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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 性

   103 年 8 月 8 日，高雄監獄厚

重的鐵門一扇又一扇地打開了，我

站在登記台前一遍又一遍地寫下自

己的職稱：「觀護人」，接著是一

次又一次的檢身程序，我微笑著忍

受著，因為一直都知道這些過程是

免不了的，但心情卻從來沒有哪一

次有好過一點點，因為即將面對的

又是另一個出監的性侵害案件假釋

犯，是俗稱的「色狼」、「惡狼」

甚至「變態」，跟著教化科人員走

過一道又一道的長廊，在見到他的

真面目之前，趁著沒人注意，我把

握機會深深吸了一口氣，想為自己

鼓起勇氣，卻沒想到過，原來這將

會是我一生中永遠無法忘記的回

憶，人世間最反諷的「父親節」。

狼來了？ 

   他看起來白淨斯文，言談舉止

非常有禮貌，他說從來他沒有做過

那些事、是社區發展協會跟他有資

金糾紛所以誣陷他，他請求監方人

員協助他為了深愛的兒子遷戶籍，

他說獄中心理治療師認為他是清白

冤枉的，不認為他有病、不需要做

加害人心理治療……。

    他的案件驚世駭俗的程度當時

上了報紙頭條，加重強制性交及加

重強制猥褻罪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11 年，原本應該服刑至 104 年 7 月

才能期滿出監，經法務部核准假釋，

提前於 103 年 8 月假釋出監。他假

釋出監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由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進行加害人身心

治療輔導教育，也是警察局列管 7

年登記報到對象，轄區分局至少每

2 週查訪 1 次。我手上的判決書，

寫著他連續強制性侵、猥褻至少 20

位國中男學生，全都是 13 歲到 16

歲間的少年，藉口帶籃球隊參加比

賽，在被害人家裏、球場、參加比

賽同住的飯店，對無知懵懂的少年

抓摸下體甚至口交，他使用假名偽

造職業級籃球教練證，欺騙嚮往「空

中飛人喬丹」的男學生，讓家屬誤

以為是健康的運動團體，事實是他

的「專屬個人後宮」。

   那年 35、36 歲的他得意洋洋

地帶著小男生們拿到的社區籃球賽

季軍獎盃，放在家裏生鏽掉漆，被

關了十年還捨不得扔，卻從重見天

日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都不承認

他犯案，更不承認有戀童，甚至不

承認是同性戀，說到獄中沒有朋

友還跟獄友打架，還哭得帶雨梨

花兼哽咽啜泣……嗚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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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著羊皮的狼來了！ 

   做觀護人這麼多年，常常看個

案哭，甚至希望逼個案哭，因為一

個人落淚的時候，是穿透他靈魂的

最好機會，也是最能夠協助他改變

自己、重新開始的機會，知道是為

了什麼讓他流淚，也才能知道是誰

或是哪件事，對他最重要。但他不

為愛之深責之切的爸爸哭、不為苦

等他出監就過世的媽媽哭，也不為

離婚遠走的前妻哭，更不為他說

「比自己生命還要重要」的親生兒

子哭，他最傷心竟是獄友恥笑自己

是「幹屁股的」所以沒有朋友，我

當場責問他說謊、偽造文書、當

司法黃牛、傷害許多少年，但他

抹抹滿臉的鼻涕眼淚，像個沒事

兒人似地微笑看著我，顧左右而

言他，說自己是「強恕中學的教

練」、「中正預校的教官」……。

極力忍耐即將噴發的怒火，只靜靜

地在筆記寫下「4%1」這二個字。

   不知道為什麼，他報到還不滿

一個月，我卻每回見到他總覺得煩

躁不安，於是我詳細整理了他的資

料，赫然發現許多基本資料包括學

歷、經歷、工作需求、生活狀態，

跟我所知道、他自己陳述的都完全

不相同，我忍不住打電話給他唯一

還肯接納的家屬，驗證到最後只聽

見電話那頭傳來苦笑說：「他老是

說謊，我們都已經麻痺了，知道就

好，也不會說破。」為了他的案件，

我寫了生平第一件「個案謊言及對

照一覽表」，有些甚至不用半秒鐘

就會被戳破的無意義謊言，他也能

面不改色地說謊，即使當場被「面

質」，也從來不臉紅。他雪白的肌

膚、圓胖的臉頰，愈看愈像是一張

好大的白磁面具，既然我打不穿那

面具，只好借助科技的力量，安排

1 參見 4% 的人毫無良知我該怎麼辦？ 一書「反社會人格疾患」（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這是無法矯正的性格缺陷，目前的研究資料認為，大約有四％的人口屬於這
種人──也就是說，二十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個。

騙過測謊機之波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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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犯罪證據般的獎盃

   其實，他的假釋期間只有短短

的 8 個月，而且是非暴力型的性侵

害犯，又急需找到能維持生活的工

作，照理來說，戴上電子腳鐐限制

他的門禁時間，似乎非常不人道，

即使深深懷疑他是反社會人格者的

我，其實也很猶豫不決，於是私下

他測謊，沒想到，他通過測謊，更

奇怪的是測完謊非常開心，甚至說

改善了長期以來的失眠症狀，我在

10 月 21 日的約談紀要裏寫下了：

「個案對測謊的態度異於常態，可

能是個案坦白以致於有所紓解，但

也可能是個案說謊已到自我催眠的

程度，測謊反而加強了個案的錯誤

認知，畢竟測謊不是萬能。」

   圍繞在他這案件的相關人士，

似乎都相信他的話，只有我老在扮

黑臉，搞到諮商關係都緊張了起

來，他好幾次寫報到心得時劈頭第

一句就是：「觀護老師很兇……。」

執行到最後回頭來看，只能苦笑承

認他所說的一切大概只有這話是最

誠實的。在我最懷疑自己判斷時，

又出現了罕見的警鐘，個案間雖總

是沆瀣一氣，但他有時在外與我這

股的其他受保護管束人聊天，竟不

只一位在約談時偷偷跟立場對立的

觀護人「通風報信」，把聊天的內

容告訴了我，果真證實了他在我和

治療單位的面前說的頭頭是道的內

容，全是一個又一個串連不起來的

騙局和謊言，幾次下來，我愈加肯

定自己的直覺。

跟要好的觀護人商討大計，執行科

檢察官也下命令書要求他接受電子

監控，他出監後馬上收到「四道金

牌」和一個「金腳環」，四道金牌

是執行電子監控命令、監控時間內

不得外出、指定居住於監控處所和

「禁止參與青少年活動及任該相關

有給職和無給職行業」的特殊命

令書，他戴上之後，始終乖巧無違

紀，沒有人料想得到，他或許是第

一個靠著最後一道金牌加上電子腳

鐐紀錄聲請撤銷假釋的個案。

   11 月 4 日，一個再普通不過的

約談日，我的個案排得滿檔，包括

他，下午三點半要來報到。一早突

然接到平日說話慢條斯理的衛生局

合作窗口打來急急忙忙問：「XX 是

你這股的個案吧？」他竟然故技重

施，這回選更小的孩子，到國小校

園拿著自己的基礎丙級籃球證騙國

小學生猥褻！高雄市家防中心連絡

衛生局窗口想知道他的性侵加害人

身心治療狀況，平日就交好的衛生

局窗口一聽他的名字，馬上聯想到

是我的個案。

電子監控 +禁制令≠
防狼萬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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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小『藍』帽

   事件爆發簡直是童話故事「小

紅帽」的真人版，小紅帽的故事

裏是小妹妹靠著觀察力和勇氣，

成功辨認出大野狼，救了自己和

外婆，而這次也一樣是靠著觀察

力和勇氣，成功辨認出大野狼，

救了自己和同學們，不過這回的

主角是小六男童，所以叫他們小

「藍」帽。他因為球技太爛被恥

笑，一群小學六年級男童裏有個

反應快的，記得了他的名字，上

網查他宣稱擔任教練的國中籃球

隊，一查發現全校所有教練都是女

性，沒有他！間接地告訴同學、

同學告訴家長，一傳十、十傳百，

消息走漏，才讓老師們馬上通報

給家防中心，而且通報時誤傳是有

八名學童已經遭到性侵，還被要求

排排站自慰給他看的可怕情節，家

防中心火速指派三位社工到學校進

行個案調查，也貼心地會同婦幼隊

指派偵查佐與社工一起去，讓遭性

侵害的學生可以立即製作筆錄並減

少陳述，避免二度傷害，同一時

間，警務員報請高雄地檢署婦幼專

組的主任楊碧瑛，指派檢察官鄭靜

筠指揮偵辦。幸好社工訪談結果發

現只有性騷擾，但他幾乎每個週末

下午約 3 點多都會進學校跟學生打

籃球，在打球過程中拍摸屁股，讓

懵懂的小學生感覺很奇怪不舒服。

   不過，經驗老道的家防中心社

工、婦幼隊等，並沒有因為只有摸

屁股就掉以輕心，又接著請學校協

助追查，意外發現他傳送性騷擾影

片和語句給更多國小男生，其中之

一是某個穿和服的女人，先用刀刺

腹部，鮮血直流猶如恐怖片，接下

來脫光和服變成露點的色情片，小

男孩看了十分害怕，傳 line 指責

「教練」為何傳這種片給小學生？

個案竟用挑逗意中人的語氣跟小孩

對話，直到家長注意到 line 的訊

息，接過手機揚言報警，他才像個

「真教練」似地誠懇有禮道歉說是

「傳錯了」。除了當時他鎖定的小

學以外，也發現他的臉書好友名單

中有多所高雄市國中小甚至高中學

生的資訊，依據他以往的犯罪模

式，高雄市性侵害防治的網絡成員

從社工、司法、警政、衛生到教育

全都寒毛直豎，大家都認為他有犯

罪意圖。

狼蹤

   絲毫不知事跡敗露的他遵守時

間準時來報到，為了怕打草驚蛇，

我強壓住血管中瘋狂飆升的腎上腺

素，一如往常和緩地與他約談，他

也一如往常從容不迫地說著謊，詳

細地說他每日白天如何認真工作、

晚上早早就回家遵守電子監控命

令。想到國小男生被抓下體拍屁股

的噁心感，接下來真令人不敢想像

還會發生什麼事？撤銷假釋勢在必

行，但只靠著這次的騷擾通報光是

成案就有困難，想撤銷假釋恐怕只

是緣木求魚，為了讓法務部同意撤

銷他的假釋，抓破了頭，我突然想

到，如果這回是轉向更小的被害人，

那麼他原本的「天菜」國中男生，

一定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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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監控命令書

我抓起電話連絡電子監控系

統的台北監控中心，請工程師以每

日每二個小時為計，幫忙抓出他停

留在學校附近或籃球場的紀錄，我

一邊狀似瘋魔般啃著電話和研究路

徑，一邊操作電腦讓印表機拼命吐

出一張又一張的地圖，果不其然發

現他白天在高雄的五所國中小動輒

待上一、二個小時，甚至在籃球場

上拍籃球賽的影片，簡直是當「選

秀會」一般，這比臉書加好友來得

具體而有說服力得多，原以為這樣

就能具體認定他違反禁制令「禁止

參與青少年活動及任該相關有給職

和無給職行業」，撤銷假釋唾手可

得，沒想到卻還一波三折，甚至還

被無端污名指責。

獵狼行動 開始！

流竄，後果不堪設想！但現在需要

更有力的協助，去說服別人，也支

持我們，這一切判斷是正確的，突

然想起在性侵加害人社區處遇小組

會議上，有一位溫文爾雅的外聘醫

師委員、前高雄縣衛生局長黃志中

（註：現為高雄市衛生局長），總

能提出有建設性的方向，他二話不

說馬上提出「xx 性侵害再犯危險行

為意見書」，用他的專業背書：「該

員 92 年所犯性侵害行為，為假冒

具權威與指導特質的籃球教練，對

象為具有性特徵卻缺乏性敏感及性

經驗之國中男童，為多時、多地點

的性侵害犯行為，此等特徵具強烈

戀童之性慾望，不易滿足之明顯自

卑（對象為國中男童）及誇大（偽

造教練身份）之心理需求……11 月

初經通報對數位男童進行不當性接

觸，參酌過去犯罪模式，其戀童之

慾望已達不顧司法外在監控而處於

   夕陽西下，我拖著沉重的心情，

遲緩如老太太般走在中正橋上，看

著靜靜流過的愛河，一旁經過幾個

嘻笑玩鬧的國中男生，身上掛著髒

兮兮的制服、手裏拎著裝籃球的網

袋，洋溢無限的歡樂，推擠跑跳經

過我身旁，隨風吹送來青春的汗臭，

我禁不住想起他的兒子也正是這年

紀，如果錯誤判斷，讓這個早就沒

有媽媽的孩子，引頸企盼父親十年

後歸來，卻又再一次遭到失去父親

的打擊，豈不是千古罪人？一陣寒

顫傳遍全身，我搖搖頭告訴自己，

不，全高雄市的國中小學男生，北

至楠梓南至大寮，全都成了潛在被

害人，還有人已經被摸了，再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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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再犯狀態，需限制其人身自由，

以有效禁絕接觸潛在被害人。」

整理出厚厚一疊撤銷假釋聲請

資料，執行科檢察官李佳韻火速同

意，還詳細附註撤銷假釋原因，「受

保護管束人遭國小男童投訴騷擾和

傳送不雅圖片影片情形，雖尚無具

體強制猥褻少年之犯行，然違反特

殊禁止命令事證實屬昭然……。」

撤銷簽呈迅速發送一路進監獄和法

務部了。

   為了有效預防犯罪，一方面希

望讓加害人儘速被繩之以法，另一

方面也期待能減少潛在的被害人，

為了向這些曾經被他鎖定的學校示

警，我馬上連絡家防中心組長啟動

市府系統，火速將網絡所有成員包

括他臉書連絡的潛在被害人學校代

表全部一次全找來，說明他的整個

案情，擔心他「獵豔」在即，讓知

情的網路成員們都十分焦急， 但

個人資料法如緊箍咒般束縛著公務

員，不能貿然洩露個資，連 11 月

11 日開會名稱都只好寫得令人一

頭霧水：「性侵害防治教育網絡聯

合處遇會議」開會內容是：網絡人

員共同討論合作機制，並研商預防

性侵害加害人潛入校園危害學童安

全，以維護未成年兒少之人身安

全。開會前，來參加的學校老師們

個個面面相覷，如丈二金剛摸不著

頭緒，開會時，一說明案情，氣氛

就彷彿原子彈在面前爆開般讓老師

們驚恐不已，我們一面鉅細靡遺地

解釋目前處理狀況，一面安撫老師

們的緊張，老師們也全力配合我們

的處理，並且全力宣導學生和家長

留心他的行蹤。

  會後，我們特別請其中一所學

校的學務主任留下來，情勢險峻已

不容許婉轉，只好單刀直入說：「他

猥褻時會帶著兒子打籃球降低其他

學生的警覺，對青少年的兩性教育

是錯誤示範，輕則利用兒子，重則

逼兒子當共犯，最壞的狀況是虎毒

食子！」當時我衷心希望只需要提

醒老師對他兒子做好性教育就可

以，沒想到 2 天後，主任結結巴巴

地打電話說，所言全部實現，我沒

有一絲喜悅，我多麼希望自己是錯

的！

虎毒不食子 但戀童狼會

   案件一下子從預防性示警，提

升到利用團隊力量即時拯救被害人

脫離魔爪，家防中心和婦幼隊像被

打翻的蜂巢般，社工們忙碌地奔出

奔入，進行性侵被害人調查筆錄，

婦幼隊小隊長梁政邦的手機成了每

天的「熱線」。原來他從 103 年 8

月假釋出監後不久，就假藉洗澡之

名，對親生兒子強制猥褻，每天在

家亂摸一通已經夠令人髮指，一個

月後竟開始性侵！凌晨約 3、4 點，

被害少年在睡夢中感覺下體有異，

醒來發現父親竟在對自己口交！被

害人反抗要求父親停止，但這位親

生父親，竟然說今天有燉補藥給少

年吃，這種補藥會將身體毒素集中

在下體，需要透過口交方式將毒素

吸出，否則對身體不利！之後幾乎

每個週末與父親同住時，他都會選

一天燉補藥逼少年吃，並在夜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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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吸毒素」對少年口交，如果反

抗，他有時會停止，但有時會大聲

喝叱，或撥開少年的手繼續直到少

年射精在其口中。少年多次抗拒，

他竟然假冒我的名義，宣稱他有

告訴我「吸毒素」的「治療」，是

我命令少年一定要服從，否則就會

「撤銷扶養權」，讓他「不用扶養

兒子」，還寫成「狀紙」，逼少年

簽名畫押。無論嚴父或慈父，大家

想到的父親節都是感謝父親辛勞養

家、愛護子女，到底是什麼樣的

父親竟然能性侵害自己親生的兒

子！？還能拿管束自己的觀護人當

恐嚇親生兒子的武器，所謂的「虎

毒不食子」的俗諺還真被他徹頭徹

尾顛覆。雖然全是謊話連篇，但在

父親權勢和威嚇下，深怕被拋棄的

兒子只好半信半疑順從，我則是氣

得七竅生煙。

歹竹出好筍

原本敬愛父親的孺慕之情和被

性侵的羞辱感，交雜著誤信遭背叛

的沮喪，讓一位原本天真坦率愛聊

天的 14 歲少年，變成一個什麼話都

說不出來的蛤蜊，他緊閉雙眼、表

情痛苦，自己也育有二子的檢察官

鄭靜筠看到少年如此煎熬，也備感

不捨，開不了口的部份就讓他用寫

的陳述受辱過程，每個同學們快樂

放假的周六周日，都是他淪為親生

父親禁臠的地獄，少年就這樣獨自

一人，從 103 年 9 月起到 11 月作筆

錄的當天凌晨，咬著牙默默地忍受

父親性侵。做完筆錄後，少年堅強

地忍住淚水，主動說出住在附近的

同學常到家裏玩，擔心今晚自己被

家防中心安置以後，同學可能會被

迫「接替」自己，變成狼父的下一

個洩慾工具，拜託社工可不可以去

警告同學千萬別再來了，少年的純

良和傷痛，讓第一線的我們忍不

住都心酸了起來。他假冒籃球教練

的事早就被同學們知道甚至曾被騷

擾，被安置後，少年的導師和輔導

老師全力配合社政處遇，社工也問

少年想不想轉學？但少年竟選擇堅

強地回到學校，面對早就傳得沸沸

揚揚的學校還完成了學業。

    103 年 11月 13日，這頭社工、

婦幼隊警察、學校老師們一棒接一

棒溫暖地照料著被害少年，那頭霹

靂手段一招接著一招出，檢察官急

件核發傳票及拘票，另一組警察荷

槍實彈準備逮人，我連接各方資訊

的二支手機加上辦公桌電話同時鈴

鈴鈴響個不停，電腦上他電子腳鐐

的行蹤軌跡圖彷彿電影情節般閃爍

著詭異的光點，大腦裏無數的訊息

像 F1 賽車般衝擊狂奔，接電話、講

電話、記筆記、打電腦全在同一時

間一起做，恐怕連八爪章魚的手也

不夠用了。

往哪裏跑！十年前抓你 十
年後再抓

檢察官擔心去逮人的警方不認

識他的長相，怕過程橫生枝節，要

我具體形容他的模樣，深怕還不夠

詳細我趕快打電話問學校主任他今

早送兒子去時穿什麼衣服，他竟穿

了一身如國家代表隊教練的「籃球

教練裝」。沒想到，半年後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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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才知道，果真是賊星該敗，帶 

隊去抓他的少年隊小隊長朱益文，

就是 10 年前他初次犯案被發現時

去逮他的人！埋伏在校門口一眼就

發現了他，像顆球似地一溜煙躲進

學校，放學後空蕩蕩的國中教室旁

樓梯間，一陣警匪追逐戰後，當然

還是被逮到，他還一臉無辜地問年

輕的警佐們：「為什麼要抓我？」

早就知道他幹了什麼好事的朱益文

真是怒從心頭起，當場就大吼一

句：「你心裏有數！」看著熟悉的

金剛怒目，這才讓他喋喋不休的嘴

停住。

法袍、監獄、狼難逃

   回到婦幼隊，換另一組警佐們

在漆成雪白的獨立訊問室裏問筆

錄，他表現得比牆上的雪白還清

純，那爐火純青的說謊技術，又讓

不少人懷疑：「是不是抓錯人？」

他主動交待所有行蹤，每天都騎機

車接送兒子上下課，沿路的景色如

何變化，說樹有樹、說河有河，熟

悉高雄一景一物的警察們實在說不

出反證。他說他愛子心切，自己是

多麼關心兒子，為了兒子多麼認真

找工作、面試，說得頭頭是道，甚

至落淚表示清白。晚上八點，婦幼

警察帶著他到地檢署，檢察官訊問

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反覆

實施、湮滅證據、勾串證人之虞，

晚上 9 點半當庭逮捕並向法院聲請

羈押，直到那天深夜 12 點半法官

裁定羈押獲准後，我才真的能請法

警黃維德剪下他腳上的電子監控，

看著停留不動的位置光點終於熄

滅，我以為這麼多天的夜不成眠總

算也該停了，但我仍然呆坐在監控

手機前，直到天光……。

   如果這是一部電影，在最後尾

聲時，黑底的畫面會出現一段字：

科技監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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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狼 後有虎 至少這狼先
抓住

   電影打完這行字就可以 Happy 

Ending，高雄性侵防治網絡成員卻

有無止盡的工作在眼前。我們沒有

任何一個人可以預知誰是大野狼，

也無法阻止大野狼被放出來，但從

「被告現已遭撤銷假釋，在高雄監

獄執行殘刑。所犯性侵案經檢察官

詳細偵查後，發現 A 男假釋出監後

猶不知悔改，於假釋期間，不顧

人倫，對被害少年計強制猥褻 52

次，強制性交 11 次，合計犯行共

高達 63罪，且對被害人毫無悔意，

於本日起訴被告，除建請依刑法第

91 條之 1 規定對被告施以強制治

療外，並向法院具體求處有期徒刑

20 年。」

第一個受害國小的老師警覺開始，

讓通報進入家防中心，訓練有素

的組長通報婦幼警察隊，又連繫

衛生局，積極協助受害的被性騷擾

學童，接軌了處理加害人的地檢署

觀護人，最後成功地由警察們逮捕

了他，讓檢察官能收押和起訴他。

沒有加害人的傷害，當然也就沒有

被害人的痛苦；讓被害人遠離了加

害人的掌握，也就減少了加害人不

斷累積的罪惡，無論職責是管控加

害人或協助被害人的成員，全都攜

手減少了被害人的椎心之痛，所有

成員專業的敏感和合作的態度，

見微知著，從小小的摸屁股案開

始，營救了深陷家內性侵的少年，

更讓全市甚至全國的少年和家長都

能多安心一分，雖說犯罪和疾病都

一樣是「預防勝於治療」，但本案

件之處理是極為特殊的一次，從預

防開始就火速治療並且持續預防被

電子監控設備主機



柔

性

司

法

篇

164

害人增加的成功網絡合作模式。

   網路成員不單只是「防止」性

騷擾和性侵害，還「發掘」性侵害

和家暴案件，靠著司法正義，即時

撤銷假釋和羈押起訴，檢察官迅速

的預防性羈押，和求處重刑的起訴，

更立即斬斷正在持續中的性侵害和

預防了接下來無數個性侵害案件。

從事件的一開始，到暫時畫下句點

的那天，從社工、警政、衛生、教

育到司法各自的專業人士，悄聲地、

迅速地，在無人注意的角落，一環

接著一環，一段接著一段，像鋼絲

串起一粒粒珍珠的項鍊般，串起了

一條色狼的奪命索，勒緊了這狠心

色狼的頸子，最後終於將狼關在牢

籠中。

無人相識  無時守護

   夕陽西下，再一次行經中正橋，

愛河依然靜靜地流過，沒有為我們

的辛勞多所停留和慰問，幾個玩得

一身髒兮兮的國中男生，背著書包、

拎著籃球網袋，又似曾相識地嘻笑

玩鬧經過，無視於我閃爍的淚光。

他們不知道，被害少年背負著難以

痊癒的創傷，卻勇敢地站起來揭發

親生父親的惡行，只希望不要有人

再像自己一樣受害，在社會局的監

護和安置下， 即使受了重傷，也和

他們一樣，認真上著學、讀著書；

他們更不知道，他們的青春無憂，

原來是一群他們從來沒聽過的名

字，在背後拼了命的守護；就讓他

們不知道吧！我假裝什麼都不曾發

生，因為，我們也像愛河一樣不能

停留，下一個、再一個、又一個案

子，已快要將我們淹沒，而我們為

了愛和安全的信仰，繼續默默地在

背後守護……。

後記：心碎的榮光

   在防暴聯盟參賽的過程中，有一個

規定，是主筆作者或 team leader 必

須上台報告本案的合作過程，防暴聯

盟已經是相當知名的大型民間團體，

因此參賽的社政、警政、衛政甚至地

檢署的各界精英很多，卻從來沒有人

看過觀護人出現，甚至有不少人根本

不知道觀護人是做什麼的，我一站上

台自我介紹，立即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力，恐怕是好奇多過一切。各界的精

英像一粒又一粒的珍珠，閃閃發光，

惟有觀護人，像那珍珠裏的細線，低

著頭、躲在光芒的背後，織起了這個

悲喜交集的故事。當時我上台的第一

段話是：「雖然這是一次非常完美的

網絡團隊合作，主動發掘被害人，迅

速逮捕加害人，成功預防了一定會發

生的無數起性侵案件，但是，我衷心

希望，不要有這個機會……。」在參

賽成果上，我們團隊得了首獎以及最

佳人氣獎，可以說是史上最光榮的一

役，大多數的參加者在整個過程中熱

烈討論這個案子，甚至對觀護人的工

作和努力非常有興趣。從防暴聯盟的

理事長、也是中正大學犯罪學知名教

授鄭瑞隆，到各界各縣市不同領域、

我完全沒機會認識的精英們，雙目發

光、嘴角含笑，為我拍手，給我許多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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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我都十分感謝，但有趣的是，

在這個案件努力的過程中、結束後，

並沒有在我自己的圈子裏激起一點

漣漪……。

   撰寫這篇文章的時空背景，是

這「狼」已經成功地被撤銷假釋正

在蹲苦牢，但是一審還沒有判決結

果，所以誰也不能保證，這狼會不

會關幾個月就又放出來了。受限於

工作因素，我經常必須孤身前往危

險的受保護管束人家中，誰也不能

保證自己的安全，報到時，也是單

獨面對受保護管束人，也因此有許

多不敢寫在裏面的事情，至今仍然

深深鎖在我的心底。後來，這個案

子因為鄭靜筠檢察官堅實的搜證，

一審法院重判了有期徒刑 20 年，

這狼一開始抵死不認罪，甚至寫信

恐嚇兒子，透過家防中心姿雲和多

位社工的協助，我親眼閱讀了這些

令人髮指的信，一個父親能夠為了

自己戀男童病態的性慾，性侵害自

己親生兒子，還能夠寫出一大堆字

體精美、文句流暢，但是內容病態

噁心至極的信，給親手毀滅一生的

被害人，說自己有多麼「愛」他，

還在信中教導兒子如何洗下體洗內

褲！任何一位有正常良知的人類，

都會氣得七竅生煙。

    除了生氣，更加心酸，因為我

親身與這可憐又可敬的孩子，有過

幾次接觸。這孩子出生後，狼就一

直在服刑，所以都是孩子其他的家

人在教養他，隔代教養多年後，孩

子的祖父母都過世了，只剩下他唯

一的親屬在照顧他，這位親屬給予

孩子良好的教育，養成一位貼心有

禮可愛的少年，但因為身份之故，

案件發生後我不宜與被害人有太多

接觸，儘管無比心疼，只能選擇盡

力避免讓被害人有二次傷害。我想

了很久，決定買些書送給他，因

此這些年透過孩子的主責社工，轉

送了一些我認為適合這年紀孩子的

書，雖然這不是一個觀護人應該或

職責所要做的事，但我相信這是身

為一個「人」會想做的事，幸而因

此也間接地知道，他長成了一位翩

翩少年郎，功課有擅長的、也有頭

痛的；生活有愉快、也有無奈的；

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少年維特的

煩惱」！我好開心，因為那或許是

他逐漸從遭性侵的陰霾中恢復過來

的跡象。

開心不了多久，二審判決定

讞，他原本宣稱要認罪、要悔過，

但還是上訴，而且上訴後再被減輕

改判成只剩下 16 年 2 個月，依照

我國刑法的規定，如此可惡的假釋

中再犯案件，卻因為法律規定，

假釋期間再犯罪並不是「執行完

畢」，所以不是累犯，不能加重刑

期 1/2。至今也無人知道，為何如

此高再犯危險的個案，得以表現良

好假釋出監，如果我們網絡成員沒

有即時發現，如果我們每一位成

員沒有積極處理，甚至，如果當

時那些小藍帽們沒有告訴爸爸媽媽

和老師，後果將是又出現一匹繼續

在全國再犯性侵的變態大色狼！我

真的不敢想像，他能創造出多少案

件數，引發多少被害人嚴重的創傷

症候群，以及未來受創後再性侵他

人或自傷、自殺的可怕連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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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效應」是一個很有名的

辭彙，感覺好像也很厲害，不過，

在勒住這狼的過程中、結束至今，

我卻一點也沒有感覺到蝴蝶飛起來

了，只看見堆在我身邊待辦待辦待

辦的卷紙愈來愈高，埋沒了我最應

該花費在每一位受保護管束人身上

的時間。因為投資在受保護管束人

身上的時間最看不見「效益」，但

是，惟有如此，才能夠感知到危險

的警訊，甚至由其他受保護管束人

協助示警給我們，畢竟我們不是

「人體測謊儀」，無法用幾句簡單

的話，就看得出受保護管束人是不

是在說謊，投資受保護管束人身上

的時間是永遠也不知道會不會有回

收的珍貴資本，但卻是觀護人唯一

的武器，也是最重要的價值，就像

這件事，如果沒有花費難以想像的

時間量和約談品質，我怎麼能感受

到這狼的危險，而另二位受保護管

束人怎麼可能告訴我這狼的話都不

可靠呢？況且，我又怎麼可能預想

得到，是哪些受保護管束人可能來

通風報信，只好像撒種一樣，多撒

一個、是一個，多救一個、是一個，

永遠抱持希望，卻不能期待回收。

   得獎的獎盃和獎牌非常漂亮，

透明的水晶閃閃發光，配上五彩的

獎牌，每當陽光照在上面，就像它

會歌唱般，閃爍著音符般的光與彩，

我其實很喜歡它，但我不敢將它放

在該放的地方，因為它照映出得獎

者的今昔一如獎盃下的塵灰，它是

心酸的榮光；而我更不敢或忘被害

人的血跡隨著卷證乾涸，它是心碎

的榮光。

本署因偵辦本案而獲衛福部及防暴聯盟頒發
獎座及獎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