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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2-6-6　 侮辱性言論1

【107律師第1題】

 甲與乙在臉書上發生口角，甲寫下：「你的留言，只能用無腦加混杖

忘拔旦形容」，乙則以「你腦殘、龜孫子啊」回應。兩則留言均有數以百計

的網民按讚或笑臉。甲認為乙之言語對其構成公然侮辱，立即對乙提出刑事

告訴，乙也以公然侮辱的罪名直接對甲提起刑事自訴。法院對於乙自訴甲之

案件，於一年內經兩審判決無罪確定。無罪判決理由主要為：目前已是網路

時代，法院對於人民在網路上隨興寫下的情緒性文字，應避免以刑罰予以制

裁，以免浮濫；本案中甲的用語是在形容乙的留言，不是指稱人身。即使過

去曾有法院判決認為「王八蛋」之用語足以構成公然侮辱罪，但是「混杖忘

拔旦」與「混帳王八蛋」之用語仍有不同，前者比較像是開玩笑，未必確有

侮辱的意思；數百人按讚或笑臉也可證明確實有人覺得是句好笑的玩笑話，

因此判甲無罪。

在甲對乙告訴之案件，檢察官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對乙提起公訴，地方
法院並依上述規定判處乙拘役1個月，判決理由略為：「腦殘」是污衊人格
的歧視性用語，「龜孫子」則不但是在辱罵甲本人，而且辱及甲的直系血親

尊親屬，為維護社會良善風氣，應認乙之言詞已非自我防衛的正當方法。又

數以百計的網友按讚或笑臉回應，也足以顯示其公然散播於眾的程度，並非

輕微。乙對上述地方法院判決提起上訴，高等法院合議庭審理後，不僅未認

為法律違憲，且維持原審有罪判決確定，乙遂自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

法。假設司法院大法官受理乙之聲請案後，作成解釋，宣告刑法第309條第1
項違憲，並要求立法機關自解釋公布日起二年內檢討修正。逾期未修正者，

上述規定失其效力。請問：

1 假設你是乙在上訴審時聘請的律師，擬在上訴理由中主張：法院對於刑法第
309條第1項之解釋及適用，應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請說明分
析法院應如何解釋並適用刑法第309條第1項，才能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
由之意旨。（30分）

2 假設你是乙在上訴審時聘請的律師，另在高等法院審理時主張刑法第309條
第1項違憲，違反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並同時主張「侮辱」一詞，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擬請求高等法院法官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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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309條第1項違憲。請以法官聲請釋憲之立場，說明聲請釋憲主旨及理
由，以供法官對刑法第309條第1項聲請釋憲之參考。（40分）

3 假設乙在知悉司法院大法官作成上述違憲宣告解釋後，在二年之修法期限屆
滿前，請問：乙對其已確定之有罪判決，有何救濟途徑？又假設乙因另案涉

及公然侮辱罪，為法院在上述解釋公布日之翌日，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判處
拘役1個月確定（下稱第二件確定判決），請問：在二年修法期限屆滿前，
乙可否依據上述解釋，對於第二件確定判決，主張何種救濟途徑？（30分）

參考法條：

刑法第309條第1項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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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8條第1項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8條第1項3838：「聲請解釋憲法，應以聲請書敘明左列事項向

司法院為之：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

法條文。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四、關係文件

之名稱及件數。」

題 型 分 析

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是否應除罪化，向來是各界熱烈討論的一
項議題。相較於大法官曾作出解釋的刑法第310條誹謗罪是針對不實訊息散
布行為（釋509），公然侮辱罪所針對的則是一般意見陳述行為。主張公然
侮辱罪應除罪化者，主要理由是表意人無法預見其言論是否會構成犯罪，而

易產生事前自我抑制的寒蟬效應，且表意人言論究竟有無造成他人社會評價

之減損，並無客觀明確之標準，易流於法官以個人認知檢查行為人品格及發

言適當與否，造成同樣語彙在不同法官判斷下，出現不同之判決結果。第

1、2小題，可借鏡相關討論，從上述角度出發說明。第3小題，則是測驗違
憲定期失效宣告時，案件應如何救濟之傳統考點。

38 108年1月新修正為憲法訴訟法第50條，惟至111年1月始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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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題字數約3238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 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刑法第309條第1項應為合憲限縮解釋

1.	法院就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解釋及適用，

應調和憲法第11條之意旨，給予言論自由

及名譽權最適之保障

⑴	按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言

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

最大限度之維護，惟為兼顧對個人名

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

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

限制。

⑵	刑法第309條第1項即係保護個人名譽權

而設，惟其牽涉名譽權與言論自由衝突

之問題，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第1項

時，仍應注入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

神，以符合憲法第11條所樹立之基本價

值決定。

2.	刑法第309條第1項並無客觀明確之標準，

易造成寒蟬效應，極不利於言論自由之發

展

⑴	我國實務多認為，如行為人並無侮辱他

人的主觀犯意，縱使他的言語有所不當

或致他人產生人格受辱的感覺，尚無從

以刑法第309條第1項相繩。

⑵	我國實務亦認為，陳述意見或「評論」

時，縱非符合客觀、嚴謹或符合社會禮

儀之用語，仍應整體觀察行為人所陳述

之客觀或主觀真實性、可受公評性，以

相關見解可參臺灣

高等法院106年度

上易字第2064號刑

事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106年度上易

字第2008號刑事判

決、臺北地方法院

102年度易字647號

刑事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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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適法與否之標準，尚無割裂部分

言論，以受評論之人因而感受難堪或

不快，即逕認構成公然侮辱罪。

⑶	然，上述實務標準仍流於抽象，尤

其，不同法官對於相同言論可能會有

不同的判決結果，流於法官以個人認

知檢查行為人品格及發言適當與否！

3.	應限縮解釋刑法第309條第1項

⑴	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一案中提出之標準，即：

公然侮辱罪所要制裁者的是「挑釁性

言論」，亦即足以立即形成創傷及立

即導致平和秩序遭破壞而有害公共秩

序的言論。換言之，公然侮辱罪真正

所欲保護的，並非被害者的名譽，而

是社會安寧、和平秩序的維持。

⑵	「有力的表述，未必是文雅的」，法

律上不應處罰真心說出自己內心感受

話語之人。言詞是否粗俗，端賴個人

之品味而定。是以，為最大限度保障

言論自由，應限縮解釋刑法第309條第

1項，僅於挑釁性言論，始有適用公然

侮辱罪之必要。

4.	本案中，甲與乙在臉書上發生口角，係甲

先出言挑釁，乙才留言回覆。依此情境脈

絡，斟酌乙之陳述動機及前後緣由等因素

綜合判斷，可知乙並非出於侮辱之意，而

係基於自衛、自辯而使用情緒宣洩、意境

傳達之情緒性對應字眼，應屬刑法第311

條第1款不罰事由。縱使該等言語有所不

可參考臺灣高等法

院106年度上易字

第310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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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或使受評論者感受不快，仍非對個人之謾罵，亦無貶抑他

人人格地位、名譽之故意，自不應以公然侮辱等罪相繩。

2 刑法第309條第1項應屬違憲，應停止審判並聲請釋憲

1.	按大法官釋字第590號解釋：「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

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

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

釋。」（釋字第371、572號解釋併參照）

2.	刑法第309條第1項顯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⑴	查刑法第309條第1項針對抽象之謾罵言詞處罰，但誠如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Powell大法官所述：「在言論自由之下，

並無所謂的虛偽或不實的意見。任何一個意見不論其是多

麼的惡毒，我們並不依賴法官或陪審團的良心來匡正它，

而是藉由其他的意見與該意見的競爭來匡正它。」

⑵	實則，在欠缺事實基礎下，法院如何證明被告之意見是虛

偽或不實的？又法院如何證明被指摘者的名譽受損？上述

這些問題，在無罪推定原則下，應該更難認為被告會構成

公然侮辱罪。但是，在法院實務操作上，卻反而變成只要

證明被告有此言論，就會有罪，顯然本末倒置。故刑法第

309條第1項顯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3.	客觀上確信刑法第309條第1項為違憲之具體理由

⑴	刑法第309條第1項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①	按大法官釋字第432號解釋意旨，立法上運用不確定法

律概念時應符合「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

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之法律明確性原

則。承前所述，所謂「侮辱」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尤

其相同語句在不同法院之間常會有不同的判決結果，常

流於法官憑一己之念行「言論檢查」。

②再者，隨著時代演進，傳統詞彙會因為使用習慣而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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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義性，加上被告個人的語言使用習慣（口頭禪）、開

玩笑、針砭評論等情狀，甚難就某詞彙一概而論地認定

其必定屬於「侮辱」性字眼，這也增加判斷的難度。

③參諸實務上常提出之判斷準則：「應綜合觀察行為人的

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行為時的客觀情形、語

言使用習慣、前後語句的完整語意、陳述動機及前後緣

由等綜合判斷之」，在如此複雜的判斷基準下，造就表

意人無法預見其言論是否會構成犯罪，而易產生事前自

我抑制的寒蟬效應！故刑法第309條第1項實違反法律明

確性原則。

⑵	刑法第309條第1項無法通過嚴格審查基準之違憲審查

①本案應採嚴格審查基準

A.依大法官釋字第414號解釋及第623號解釋意旨，應針

對言論價值高低，區分不同寬嚴之審查基準。

B.查刑法第309條第1項是針對言論「內容」予以處罰，

但刑法第309條第1項並未區分言論內容價值高低，

一律憑語彙有無貶意來認定，故其射程範圍極廣，

高價值言論亦可能會受其懲罰。故為給予言論最大

限度之保障，應採嚴格審查基準。

②嚴格審查基準之操作

A.刑法第309條第1項目的在於保障名譽權，或可認屬重

大迫切利益。然刑法第309條第1項採刑罰手段，顯

然與達成目的間不具嚴密剪裁之關聯性，蓋被告基

於一時情緒激憤而責罵告訴人，告訴人或有情感受

損，至多僅生民事上賠償請求權，國家實無理由動

用刑罰權介入。

B.再者，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雖認為應避免享有財

富者得任意侵害他人名譽之現象，故對採民事求償

制度持保留態度。但於實務操作上，即便依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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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條第1項判被告有罪，但幾乎都得易科罰金，對

被告而言，承受的同樣都是懲罰其財富損失。

C.是以，基於刑事最後手段性的要求，刑法第309條第1

項並無法通過嚴格審查基準之違憲審查。

3 乙的救濟途徑

1.	乙對已確定之有罪判決（下稱第一件確定判決）應得請求再

審或其他救濟

⑴	按大法官釋字第177、185號解釋意旨，均在使有利於聲請

人之解釋，得作為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下稱原因案件）

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惟該等解釋並未明示於大法官宣

告違憲之法令定期失效者，對聲請人之原因案件是否亦有

效力。

⑵	故大法官釋字第725號解釋文明示：「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

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

者，聲請人就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即得據以請求再審或其

他救濟，檢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法院不得以該

法令於該期限內仍屬有效為理由駁回。如本院解釋諭知原

因案件具體之救濟方法者，依其諭知；如未諭知，則俟新

法令公布、發布生效後依新法令裁判。本院釋字第177號

及第185號解釋應予補充。」大法官釋字第741號解釋另補

充：「凡本院曾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聲請人據以聲

請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

各該解釋之聲請人均得就其原因案件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

救濟，檢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以保障釋憲聲請

人之權益。本院釋字第725號解釋前所為定期失效解釋之原

因案件亦有其適用。本院釋字第725號解釋應予補充。」

⑶	又上揭大法官解釋雖是針對「聲請人聲請釋憲之原因案

件」，但解釋上，於法官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亦應有適

用，以保障人民訴訟權。故乙在二年之修法期限屆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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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2-6-7　 侮辱性言論2

【109司律第1題第1小題】

 甲不滿立法院刻正審議的社會改革法案，利用A市政府舉辦國際運動會
開幕之際，試圖持抗議布條闖入開幕典禮會場，以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

結果遭到A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員警阻擋，並強制驅離。甲未達目的，氣憤難
消，於是在個人臉書上發文：「A市政府警察局阻擋抗議的員警都是腦殘分
子，躲在後面的市長乙是標準的龜孫子，其領導的市政府是烏龜集團」。甲

發文一出，立即獲得網友交相按讚呼應。市長乙獲悉後震怒，隨即指示警察

機關蒐證，以甲涉有公然侮辱公務員及公署罪嫌，移請檢察官偵辦。經該管

檢察官偵查後，依刑法第140條第1項及第2項提起公訴。市長乙乃透過市政
府官方網站發布新聞稿（下稱系爭新聞稿），對甲進行反擊，痛斥：「甲不

對於第一件確定判決得參照大法官釋字第725、741號解

釋，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

2.	乙對於第二件確定判決應無救濟途徑

⑴	承上所述，大法官釋字第725、741號解釋是針對「聲請人

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而解釋上可擴及類推適用於「法

官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

⑵	惟按大法官釋字第686號解釋：「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之案

件作成解釋公布前，原聲請人以外之人以同一法令牴觸憲

法疑義聲請解釋，雖未合併辦理，但其聲請經本院大法官

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亦可適用

本院釋字第177號解釋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

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經合法聲請大

法官解釋程序之案件，始得適用大法官釋字第177號解釋進

行救濟。至於未經大法官解釋聲請程序之案件，即無從提

起再審之訴請求救濟。

⑶	因此，乙的第二件確定判決既屬未經大法官解釋聲請程序

之案件，自無從提起再審或進行其他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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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國家顏面，恣意妄為，簡直就是王八蛋」。請問：

1 甲認為刑法第140條第1項及第2項侵害其言論自由，違反憲法第11條保障意
旨，欲請求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假設你是甲

的辯護律師，如何為甲提出請求，說服法院聲請釋憲？（40分）

參考法條：

刑法刑法

第140條第1項第14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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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140條第2項第140條第2項

對於公署公然侮辱者，亦同。

題 型 分 析

依本題題旨，考生應替甲說服法院聲請釋憲，故從程序上應如何裁定停

止訴訟聲請釋憲，以及實質上如何認定違憲之具體理由（言論自由的保

障），均應做清楚說明。

擬答  本題字數約1533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刑法第140條第1項、第2項侵害言論自由，有違比例原則等憲

法原則，甲之律師得援引相關司法院釋字請求法院裁定停止訴訟並

聲請大法官釋憲。謹敘明甲辯護律師得提出之理由如下：

1 按釋字第371、572、590號之解釋意旨，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

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

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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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

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

請大法官解釋。

2 刑法第140條第1、2項（下稱系爭規定）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應

進行合憲性審查

1.	按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

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

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

度之保障。此有釋字第509、744號解釋意旨可稽。

2.	又，雖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

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但仍應符合

法律明確性等原則，且其限制不得違反憲法第23條。故本案

應以系爭規定為先決問題，進行合憲性審查。

3 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1.	按釋字第432、793號解釋意旨，立法上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

時，應符合「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

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之法律明確性原則。

2.	然系爭規定使用「侮辱」、「當場」、「公署」等概念意義

皆不明確，系爭規定保護之法益到底是公務員個人人格或是

公務執行之公共利益也難以釐清，顯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

尤其，人民使用之語句辭彙是否構成侮辱，須根據人民語言

使用習慣、職業、年紀、教育程度、表意時情境等因素作綜

合判斷，個別法官對於相同語句辭彙亦難有統一見解，造成

人民事前根本無法預見其行為是否會構成犯罪，極易造成寒

蟬效應。

4 系爭規定違反憲法第23條

1.	本案應採嚴格審查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