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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說。」

談職場霸凌前．先了解何謂霸凌



霸凌⾏為會不會出⼈命？





「霸凌⾏為的結果，不分種族、各國皆然。」





「鍵盤下以為的正義，卻成為鍵盤下的殺⼿」

「別讓⾃⼰不小⼼成為網路霸凌共犯」

「網路霸凌不分國界、不分年齡層」



何謂霸凌？分為哪些種類？





肢體霸凌�

指⽤暴⼒⾏為造成被霸凌
者⾝體上的傷害，也是最
顯⽽易⾒的霸凌。�

舉例來說，胖虎⻑期毆打
⼤雄，導致⼤雄感到懼怕
並⻑期帶傷，就有可能是
肢體霸凌。

關係霸凌�

指透過說服同儕排擠被霸
凌者，使弱勢者被排拒於
團體之外。這樣的狀況是
最難被注意到、也最容易
被忽視的。�

許多⼈會⾃然將這種狀況
歸因為被霸凌者不善交
際、不喜歡與⼈相處，⽽
忽略可能是聯合排擠的情
勢。



⾔語霸凌�

指透過⾔語上的嘲笑、諷
刺⻑期對被霸凌者的⾝⼼
造成傷害。這樣的霸凌型
態也⼗分常⾒，有時產⽣
的效果可能更勝於肢體霸
凌、或有可能是肢體霸凌
的前奏曲。舉例來說：像
是胖虎、⼩夫⻑期辱罵⼤
雄是膽⼩⿁、娘娘腔，使
⼤雄⼼理受到傷害就可能
是⾔語霸凌。

網路霸凌�

指透過網路對被霸凌者造
成傷害，包括散佈網路謠
⾔、留⾔辱罵、嘲笑等
等。這樣的例⼦在現今網
路發達的社會中尤其明
顯，但也因為網路的匿名
性，⽽更容易被忽視，甚
⾄會出現譴責被霸凌者不
懂脫離霸凌或不懂⾃我調
適的情況。



性霸凌�
類似性騷擾、性暴⼒，包
括對⾝體、性的嘲諷、評
論等等。⼜可以分成4種：�
✓ 有關性或⾝體部位的有害玩
笑，如⿈⾊笑話、⼤波霸、⾶
機場等；�

✓ 對他⼈性取向、性⾏為的嘲
諷、譏笑，如娘娘腔、男⼈
婆、臭甲甲等；�
✓ 傳遞與性相關的謠⾔，如和誰
誰誰有⼀腿等；�
✓ 直接的⾝體上侵犯，如性侵、
脫褲⼦、阿魯巴等。

反擊霸凌�

只被霸凌者因⻑期受霸凌
產⽣的反擊⾏為，例如對
霸凌者⼝出惡⾔、毆打。�

有時，這類被霸凌者會將
情緒出在更為弱勢的⼈⾝
上，形成霸凌的連鎖。這
樣的狀況甚⾄可能會導致
激烈的報復⾏動，美國有
些校園槍擊事件的⾏為⼈
就是這樣的狀況。



「集體霸凌的⼼態究竟為何？」

現代職場霸凌⾏為多以網路型態呈現





網路公審�

指利⽤網路資訊⼯具，將
某些事件、事實或⽇常經
過等，透過拍照或⽂字描
述置於各⼤社交網站等，
任由網路上之⺠眾評論是
⾮。�

舉例來說，於臉書上po⽂
表⽰年輕⼈不讓「博愛
座」給年⻑者等。

⼈⾁搜索�

指利⽤網路搜索⼯具與⼈
⼯搜索結合的搜索技術。
網路使⽤者，可透過網
路，以「⼈找⼈」、「⼈
問⼈」之⽅式達到搜索的
⽬的。�

舉例來說，當有社會新聞
事件發⽣後，網路使⽤者
利⽤網路搜索當事⼈之姓
名、地址等資料。



責任分散⼼態 私刑⾏為之⼼態

✓社會⼼理學之名詞�
✓事件發⽣，群體⼈數越多，
個⼈所需承擔之責任相對減
少�

✓網路使⽤之普及性（群體數
多）、匿名性�

✓網路使⽤者認為所需責任減
少，個⼈道德控制⼒削弱

✓幫助被害⼈為由之正義⼼態�
✓質疑司法正義之伸張，認為
私刑⾏為較司法快速�

✓私刑⾏為獲網路、社會贊同
之評價，強化⾏為⼈⼼理之
正當性與合理性�

✓觀察學習效果，引起同類型
事件之模仿效應



「拼湊的事實不⼀定是事實」

「鍵盤下的私刑可能成為職場霸凌的⾾爭⼯具」



妨害名譽的罪責有哪些？



「以為躲在螢幕後⾯匿名發表⾔論不必負責？」





何謂妨害名譽罪？

妨害名譽罪包含以下四種類型�

✓�公然侮辱罪�
✓�誹謗罪�
✓�侮辱誹謗死者罪�
✓妨害信⽤罪



對⼈的妨害名譽⾏為

刑法第309條規定：（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構成上開犯罪之最重要⼆因素�

✓ �公然�
✓ �侮辱



公然�

指侮辱發⽣時，會讓處於
同⼀空間的「不特定⼈」
（跟侮辱者⾏為沒什麼直
接相關的⼈，例如：1個路
⼈、⼀群無辜的同事、咖
啡廳裡的其他客⼈）或讓
「多數⼈」可能可以知
道、看到、聽到侮辱的狀
態，即便沒有認真聽，也
不管有沒有真的聽到都
算。�

侮辱�

沒有指明具體的事實，但
⽬的是會讓⼈在精神、⼼
理層⾯感到難堪、不舒
服，甚⾄是會造成個⼈名
譽損害的⾔語∕⽂字∕圖
像謾罵、嘲笑、舉動，不
限於國罵三字經，包含負
⾯形容詞、譬喻或任何罵
⼈的話都可能算。



公然侮辱與誹謗最⼤的不同點�

公然侮辱的內容⼤多為「⾮屬評論性之謾罵及侮
辱」；舉例如：垃圾、卑鄙、無恥、下流、醜⼋
怪、賤貨、賤⼈、雜種等等。�

誹謗的內容則是評論性質，必須達到「⾜以毀損
他⼈名譽、貶低他⼈⼈格」，或以⾮正確事實之
⾔語散佈於眾；舉例如：指述他⼈養⼩三、⼈盡
可夫、竊取公司公物、盜⽤公款、做援交等等。



⽤詞 罰款⾦額 法官罰款說明
幹  判賠 0元  「幹」只是台語發語詞

更年期到了  判賠 2千  涉嫌公然侮辱
賤貨  判賠 3千  名譽受損
⽶蟲  判賠 6千  公然侮辱罪

王⼋蛋  判賠 1萬  法官認為罵⼈屬實，侵害名譽權
不要臉的髒東西  判賠 2萬  公然侮辱罪

你去吃屎啦  判賠 2萬5千  公然侮辱罪、身⼼受創、要到醫院就診 
敗類  判賠 3萬  法官認為⾔論確實貶損當事⼈的⼈格評價
智障  判賠 5萬  損害⼤於口語以精神慰撫⾦5萬元為適當

賤⼈就是矯情  判賠 5萬  公然侮辱應賠償精神損失5萬元
頭殼裝屎  判賠 5萬  造成身⼼俱疲、罹患憂鬱症、精神慰撫⾦

⽩痴  判賠 5萬5千  不堪受辱、身⼼疾病復發、公然侮辱罪
婊⼦  判賠 6萬  名譽受損、且感到愧對⺟親而精神耗弱
下流  判賠 6萬  是罵⼈的話有輕蔑之意，構成公然侮辱罪

幹X娘  判賠 8萬  公然侮辱罪 
死番仔  判賠 10萬  無理蔑視踐踏⼈格損及⼈性尊嚴侵害名譽權

⼈渣公務員  判賠 30萬  ⾔論已侵害對⽅名譽，精神上受到相當痛苦
神經病  判賠 30萬  公然侮辱被判無罪但⺠事求償30萬元定讞

特殊性關係  判賠 100萬  加重誹謗罪，並在4⼤報頭版登報道歉1天

台灣罵⼈價⽬表（本價⽬已經過各級法院法官核准）



對⼈的妨害名譽⾏為

刑法第310條規定：（誹謗罪）�
「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
之事者，為誹謗罪，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萬五千元以下罰⾦。�

散布⽂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
於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對⼈的妨害名譽⾏為

刑法第312條規定：（妨害已死之⼈名譽）�
「對於已死之⼈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
罰⾦。�

對於已死之⼈犯誹謗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對⼈的妨害名譽⾏為

刑法第313條規定：（妨害信⽤罪）�
「散布流⾔或以詐術損害他⼈之信⽤者，處⼆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萬元以下罰⾦。�

以廣播電視、電⼦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具
犯前項之罪者，得加重其刑⾄⼆分之⼀。」



「具名發表⾔論最好的教材：館⻑。」



對⼈的妨害名譽⾏為





⾮對⼈的妨害名譽⾏為





符合⼀定條件，網路謾罵也是公然侮辱�

寫⽂章、做圖卡，罪加⼀等（加重誹謗）�

同事之間⼈際相處衝突如何調和？�

若是調解不成，如何以訴訟主張權利？



讓我們來看看實際上的案例⻑怎樣



同事職場⾯對⾯的衝突



案件概要

✓ 被告張ＯＯ為新某醫院擔任護理師，於⺠國108�年1�⽉31⽇在醫
院2樓RCW⽩班上班時，與同醫院之照服員簡ＯＯ、護理師鄭Ｏ
Ｏ因看護病⼈⼄事發⽣爭執。�

✓ 張ＯＯ不滿前來關⼼之護理⻑莊ＯＯ持⼿機拍攝爭執狀況，竟基
於公然侮辱、傷害之犯意，於同⽇下午2�時許，在病房外⾛廊，
以徒⼿、腳踹等⽅式毆打莊ＯＯ，致莊ＯＯ受有頭⽪鈍傷、腹壁
挫傷、雙⼤腿挫傷等傷害，並接續以「禽獸不如」等語，⾜以貶
損莊ＯＯ之⼈格及社會評價之詞彙，辱罵莊ＯＯ。



案件概要

✓ 莊ＯＯ於108年1�⽉31⽇接近中午時，發現被告張ＯＯ主責護理
的病⼈中，有1�位病⼈張ＯＯ的氧氣脫落⽽導致缺氧，莊發現之
後有先詢問被告為何會沒有接上氧氣，然後就開始照料病⼈，被
告的情況反覆，因此後來其他護理師也來協助處理到下午。�

✓ 在給病⼈藥物注射並給氧後，於等待5�到10分鐘看病⼈後續反應
期間，莊ＯＯ拿出⼿機要聯絡主治醫師，但此時被告情緒⾼漲，
照服員簡ＯＯ和護理師鄭ＯＯ在⾛廊和被告對話，情況有⼀點快
要失控，莊ＯＯ才⾛到病房⾨⼝⽤⼿機錄影，原先站在病房⾨⼝
的洗⼿檯轉⾓，被告突然⽤出拳和腳踹的⽅式毆打莊ＯＯ。



案件概要

✓ 莊ＯＯ的⼿機因⽽掉到地上，錄影畫⾯變模糊，但因為吵鬧聲⽽
吸引到其他⼈員的注意，包括照服員安ＯＯ等⼈都趕到事發現
場，安ＯＯ有把被告架開，後來被告就在⾛廊上尖叫和奔跑，莊
ＯＯ則是到護理站要聯絡警衛⼈員，被告⼜跑到護理站吼叫，說
莊ＯＯ是「禽獸不如」的護理⻑。�

✓ 經臺北地⽅法院及臺灣⾼等法院審理後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
犯修正前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第309� 條第1� 項之公然
侮辱罪；處拘役伍拾⽇，如易科罰⾦，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



臉書留⾔的妨害名譽



案件概要

✓ 病⼈彭ＯＯ前與蕭ＯＯ醫師經營之⾸爾醫美診所，有醫美⼿術糾
紛，彭ＯＯ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接續於

附表所⽰之時間，利⽤網際網路連線，以「彭ＯＯ」帳號登⼊不

特定多數⼈均得共⾒共聞之⾸爾醫美診所臉書⾴⾯，發表如附表

所⽰之⾔論內容，具體指摘或辱罵蕭ＯＯ醫師，以此⽅式，毀損

蕭ＯＯ醫師之名譽及貶損其⼈格與社會評價。



留⾔實際內容

✓ 終於在兩年多後⿎起勇氣詢問「⾸爾」儼然是⼀對情侶的院⻑與
護理師…�
➡ 影射醫師及護理師有超越職場同事情誼之男⼥關係。�

✓ 回想當時第⼀次跟蕭院⻑諮詢時，他的護理⻑特助就在他的⾝
旁、⾝後對他捏捏拉拉抱抱，當時我只有⼀種感覺，到底那裡是
酒店？還是醫美診所？�
➡ ⾔論⽬的在使醫美診所與酒店類⽐，損及診所專業形象。



留⾔實際內容

✓ 為了拆穿那兩個⽼狐狸院⻑的謊⾔�
➡ 以「⽼狐狸」表彰奸巧意涵之抽象貶抑性⾔詞，公然謾罵告訴⼈
蕭ＯＯ醫師。�

✓ 那天特助在電話裡說：我的留⾔造成蕭院⻑鬧家庭⾰命，她背負⼩
三罪名，但我也明明⽩⽩、直⾔不諱告訴她：我所說的有半點虛假
嗎？我並沒有說是「你們」互相揉揉抱抱，⽽是「妳」就在蕭院⻑
的旁邊後⾯拉拉扯扯抱抱，依偎在他的⾝上，⼼想如果你們都公然
在不認識的客⼾⾯前有此舉動，上下員⼯和蕭院⻑的家⼈會有所不
知、不會聽到任何⽿聞嗎？除⾮⼤家都眼瞎了…�
➡ 為使⾒聞者產⽣告訴⼈⾝為醫美診所院⻑，且為已婚⾝分，卻與
護理師利⽤⼯作機會發展不倫，為背叛婚姻、外遇之認知。



留⾔實際內容

✓ 若是⼩三⼀定會避嫌的嘛，⽤膝蓋想也知道，所以兩年多前我理所
當然認定，蕭院⻑跟他的特助不是夫婦就是情侶（只是年紀能是⼩
三扶正，或是喜新厭舊，畢竟⽼妻是敵不過有青春⾁體的年輕美
眉，因為通常有錢⼈會娶越來越年輕的當妻⼦不是嗎？）…第⼀點
現在是怎樣？當⼩三都不⽤避嫌了嗎？…�
➡ 影射醫師及護理師背叛婚姻、外遇，進⽽對蕭ＯＯ醫師有負⾯評
價，貶抑其⼈格。�

✓ 經臺北地⽅法院及臺灣⾼等法院審理後判決認定：被告透過網際網
路，在⾸爾醫美診所臉書⾴⾯上，多次指摘誹謗及抽象謾罵蕭ＯＯ
醫師，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第309�條第1�項之加重誹謗罪及公
然侮辱罪；處拘役45⽇，如易科罰⾦，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院內機制調和同事間紛爭



充分利⽤通報以及申訴管道

單位主管、員⼯性騷擾暨申訴委員會�

訴訟程序曠⽇費時，若僅是誤會抑或是⼯作上意⾒的
歧⾒造成衝突，第⼀時間就應該考量採取法律⾏動
嗎？�

院內⼈事室提供員⼯申訴管道，無論是⼀般申訴案件
或是性騷擾案件，都可以多加利⽤；投訴案件保密處
理，委員會成員包括院內各級主管，業管包含醫療、
護理、⼈事、稽核以及法務。



⺠刑事訴訟的處理流程



⺠刑事提告時效

知悉後 
欲提告

刑事 
6個⽉內

⺠事 
原則2年 
例外10年

⺠
刑
分
流

提起刑事告訴

請求損害賠償

製圖：杰⽴法律事務所

告訴乃論罪

妨害名譽 
之事件發⽣



⺠刑事提告及偵查流程

地檢偵查 
起訴犯罪

刑事⼀審

刑事附帶 
⺠事賠償

⺠
刑
分
流

審理有罪無罪

判決應否賠償

刑事無罪�
不影響⺠事求償

製圖：杰⽴法律事務所

警局提告 
移送地檢署

妨害名譽 
之事件發⽣



「法律訴訟程序無法調和所有⼈際問題，如何建⽴ 
良性⼈際互動，才能預防同事間的紛爭」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謝謝您的聆聽

杰⽴法律事務所 李孟軒律師　james@jlilaw.tw

mailto:james@jlilaw.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