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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因厭惡終日埋首卷宗與律師打筆戰的生活，在民

國88年間，不理會同事的勸阻，結束4年6個月的法官

生涯，轉任檢察官，並分發到高雄地檢署服務。

轉任之初，地檢署內公認的「大檢」，仍以偵辦

槍、毒為主，對「抓賄選」這種會得罪政治人物並且

被民眾臭罵為擋人財路的缺德事，只有少數幾位怪咖

檢察官在做，並且樂在其中。

因為從小就目睹買票賄選橫行，因此，初任「檢

座」的我，對偵辦賄選案件，特別帶勁，滿懷熱血及

一顆不知那裡來的膽子，殺進衝出，至今回想，仍然

覺得緊張又刺激。

首次出擊，帶回烏魚子一片，見

識漁民強悍作風

第一次帶隊出擊，是支援林在培檢察官(現任士

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前往高雄縣林園鄉海邊某村查

賄。因為林在培檢察官已在某位競選漁會代表的家中

扣到數百盒烏魚子及香腸，因此懷疑已有部分漁民已

收到烏魚子及香腸，所以指示我前往某住處搜索。

屋主明顯是一位老漁民，臉上烙印著太陽及海水

刻劃的深深皺紋。我開門見山，詢問：「有沒有收到

某某代表送來的烏魚子及香腸？」並自認為很聰明的

往冰箱處移動，與調查員包圍該冰箱。老漁民見狀，

自動交出放在冰箱內的一片烏魚子。當時不知道該片

烏魚子與林在培檢察官所查扣的烏魚子是否相同，心

想：第一次出擊，不能空手而歸，否則不吉利，因此

決定扣押該片烏魚子，並將老漁民帶回縣調站訊問。

我告訴老漁民我的作法後，他一時難以接受，但

又不敢對我發脾氣，突然一轉身，打了站在他身後的

妻子一巴掌，並對妻子大聲斥罵：「昨天晚上叫你把

這片烏魚子烤來吃你就不要，你看，放到出事情了，

恁爸會呼你害死。」罵完，才悻悻然地跟調查員坐上

偵防車。我臨走時，有向剛剛被打的妻子保證會在他

先生氣消之後，才放他回來。

這件事讓我感觸很深：「討海人果然很強悍，在

家真的很有地位。」

偵辦旅遊賄選遭包圍，被迫發

表群眾演說

在選舉期間，最困擾檢察官的，莫過於偵辦

餐會及旅遊賄選案件，尤其在偵辦旅遊賄選案

件時，究竟要不要在回程路上將遊覽車攔下，

檢察官之間看法不一。

89年漁會選舉期間，我承辦生平第一件旅

遊賄選案件，候選人是某廟宇的主任委員，在

投票前夕，舉辦二天一夜的進香活動，包含

吃、住、車資、日月潭坐船、九族文化村門票

等，每人只要一千元，顯然是「假旅遊、真賄

選」。年輕氣盛的我，對這種變相的買票手

法，感到不以為然，所以，我決定攔下遊覽

車，給這些投機份子當頭棒喝。

當天我坐上警車，在國道岡山收費站將三

部遊覽車欄下，大約有一百餘人，連同車上的

「中壇元帥」及「池府千歲」，一同押往保五

總隊仁武營區。沿路警鳴聲大作，我搭乘的警

車來回穿梭，有一股說不出的快意與成就感。

一到仁武營區，百餘位老人及小孩馬上衝

下車找廁所，又因營區在假日期間只開放一間

廁所，人潮大排長龍，咒罵聲四起，等全部上

完廁所後就定位，已花費快2小時。製作筆錄期

間，要幫老人餵藥，還要幫忙照顧小孩，又因

時間拖延，過了晚餐時間，又緊急派人搜括附

近快餐店約一百餘份晚餐，直至晚上8時許，筆

錄才製作完畢，此時，早已人仰馬翻，正準備

將所有人送上遊覽車時，被偵辦的候選人果然

不肯乖乖就範，他終於反擊了! 

候選人胸前抱著「中壇元帥」，突然向群眾

宣佈：因檢察官的偵辦動作，延誤了神明回鑾

的時辰，對神明大不敬等語。群眾開始鼓噪，

並拒絕上車，最後竟然堵住保五總隊門口，所

有的檢、調人員反而被關在屋內，動彈不得。

沒想到候選人竟使出這招殺手，為了能

脫離現場，我硬著頭皮，拿起大聲公，發表了

我生平的第一次群眾演說。我一開口就大讚

「中壇元帥」、「池府千歲」法力無邊，神威

顯赫，從小就是祂的信徒，幫助我渡過很多難

關，改天一定專程參拜等等。現場的群眾感受

到了我的誠意，基於「信徒不為難信徒」、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精神，群眾陸續坐上

遊覽車，結束了這趟意外之旅。

這件事情讓我學到：「遊覽車不要隨便攔，

真的很容易出狀況。」而事後我也信守承諾，

在數個月後的某一個假日，親自到該廟宇上

香，對當天強行將「祂」帶到保五總隊的不禮

行為道歉。

鄉下查賄，意外幫忙救火

90年底鄉鎮長選舉，我負責仁武分局，轄區

有大樹鄉、仁武鄉、鳥松鄉及大社鄉，算是偏

遠地區。

晚上8時許，法警室轉來一通檢舉電話，對

方表明是某一位候選人的支持者，他已跟蹤敵

對陣營多日，發現敵對陣營的樁腳剛剛向某一

戶人家買票，他目前就守在現場。我聽完後，

認為真實性很高，馬上通知調查員及管區警

員，在20分鐘後現場集合。

該處在大社鄉靠山邊某村莊，非常偏僻，在

檢舉人的導引下，管區警員用力地敲門，屋主

從門中探出頭，檢舉人當場指證該屋主就是收

錢的人，管區警員因此理直氣壯地向屋主說：

「這是檢察官，要進去搜索，趕快開門。」屋

主懾於管區警員的威嚴，勉強開了門。

當我四處查看的時候，人群中不知是誰突

然冒出一句：「搜索要有搜索票，檢察官也一

樣。」當時法令剛修改，我很驚訝，在這鄉下

地區，政府的法律宣導竟然如此徹底。屋主看

我不出聲，顯然是被說中了，他小聲問：「有

沒有搜索票？」我也小聲回答：「匆匆忙忙出

門，忘了帶。」為了保持顏面，我突然想起同

意搜索的規定，即大聲說：「既然沒有收錢，

敢不敢讓我搜看看？」屋主看了管區警員一

下，小聲說：「好」，我繼續四處觀看，看不

出有任何異樣(原本就無異樣)，正準備脫離現

場時，無意間發現屋主一直把手放在口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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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隨口說：「把口袋裡面的東西掏出來」，他

臉色一變，竟然說：「我不同意搜索！」我當

時確實有一點生氣，質問他：「你怎可以說話

不算話，沒信用！」當雙方在爭執的時候，發

生一件令雙方都很詫異的事。

原來屋主的小孩在屋後洗澡時，燒熱水的木

頭掉了出來，燒到木造廚房，引起火災，大家

聽到有人喊：「火燒厝! 」時，都衝到屋後幫

忙滅火，因火勢不大，一下子就撲滅了。    

火一熄滅，大家又回到客廳，繼續爭辯剛才

同意搜索的事。這時，屋主很爽快的對我說：

「看在你剛才替我打火的面子上，我同意你繼

續搜索」，並主動將口袋裡的東西拿出來，有

現金一千五百元及候選人的宣傳單一張。當時

已是深夜11點多，再加上我驚魂未定，匆忙將

一千五百元扣押後，即離開現場。

該案件因屋主堅持扣案的一千五百元與選舉

無關，且檢舉人亦不知送錢的男子是誰，最後

以不起訴處分結案。案子辦不成，但終究幫人

家滅了火，也算是功德一件。

意外得知人性弱點，順利偵訊

突破

有一位經營消防器材公司的董事長，在某次

選舉時，替某候選人請客買票，被我聲請羈押

禁見。

羈押數星期後，該董事長仍然堅持不認識候

選人，是自願為候選人請客買票云云。對於這

種辯詞，我一向是嗤之以鼻，窮盡辦法，都要

找出與候選人的關聯性，而清查資金及通聯紀

錄，都是我常用的技倆。

為了清查資金，我傳訊了公司所有的會計

及秘書，共6、7人。在訊問的過程中，我發現

有一位秘書年紀特別輕，而且穿著特別漂亮，

非常可疑，最重要的，她對我詢問有關消防器

材的問題，完全一竅不通，我當時對她的不專

業，有些反感，認為年輕人怎可以仗著美麗的

外表在職場上打混，我深深為這個被我收押的

董事長感到不值得，因此越問口氣越嚴峻，最

後她受不了，竟然流下眼淚，細聲說：「我是

來照顧董事長的!」我終於明白了，原來她是地

下夫人。我知道我機會來了，我按住性子，隨

便問幾句，就放她回去。

隔天，我提訊該名董事長，告知我訊問的

結果，並且「好心」的告訴他：「我發現某某

秘書對業務完全不懂，簡直就是米蟲，再這樣

下去，你的公司會被她搞垮，你現在被關，不

方便處理，我會通知你老婆，讓她出面處理這

件事。」他聽完，馬上變臉，回答說：「檢察

官，我想通了，我認為買票是不對的，我感到

很後悔，我願意配合，把事情說清楚。」隨

即，清楚地供出上手，讓案情順利向上發展。

我是內行人，而且有職業道德，他的事，

我當然深藏心底，事後該董事長在每年的聖誕

節都會寄卡片給我，感謝我給他「自新的機

會」。大家心照不宣，一年又一年。 

檢舉父母收賄，攏是為了50萬

90年縣議員選舉期間，我受理一位女子的

檢舉，她表示娘家住高雄，夫家住台北鶯歌，

最近帶小孩回娘家時，無意間發現父母親的二

名鄰居已收受某樁腳送來的賄款，因此提出檢

舉。製作完檢舉筆錄，她臨走前，一再表示提

出檢舉是為了盡國民一份義務，有沒有檢舉獎

金都無所謂，如果有，那就更好等語。

根據她的檢舉，我搜索及傳訊該二名鄰

居，但都無所獲，我將結果告訴該名女子，並

且表示如果沒有其他證據，這個案子就辦不起

來，依規定，沒辦法發給檢舉獎金。她沈思了

一下，問我：「如果坦承收錢並且說出送錢的

人，會不會被關？」我告訴她法律上有減刑的

規定，大部分都可以易科罰金，她表示：「那

好，檢察官，我告訴你，我爸媽也有收到錢，

尤其是我爸爸最膽小了，一輩子沒有去過警察

局，你抓他去警察局，他一定會承認。」我聽

完，對這名女子多了一份佩服，傳說中大義滅

親的義舉，終於被我遇上了。

根據她的檢舉，案子很快就突破了，她的

父親在帶往警局的途中，就完全坦承收賄的事

實，並供出送錢的人，連原本否認的那二個鄰

居，得知已經有人承認後，也跟著承認了。最

後行賄的樁腳被判1年有期徒刑，該名女子的父

母親各被判刑4月及3月，均可易科罰金。

數個月後，該名女子又與我連繫，我很關心

她父母是否因檢舉賄選的事怪罪於她，沒想到她

說：「檢察官，我告訴你，到現在我爸媽都不知

道是我去檢舉的，我領了檢舉獎金之後，幫我

爸媽繳了罰金，他們說嫁出去的女兒還能這麼

孝順，很難得，我現在的母女關係比以前還好，

扣掉代繳的罰金，我還賺了20幾萬，我老公知道

後，對我好得不得了．．．」電話中，傳來她開

懷的笑聲，她又說：「檢察官，我告訴你，我住

在台北這裡，也有人在買票，下次如果我知道，

我再告訴你，好不好！我跟你說，我提出檢舉是

為了要盡一份國民應盡的義務，不是為了錢，真

的．．．。」我回答：「我完全瞭解! 」

50萬元的檢舉獎金，可以改善親子關係，也

可以增進夫妻和諧，更贏得了檢察官的尊敬，

何樂而不為！

助刑事組長解套，配合演雙簧

警察局的預算要議會同意，首長要到議會備

詢，所以要警察加入查賄，常陷警察於危險的

處境，因此，檢察官能幫忙的，就盡量幫忙，

包含演雙簧，幫他們脫困。

有一次指揮某分局查賄，抓到十幾個收賄的

選民，進展很順利，在辦公室等分局將人犯移

送，就大功告成。

原本預計下午四時許，分局就可以把人移送

至地檢署，直到六時許，仍無消息，心中擔心

會不會出了狀況。這時，電話響起，刑事組長

在電話中說：「原本要將人犯移送，但選民找

來了當地的某某議員，他以服務周到出名，和

分局每一個人都很熟，抓進來的選民都是他的

好朋友，他揚言如果將選民移送地檢署，就要

跟我同歸於盡，現在他人坐在刑事組門口 ，不

讓任何人進出。」

我聽完，對該名議員的大膽及火爆個性，感

到又生氣又好笑，我問刑事組長：「他是玩真

的，還是玩假的？」刑事組長回答說：「當然

是玩假的，他來之前，已經有電話預告，只要

武德殿／吳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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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台階下，對選民有交待，他就會回去，事

後也會來道歉，但是這一次他玩得太過火了，

一時下不了台。」我聽完，告訴刑事組長：

「那簡單，等一下我去你分局，你配合一下，

我給他台階下。」隨即，我趕到分局，果然就

看到該議員拿著一個小板凳坐在刑事組門口，

我一下車，就站在刑事組門口，對著門內的刑

事組長大罵：「組長，叫你四點多把人犯移送

過來，你一直拖到現在，你是不是想把案子搓

掉，過半小時再不把人犯移送地檢署，你就把

自己移送進來，罪名就是瀆職，犯罪事實自己

寫。」轉過身，我對著坐在板凳上的議員，輕

聲說：「這個刑事組長老是這個樣子，我早就

想辦他了。」說完，我就氣呼呼的離開了。

果然，人犯不但順利移送，也保住了組長

跟該名議員之間的友誼，議員也顧到了他的選

票，皆大歡喜。

為了讓查賄能順利，檢察官真的什麼事都幹

得出來！

野外埋伏抓現行犯，建立革命

感情

在查賄期間，常常訓斥調查員：「賄選這

多，為什麼不抓現行犯!」對調查員提出的種種

解釋，都聽不進去，直到有一天，自己親自去

埋伏，才知道真的很難。

擔任調查員的大學同學來找我，表示有一個

樁腳會在晚上外出買票，但不知行賄的對象是

誰，問我要如何處理。他的話激起了我的雄心

壯志，我毫不思索地回答：「以逮捕現行犯的

方式執行，並且由本人御駕親征。」但為了怕

無聊，我商請洪信旭檢察官陪同，沒想到他一

口答應。就這樣，兩個菜鳥，進行了生平的第

一次埋伏之旅。

擔任調查員的同學駕駛了一部偽裝計程車來

載我們，充份展現了他的專業。埋伏的地點位

於高雄縣大樹鄉九曲堂某民宅對面的草叢。

一開始覺得很新鮮，我和洪信旭檢察官平

躺在車內聊天，調查員則拿一副望遠鏡向外查

看，偶而會有路人經過，看見有二個大男人躺

在車內聊天，偶而會露出詭譎的笑容，偶而會

發出嘆息聲，但我們完全不在意。不久，就看

到鎖定的目標揹了一個背包，嘴刁一根香煙騎

機車出門，一副要外出買票的樣子，我們馬上

駕車跟蹤，無奈鄉間小路崎曲，小巷弄又多，

一下子就跟丟了，只好回到原處，過不久，又

看到目標回來，尾隨後，一下子又跟丟了，來

回3、4次，直到晚上十點多，對方騎車回家，

並且熄燈睡覺，才正式宣告：今天的任務徹底

失敗了。

事後檢討失敗原因，大家都認為問題出在：

「交通工具」，應該準備機車，而非計程車。

任務雖然失敗，但讓我瞭解現場埋伏的危險與

困難，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我與洪信旭檢察官

之間的革命感情。

結語

「在失敗中累積經驗，在挫折中培養勇

氣」，是我查賄的最大收獲。我也感謝當我還

是菜鳥檢察官時，朱楠檢察長對我的信任與支

持，他常常把矚目的案件交給我處理，給了我

很多磨練的機會，他曾經在我趕寫一件賄選案

件的起訴書時，對我說：「莊檢，這幾天你就

好好的寫起訴書，一到辦公室後，就把門鎖起

來，我會交待不准任何人去吵你，吃飯時間

到，我會請工友送飯給你。」雖然我真的鎖上

門，但始終沒有人送飯來。

但是這句話一直甜在心頭，持續到現在。

一、楔子

本署因紀念建國百年，擬出版開署以來第一本署史，

日前接獲檢察長之邀稿通知，希望以我在本署服務之生涯

經驗撰寫一篇感言。回到辦公室後，正在搜索枯腸陷入沈

思之際，思緒不知不覺回到84年12月底的某一天，那一天

正是我檢察官生涯的第一天，我懷著愉快、得意的心情，

甚至半帶點衣錦還鄉之心態，要到高雄地檢署上任。或許

是因為分發的地點是自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故鄉，又是

自己受訓實習的院檢，少了同期同學初來乍到的陌生感與

忐忑不安，心中充滿了自信與喜悅到達地檢署完成報到手

續。記得當日雖然已值歲末，但卻是一個溫暖晴朗的好天

氣，感覺上很適合新官上任，我的前手是一位即將榮升到

外檢擔任主任檢察官的學長，很熱心特地留下與我辦理交

接。但一見面，記得他先向我道喜，然後只丟下：「交接

之未結案件共有64件，卷宗皆在櫃子內；已幫你排定明日

開庭，開庭卷在書記官處，等一下會抱上來供你事先閱

卷；後天輪值內勤，是事先排定的勤務」等寥寥數語，即

互道珍重再見，歡喜上任去了。留下我面對滿櫃子的未結

案與桌上明日即將開庭的卷宗，心裡還牽掛著後天的內勤

一組，不知從何下手；這就是我在高雄地檢署檢察官生涯

的第一天，徬徨、茫然，又不知所措。

時光匆匆，回想當年報到時之情景，距今已是將近16

年前之往事。當年剛分發時甫屆滿28歲，是高雄地檢署最

年輕的檢察官之一，年青氣盛，活力充沛，辦起案子來勇

往直前、義無反顧，從不知疲累為何物。對於檢察官的工

作充滿企圖心與使命感，總想著辦一些大案子好揚名立

萬；偶有不受重用，無案可辦之情形，心裡就會不自覺燃

起「大鵬展翅恨天低」的遺憾。而如今歷經結婚、生子、

升調，早已年屆不惑，人生從青年已正式步入哀樂中年，

想起從前種種行事，常有昔非今是的感嘆。過去的點點滴

滴，往事已不復多少記憶，只餘少數當年辦案的感受與浮

光掠影，潛藏在腦海深處，在夜闌人靜失眠的夜裡，不時

如幽靈般喚起過去的回憶，供我回味再三。

如今趁此署史出刊的機會，也趁記憶尚未完消褪之

際，應該是將過去我在雄檢的生涯中，幾件令我感受深

刻、至今仍無法忘懷的案件，做一辦案心路歷程告白的時

候了。我想這樣作不僅是為署史留下一份紀錄，更重要是

為自己的檢察官生涯寫下一點歷史。雖然，這其中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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