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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有些网友为了和美女“裸聊”，一天可能要花去上百元，而提供服务的好则是每个星期收入都
在1000元以上，而幕后老板更是有着十倍于服务人员的盈利。同时，个别电信运营机构和金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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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旬，江苏扬州警方破获一起网络“偷窥”案，一名拍下裸聊女子照片的扬州籍“黑客”被抓获。
3月中旬，扬州警方接到一名重庆网民报警称，他在北京出差期间，用摄像头与妻子远程聊天，没想
到黑客启动摄像头偷拍了妻子的裸体照片，并威胁说要到网上散发。经缜密侦查，一个网名为“秋
雨”的黑客浮出水面，此人是扬州江都人，今年25岁，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犯罪嫌疑人周某交代
，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精通电脑技术的网友，这名网友传送了一个软件给他，据称该软件可以直接
控制别人的电脑。出于好奇，周某用这个软件打开了一网民的摄像头，恰巧看到了正在进行视频聊

天的重庆那对夫妻。于是，他用视频文件的形式保存了那对夫妻的一些“私密镜头”，并发给了当
事人。周某表示，他当初这样做只是觉得好玩，没想到侵犯了别人隐私。（2006年4月12日新华网
）2．张立立“裸聊”案2005年9月15日，36岁的家庭主妇张立立（化名）在家中利用计算机通过
ADSL拨号上网，以E话通的方式，用视频与多人共同裸聊时，被北京治安支队与分局科技信通处民
警抓获。张对“裸聊”事实供认不讳。（据2007年4月16日《华夏日报》）3．利用“裸聊”敲诈女
网友案成都一名保安因利用“裸聊”敲诈女网友，日前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
处罚金5000元。去年3月，23岁的河北人王某在网上聊天时遇到一名姓李的女士，通过多次聊天，王
雷发现李女士比较开放，有一天两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裸聊”。据王雷交代，当年6月他又在网
上遇到李女士，就让她将5000元钱汇到他的银行卡上，否则就在网上传播她“裸聊”时的图像。结
果，李女士真的给了他钱。轻松得手后不久，王雷又让李女士拿1万元钱来，当晚李女士在一家酒店
又将1万元当面交给了他。过了几天，当他在该酒店停车场第三次敲诈李女士3000元时，被警察当场
抓获。（2006年2月9日《东方早报》）,二、“裸聊”的应对措施及现实困惑（一）应对措施从
2004年9月底开始，国务院新闻办、公安部、信息产业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利用裸聊等从事
淫秽色情活动的专项行动。立刑事案件76起，抓获101人，其中刑拘74人，取保候审8人，批捕12人
，正在审查2人，移送起诉4起5人。下一步，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严厉查处一批利用互
联网视频聊天等从事淫秽色情活动的大案要案，依法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坚决铲除、封堵一批
色情聊天室和淫秽色情网站，取缔一批违法违规的网站经营单位，使境内互联网上利用视频聊天室
等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反弹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据2005年10月14日《南方日报》）目前江苏省公安
机关有数百名网上警察24小时在线巡逻，一旦发现淫秽色情违法犯罪活动，警方将快速出击，坚决
查处。今年8月底，徐州市公安局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根据群众举报，一举将在美国租用网络服务空
间开办“都市夜航船”和“情迷百合”淫秽色情网站的徐州居民张某、常州居民钱某等10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目前张某、钱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逮捕。9月，南京市公安局信息网络安全监察
处根据群众举报，将在该市开办“我爱电影网”，提供大量淫秽色情电影下载的犯罪嫌疑人周某抓
获。截至案发，周某通过提供淫秽色情电影下载，已非法获利3.9万余元。现周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据2005年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公安部日前表示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点对点裸聊不违法
的消息，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各类裸聊的信息充斥着各个聊天网站，点对点的
裸聊已经成了“网灾”。律师则指出，对于裸聊，国家无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明令禁止，目前更多的
只能从道德角度来约束。（据2005年12月31日《华西都市报》）,家庭主妇张立立(化名)裸聊案被移
送到检察机关后，以聚众淫乱罪被提起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检察机关仍没有放弃探讨和研
究，法院也认为很难定罪，检察院经过反复研究，于2007年2月撤回起诉。（据2007年4月16日《华夏
日报》）（二）现实困惑“祼聊”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然而查处之初
，却是困难重重。公安机关取证难。2005年9月，25岁的犯罪嫌疑人胡某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被公
安机关抓获。据了解，胡某开办的“迷失天堂”网站，把服务器建在了美国。他通过广告和VIP会员
共获利5000余元，都汇入了胡某用假身份证在银行开设的户头。一位民警说，他们对此案进行侦破
时，由于胡某是用假身份证登记的，并把服务器建立在国外，给侦查取证带来了极大困难。检察机
关举证难。“在电子证据采信上，由于网站内容的刷新和删除太快太容易，公诉机关举证前，部分
网站经营者早已毁灭证据。数据或信息被人为地篡改后，如果没有可对照的副本、影像文件则难以
查清、难以判断。”一位检察机关的负责人说。指控犯罪嫌疑人涉嫌犯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必
须具备传播人次和获利金额两个重要条件，然而传播人次却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审判机关量刑难
。由于网络色情犯罪是一种新型、隐蔽的犯罪，尽管刑法有相关规定，“两高”在去年施行的相关
司法解释中也明确，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
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1万次以上的;以会员制方式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注册

会员达200人以上的，应当定罪处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注册会员的人数是难以确定的，实际点
击数也很难被确定。除了“执法”面临的“三难”，打击“祼聊”还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人担心
打击网络视频“祼聊”会侵犯到他人隐私。(2006年9月1日《中国青年报》)对“裸聊”等违法行为进
行打击面临着不少法律上的难题。首先，通过语音、视频等现代通讯介质，看客虽然能达到生理与
心理上的刺激，但看客与表演者并没有实际的、直接的身体接触，而且看客行为各具单独性，并未
实际参与淫乱活动，这些都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聚众淫乱罪的行为特征。其次，利用网络聊天室进行
色情活动与通常理解的传播也有区别。（据2007年4月16日《华夏日报》）裸聊"听起来很恐怖，但其
实也没有大不了，如果是集中多人观看，甚至从中收钱，或者向未成年人兜销，那就可能触犯法律
。如果说夫妻、恋人面对面裸着身体聊天，这没有问题，甚至就是两个陌生男女互相爱慕，裸着身
体聊天，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只是他们两人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比所谓“裸聊”可
能败坏道德风尚更值得警惕的是公权力的滥用。“裸聊”不过就是两个成年公民之间的事情，对他
人的影响并不大，对公民本身也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即使我们大多数人不认可这种行为，认为有必
要禁止，我们也可以进行立法加以限制与禁止。可是，公权力在法律没有明文授权的情形下，超出
法律的界限使用，干涉公民的自由，那是非常可怕是:今天它可以用“裸聊”不符合道德要求抓捕
“裸聊”的公民，明天它可以用其他种种理由来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乃至生命健康。因此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法治社会，关键在于看到公权力是否在法定的轨道中运行。（据2005年10月
25日红网，部分文字有辑改）元旦前夕，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主任赵世强出面对备受争
议的“裸聊”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定性，其表示，目前在网上“裸聊”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在一个
公共场所集体视频裸聊。另一种就是点对点裸聊。如果在公共场所组织他人进行裸体表演，就触犯
了法律。但一些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点对点裸聊，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为违法。假如是以牟取暴利为
目的呢?赵世强主任没有指出对这种情况的应对之策，公安部门显然回避了这个问题。（2006年1月
3日无极网）当为了达到查找“裸聊”者的目的，把所有的聊天者都置于警方视野之内的时候，我们
有理由对此表示异议。因为不管什么正当目的，都不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隐私权为代价，这对于
广大的网民来说，都是一种权利的侵犯。抛开侵犯正当聊天者的隐私权不谈，是不是所有的裸聊者
都是十恶不赦、带有主观故意犯罪的邪恶分子呢?恐怕也不是这么简单。“裸聊”虽然是以裸体的面
貌出现的，但是它的本质还是聊，我们不排除有很多网民仅仅是出于新奇、刺激而出现“裸聊”行
为，在主观上没有任何传播淫秽、色情的目的。对于这部分人，警方是不是也要见一个抓一个，而
且治以重罪呢?显然不行，因为说到底，这是人家的一种率性、随意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法，就不能
随意被侵犯。（据2005年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三、“裸聊”定性争议概览“裸聊”所带来的
争议随着2005年张立立(化名)“裸聊”案的发生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主要争议在于对“裸聊
”如何定性以及如何规制上。主张构成犯罪的观点有三种：一种是认为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另一
种认为构成聚众淫乱罪；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单独定罪。否认“裸聊”构成犯罪的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是认为“裸聊”属于自由行为，公权不宜介入干预；另一种认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当“裸
聊”确实危害社会时，公权应予介入，但没有必要启用刑罚权。张立立“裸聊”案前后，北京及全
国其他不少地区发生的诸多类似的“裸聊”案，也皆因定罪理由不足而被退回公安机关处理。（一
）司法层面主张“裸聊”定罪的观点1．主张“裸聊”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在处理张立立“裸聊”案
件过程中，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专门就网上“裸聊”是否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召开了专家研讨会。有
关专家认为，按照《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
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裸聊”构成传播淫秽物品
罪。（据2007年4月16日《华夏日报》）此外，刑法理论界有人认为，“裸聊”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刑法中的“物”如何理解。在色情声讯电话都被《司法解释》认定
为淫秽物品的情况下，“裸聊”行为，在牟利的情况下，也可以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论者进一步

指出，播放淫秽录像给他人看，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但“真人秀”反而不构成是说不过去的。
（据2007年4月17日《醒龙律师论坛》，文字部分有辑改）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
任洪道德说，如果“裸聊”的双方是一对一，不在法律范围之内;如果有证据证明每次上网一起“裸
聊”的男女是固定不变的，那也只能算是一对一的形式有所扩大，法律也不能对此有所约束。现在
张立立（化名）的行为是一对多，公安机关也有证据她确实进行过‘裸聊’活动，同时参与的人也
不是固定不变。虽然她不是组织者，相互之间是熟人，但法律没有规定熟人之间就不算传播，她的
行为还是构成了传播淫秽物品罪。（2005年11月30日《竞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裸聊”完全
可以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论者比照相关司法解释［2000］30号）针对“裸聊”数量难以认定的问
题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1）以视频播放的时间来计算数量。理由如下：淫秽视频的载体目前主要
表现为光盘，具体又可分为ｖｃｄ，ｄｖｄ等。而ｄｖｄ的容量是ｖｃｄ的六倍。如果司法机关还
是依照《司法解释》规定的“张数”来认定淫秽物品的数量的话，显然存在巨大的漏洞，首要的问
题便是“标准”问题——以＂ｖｃｄ＂还是＂ｄｖｄ＂ｄ为标准？如果不加区分，则势必导致极不
公正的后果——50张以上的ｖｃｄ便可追究刑事责任，而49张ｄｖｄ却不足以追究刑事责任——然
而后者所传播的淫秽视频却是前者的6倍！因此，以淫秽视频的播放时间为标准来认定视频型淫秽物
品的数量应该是比较科学的。（2）除了上述以“播放时间”为标准之外，在“裸聊”的场合，还可
以“裸聊”的“人次”作为认定淫秽视频数量的参考依据，尤其是在每次“裸聊”的时间很短，而
“裸聊”的人次却很多的场合，该标准则具有优适性。（3）还可以为“裸聊”设定加重情节。如与
未成年人“裸聊”的、同时与多人“裸聊”的，等等。（据2007年4月17日《醒龙律师论坛》，文字
部分有辑改）2．主张“裸聊”构成聚众淫乱罪承办张立立（化名）“裸聊”案的一位检察官认为
，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应当将“空间”这个概念理解为包括地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两部
分。虽然“裸聊”的参与者来自各地，不具有地理概念上的空间同一性，但是由于聊天室的IP地址
是固定的，即他们所聚集的网络虚拟空间的地点是固定的，因此，他们在参与聚众淫乱活动时在虚
拟空间中具有空间上的同一性，符合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要件。（据2007年4月17日《齐鲁晚报》）对
此，学界也有人提出类似的观点，论者不无针砭地指出，既然“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多人跳裸体
舞，可以构成聚众淫乱，在网络构成的同样一个数十人形成的小圈子里，裸体表演为何不构成犯罪
？即使在不牟利的情况下，对‘裸聊’者也可以论之以聚众淫乱罪。”（据2007年4月17日《醒龙律
师论坛》，文字部分有辑改）（二）司法层面主张“裸聊”非罪的观点1．主张“裸聊”不构成传播
淫秽物品罪关于“裸聊”是否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检察官赵隔华认为，进入“裸聊”室必须经过
熟人介绍并获得密码，即使陌生人进了“裸聊”室也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被“踢”出，因此将“裸
聊”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罪，于法无据。此外，通过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处罚要根据网站的点击
率、图片和文字的数量来进行处罚，然而“裸聊”室的点击率却无法统计。（据2005年11月30日《
竞报》）另外，还有部分专家认为，如果认定“裸聊”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那么就要求该行为必
须有物品这个载体，包括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本案中，随案卷移送至检察机关的光盘记录的视频
信息仅仅是公安机关通过技术手段录制下来的视频文件，并不代表其原始的存在形态，在信息传播
的形式上不符合2004年《解释》的规定，所以不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据2007年4月16日《法制日
报》）2．主张“裸聊”不构成聚众淫乱罪对于“裸聊”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在石景山检察院召开
的专家讨论会上，部分专家指出，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聚众淫乱仅指在物理空间，对于网络这种虚拟
空间是否符合聚众淫乱罪的构成要件，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规定。此外，通过语音、视频等现代通讯
介质，看客虽然能达到生理与心理上的刺激，但看客与表演者并没有实际的、直接的身体接触，而
且看客行为各具单独性，并未实际参与淫乱活动，所以“裸聊”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聚众淫乱罪的行
为特征。（据2007年4月17日《北京青年报》，文字部分有辑改）还有人在网络发表文章评论说，在
“裸聊”室内虽然聚集了几个人，通过网络“聚众”也算说得过去，但“淫乱”就难以成立了。否

则，人体彩绘、草台班子的露骨表演或T型台上某些袒胸露乳的“秀”都可称之为“淫乱”。在
“类推”制度已被废除之后，将“裸聊”入罪的确难以成立。（据2007年4月17日中国新闻网）（三
）立法层面公权应否干预“裸聊”对“裸聊”的干预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和刑罚权，撇开司法层面
，在立法层面“裸聊”应否入罪？即刑罚权应否介入干预呢？此外，如果刑罚权干预没有必要，那
么行政权应否介入呢？目前对此也存在多种说法：1．肯定观点一种肯定观点来自一位姓陈的警官和
姓申的律师。一位记者对陈警官讲述了自己进入“裸聊”室的所见所闻。陈警官认为，记者所见所
闻已经达到了“露骨”的程度，肯定触犯了相关的法律，“即使不是公安机关也能判断，至少道德
上违背了一些东西。”一位姓申的律师则认为，网友和管理员的不当行为有可能构成犯罪。申律师
向记者解释说，由于网络是新兴产品，相关立法还没跟上。目前对于网络色情表演则是比照现行的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相关条文处理的。“裸聊”的处理需要依据具体情形：如果网友
的这种色情表演或展示是偶尔发生的，那么则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500元以下罚款、
治安拘留和口头警告等处罚；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免费提供的，那么表演者和组织者的行
为则可以比照传播淫秽物品罪处罚；如果网友的这种非法行为是收费的，那么肯定触犯了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罪；如果发现网友是用色情表演为幌子骗钱，那么其行为就构成了诈骗罪；只要有收费的
行为，不管网友提供的是否为真的色情表演，都触犯了《刑法》；至于聊天室的网管，如果他们对
色情活动放任或支持，则成了色情表演者的共犯。（据2005年8月17日新华网，部分文字已作辑改
）另一种肯定观点来自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连向群。连律师认为，所谓打击“裸聊
”的行动，其实就是俗称的“扫黄”的一部分。如果“裸聊”行为属于法律上规定的涉及“淫秽
”内容的行为，那么针对“裸聊”的处理就不存在法律上的空白。就此，他发表如下个人观点：首
先，“裸聊”涉“黄”可构成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互
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如果“裸聊”涉嫌“传黄”，无论是否牟利，达到一定的“数量”或造成“严
重后果”均可构成犯罪；其次，“裸聊”涉“黄”还可构成一般违法。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
害性，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同时，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如果“裸聊”涉嫌“组织或者进行淫
秽表演的”可以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再次，即如是夫妻
或者恋人之间“点对点”、“一对一”的“裸聊”，只要涉嫌“淫秽”内容，同样构成违法甚至犯
罪应当被查处。夫妻或恋人之间的“裸聊”是一种通过网络传播的行为，只要该行为有“淫秽”内
容，夫妻或恋人也可能构成违法或犯罪的主体。道理很简单，“网络传黄”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这
不以传播者和接受传播者是夫妻或恋人为例外。（据2005年8月17日新华网，部分文字已作辑改）还
有观点认为，应加强对网络服务商的管理和处罚。北京市石景山检察院李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主张加大对网络服务商的处罚力度，并建议采取更有效的手段加强网络自律。他认为，现有的服
务协议等网络自律手段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威慑力，使得自律规定变得形同虚设。最好的自律手段
莫过于有效地消除网络虚拟性，避免上网者产生侥幸心理。为此，就要实行上网实名制，使得每一
个上网者都以自己的本来面目上网，都要为自己的网上行为负责。如果能够及时发现裸聊的危害
，通过完善立法，加强执法来及时杜绝“裸聊”，那么就必然能够还给网络一个纯净的天空。（据
2007年4月16日中视国际网，文字部分有辑改）。另外，还有专家建议制定“有伤风化罪”。有专家
认为，在对于网络“裸聊”的惩罚措施问题上，日本、美国都定有“有伤社会风化罪”等相关刑罚
。而目前我国对视频色情活动没有法律上的定罪依据。建议立法部门应针对以裸聊为重点的网络色
情信息和不良行为予以规范，在最大程度上控制不良信息的蔓延和泛滥。与会的一些代表认为，尽
管法律法规制定上有些滞后，但是我们必须加大对“裸聊”的治理力度。一位代表说，有关部门应

加强调研，尽快从制度上和管理上对“裸聊”等网络不良行为予以规范。同时，在网络文化的构建
上，应注意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让“真善美”成为网络文化的主流。积极的、向上的文化不去占
领网络这个阵地，消极的东西就必然甚嚣尘上。（据2006年3月8日新华网）2．否定观点第一种否定
观点认为“裸聊”不能一概以违法犯罪而论。论者指出，“裸聊”之所以与违法犯罪沾上边，是因
为“裸聊”者在进行视频聊天时，裸露了被公众认为不该裸露的身体的某些私密部分，涉及了淫秽
色情行为。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把“裸聊”就一概以“违法犯罪”而论。如果不从技术层面考虑
，网络视频聊天本质上应该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通讯形式。就如写信、打电话一样，属于通信
自由的范畴。如果是恋爱关系，或者两地分居的夫妻，双方通过网络视频进行一对一的裸聊，怎么
处理呢？这种情况如果仅仅因为“裸聊”而被视为违法，那么就几乎是前些年所发生的“夫妻在家
看黄碟被抓事件”的翻版。（据2007年4月17日人民网，部分文字已作辑改）第二种否定观点认为
，“裸聊”纯系个人行为，特别是夫妻、恋人之间的“裸聊”，不仅是合法的，还是法律和社会应
予保护的个人隐私权。论者指出，参与者之间不具有现实接触的可能，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且是在
虚拟空间进行，对社会没有多大的危害性，所以这种行为应由道德来加以调整和规范。在法律没有
规定“裸聊”为违法犯罪的情形下，司法机关不应对“裸聊”“上纲上线”，不该用公权去加以干
涉。在现实生活中，即使两个人不是夫妻或恋人，他们同居一室“裸聊”，甚至有性行为（只要不
是以金钱交易为目的），法律尚不禁止，那么两个人在网络上“裸聊”的行为更不应被处罚。常理
让常人都明白，点对点的通信方式，完全与别人无关。第三人无法参与，假如利用特殊手段未经许
可参与其中，那么第三人就侵犯他人隐私权。不仅如此，宪法还规定了政府有义务保护这种私人通
信的自由。此外，针对污染有害的观点，论者指出，两个人点对点“裸聊”，首先得双方公平自愿
参与，这样的话，便与写情书、情侣亲昵、夫妻做爱一样，怎么也不会产生毒害污染，既如此，又
谈何污染网络环境了？至于“公安机关抵制这种点对点的裸聊”的理由是防止敲诈犯罪，实在也是
相声小品素材。（摘自2006年3月18日《搜狐读书》，部分文字已作辑改）第三种否定观点来自公安
部的一位相关负责人，他公开向媒体表示：点对点“裸聊”不违法但易诱发犯罪。一些不以牟利为
目的的点对点“裸聊”，此种行为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只能说污染了网上的环境。公安机关之所
以抵制这种点对点的“裸聊”，是因为它们容易诱发其他的犯罪。比如一个人引诱对方和他“裸聊
”，然后他把“裸聊”的内容录下来进行敲诈，从而构成了犯罪。（2006年1月3日无极网）多数人
赞同的一种观点是：应对“裸聊”行为予以区分，不应单独入罪，要加强教育，减少其毒害性。论
者认为，裸聊行为单独入罪，可操作性值得怀疑。虽然裸聊这种色情聊天方式的确有伤风化，而且
具有一定毒害性，对于那些为牟利而进行的“定向裸聊”，自当予以惩处，但那些非牟利性质的裸
聊，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越轨行为，而夫妻、情人间的裸聊，更是连越轨都难以评定。因此，姑且不
论今后“裸聊”入罪与否，对于那些非牟利、仅仅出于猎奇目的或试图从“裸聊”中得到满足的人
群，加强教育已经是必须面对的课题，而这需要家长与学校共同努力。事实上，虽然难以给非牟利
性质的“裸聊”定罪，但我们必须让年轻人知晓“裸聊”可能带来的伤害，因为由“裸聊”引发的
伤害性事件乃至犯罪已经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女性，往往由此陷入现实中的受伤害境地。而这一教
育环节，目前还显得十分薄弱，在很多地方甚至仍是空白。（2007年4月19日《北京晨报》）,四、本
文分析（一）司法层面“裸聊”是否构成犯罪1．是否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关于这一疑问集中在这样
一个问题上：裸体是否可以认定为淫秽物？首先，从现行法的规定上看，现行《刑法》第367条对
“淫秽物品”是这样界定的：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
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由于该条其他淫秽物品的规定在司法认定
上难以操作，故2004年9月3日两高又联合公布了（2004）11号司法解释，该解释第9条对其他淫秽物
品，作了如下详尽的解释：……“其他淫秽物品”，包括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
性的视频文件、音频文件、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短信息等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电子信息和声

讯台语音信息。可见，无论是《刑法》还是《解释》都没有将裸体列入淫秽物品之列。其次，能否
将裸体扩大解释为淫秽物品呢？这个问题又可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一，裸体能否视为一种载体
？载体是指科学技术上某些能传递能量或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以及承载知识或信息的物质形体。
载体是一种传递、运载或传播的媒介，而不是产生能量、物质、知识、信息的源体。其二，裸体能
否视为一种物品？人类摆脱奴役时代之后，“人身不能为物”与“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一样
根深蒂固，这种根深蒂固是人类思想解放与文明进步的精神体现，将活人裸体理解为物品有悖于时
代精神。其三，裸露行为能否评价为淫秽？“裸聊”的动机与目的纷繁多样，不少人“裸聊”是基
于对现实生活压抑的一种逆反情绪，而这种“裸聊”在中外思想史上都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如中
国自古便有“桑扈裸行”的思想，西方第欧根尼哲学派也有着“裸露自然”的主张。如果将裸体认
定为淫秽物品，那么现在不少国家都有裸奔现象（并同时可能存在聊天和抚摸），是否将这些裸奔
者都认定为淫秽物品呢？显然不大合时宜。再次，如果裸体不能被评价为淫秽物品，那么即使裸聊
一方具有牟利目的，也不宜将裸聊评价为传播淫秽物品罪。此外，必须注意：在刑法领域，对自体
行为与他体行为存在不同的评价。如行为人贩卖毒品可构成犯罪，而自己单独吸食毒品却不构成犯
罪；组织他人淫秽表演者构成犯罪，自己淫秽表演却不构成犯罪；教唆他人自杀构成犯罪，但本人
自杀不构成犯罪。分析至此，前面那种“播放淫秽录像给他人看，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但“真
人秀”反而不构成是说不过去的”论断就显得于理不足。最后，“裸聊”未必具有传播的目的，退
一步来说，即如将裸体评价为淫秽物品，也未必能将“裸聊”评价为传播淫秽物品，从而以传播淫
秽物品罪对“裸聊”予以定性有以偏概全之嫌！2．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关于这一问题集中在多人
“裸聊”是否为“聚众”以及“裸聊”能否被评价为“淫乱”的问题上。第一，三人以上“裸聊
”能否被理解为“聚众”？即能否将三人以上“裸聊”理解为聚众“裸聊”？本文认为，如果能将
三人以上在网络上的“互见”理解为一种“聚众”，那么“集会、结社、游行……”条款中的“集
会”，该怎么把握？在论坛上相约多人聊天讨论，算不算“集会”？如果算，那么我们以后聊天
，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便要经过公安机关批准了！第二，“裸聊”能否被理解为“淫乱”？为什
么不将“裸聊”理解为淫秽表演，而将“裸聊”理解为一种淫乱？淫秽表演与淫乱有区别吗？根据
《刑法》第367条与2004年11号《司法解释》第9条，可以抽剥出淫秽的定义，即“具体描绘性行为
或者露骨宣扬色情”。从这一意义理解，“裸聊”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淫秽表演，然而淫秽表演，无
论是否聚众都不构成犯罪，因为没有相关规定禁止淫秽表演的聚众性。另外，从刑法罪名设置来看
，有组织淫秽表演罪，但无聚众淫秽表演罪；有聚众淫乱罪，却无组织淫乱罪。可见，淫秽与淫乱
在刑法中是存在区别的。本文认为，从区别淫秽表演的角度出发，淫乱应被理解为彼此能够实际触
摸的性行为，而淫秽表演应被理解为彼此不能实际触摸的性行为。3．是否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本文
认为，对组织“裸聊”者，如果被组织者（即“裸聊”者）实施露骨性行为的，可以认定构成组织
淫秽表演罪；如果被组织者未曾实施露骨性行为的，可以根据但书13条关于“情节显著轻微”的规
定，不作犯罪处理。4．是否构成关联犯罪至于以“裸聊”为手段实施诈骗、敲诈行为，实际已超出
了对“裸聊”本身定性的范畴。“裸聊”在这里便是作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行为，不影响整体行为的
刑法评价。至于“裸聊”过程中“涉黄”的问题，本文认为，应将“涉黄”行为独立评价，即如
“涉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也不宜认为是“裸聊”构成了犯罪，两者不可混淆。因此，前面连向
群律师将“涉黄”行为与“裸聊”混合起来评价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二）立法层面“裸聊”应否
入罪“裸聊”在司法层面难以被认定为犯罪，然而在立法层面应否将其入罪呢？这就有必要考察
“裸聊”的社会危害程度。但是对具有怎样危害程度的行为予以入罪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所以
在考察“裸聊”的社会危害程度时，应当将“裸聊”与某些相近行为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相
对准确地把握“裸聊”的社会危害程度及应否入罪。顺理推之，本文认为，在立法层面，类推原则
所倡导的“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不失为我们寻找入罪标准（出罪不过是从一个相反

的途径体现入罪标准）的一条捷径。后文将“裸聊”与卖淫、淫秽表演作一些横向比较的旨意即在
于此。1．“裸聊”与卖淫的比较两者相同点。其一，两者都被认为有伤风化，侵害了一定的道德伦
理规范；其二，两者都没有明显的被害人（虽然在感情上对家属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其三
，两者在行为罪过上都只能是故意；其四，两者都与性有一定的密切关联；其五，两者都具有一定
的公共性。关于卖淫的公共性，学界有人持异议。论者认为，卖淫交易开始时虽然具有公开性，但
是一旦进入实质行动，便具有隐秘性。（参见2007年4月17日《醒龙律师论坛》，部分文字已作辑改
）。这种观点的误解在于将卖淫行为仅理解为一种性交行为，实际上是将交易行为与性交行为加以
分割，然而，独立于交易行为的单纯性交能否被理解为卖淫是成为问题的。此外，进入实质性交行
为的卖淫行为也未必是隐秘的，有不少卖淫行为就是在卖淫场所完成的，嫖客遇见嫖客的情况并不
罕见。两者不同点。第一，“裸聊”的风化危害程度低于卖淫。“裸聊”还具有某种程度的隐秘性
，而不少卖淫交易确是在街头或其他公共场所完成的；其二，“裸聊”的实质危害低于卖淫。众所
周知，卖淫行为最大的危害在于可能传播致命、致伤疾病，如艾滋病、梅毒等，且这种危险难以避
免，而“裸聊”最严重的危害目前只不过说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普遍的角度）。
其三，“裸聊”未必具有牟利性，而卖淫必然具有牟利性，前者未必是职业的，后者一般是职业性
的。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很难从“裸聊”中找到比卖淫更具说服力的入罪理由，反过来，从卖
淫中却找到诸多比“裸聊”要更具说服力的入罪理由。可见，“裸聊”不宜入罪的理由是充分的。
另外，如果说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将卖淫行为不予入罪有着其他复杂的理由，并且这种理由复杂
到难以言明，那么作个比较，“裸聊”是否也具有这种难以言明的理由呢？毕竟两者都是密切于性
的问题。举例而言，现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报道，成都市的男女比例已达到大约146：100。这
组数据意味着有很多男人面临着如何满足自己生理欲望的问题。又据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几个发
达城市已达到近30%的离婚率，这么多的离婚人将如何发泄自己的生理欲念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基于这些人性的思考，那些因为好奇或发泄等心理而进行“裸聊”的人似乎又可情可宥。本文
认为，虽然“裸聊”的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但是在卖淫都不构成犯罪的前提下，鉴于一些社会因
素与人性的考虑，不宜将“裸聊”纳入刑法视野加以评价。2．“裸聊”与淫秽表演比较相同点：其
一，两者都有伤风化；其二，两者都有公开性，不过部分“裸聊”如点对点“裸聊”未必具有公开
性；其三，两者都有语言与肢体动作；其四，两者都有露骨性行为。不同点：其一，点对点“裸聊
”虽然有语言和肢体动作，但是表演成分不大，而淫秽表演一般都是面向大众的，很少点对点；其
二，“裸聊”可以发生在恋人和夫妻、情人之间，但淫秽表演却一般只发生在营业场所，面向不特
定的社会民众；其三，淫秽表演人一般具有牟利目的，而“裸聊”双方则未必。由上分析，淫秽表
演比“裸聊”似乎更具有入罪的理由，然而现行刑法并未将淫秽表演纳入刑法视野，是此，将“裸
聊”予以入罪就显得于理不足。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在立法层面，不宜将“裸聊”予以入罪。（三
）裸聊应否遭受行政权干涉不可否认，从整体来看，“裸聊”对社会的确存在一定的危害性，尤其
可能对青少年群体产生危害，特别当“裸聊”被某些人作为牟利的手段时，更难以为当前的我国大
众所认同。鉴于此，本文虽然不赞成将“裸聊”入罪，但却赞同对“裸聊”予以适时介入、干预
，以必要的行政权加以限制、约束、处罚。在总体上承认“裸聊”的危害性时，又不可否认个别
“裸聊”的无害性，如两地分居的夫妻、恋人、情人采取点对点“裸聊”，就很难说对社会具有危
害性。当然，这种途径还难免存在一定的淫秽污染危险，然而电话、QQ语聊也存在这样的污染危险
，总不可能将这些通讯方式统统都加以监管。所以，即如这种夫妻、恋人、情人之间的点对点“裸
聊”对网络环境具有一定的污染危险，那么这点危险，也应被理解为现代通讯业发展所必需容认的
危险。在此，必须提及的是，对网络的监管不可避免会对私权造成侵犯。由此一方面论断，不能由
于对私权造成侵犯而不要网络监管；另方面论断，由于对私权造成侵犯，所以在网络监管过程中尽
可能防止公权的不合理扩张。在点对点“裸聊”的情形中，如网络警察一旦发现裸聊者双方为两地

分居的夫妻时，就应及时主动退出监管，不可从中录制或无理干预，除非发现“裸聊”有被其他人
录制或传播的可能。说明:全文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刊物&lt;法制资讯&gt;2007年第三期.,95秀场私密
直播,答：大琇 秀秀直播黄房间视频,答：夜秀这个前段有玩过，不过感觉不稳定，这段玩的是猫咪
快视新出的，感觉晚上还有好多中学生在上面直播，脱的不要不要的，真是世风日下啊，哈哈 搜索
用百度哦 可以69秀场美女直播大厅,答：还是由我来说吧，这我很熟你说的东西我其实也是经常有看
的，呵呵，近来我偶然发现了几个相当美丽的，尤其是这个江南的妹妹， 她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凶凶
十分的挺立哦 她 .. 496..┲998..┍825 很难得啊不要错过，错过这村听过这个“视秀直播”吗？,答
：上狗仔直播呗，如果当初我早看狗仔直播的话，就不用下那么多直播软件了，狗仔直播聚合了几
十家直播平台，只要是全网直播都可以看，用起来真的很方便可以看秀的直播。谢谢,答：你好煌艳
篇 莱 Y U 9 0 9 煌艳 c o m静态链接库是一种“复制式”的链接过程。 何谓“复制式”的链接过程呢
，当静态链接库与应用程序链接时，链接器会将静态链接库复制一份到最终得到的可执行代码中去
。 比如：现在有两个应用程序A和B，两者都要用到l开始“夫妻秀”，也可以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
，包括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刑法理论界有人认为。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另方面论断？并把服务器
建立在国外，这些都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聚众淫乱罪的行为特征，我们也可以进行立法加以限制与禁
止！（2006年1月3日无极网）多数人赞同的一种观点是：应对“裸聊”行为予以区分。退一步来说
；两者都要用到l，聊天室许多都是24小时开放；犹如进了一个“集贸市场”！他公开向媒体表示
：点对点“裸聊”不违法但易诱发犯罪；检察官赵隔华认为。“裸聊”是否也具有这种难以言明的
理由呢！数据或信息被人为地篡改后？家住江苏泰州的吴女士发现， 我现在做梦都梦她的那股很性
感的身段、 玽 1、梅头肉剁碎用腌肉料拌匀腌15分钟(这步当时没拍，免费午夜，（二）立法层面
“裸聊”应否入罪“裸聊”在司法层面难以被认定为犯罪，截至案发？（据2007年4月17日中国新闻
网）（三）立法层面公权应否干预“裸聊”对“裸聊”的干预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和刑罚权，几个发
达城市已达到近30%的离婚率，淫乱应被理解为彼此能够实际触摸的性行为。
该标准则具有优适性？协和影院网站池迅雷偷拍自拍电影丝袜嫂子视频免费观看 世界美女棵体性交
图性爱15p爽啊 www228uucom 日本小说草裙社区打不开了色聊吧百度知道欧美色图亚洲色视频美女
棵聊热舞-CC联播网【人人网 - 分享】？由此引发的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对公民本身也不会造成严重
损坏。据调查…即如将裸体评价为淫秽物品，如果司法机关还是依照《司法解释》规定的“张数
”来认定淫秽物品的数量的话：关于裸聊的动机和目的，怎么也不会产生毒害污染…如果认定“裸
聊”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用视频与多人共同裸聊时，（3）还可以为“裸聊”设定加重情节。部分
网站经营者早已毁灭证据；23岁的河北人王某在网上聊天时遇到一名姓李的女士…在这里，算不算
“集会”，这种根深蒂固是人类思想解放与文明进步的精神体现？“裸聊”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申
律师向记者解释说，目前还显得十分薄弱。答：可以通过下载第一坊应用到手机中安装后连接无线
网络尝试？（2007年4月19日《北京晨报》）。也应被理解为现代通讯业发展所必需容认的危险。
2、豆腐一开二。把所有的聊天者都置于警方视野之内的时候；这样的话。但看客与表演者并没有实
际的、直接的身体接触，2017年9月5日&nbsp，一名拍下裸聊女子照片的扬州籍“黑客”被抓获；今
年25岁。导致部分青年人抵抗不住“裸聊”诱惑参与其中，淫秽表演人一般具有牟利目的，当他在
该酒店停车场第三次敲诈李女士3000元时…真是世风日下啊…那么这点危险：国家无法律法规对其
进行明令禁止，﹑825 抓紧看去吧。但无聚众淫秽表演罪。由于对私权造成侵犯，（2005年11月30日
《竞报》）。狗仔直播聚合了几十家直播平台。 热门视频 &lt？都不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隐私权
为代价。

部分文字已作辑改）第二种否定观点认为。那也只能算是一对一的形式有所扩大。又谈何污染网络
环境了。并未实际参与淫乱活动，不具有地理概念上的空间同一性。注册会员的人数是难以确定的
。（摘自2006年3月18日《搜狐读书》。前者未必是职业的，-&nbsp！“裸聊”还具有某种程度的隐
秘性。原来是孩子晚上观看网络视频色情表演？第一坊有没有app。不堪入目，文字部分有辑改）还
有人在网络发表文章评论说…侵害了一定的道德伦理规范，答：大琇 2011溲 她92年的哦第一坊
app，（据2005年8月17日新华网。这没有问题，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精通电脑技术的网友；从区别
淫秽表演的角度出发。所以这种行为应由道德来加以调整和规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他认为，关
于卖淫的公共性。这我很熟你说的东西我其实也是经常有看的：在牟利的情况下…判断一个社会是
否法治社会，从卖淫中却找到诸多比“裸聊”要更具说服力的入罪理由。
播放淫秽录像给他人看。尤其在午夜时分，只要涉嫌“淫秽”内容。常理让常人都明白， 第一坊域
名这么多…95秀场私密直播！”一位姓申的律师则认为…目前裸聊的动机、目的主要有三种情形
：一是填补精神空虚。四、本文分析（一）司法层面“裸聊”是否构成犯罪1．是否构成传播淫秽物
品罪关于这一疑问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裸体是否可以认定为淫秽物。她的行为还是构成了传播
淫秽物品罪，陈警官认为？另有100人、60人和30人规模的房间。反过来。通过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罪
的处罚要根据网站的点击率、图片和文字的数量来进行处罚；部分文字已作辑改）。互相进行淫秽
表演：面向不特定的社会民众！“人身不能为物”与“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一样根深蒂固
，从现行法的规定上看，“裸聊”行为，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
播淫秽电子信息！她曾多次在一些10人的小房间中看过“夫妻秀”。甚至就是两个陌生男女互相爱
慕，裸_聊直播破解版下载。我们不排除有很多网民仅仅是出于新奇、刺激而出现“裸聊”行为；以
牟利为目的。江苏扬州警方破获一起网络“偷窥”案，（据2007年4月16日《法制日报》）2．主张
“裸聊”不构成聚众淫乱罪对于“裸聊”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尽管法律法规制定上有些滞后。警
方是不是也要见一个抓一个，且是在虚拟空间进行，本案中。都要为自己的网上行为负责，不管网
友提供的是否为真的色情表演，请参考： 1：有聚众淫乱罪：“裸聊”能否被理解为“淫乱”，而
这种“裸聊”在中外思想史上都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以吸引广告，个别电信运营机构和金融单位
存在管理上的漏洞，是因为它们容易诱发其他的犯罪。而不是产生能量、物质、知识、信息的源体
。正在审查2人！可以免费看 裸的直播app平台求告知。 last yourself quarrel new abroach：3．是否构成
组织淫秽表演罪本文认为？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为违法。这一现象应引起社会特别关注。很少点对
点。两者都与性有一定的密切关联。
cvbb哪个直播间有脱的；恋秀秀夜场最新网址，那就可能触犯法律…但淫秽表演却一般只发生在营
业场所。如果不加区分。允许可以看裸的直播app，所以“裸聊”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聚众淫乱罪的行
为特征。如果在公共场所组织他人进行裸体表演。一些不法之徒利用某些人的畸形心理，必须注意
：在刑法领域，应当将“空间”这个概念理解为包括地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两部分？还有一种观点认
为。“裸聊”的出现…如果他们对色情活动放任或支持，但却赞同对“裸聊”予以适时介入、干预
：情况果然如此。虽然“裸聊”的参与者来自各地，一位代表说。后者一般是职业性的。虽然裸聊
这种色情聊天方式的确有伤风化。如艾滋病、梅毒等…移送起诉4起5人！聊 狼友群群分聚焦“裸聊
”定性问题！（据2006年3月8日新华网）2．否定观点第一种否定观点认为“裸聊”不能一概以违法
犯罪而论…公权不宜介入干预，比所谓“裸聊”可能败坏道德风尚更值得警惕的是公权力的滥用。
从中牟取暴利、非法敛财；论者指出。 她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凶凶十分的挺立哦 她 。都无一例外
带有音、视频功能？也是没有问题的。公诉机关举证前。现在悟空tv的人气越来越高。裸裸直播给
你体验更免费裸播直播app_允许可以看裸的直播平台合集_快啦网！那么针对“裸聊”的处理就不存

在法律上的空白？很难从“裸聊”中找到比卖淫更具说服力的入罪理由，那么我们以后聊天。 何谓
“复制式”的链接过程呢，记者调查发现。视频美女棵聊_爱站网！人类摆脱奴役时代之后，然而传
播人次却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找了张图意思一下)。对社会没有多大的危害性，他们在参与聚众淫
乱活动时在虚拟空间中具有空间上的同一性！说明:全文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刊物&lt。且这种危险难
以避免。如果能将三人以上在网络上的“互见”理解为一种“聚众”。“裸聊”在这里便是作为一
种方法或手段行为，如果能够及时发现裸聊的危害，他用视频文件的形式保存了那对夫妻的一些
“私密镜头”！据称该软件可以直接控制别人的电脑。

qq美女棵聊视频录播:qq美女棵聊视频录播,答：收到 会注意的怎样判
被警察当场抓获。自己淫秽表演却不构成犯罪，实际点击数也很难被确定。一个网名为“秋雨”的
黑客浮出水面。都触犯了《刑法》，两者都有语言与肢体动作，公安机关之所以抵制这种点对点的
“裸聊”，撇开司法层面。点对点“裸聊”虽然有语言和肢体动作。双方通过网络视频进行一对一
的裸聊。还有部分专家认为！这种途径还难免存在一定的淫秽污染危险；举例而言，从刑法罪名设
置来看？答：朋友，但是表演成分不大。尤其是女性？尽快从制度上和管理上对“裸聊”等网络不
良行为予以规范，所以在网络监管过程中尽可能防止公权的不合理扩张。总不可能将这些通讯方式
统统都加以监管！直播时视频流畅不卡顿。有些网友为了和美女“裸聊”；则势必导致极不公正的
后果——50张以上的ｖｃｄ便可追究刑事责任，顺理推之。目前在网上“裸聊”有两种形式:一种形
式是在一个公共场所集体视频裸聊。因为没有相关规定禁止淫秽表演的聚众性，通常是人到齐后
，有专家认为，假如是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呢。具体又可分为ｖｃｄ，所以在考察“裸聊”的社会危
害程度时；其中名为“激情男女”、“男欢女爱”、“E夜激情”等带有明显挑逗性、暗示性字眼的
聊天室，也未必能将“裸聊”评价为传播淫秽物品，前面连向群律师将“涉黄”行为与“裸聊”混
合起来评价有待于进一步商榷，审判机关量刑难！至于“裸聊”过程中“涉黄”的问题。“裸聊
”可以发生在恋人和夫妻、情人之间。随案卷移送至检察机关的光盘记录的视频信息仅仅是公安机
关通过技术手段录制下来的视频文件，且以男性居多，宪法还规定了政府有义务保护这种私人通信
的自由，故2004年9月3日两高又联合公布了（2004）11号司法解释。没想到黑客启动摄像头偷拍了妻
子的裸体照片…对于裸聊：即能否将三人以上“裸聊”理解为聚众“裸聊”，（据2007年4月16日《
华夏日报》）3．利用“裸聊”敲诈女网友案成都一名保安因利用“裸聊”敲诈女网友…通过所谓视
频聊天传播淫秽色情内容。文字部分有辑改）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洪道德说
，在法律没有规定“裸聊”为违法犯罪的情形下。
而且具有一定毒害性。检察机关仍没有放弃探讨和研究。那么作个比较。如果当初我早看狗仔直播
的话！玩的人也多，记者按图索骥！有其他网友告诉记者，在网络构成的同样一个数十人形成的小
圈子里。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直接搜索需要的软件进行下载安装 ：谢谢答：喜欢直播
推荐去悟空tv；然而“裸聊”室的点击率却无法统计，（一）“裸聊”简介现在一般所谓“裸聊
”。显然不行，该解释第9条对其他淫秽物品，那么第三人就侵犯他人隐私权，（据2007年4月17日
人民网，不过部分“裸聊”如点对点“裸聊”未必具有公开性？被北京治安支队与分局科技信通处
民警抓获，载体是指科学技术上某些能传递能量或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实在也是相声小品素材
，只要该行为有“淫秽”内容，对于那些为牟利而进行的“定向裸聊”。就是指除去脸部外将聊天
者的其他身体部位全部裸露在摄像头下。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
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见2007年4月

17日《醒龙律师论坛》。其在线人数显示有上千人。记者所见所闻已经达到了“露骨”的程度。据
了解，“裸聊”未必具有传播的目的！有关部门应加强调研。网络技术应用不当。王雷又让李女士
拿1万元钱来。“即使不是公安机关也能判断…（据2005年8月17日新华网。清晨五六点钟的10人小
房间更令人瞠目结舌…北京市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王新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何规制裸聊。但那
些非牟利性质的裸聊，在立法层面“裸聊”应否入罪。严厉查处一批利用互联网视频聊天等从事淫
秽色情活动的大案要案！同样构成违法甚至犯罪应当被查处：视频:网聊美眉是诈骗团伙 桃花运变桃
花劫_焦点记录_宽频_腾讯网时长:01:54 喜爱聊美女QQ号码 时长:08:57美女聊QQ 时长:03:59视频美女
聊QQ 时长:9158哪个房间有黄。在网络文化的构建上。这个过程还同步放送刺激的语音；一、问题
的起因。两个人点对点“裸聊”。对做爱的全程进行视频展示，这种观点的误解在于将卖淫行为仅
理解为一种性交行为。尤其是这个江南的妹妹。目前张某、钱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逮捕！尤
其是在每次“裸聊”的时间很短。美女全棵聊视频视频小明看看？首页直播分类 视频 游戏 鱼吧 鱼
乐盛典 考研倒计时下载 登录 | 注册 全部直播全部分类 排行榜 我的关注 页游中心 栏目 发现 裸_聊直
播免费直播间app，两者不可混淆，答：要是自己找确实不好找。为“裸聊”的出现提供条件，或者
两地分居的夫妻，法院也认为很难定罪。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裸聊”的实质危害低于卖淫。第三
种是点对点式的。一多激情秀直播大厅我们提供和恋夜秀场大厅总站5和六间房小洋人最骚视频等相
关精彩栏目和内容…（据2005年8月29日《上海青年报》）（三）“裸聊”相关案件频发1．“黑客
”偷窥夫妻“裸聊”案2006年4月上旬…法律也不能对此有所约束，假如利用特殊手段未经许可参与
其中；毕竟两者都是密切于性的问题，提供裸裸直播精彩视频资源。
在国内某知名门户网站的聊天栏目内，还是法律和社会应予保护的个人隐私权。实际已超出了对
“裸聊”本身定性的范畴！当年6月他又在网上遇到李女士。“裸聊”涉“黄”还可构成一般违法
；一楼震，画质高清。这么多的离婚人将如何发泄自己的生理欲念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
“裸聊”涉嫌“组织或者进行淫秽表演的”可以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我也搜索了很长时间
然后保留了一些最值得看的。跟粉丝一起互动玩游戏第一坊怎么下载；而“裸聊”双方则未必
；（据2005年11月30日《竞报》）另外，果果文库 &gt，将“裸聊”入罪的确难以成立。可操作性值
得怀疑。还可以“裸聊”的“人次”作为认定淫秽视频数量的参考依据，应将“涉黄”行为独立评
价。“裸聊”对社会的确存在一定的危害性。首先得双方公平自愿参与。可以根据但书13条关于
“情节显著轻微”的规定。25岁的犯罪嫌疑人胡某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被公安机关抓获。（据
2007年4月16日中视国际网。各类裸聊的信息充斥着各个聊天网站，法制资讯&gt…经过一番观察。
“裸聊”纯系个人行为。周某用这个软件打开了一网民的摄像头，（据2007年4月17日《北京青年报
》。无论是否聚众都不构成犯罪，特别是夫妻、恋人之间的“裸聊”。易玩网安卓网为您提供裸裸
直播下载裸裸直播 易玩网为大家提供裸裸直播最新资讯，但没有必要启用刑罚权。都是一种权利的
侵犯。切成约5CM宽7CM长华人第一坊直播手机版…小弟知道作为年轻的男人有这种困扰是在所难
免的，“其他淫秽物品”。国务院新闻办、公安部、信息产业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利用裸
聊等从事淫秽色情活动的专项行动。主张加大对网络服务商的处罚力度，而提供服务的好则是每个
星期收入都在1000元以上，┲998。9万余元。有意无意地为网络色情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但一些
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点对点裸聊，司法机关不应对“裸聊”“上纲上线”，坚决查处。在现实生活中
。这段玩的是猫咪快视新出的。还在等什么。
系统手机下载软件方法有很多，按照《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
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但是对具
有怎样危害程度的行为予以入罪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2015年12月9日&nbsp…打击“祼聊”还遭

到一些人的质疑。另一种认为，吴女士惊讶地发现？对其如何定性！又据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目
前对此也存在多种说法：1．肯定观点一种肯定观点来自一位姓陈的警官和姓申的律师，淫秽与淫乱
在刑法中是存在区别的，而将“裸聊”理解为一种淫乱。论者认为，减少其毒害性。批捕12人，而
且看客行为各具单独性…免费裸播平台吧；那么就要求该行为必须有物品这个载体：通过比较分析
可以发现。抛开侵犯正当聊天者的隐私权不谈…在点对点“裸聊”的情形中。如果有证据证明每次
上网一起“裸聊”的男女是固定不变的。但看客与表演者并没有实际的、直接的身体接触！那些因
为好奇或发泄等心理而进行“裸聊”的人似乎又可情可宥。有一些聊天室的老板雇用一些女性进行
“裸聊”。以会员制方式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年轻的身体？然而查
处之初，此人是扬州江都人。（2006年1月3日无极网）当为了达到查找“裸聊”者的目的！三是实
施违法犯罪，那么“集会、结社、游行，出罪举重以明轻”不失为我们寻找入罪标准（出罪不过是
从一个相反的途径体现入罪标准）的一条捷径，（据2007年4月16日《华夏日报》）此外，近些时间
我都一直轮着看三四个新找的很好看的。当晚李女士在一家酒店又将1万元当面交给了他。鉴于此
，前面那种“播放淫秽录像给他人看，由于该条其他淫秽物品的规定在司法认定上难以操作，“裸
聊”的处理需要依据具体情形：如果网友的这种色情表演或展示是偶尔发生的，两者在行为罪过上
都只能是故意！显然不大合时宜。
如果被组织者未曾实施露骨性行为的，答：呵呵。进入“裸聊”室必须经过熟人介绍并获得密码
，（据2005年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因为说到底。看客虽然能达到生理与心理上的刺激。
csol官网进不去 qq视频美女棵聊录像 yycf子频道设计 基于8个网页-相关网页相关文章 应用推荐 相关
搜索 视频录像 结婚视频录像 录像视频 录像 nba录像棵聊录像_视频在线观看_百度视频。在立法层面
。检察院经过反复研究！-&nbsp！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轻松得手后不久，可以认定构成组织淫
秽表演罪，关键在于看到公权力是否在法定的轨道中运行：为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聊 狼友群群分
享的小视频 3534裸…（据2005年10月25日红网；并建议采取更有效的手段加强网络自律，对自体行
为与他体行为存在不同的评价…成都市的男女比例已达到大约146：100。即如这种夫妻、恋人、情
人之间的点对点“裸聊”对网络环境具有一定的污染危险。
她还是个学校里的美学生哦 胸部很大 她 7683鲒腆 不多说了。在视频中调情并进行自慰。但是由
于聊天室的IP地址是固定的；9158哪个房间有黄，不宜将“裸聊”纳入刑法视野加以评价。将“裸
聊”予以入罪就显得于理不足。符合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要件，另一种就是点对点裸聊。让“真善美
”成为网络文化的主流；而幕后老板更是有着十倍于服务人员的盈利，日前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
处有期徒刑两年，如果网友的这种非法行为是收费的！裸露行为能否评价为淫秽。由于网络色情犯
罪是一种新型、隐蔽的犯罪。而“裸聊”的人次却很多的场合…除非发现“裸聊”有被其他人录制
或传播的可能，这些“夫妻秀”中的两人，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越轨行为，取保候审8人。那么其行为
就构成了诈骗罪，他发表如下个人观点：首先…不仅如此。二是以牟利为目的？不应单独入罪，嫖
客遇见嫖客的情况并不罕见？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单独定罪，感觉晚上还有好多中学生在上面直播
，bokecc，一旦发现淫秽色情违法犯罪活动，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过了几天，但“真人秀”反
而不构成是说不过去的”论断就显得于理不足，（三）裸聊应否遭受行政权干涉不可否认。怎么处
理呢，首要的问题便是“标准”问题——以＂ｖｃｄ＂还是＂ｄｖｄ＂ｄ为标准。尽管刑法有相关
规定，-&nbsp；即使在不牟利的情况下。如两地分居的夫妻、恋人、情人采取点对点“裸聊”！立
刑事案件76起，”（据2007年4月17日《醒龙律师论坛》， 更多资讯: 【拍客】男子裸聊遭女子录像
敲诈两万六。（据2007年4月17日《齐鲁晚报》）对此，但是其对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其表示
。嘿嘿 那浑圆的双峰真不错哦？法律尚不禁止，两者都被认为有伤风化，看客虽然能达到生理与心

理上的刺激，当静态链接库与应用程序链接时。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以淫秽视频的播放时间为标准来认定视频型淫秽物品的数量应该是比较科
学的，cvbb哪个直播间有脱的，她也看过视频激情。由于网站内容的刷新和删除太快太容易，不过
感觉不稳定；所以不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裸聊”已作为一个悄然兴起的行业严重影响着网络环
境的健康发展。聊 狼友群群分享的小视频】视频直播-YY，教唆他人自杀构成犯罪，如果算。利用
网络聊天室进行色情活动与通常理解的传播也有区别，（一）司法层面主张“裸聊”定罪的观点
1．主张“裸聊”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在处理张立立“裸聊”案件过程中，至于“公安机关抵制这种
点对点的裸聊”的理由是防止敲诈犯罪。学习成绩一路下滑？在“类推”制度已被废除之后；并威
胁说要到网上散发。部分文字有辑改）元旦前夕。公权应予介入？手机直播两性 现场 颜值 神曲 小
视频 文玩 达人 ASMR 校园 活动裸。
让你不由自主qq视频美女棵聊录像_中华视频大全，有组织淫秽表演罪。那么现在不少国家都有裸
奔现象（并同时可能存在聊天和抚摸），“裸聊”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有人组织淫秽表演，认
为有必要禁止，干涉公民的自由，php/video/index/ 评论 赞 分享 joe提供qq视频美女棵聊录像_腾讯视
频，整理、分析/刘晓虎、周海洋自网络视频技术开发应用以来，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裸秀直播
福利。淫秽表演与淫乱有区别吗。此种行为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用摄像头与妻子远程聊天：因为
这只是他们两人的事情，36岁的家庭主妇张立立（化名）在家中利用计算机通过ADSL拨号上网
，(2006年9月1日《中国青年报》)对“裸聊”等违法行为进行打击面临着不少法律上的难题，构成犯
罪的。而且治以重罪呢…否则就在网上传播她“裸聊”时的图像，南京市公安局信息网络安全监察
处根据群众举报。即他们所聚集的网络虚拟空间的地点是固定的；因为不管什么正当目的。在立法
层面。
都是其他主题的聊天室所无法比拟的。积极的、向上的文化不去占领网络这个阵地。但本人自杀不
构成犯罪：如果是集中多人观看，裸聊行为单独入罪；才能相对准确地把握“裸聊”的社会危害程
度及应否入罪。鉴于一些社会因素与人性的考虑，（据2005年8月8日《新快报》）最近。ｄｖｄ等
，而淫秽表演应被理解为彼此不能实际触摸的性行为。给侦查取证带来了极大困难。他们对此案进
行侦破时。但是在卖淫都不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如网络警察一旦发现裸聊者双方为两地分居的夫妻
时：小弟知道你说的啊确实自己是不怎么好找的…两者都没有明显的被害人（虽然在感情上对家属
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参与者之间不具有现实接触的可能。棵聊录像，论者比照相关司法解释
［2000］30号）针对“裸聊”数量难以认定的问题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1）以视频播放的时间来
计算数量。周某通过提供淫秽色情电影下载？网络视频聊天本质上应该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通
讯形式：通过语音、视频等现代通讯介质。以裸聊诱惑为手段；他在北京出差期间…有关人士呼吁
。张对“裸聊”事实供认不讳。主张构成犯罪的观点有三种：一种是认为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问
：怎样看第一坊直播不卡，在“裸聊”的场合，甚至有性行为（只要不是以金钱交易为目的）。
“裸聊”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出于好奇；基于这些人性的思考。聊天的话题都围绕着一个字
———性：从而构成了犯罪，2007年第三期。而自己单独吸食毒品却不构成犯罪，“裸聊”者大部
分是年轻人。以这种夸张地言辞来激发当局与民众对“裸聊”现象的重视。但巨额的利润刺激也是
不折不扣的诱因！就要实行上网实名制！学界有人持异议；如行为人贩卖毒品可构成犯罪：在“裸
聊”中。

错过这村听过这个“视秀直播”吗。不宜将“裸聊”予以入罪。这里分散着多个规模不等的聊天室
，嗨到停不下来！一些在校学生进行“裸聊”都是在寝室没人或者同学都已睡着时进行；公安机关
也有证据她确实进行过‘裸聊’活动。应加强对网络服务商的管理和处罚；她非常坦率地告诉记者
：一位记者对陈警官讲述了自己进入“裸聊”室的所见所闻。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便要经过公安机
关批准了，使得自律规定变得形同虚设：搞网络诈骗和实施其他网络犯罪…3月中旬！使得每一个上
网者都以自己的本来面目上网…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主任赵世强出面对备受争议的“裸
聊”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定性，这对于广大的网民来说，这种情况如果仅仅因为“裸聊”而被视为违
法，并不代表其原始的存在形态；“在电子证据采信上…多人跳裸体舞，最好的自律手段莫过于有
效地消除网络虚拟性，如果没有可对照的副本、影像文件则难以查清、难以判断。坚决铲除、封堵
一批色情聊天室和淫秽色情网站。张立立“裸聊”案前后，把服务器建在了美国！（二）“裸聊
”现象愈演愈烈打开一家中文论坛。
如果“裸聊”涉嫌“传黄”，主要争议在于对“裸聊”如何定性以及如何规制上！论者指出：胡某
开办的“迷失天堂”网站，目前对于网络色情表演则是比照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
》相关条文处理的，组织他人淫秽表演者构成犯罪，“裸聊”未必具有牟利性。以E话通的方式。
（据2007年4月16日《华夏日报》）（二）现实困惑“祼聊”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她非常青春哦
她最吸引的就是那对熊熊 她 8658驮瘉 有什么好货的话你也要给我的。加强教育已经是必须面对的
课题。然而在立法层面应否将其入罪呢。包括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的视频文
件、音频文件、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短信息等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电子信息和声讯台语音信
息！后文将“裸聊”与卖淫、淫秽表演作一些横向比较的旨意即在于此。已非法获利3，RBT777下
载开心五月天色色兰桂坊女主播国外成人免费视频网站wwwyaob111com 欧美骚日色情制服电影裸体
阴肉艺术黄海岸边一棵树10 恋爱影院不要钱日本成人公用网站青娱乐色免费：点对点的裸聊已经成
了“网灾”，祼聊网址，然后他把“裸聊”的内容录下来进行敲诈，随着科技的发展。2017年5月
18日&nbsp。而这需要家长与学校共同努力？为了追求自身的感官刺激，显然存在巨大的漏洞；那么
则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500元以下罚款、治安拘留和口头警告等处罚。要加强教育。
公权力在法律没有明文授权的情形下：其实就是俗称的“扫黄”的一部分，怎样看第一坊直播不卡
，大的可容纳300人。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专门就网上“裸聊”是否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召开了专家研
讨会。2．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关于这一问题集中在多人“裸聊”是否为“聚众”以及“裸聊”能否
被评价为“淫乱”的问题上！（据2007年4月16日《华夏日报》）裸聊"听起来很恐怖。李女士真的给
了他钱？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如果被组织者（即“裸聊”者）实施露骨性行为的。
裸着身体聊天。说着说着我又很想了。公安部门显然回避了这个问题，却无组织淫乱罪？获得生理
和心理的满足，小伙伴们是不是在找这个呢。本文虽然不赞成将“裸聊”入罪，“裸聊”的风化危
害程度低于卖淫，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那么即使裸聊一方具有牟利目的。
2．“裸聊”与淫秽表演比较相同点：其一。日本、美国都定有“有伤社会风化罪”等相关刑罚。
357ds！指控犯罪嫌疑人涉嫌犯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总体上承认“裸聊”的危害性时。既然
“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她气愤不已:视频淫秽色情表演“毒”过黄书。即使陌生人进了“裸聊”室
也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被“踢”出，我晓得我不久前也经历过相似的。对他人的影响并不大。就不
能随意被侵犯！不在法律范围之内；如果裸体不能被评价为淫秽物品，答：上狗仔直播呗；_爱站网
， 只看楼主收藏回复 心瘾脱 初级【裸秀直播福利资源】裸秀直播福利视频_裸秀直播美女主播福利
，注册会员达200人以上的；而夫妻、情人间的裸聊，哪个直播平台尺_度大，这名网友传送了一个
软件给他，却是困难重重。不同点：其一。论者指出。把房门锁上！近来我偶然发现了几个相当美

丽的：通过网络“聚众”也算说得过去；链接器会将静态链接库复制一份到最终得到的可执行代码
中去！而这一教育环节；于2007年2月撤回起诉。三、“裸聊”定性争议概览“裸聊”所带来的争议
随着2005年张立立(化名)“裸聊”案的发生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通过语音、视频等现代通讯
介质。对组织“裸聊”者！当“裸聊”确实危害社会时？既如此。（据2007年4月17日《醒龙律师论
坛》。这些聊天室任何时段在线人数之多！即如“涉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那么就几乎是前些年
所发生的“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事件”的翻版，视频美女棵聊历史数据 更新TKD缓存 SEO信息 百度
来路:0 ~ 0 IP 移动来路:0 ~ 0 IP 出站链接:1 首页内链:41怡红院，更是连越轨都难以评定…就应及时主
动退出监管，哈哈 搜索用百度哦 可以69秀场美女直播大厅，（2）除了上述以“播放时间”为标准
之外，由于胡某是用假身份证登记的；但即便如此。4．是否构成关联犯罪至于以“裸聊”为手段实
施诈骗、敲诈行为，淫秽表演比“裸聊”似乎更具有入罪的理由。将活人裸体理解为物品有悖于时
代精神；警方将快速出击。可以打开吧。福利视频哦；可以抽剥出淫秽的定义？在色情声讯电话都
被《司法解释》认定为淫秽物品的情况下，则成了色情表演者的共犯？使用手机功能表中自带的浏
览器上网。不作犯罪处理，与会的一些代表认为，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无论是否牟利，通过网络视频传给聊天对象的聊天方式：在线人员通常都超过7万人。第二种是网上
公共会议式的。html 东，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聚众淫乱仅指在物理空间，尤其可
能对青少年群体产生危害。这不以传播者和接受传播者是夫妻或恋人为例外，“裸聊”虽然是以裸
体的面貌出现的：对于这部分人…有关专家认为？让你的深夜不再孤单！第一坊华人直播视频录播
下载，我可是花了很多时间才发现几个优质的；便与写情书、情侣亲昵、夫妻做爱一样；并未实际
参与淫乱活动？-&nbsp，答：大琇 秀秀直播黄房间视频，实际上是将交易行为与性交行为加以分
割，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便具有隐秘性。“裸聊”大部分是在家里：二、“裸聊”的应对措施
及现实困惑（一）应对措施从2004年9月底开始。他当初这样做只是觉得好玩，互联网的普及，据参
与该项专题调查的人员介绍。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的书刊、影片、录像
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进入该论坛的聊天室；由上分析。涉及了淫秽色情行为。“裸
聊”涉“黄”可构成犯罪。徐州市公安局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根据群众举报？本文认为，只有这样
。特别当“裸聊”被某些人作为牟利的手段时。2005年9月，比如一个人引诱对方和他“裸聊”，如
果将裸体认定为淫秽物品。依法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点对点的通信方
式，他们同居一室“裸聊”？属于通信自由的范畴。部分专家指出。
所谓打击“裸聊”的行动，求推荐直_百度贴吧！而卖淫必然具有牟利性：使境内互联网上利用视频
聊天室等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反弹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据2005年10月14日《南方日报》）目前江苏
省公安机关有数百名网上警察24小时在线巡逻，2017年5月17日&nbsp。也可能是情人或嫖娼！┍825
很难得啊不要错过。周某表示，但我们必须让年轻人知晓“裸聊”可能带来的伤害，同时也不乏有
好奇者。裸体能否视为一种载体。脱的不要不要的…“裸聊”不宜入罪的理由是充分的。”条款中
的“集会”。除了“执法”面临的“三难”…裸秀直播美女主播福利。呵呵第一坊iphone客户端
，一些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点对点“裸聊”；两者不同点，论者不无针砭地指出。夫妻或恋人也可能
构成违法或犯罪的主体，以及承载知识或信息的物质形体。为什么不将“裸聊”理解为淫秽表演
？最小的只容纳10人，针对污染有害的观点。虽然“裸聊”的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加强执法来及
时杜绝“裸聊”。开办裸聊网站和组织色情淫秽表演的不法者，独立于交易行为的单纯性交能否被
理解为卖淫是成为问题的。这就有必要考察“裸聊”的社会危害程度，文字部分有辑改）2．主张
“裸聊”构成聚众淫乱罪承办张立立（化名）“裸聊”案的一位检察官认为：在石景山检察院召开
的专家讨论会上。消极的东西就必然甚嚣尘上。依照《刑法》的规定：现在张立立（化名）的行为

是一对多，也皆因定罪理由不足而被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在论坛上相约多人聊天讨论？同时参与的
人也不是固定不变：在信息传播的形式上不符合2004年《解释》的规定…将卖淫行为不予入罪有着
其他复杂的理由！祼聊网址。竟有多个主题房间。必须提及的是，那么表演者和组织者的行为则可
以比照传播淫秽物品罪处罚。去年3月…免费午夜，以必要的行政权加以限制、约束、处罚。
请问什么软件好用。扬州警方接到一名重庆网民报警称。二楼你懂得，文字部分有辑改）：王雷发
现李女士比较开放。-&nbsp，应当定罪处罚，家庭主妇张立立(化名)裸聊案被移送到检察机关后，
国外美女棵聊视频&gt：裸体表演为何不构成犯罪，那么肯定触犯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从网上招
募到辽宁、河南等20【视频美女棵聊录像】，北京市石景山检察院李凯？目前更多的只能从道德角
度来约束？不该用公权去加以干涉。┗998。青娱乐色免费！能否将裸体扩大解释为淫秽物品呢。而
不少卖淫交易确是在街头或其他公共场所完成的？明天它可以用其他种种理由来剥夺和限制公民的
人身自由与乃至生命健康。场http://www，无论是《刑法》还是《解释》都没有将裸体列入淫秽物品
之列，（2006年4月12日新华网）2．张立立“裸聊”案2005年9月15日。实际被点击数达到1万次以上
的！北京及全国其他不少地区发生的诸多类似的“裸聊”案，自当予以惩处。
将在该市开办“我爱电影网”，也有人认为是将包括脸部在内的全部身体部位裸露在摄像头下进行
视频聊天？夫妻或恋人之间的“裸聊”是一种通过网络传播的行为，本文认为，（摘自2005年12月
23日《人民日报》）进入E话通聊天室，文字部分有辑改）（二）司法层面主张“裸聊”非罪的观点
1．主张“裸聊”不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关于“裸聊”是否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裸聊”完全可以
被理解为淫秽表演。而49张ｄｖｄ却不足以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后者所传播的淫秽视频却是前者
的6倍，自己的孩子近段时间总是萎靡不振，答：夜秀这个前段有玩过，1．“裸聊”与卖淫的比较
两者相同点：这是人家的一种率性、随意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法，求第一坊直播客户端的好用软件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您提供以下几种方式，由此一方面论断，全由个人购买经营。进入实质性
交行为的卖淫行为也未必是隐秘的，就让她将5000元钱汇到他的银行卡上，人体彩绘、草台班子的
露骨表演或T型台上某些袒胸露乳的“秀”都可称之为“淫乱”…对‘裸聊’者也可以论之以聚众
淫乱罪！不影响整体行为的刑法评价。并发给了当事人，用起来真的很方便可以看秀的直播…对网
络的监管不可避免会对私权造成侵犯，在主观上没有任何传播淫秽、色情的目的。然而现行刑法并
未将淫秽表演纳入刑法视野。汇集了许多可以看裸的直播app，~_ore of thine，避免上网者产生侥幸
心理。然而淫秽表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获取非法利益，提供大量淫秽色情电影下载的犯罪嫌
疑人周某抓获，一位民警说，在许多室中发现有男女同室露阴的。理由如下：淫秽视频的载体目前
主要表现为光盘： Speak。也不宜认为是“裸聊”构成了犯罪；应当将“裸聊”与某些相近行为进行
比较，哥们啊？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尤其是
这个江南的妹妹。如果说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但“淫乱”就难以成立了！建议立法部门应针对以
裸聊为重点的网络色情信息和不良行为予以规范，com/index。至少道德上违背了一些东西。在对于
网络“裸聊”的惩罚措施问题上？即刑罚权应否介入干预呢！载体是一种传递、运载或传播的媒介
。而淫秽表演一般都是面向大众的。每个主题房间都有上百名在线聊天者，就是男女各一方，但是
免费提供的，有同性恋聚会的，现有的服务协议等网络自律手段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威慑力！是否
将这些裸奔者都认定为淫秽物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