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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 黑支案：公然侮辱、傷害、恐嚇、誹謗罪

2. 掌摑案：公然侮辱、傷害罪

3. 強搶電話案：公然侮辱、傷害、強制罪

4. 對公務員犯罪：刑法第135與第140條 (恐嚇案 X 2)

5. 醫療暴力之因應



1. 黑支案：公然侮辱、傷害、恐嚇、誹謗罪



案例一(A) ：黑支案

102 年5 月6 日上午6時

A於酒後陪同母親B前往彰基ER就醫，進入ER後

隨即對醫護人員咆哮，並以命令之語句指示在場護理人員應如何為B施救

A不滿護理人員未依其指示立即替B掛氧氣面罩

不斷以「幹你娘！」、「幹你娘機掰！」、「是在唆三小！（台語：指責醫
護人員動作太慢）」

辱罵當時為B診治之ER醫師即告訴人甲、護理人員乙、丙、丁及戊（護理師
皆未提出告訴）



待甲依其身為醫師之醫專業診斷，認為B自主呼吸能力極差、且已呈現衰竭，
必須立即插管（按：亦即以B當時之狀況，絕非掛上氧氣面罩所能處理）

A所站位置妨害插管所需之儀器及施救之動線，遂以手碰觸A，示意請A讓開

此舉引起A之不滿

A立刻以右手握拳向甲頭部揮擊，並擊中甲之頭部、耳部

在場其他醫護人員見狀，隨即制止

A竟又於與其他醫護人員拉扯之間

再次舉起右腳向甲踹踢（未踢中）

致甲遭毆打後，因之受有頭部外傷併頭皮血腫及右耳挫傷。



A至此仍不知收歛，繼續以「幹你娘」辱罵甲等人

A不斷與到場勸阻之醫院警衛拉扯，並作勢攻擊在場之醫護人員
復於醫院警衛之勸阻下二度試圖衝向甲

期間並不斷以

「再不處理你就試試看」

「以後大家都遇得到」

「會讓你們好看」

大聲叫囂，致當時在場之甲、乙、丙、丁及戊因此心生畏懼



刑法第 309 條 (公然侮辱)？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公然侮辱罪)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
罰金。(強暴公然侮辱)

刑法第 277 條 (傷害罪)？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

下罰金。

刑法第305條 (恐嚇罪)？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A觸犯何罪？



起訴

A涉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之公
然侮辱罪及第277條第1項之傷

害罪

依同法第314條、第287

條規定，須告訴乃論。

(Q:為何只針對甲部分起訴？)

告訴 (X)

甲撤回告訴

不
受
理
判
決

判決主文
A被訴公然侮辱罪與傷害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告訴乃論罪
非告訴乃論罪

(公訴罪)

檢察官

偵查

告訴 (X)

不起訴
處分

法官

審判

告訴 (X)

不受理
判決

VS
六個月內
提告



A僅因不滿護理人員未依其指示照護其母親，即出言恐嚇，致
使其等心生恐懼，顯見其(1)法治觀念薄弱，行為誠屬可責，

且(2)直至本院審理時方坦承犯行，(3)犯罪後亦屢屢於網路發表
蔑視護理人員之言論，犯罪後態度實為不佳

惟念及A係因(1)心繫母親病情，一時焦急衝動口出惡言，(2)犯
罪後業與告訴人甲達成調解，(3)甲亦表示願給予A自新之機會

A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1日。

非告論罪



案例一 (B)：黑支案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3年度易字第70號

(加重誹謗)

案發後，A遭各媒體以大篇幅報導，引起社會輿論撻伐，其為平
息社會輿論、糊模事件焦點，竟基於誹謗之犯意

動作一

102.05.08，在「臉書」發表

「就算病人死在這裡不關你們的事就可以如此草菅人命嗎？」

「醫生終於出現，驚恐的我又再拜託醫生趕快給我媽媽氧氣罩，
竟遭高高在上的醫生一把推開」

「書讀的少就沒有救媽媽的權力嗎？就沒有向高高在上的大醫
生報告媽媽有氣喘，已喘不過氣，需要氧氣罩的事實嗎？」、

「高高在上的大醫生啊～很多狀況是疏忽不得的」



動作二

案發後不詳時間，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表示：「這麼緩慢的醫
療程序」

「我想在這裡呼籲我們高高在上的大醫師、我們的醫護人員，
能體諒家屬的心情」

「什麼醫院我都不知道！只會攻擊別人嗎？醫死了！不關我的
事！他本來就怎麼樣…」

「這像話嗎？給個氧氣罩不行嗎？」



動作三

案發後不詳時間，去某錄音室，透過錄音室內錄音人員之協助，A將

「先幫我老母掛酸素」

「啊你是在摸什麼？先幫我老母掛酸素，他先幫伊掛一下！」

「先掛酸素，卡緊一下，拜託一下，袂喘氣了啦！」

針對醫院公佈之監視器畫面自行配音（原本之影片檔並無聲音）

再於5月18日某時，將其自行編緝配音過之影片，以「還原事實真像」為由，
上傳至其臉書

藉此指摘彰基醫師及護理人員不顧病人死活，醫護流程緩慢，其因向醫師多次
陳述意見，醫師均不理會，且其遭醫師動手推開，始在彰基施暴

上述不實之文章及影音檔，供不特定人公開閱覽，足以貶損彰基之社會評價。



刑法第 310 條 (誹謗罪 OR 加重誹謗罪)？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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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五百
元以下罰金。(誹謗罪)

II.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加重誹謗罪)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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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觸犯何罪？



起訴

A涉犯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
加重誹謗罪

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
乃論。

告訴 (X)

醫院

撤回告訴

不
受
理
判
決

判決主文
A被訴加重誹謗部分公訴不受理



2. 掌摑案：公然侮辱、傷害罪



A之父親罹患肺炎，於102.09.08 ，住進林口長庚醫院感染科

A於102 .11.26日上午11時，撥打電話至第五內科ICU護理站，要求
負責照護之護理師甲接聽電話並欲詢問其父親病情，因甲於電話
中因無法確認A身分且擔心洩漏病患醫療之特種個資，遂予拒絕。

A聞言後即要求甲勿再照顧其父親，經甲要求A向督導反應後，雙
方即結束通話。

後A於下午1 時，前往第五內科ICU護理站，向護理長乙表示欲找
甲，適甲正為A之父進行翻身，而無法與A見面



A心生不滿，要求在會議室與甲談話，恰因會議室有人使
用

乙遂告知A在護理站會晤即可，A竟稱不另找談話空間待
會吵起來很難看

乙便請A進入護理長室內，A進入該護理長室後，本欲將
窗簾完全拉下及關閉門扇，惟經乙阻止

1 時12分，甲入護理長室後，A復欲關門，再遭乙攔阻，

甲站至其身旁時，A怒不可遏，分以右手掌及手背接續
掌摑乙之左臉頰及右臉頰，並致甲受有雙側臉頰挫傷、
左耳挫傷



刑法第 309 條 (公然侮辱)？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公然侮辱罪)

案情：A明知門扇未緊閉、窗簾未拉下而為不特定人得
共見共聞之狀態之護理長室內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百元以下罰金。(強暴公然侮辱罪)

刑法第 277 條 (傷害罪)？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一千元以下罰

A觸犯何罪？



判決理由

「醫療暴力」不僅讓現場醫事人員受到身心傷害，也嚴重影
響就醫病人及家屬的權益與安全，除了打擊整體醫療士氣，
更會加速醫事人力流失，最終減損醫療品質，影響全體國民
就醫權益，故A之行為不僅對甲之名譽及身體法益受有損害，
更對於公共利益，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害，本應予嚴厲之非難。

惟念及(1)A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復因(2)A違反醫療法第24條第2 項，
而遭桃園縣政府裁處罰鍰5 萬，並於103年1 月16日繳納，堪認其
犯後態度尚佳。斟酌…..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A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NT 2000元折算1日。



醫療法第 24 條

I.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
生及安全。

II.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醫療
安全或其設施。

III.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時之安全。

IV.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如
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





1. 去年凱特王妃產子，兩名澳洲電台ＤＪ假冒英國女王致電凱特入住的醫院，表
明想跟凱特通話

接電話的護理師沒有查證致電者的身分，遂協助轉接電話，後來發現原來是場惡
作劇，疑羞憤自殺，舉世譁然。

此案對「如何保護病患隱私」具警惕意義

2. 力促修法….增訂刑事責任



醫療法第106條 (妨害醫療業務罪)

I. 違反第24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II.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
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III.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
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IV.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告論罪



Q：掌摑案是否有醫療法第106條之適用？

1. 法律修正不溯及既往 (醫療法第106條於
103.01.14修正)

2. 非執行醫療業務



陳男今年2月5日，因胃痛到新莊台北醫院就醫，
卻認為醫護人員未緊急處置他的病況，竟拿起護
理站的剪刀，刺傷蕭姓女護理師左大腿2刀，新
北地院依傷害罪判陳男拘役30天，可易科罰金3
萬元

雖然新修正的《醫療法》傷害醫護人員罪最重可
判刑3年，刑責較重，但新北地院簡易判決指出
，因蕭女當時在護理站處理排班事情，並非執行
醫療業務，因此仍認定陳男觸犯的是刑責較輕的
傷害罪。



3. 強搶電話案：公然侮辱、傷害、強制罪



強搶電話案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3年度易字第101號

A與甲於醫院候診室外因拿藥、病歷傳送等細故與甲發生不快

未能克制自身情緒與言行

動手拍打甲胸口，造成甲胸壁挫傷

辱罵甲「媽的，什麼東西」

甲不甘受辱，拿起電話，欲報警處理

A搶下話筒並掛斷電話而妨害甲撥打電話之權利，造成甲受有肩
鎖關節韌帶之扭傷及拉傷、臉、頭皮及頸之挫傷、下背痛併鈍挫
傷

又罵「你真的爬帶」



刑法第 309 條 (公然侮辱)？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公然侮辱罪)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百元以下罰金。(強暴公然侮辱罪)

刑法第 277 條 (傷害罪)？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一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 304 條 (強制罪)？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A觸犯何罪？



起訴

A涉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之公
然侮辱罪及第277條第1項之傷

害罪

依同法第314條、第287

條規定，須告訴乃論。

告訴 (X)

甲撤回告訴

不
受
理
判
決

本來要這樣的…..但……

公然侮辱 (V)
傷害罪 (V)
強制罪 (X)



雙方已調解成立，協議書僅記載道歉啟事登載位置為聯
合報第一版頭版頭，未區分全國版或地方版

事後A僅於聯合報之地方版登載道歉啟事

因與甲之認知不同而再生爭議，甲因此表示不願撤回告
訴，亦不同意為緩刑之宣告

經公訴人及本院勸諭，雙方願以較(A)小篇幅登載於聯合報全國版頭
版之方式，作為折衷解決之道

經辯護人詢問報社，聯合報表頭下方並無較小之登報尺寸，因再次
登報之費用高達9萬元

(B)辯護人提議是否以單版方式刊登於聯合報全國版或改登他報，但
均不為甲所接受

(C) 於本院審理時，辯護人表示A願將刊登單版之費用作價賠付甲



甲同意A給付5萬元，但希望A能向甲服務之醫院出具澄清意見書，

雙方因出具澄清意見書一事無法達成共識而協商破滅。

本院審酌A已履行調解內容，嗣就登報全國版或地方版之爭議，亦有所退
讓，最後提議作價賠償方案已為甲所同意

不料雙方卻因是否出具意見書而協議不成

足認A確有化解紛爭之意，未自恃履行調解內容而拒絕協商，考量上述過
程，A確有解決之誠，爰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

A犯傷害罪，處拘役10日

又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15日

又犯強制罪，處拘役30日

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折算1日。

應執行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NT 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



4. 對公務員犯罪：刑法第135與第140條

(恐嚇案 X 2)



Ａ於92年9月12日，因膝痛前往梨山衛生所急診，因不滿
該衛生所主任(甲醫師)之醫療處置，於甲為其看診時，當
場以「敗類醫生、醫界大敗類、你真的是混蛋、王八蛋」
等言詞侮辱甲，又因甲不從其意，以拳頭揮向甲將書報及
病歷丟向甲

其後A欲離開該衛生所時，又另起恐嚇之犯意，向甲恫稱：
「今天我不傷害你，明天我碰到你，我會傷害你，我幫你
們梨山去掉一醫界敗類，我一定做到，如果受傷害，就是
我做的」加害生命、身體之語，使甲心生畏懼，致生危害
於甲之安全。

侮辱罪
施強暴罪
恐嚇罪

恐嚇案 (1)



刑法第140條第1項 (侮辱)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
侮辱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300元折算1日

刑法第135條第1項 (施強暴)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5條 (恐嚇)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
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300元折算1日

判決結果



Ａ於民國80年4月26日攜其女Ｂ至高雄縣橋頭鄉衛生所注射三合一
疫苗，由該所護士甲實施注射，惟Ｂ卻於4月29日死亡，Ａ認甲涉
嫌業務過失致死罪，乃向地檢署提出告訴

檢察官認甲無犯罪嫌疑，而於81年6月4日予以不起訴處分

Ａ認司法不公，A懷恨在心，自96年7 月3 日凌晨4 時30分起至同
年9 月5 日上午6 時23分止，以手機傳送「如果你早死亡，罪孽早
日消」、「祝你早日脫離苦海」、「錢飛了、命也沒了」等隱含
加害他人生命身體之簡訊內容予甲，以此方式恐嚇甲，致甲心生
畏懼。

A，累犯，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NT1000元折算1日。

恐嚇罪恐嚇案 (2)



5. 醫療暴力之因應

(1) 習武？

(2) 衛福部5大措施

(3) 雇主之預防義務與處理義務

(4) 檢察署之協力



1.
習
武
？



被黑枝打，學空手道

上月6日遭黑枝毆打的彰基蔡姓急診醫師，事後因頭
部血腫，在家躺了3天，他悟出不想被打的自救道理
，在隔周即以時薪約1000元，聘請空手道專家對他進
行一對一教學。

蔡醫師指，學空手道不是要攻擊施暴者，而是若再遇
不理性病患家屬，他可學習閃躲，別再被打到躺在家
裡；因此即使再忙，他每周必定撥空習武。



病人暴衝，輕鬆制伏

台大醫院實習醫師林杏青說已在該道館習武好一陣子
，有次在醫院內，一名失控精神病患突然衝出病房，
護理人員攔不住，他立即運用巴西柔術制伏病患，「
而且沒被打到」。

三軍總醫院精神科護理長許瀚仁也指，曾在醫院被病
患朝頭部打了兩拳，當時也靠自學的巴西柔術制伏病
患。



台灣的急診室暴力事件4年來超過上千件。武道
館已有10多名醫護人員在學武。新光及台北慈濟
醫院每次習武開課，少則30多人，多則上百人。

急診室醫師找老師習武自衛，因為常遭病患親友
毆打。請問我們還有沒有政府？政府還有沒有警
察？警察還有沒有盡責？





凸顯醫療環境惡劣

醫改會研究發展組組長朱顯光表示，政府應讓人
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台灣醫護卻因怕被打，要
習武自救，凸顯台灣醫療環境的惡劣與悲哀，呼
籲政府正視醫療暴力問題，讓醫護人員能在安全
的環境下安心救人。

民眾吳宗翰說，醫護人員若為救人而被打，可能
失去工作熱情，對病人不利。

家庭主婦蔡媛如批評，台灣醫護人員竟得習武自
救，很慘。



衛生署稱「不鼓勵」

衛生署發言人王哲超表示，對醫護人員習武不反對，
也不鼓勵。

防治醫療暴力措施

 1. 急診室皆建置急診室門禁管制，與門診病人及探病
等訪客分開

 2. 將診療區與候診區空間區隔，並協商警政單位派員
，定時巡邏簽到

 3. 裝設警民連線

 4. 24小時保全人員

 5. 張貼反暴力海報

2. 衛福部
五大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法雇主第6條第2項

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
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3. 雇主
預防義務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9 條第1項

工作者發現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勞動
檢查機構申訴：

一、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

二、疑似罹患職業病。

三、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9 條第4項

雇主不得對第一項申訴之工作者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
利之處分。

3. 雇主
處理義務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5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6條第2項、第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三十八條
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三項、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第三十三條或第39條第4項之規定。

三、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應給付工資而不給付。

罰則



4. 檢察署之協力



修法亦納入此精神

醫療法第 24 條

I.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

II.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

III.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
全。

IV.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如涉及刑
事責任者，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



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