強制執行噪音改善(陳情人
來做)，其費用由被陳情人支付；或依〝強制執行法〞將被陳情
人予以〝管收〞
，即將被陳情人強制送到管收所(或看守所附設之
管收所)，管收期限不得逾三個月。由於被陳情人通常都是營業
負責人，被管收 3 個月對被情人事業營收來說會有相當的影響，
這和違反噪音管制標準的處份不同。

二、地方法院判例研析
(一) 判決案例一 (案號：96 年度上易字第 31 號)
1. 法院名稱：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2. 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 2 月 4 日
3. 訴訟方式：一般民事訴訟
4. 受害權利種類：損害賠償
5. 噪音源：營業場所機械
6. 案件摘要：○○洗車店經營洗車美容業務，每天重複操作
數種洗車機器，製造高分貝噪音及噁心怪味，致上訴人產
生耳鳴、失眠、胸悶、頭痛及精神官能性憂鬱症等症狀，
而受有身體、健康之損害，經法院審理判決賠償十萬。
7. 判決結果：勝訴
8. 法院裁定標準：
(1) 經環保局現場檢測之結果，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被上
訴人自陳：該洗車場一般常態同時可洗 2 部車、打蠟
同時可以 2 輛一起操作，惟環保局並未就被上訴人同
時洗 2 輛車及同時 2 輛車打蠟等多種作業同時進行
作檢測，是以環保局上開檢測尚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
之認定。
(2) 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
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
9. 案件探討分析：
本案件一審判決時，法官認為轄區之環保單位前往稽
查 27 次，其中有 6 次稽查人員到現場時並沒有客戶到場
洗車，無法測噪音，其餘 21 次僅 1 次超過管制標準並限
期改善，故判決原告敗訴，原告不服後上訴至二審，二審
法官則認為，環保局之檢測並非最大噪音產生之時候，且
認為最大噪音產生時確實讓人難以容忍，故判決勝訴。

本案稽查人員到現場次數高達 27 次，其中有 6 次現場
無洗車作業，其餘 21 次都沒同時有兩輛車進場洗車，當然
環保局無法測得是否超過噪音管制標準。針對本案一、二審
法官判決，我們有以下看法：
1. 稽查人員到現場多達 27 次，顯示該陳情人至少陳情 27
次以上，不論是以多次陳情案或各別陳情案計，顯然陳
情人無法滿意結果或本案無法以噪音管制標準來處
理，然而已經占用或消耗不少有限的稽查人員或資源，
照理來說環保局應該不再受理該陳情案，並勸導陳情人
循司法途徑以調解或訴訟來解決該糾紛，以減少無益的
稽查。推究原因可能如下：
 稽查人員無權決定不再受理該噪音陳情案-通常不
再受理同一噪音陳情案多次陳情需要由環保局主
管決定，由於主管或未親臨現場了解或有其它考
慮，都會保持再受理看看情形心態；此外陳情人的
噪音陳情管道包括了環保署的陳情報案中心，環保
局主管考慮若不受理該多次噪音陳情案，陳情人可
以向環保署陳情管道陳情，因此對於不再受理的多
次噪音陳情案會行文給環保署管考處裁示，然而同
樣的環保署管考處未親臨現場了解或考慮陳情是
民眾的權利，若不再受理是否陳情人會不滿或其它
等考量，常常將該案退回環保局，變成理應不再受
理的噪音陳情案繼續受理，陳情人一再陳情，稽查
人員就需要一再出動，造成考驗陳情人陳情的耐
心。
 建議解決方案 – 由於噪音污染無殘留量，稽查
時若設備未運轉，很容易查無噪音源；或是稽
查時被陳情人最大聲的設備沒有開啟；或是機
器當時沒有全負載，這些都會影響到噪音測值

的大小，因此我們覺得若是要讓該噪音多次陳
情案不再被受理，除了稽查人員原有的說明
外，應該要有額外的作業來佐證，我們建議以
下兩個方案做要佐證：1. 進行 24 小時噪音監
測，確認全天當中任何時間都沒有超過噪音管
制標準。2.除各縣、市環保局有稽查人員外;中
央環保署設有環境督察總隊下轄北區、中區、
南區三個環境督察大隊，督導各縣環境保護執
行事項，並設有陳情中心及稽查人員。北區環
境督察大隊位在台北市，督導台北市、台北縣、
基隆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
花蓮縣、連江縣、台東縣等十縣市環保局；中
區環境督察大隊位在台中市，督導金門縣、苗
栗縣、台中縣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等
七縣市環保局、南區環境督察大隊位在高雄
縣，督導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
屏東縣、嘉義縣市、澎湖縣等八縣市環保局。
環保局對於打算不再受理的噪音陳情案，建議
邀請該區環境督察大隊派員會勘、確認 ，以決
定該多次噪音陳情案是否不再受理。
 稽查人員欠缺噪音糾紛循司法途徑解決的知識 –
雖然稽人員知道該多次噪音陳情案無法循既有的
方式來處理，同時陳情人對屢次的處理結果都不滿
意，倘若稽查人員欲建議陳情人循司法途徑來解決
該噪音糾紛，也因為稽查人員欠缺相關資訊來告訴
被陳情人如何提訟、被陳情人製造噪音違反法律那
些條文等等，對陳情人而言會覺得稽查人員只是在
推卸責任，沒有說服力。
 建議解決方案 – 一般人比較沒有訴訟經驗，對

訴訟程序等都不是了解，因此對於循司法途徑
解決會比較恐懼，然而若是把問題定義在噪音
糾紛的司法解決模式，可以將訴訟的內容簡
化、聚焦在〝噪音糾紛〞上，收集法院判例、
民法引用條文、法官觀點等，相信各個噪音法
官判例會有相當多的同通性。本計畫小組據以
將相關資料彙整，除了放置在環保署網站上，
同時整理成為簡報資料，在本計畫工作項目對
各縣市環保局 30 場的座談會中予以說明，提高
稽查人員對司法噪音訴訟的了解，以協助民眾
循司法途徑解決既有環保體系所無法處理之噪
音陳情或糾紛。
2. 二審法官認為環保局現場噪音量測必需在被陳情人營
業場所同時洗 2 輛車及同時 2 輛車打蠟等多種作業同
時所進行的量測，法官以〝是以環保局上開檢測尚不足
為被上訴人(指陳情人)有利之認定。〞做為他對噪音量
測數據有效的認定，在環保署〝噪音管制標準〞中的量
測方法並沒有相類似的規定，如要求噪音量測時是要在
最吵的狀況等，加上有超過 80%以上的噪音陳情案都是
匿名陳情，稽查人員依既訂行程到現場後，很難得知當
時的音量是否為最吵、對陳情人最有利之認定，如果要
進行這樣的確認，稽查人員在現場做噪音量測前必需要
透過〝訪查〞的方式，對被陳情人場所左鄰右舍進行訪
查以確認噪音來源和當時的音量是否為最吵的狀況。
3. 在二審法官的判決書中提到〝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
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
住安寧之人格利益〞，所謂〝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
容忍之噪音〞事實上法官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噪音吵
或不吵相當程度和個人的生活需求和主觀感受有很大

的關係，本案由於只有一位陳情人(多次陳情)，而該洗
車場所在地尚有其他的住戶和居民，並沒有向環保局提
出陳情，一個上訴人的感受是否就可以認定為〝超越一
一
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
，相對的如果有更多居
般人
民覺得吵的證詞，則會有較好的說服力，然而一般民眾
不太願意上法庭做證說覺得吵；或即使不覺得吵，也希
望洗車場搬遷，讓環境單純一點，這些都是實際會發生
的情形。
(二) 判決案例二(案號：95 年度訴字第 1878 號)
1. 法院名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2. 裁判日期：民國 96 年 9 月 26 日
3. 訴訟方式：一般民事訴訟
4. 受害權利種類：排除侵害
5. 噪音源：營業場所機械
6. 案件摘要：披薩店機器運轉的聲音夾雜著車聲,這樣的聲
響在半夜裡聽來隔外刺耳,讓隔壁耳鼻喉科的醫生夫婦,一
再檢舉噪音擾人，經法院一審判決要賠償十萬。
7. 判決結果：勝訴
8. 法院裁定標準：
(1) 文獻指出，對於聽覺比較靈敏的人（測試結果統計占
前 10%），其最小聽力閥約較 50%的人（類似平均值
之取樣比例）要低將近 10 分貝。使用機具所產生的
音量，應低於噪音管制標準 10 分貝為適當。
(2) 醫學上對焦慮憂鬱症之病因尚未了解清楚，不同案例
病因也可能不同(如遺傳基因、身體狀況、用藥、壓力、
環境等)。本案被告營業時產生低頻音量，已侵入並足
以導致聽覺較靈敏之人受到干擾，堪認被告產生之噪
音，為導致原告罹患憂鬱症之重要因素之一，情節可

謂重大。
9. 案件探討分析：
本案原告因不堪被告營業場所之機械噪音長期干
擾，雖然在歷經多次陳情，該連鎖披薩店也找了設備廠商
做了局部的改善，環保局稽查量測結果未超過管制標準，
但陳情人還是認為受到噪音干擾。陳情人以為環保局僅做
短時間的噪音量測，並無法量到營業尖峰時最吵的音量，
於是自費委託環保局認可的環境檢測公司進行 24 小時噪
音監測，監測結果部分時段低頻噪音超過標準，陳情人於
是在一次法院開庭中提出做為佐證資料，證明該連鎖披薩
店是有超過噪音管制標準，非被陳情所訴環保局量測合
格。被陳情人基於為已答辯的緣由，而且該連鎖披薩店面
臨道路，會有背景噪音影響的問題，被陳情人認為陳情人
所提噪音監測數據並未進行背景噪音修正，不符合〝噪音
管制標準〞的規定。於是被陳情人亦找同一家環境檢測公
司同樣進行 24 小時噪音監測，並配合設備停機量測背景
音量，監測結果經背景噪音修後，其低頻噪音測量結果未
超過噪音管制標準，而在下一之開庭中提出佐證他們沒有
不法入侵陳情人居住安寧。
本案法官以環保署過去計畫研究資料做為判決依
據，做出〝對於聽覺比較靈敏的人（測試結果統計占前
10%），其最小聽力閥約較 50%的人（類似平均值之取樣
比例）要低將近 10 分貝。使用機具所產生的音量，應低
於噪音管制標準 10 分貝為適當。〞的判決，顯然法官認
為陳情人屬於聽覺比較靈敏的人，對於其居住的安寧所需
音量應該要較噪音管制標準低 10 分貝，顯見法官判決時
多以被害者之角度考量外，被陳情人所產生的噪音無形中
被要求比環保法規低上 10 分貝，相當於管制標準被加嚴
10 分貝，對被陳情人是很不利的，雖然目前僅是個案，

但是未來是否會被其他法官所參考引用，尚有待觀查。
(三) 判決案例三 (案號：96 年度基簡字第 589 號)
1. 法院名稱：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2. 裁判日期：民國 96 年 7 月 24 日
3. 訴訟方式：一般民事訴訟
4. 受害權利種類：損害賠償
5. 噪音源：公告場所及設施(大樓冷卻水塔)
6. 案件摘要：冷卻水塔每日製造繼續性之馬達運轉噪音，檢
測之全頻音量為 67.8 分貝，業已超過第三類噪音管制標
準。
7. 判決結果：敗訴
8. 法院裁定標準：
(1) 被告僅有一次超越管制標準，實難謂已屬情節重大。
(2) 測定方式係在冷卻水塔周界一公尺處測得，而非在原
告住所內測得之噪音音量。因此冷卻水塔之音量如在
原告住家中測試是否仍超越管制標準尚有疑問，原告
亦未曾提出此部分證據。
9. 案件探討分析：
本案法官判決原告敗訴理由之一，認為 3 次噪音稽查
中僅 1 次超過管制標準，認定其噪音情形〝非屬情節重
大〞，這和本章上述 1,2 噪音判例法官見解不同，前兩個
案例稽查人員噪音量測結果都未超過管制標準，但案例一
法官認為稽查人員並沒有量到同時洗兩台車最吵的狀
況；案例一法官認為陳情人屬於聽覺較敏感，被陳情人產
生的噪音應該要比管制標準要再低 10 分貝，因而判決賠
償 10 萬元。
本案法官另認為 3 次噪音稽查中僅 1 次超過管制標準
該超過管制標準時的測試是在冷卻水塔周界一公尺處測

得，而非在原告住所內測得之噪音音量，因此法官指出冷
卻水塔之音量如在原告住家中測試是否仍超越管制標準
尚有疑問。這裡法官的角度有一個重點〝稽查人員噪音量
測位置對被陳情人而言是要公平的〞，現行的噪音管制標
準對於量測位置的規定如下：
〝除在陳情人所指定其居住生活之地點測定外，以主管
機關指定該工廠（場）周界外任何地點測定之，並應
距離最近建築物牆面線一公尺以上。〞
大多數的噪音陳情案都是匿名陳情，很多稽查人員也
養成習慣，稽查時多半都直接在被陳情人場所周界外找一
個方便的位置量測，但以法官的觀點，噪音量測位置應該
要在陳情人的住所區域，同理倘若是匿名陳情，稽查人員
應該以距離音源最近或被陳情人場所周圍最吵地方中有
民眾居住的區域做為測點，對法官來說比較有說服力。
很多大樓屋頂冷卻水塔噪音陳情案，由於是匿名陳
情，且冷卻水塔位在大樓屋頂陽台，過去很多稽查人員會
直接在冷卻水塔邊 1 公尺處測量噪音，這樣的測點是很不
恰當的，因為大樓屋頂陽台不是一般民眾的生活區域，倘
若被陳情人針對此點出訴訟，環保局會有敗訴的可能。建
議比較正確的作法，稽查人員現場應評估該冷卻水塔對同
一棟大樓噪音影響比較大，還是對鄰近大樓住戶影響較
大，然後選擇噪音較大的樓梯間或商借住戶進入室內量測
1. 將噪音計麥克風伸出窗外，距建物牆面線 1 至 2 公尺
(環檢所公告 - 環境噪音測量方法 NIEA 201.93C 內規
定)，量測 20-20k Hz 噪音量 2. 將窗戶關上，應距離室內
最近牆面線一公尺以上，量測低頻噪音。這樣的測點選擇
及量測方法比較能同時兼顧法官觀點及噪音管制標準的
要求。

(四) 判決案例四(案號：92 年度訴字第 1504 號)
1. 法院名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2. 裁判日期：民國 94 年 4 月 30 日
3. 訴訟方式：一般民事訴訟
4. 受害權利種類：損害賠償
5. 噪音源：近鄰噪音(建物管線噪音)
6. 案件摘要：建物興建完成後因水錘效應或管路中液體流速
過快，導致管線五金繫件鬆動致建物發出噪音與震動，影
響住居安寧，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20 萬元。
7. 判決結果：勝訴
8. 法院裁定標準：
(1) 於高樓大廈之建築，管路內水流急驟改變時，會造成
管線之震動發出噪音，或由於壓力之異常而造成管線
接頭、閥及水泵的損壞，即發生所謂之「水錘現象」。
(2) 一般為避免水錘現象之發生，設計時應注意控制給水
管線之水壓、或在管線內設置空氣室、減壓閥、水錘
吸收器、緩衝器等。
(3) 本案件經鑑定機關至現場鑑測結果，因該「咚咚─兩
次聲響」，其來源為管道間傳出，研判應係固定水管
用之五金繫件鬆動所致，此應為水錘效應或因管路中
液體流速過快，導致管路震動、噪音等問題。
9. 案件探討分析：
本案件為建築物內管線產生之噪音，該噪音為非持續
性噪音，且不易量測，因此這類案件難以藉由環保單位之
陳情稽查方式加以處理。本案法官以建築設計及材料等層
面研判案件，而非噪音檢測之情形，故類似案件建議以非
訟或訴訟之方式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