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社會法律事件簿短篇小說創作競賽 優選─風城四少

131中華民國107年7月

獲獎小說

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社會法律事件簿短篇小說創作競賽

優選 — 風城四少

▓ 賴蔚岱

創作理念 

法理情、情理法，孰輕孰重在法界上引起了許多論戰，其實不管何者為優

先，最重要的就是一個「理」字。古諺云：「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法

律案件的審判、刑度的裁量，都離不開一個理字。本篇內容述及四位年輕人在面對

法律案件時，律師論理為其申辯，且不管審判結果如何，都希望能藉此宣導知法、

懂法、守法的重要。 

1. 手機風雲

秋天的落葉鋪滿了大地，丹丹穿著背心，拿著竹掃把，一堆堆的把落葉

集中，「嚴亦丹，那邊掃完把這邊也清乾淨」帶隊的大哥吆喝著，「好的，馬上

來！」丹丹喝了口水擦了額頭上的汗滴，繼續投入清潔工作。已經 13 週了，再執

2 週假日時間的勤務他就能恢復自由身了。年少輕狂的他，為了曾經做過的傻事，

付出了代價。除了被宣告緩刑外，還要加上為社區提供二百四十小時之勞動服務！

法官給了他一次機會，而他也從這次教訓中學到了寶貴的經驗，一切將隨著煥然一

新的心，開始出發新的人生⋯。

時間回到八個月前，浩子準備入伍了，高中死黨們為了祝福他當兵順利，特

別為了他在夜店包廂辦了一場歡送 PARTY，享受最後的自由時光。四人幫成員分

別是小毛、阿吉、丹丹、跟浩子（年紀排行），朋友戲稱風城四少，小毛是四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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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大，個性就像他當律師的父親一樣，摩羯座的他做事風格條理分明，謀定而

後動，十足的大哥風範；老二阿吉，做事八面玲瓏，講話油腔滑調，如他星座雙

子座般，是個愛動腦筋的鬼靈精；排行老三的丹丹，做事衝動講義氣，身上的刺

青讓人覺得畏懼，但其實他是一個溫柔的獅子；排行最末的浩子，是典型的雙魚

座，優柔寡斷，凡事都以哥哥們的意見為主。當初四人可以說是橫行校園，如今

各自都混得不錯。尤其是阿吉，全身穿戴名牌，手上的勞力士錶閃著亮鑽，是四

人裡面看起來最稱頭的。

「來，乾了！」小毛吆喝大夥：「讓我們為部隊新鮮人致敬」，觥籌交錯，霓

虹球閃爍照映在眾人臉上，紅黃藍綠閃光定義了年輕的色彩，有七彩炫目般無限

可能。雞尾酒的威力強勁，一下字就熱活了氣氛，「今天大家不醉不歸，全部我買

單！」阿吉霸氣的吼著，一會兒今天的主角浩子就被灌得天旋地轉。鈴⋯鈴⋯，

阿吉手機響了幾聲，一接起來就斷了。「靠，又沒電了！浩子你手機還有電嗎？借

我用一下。」浩子半醉半醒的打開包包，掏了好久才找到手機丟給阿吉。阿吉一個

人離開了包廂到外頭通話，許久才回到包廂裡面，把手機還給了浩子，繼續加入

歡唱的行列。而眾人也萬萬沒想到，因為阿吉撥出的這通電話，竟讓浩子惹上了

一連串烏雲罩頂的麻煩⋯。

慶祝會不久，浩子開始了沉悶單調的軍中生活，在入伍三個月後的某一天，

突然收到了警檢寄到部隊的公函，內容提及要以犯罪嫌疑人理由提調他去問話。丈

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部隊營長約見了浩子：「你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嚴重到要被提訊問話？」「我什麼都不知道。」浩子雙眼的直

視長官，堅決的回應著。營長閱人無數，選擇相信但又覺得事態嚴重，怕他真的

有事然後逃兵跑掉，於是派連輔導長陪同他一起前往了解。到達偵訊室才知道原來

是警方為了追緝販毒集團，循線調閱相關人的通話紀錄，追蹤到其中有段與藥頭

對話內容，撥出手機號碼的擁有人正是浩子，而通話發生時間是慶祝 PARTY 那天

晚上⋯。浩子其實已經記不得當天的情景了，就連有將電話借給阿吉這件事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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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印象。經過一陣長時間的訊問下，檢調專員依然沒有得到預期的線索及結論。

因為偵訊時間已經到達晚上 11：00 時間了，輔導長立即提出不接受夜間訊問的要

求，在警檢同意後將浩子帶回部隊等候傳喚。回到部隊後，浩子因為涉及了毒品

交易，所以必須配合部隊進行採樣檢驗，現在正等報告結果出來，浩子喊冤，但

檢驗結果將會證明一切。

現在的浩子，在部隊中就像是顆不定時炸彈，雖然平時在部隊表現堪稱良

好，各項勤務也都能如期完成，但日常生活上頂著長官跟其他士兵們質疑的眼神

及竊竊私語「唷，你們看他鬼鬼祟祟的樣子，該不會是小偷吧？」「我看倒像是強

暴犯或暴露狂。」「別跟他走太近，以免黑掉。」，耳語傳言讓他心中充滿著不安與

難過，他不想解釋，因為沒人會相信。到底是怎麼就變成販毒嫌疑犯了？當天到

底發生什麼事情了？浩子對於這飛來的橫禍，是既焦慮又無言。而當部隊長官向

他擔任老師的母親敘述了事情的經過後，她完全不能相信。「媽，你要相信我，我

沒吸毒，更沒販毒呀！」電話那頭傳來浩子哽咽慌亂的聲音，聽在她的耳裡，擔

心與不捨一直縈繞心頭。從小跟她相依為命的浩子，個性品德她是再清楚也不過

了，雖然小錯不斷做事迷糊，但像吸毒、販毒這麼嚴重的事，他是連嘗試的念頭

都不會有的，況且浩子本身並沒有很大的經濟壓力，生活作息也很正常，完全沒

有絲毫沾染上毒品、接觸販毒的可能。即便如此相信兒子，浩子的媽媽還是去請

託鄰居小毛的爸爸，希望能以他專業律師的身分協助浩子洗刷冤屈。

浩子為了徹底釐清事情發生的始末，將被約談的事情大概跟其他人說了，四

人聽到後大為詫異，於休假時約在經常造訪的酒吧見面釋疑。當天獨缺阿吉其他三

人都到了。其實阿吉是心虛藉故沒有出現，因為他知道檢警訊問了有關電話連絡

毒品藥頭的事，就是他借用浩子的手機打的。當然他不是故意要陷害自己兄弟，

是正好手機沒電借來暫用，沒想到就因此牽連到浩子。捅出這場婁子的阿吉，選

擇逃避不敢面對。「阿吉人勒？這麼重要的事怎麼缺席了？」小毛劈頭就問，「他

說他有事要處理，要我們先討論。」丹丹回應著小毛的疑問。「那我們先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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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子，你手機的通話時間是幾點？⋯」經過三仔細推敲通話時間，還原當時情

景，發現那時阿吉好像有離開包廂一陣子。推論罪魁禍首有相當大的可能性，應

該就是沒有到場的阿吉了。丹丹做出了結論：「會不會真的是他，所以今天才不敢

來？」「馬的，又是阿吉！」身為四少老大的小毛，聽完了這件事的推論後大為光

火。兄弟裡面讓他又愛又恨就屬阿吉了。做事愛耍小聰明，滿嘴都是漂亮的話，天

馬行空而不切實際，是最頭痛卻也是最得寵的。除了手機事件，丹丹日前也因為

跟阿吉去偷汽車音響而收到法院傳票，而原因正是因為負責把風的阿吉先逃了，

沒通報丹丹而被抓⋯。「該死！」小毛氣到抓起酒杯往地上砸，閉眼皺眉，雙手握

拳青筋暴露。兄弟們的情誼是否會如同這杯酒水覆水難收，誰也不知道。 

2. 年少輕狂

丹丹跟阿吉之前走得很近，阿吉總會把他捧的天花亂墜的，讓他滿足獅子座

被尊崇的優越感，然後再利用他這種自我膨脹個性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在一次揪團

唱完歌的凌晨時分，微醺的兩人走在高級住宅區的巷道，阿吉提議再去續攤玩個

痛快，但發現兩個人身上都沒錢了，突然看到一台奧迪，阿吉將臉貼上了玻璃，

識貨的阿吉一看就知道裡面的音響要價不菲。他腦筋轉了一下，開口問丹丹「丹

丹，你不是說你爸爸是鎖匠？然後沒有你打不開的鎖？該不會是吹牛的吧？」「當

然沒問題，我連銀行保險箱都能開了！」丹丹浮誇驕傲的炫耀著。「那車鎖你會

開吧？這車裡面有好東西，應該值幾個錢！」阿吉拿出搧動的本事蠱惑著丹丹下

手。於是丹丹就這樣誤入了歧途，每每到缺錢花用時，阿吉都會拱上丹丹重施故

技，就在偷了幾次汽車音響得手後，終於有一次在開車鎖時誤觸防盜器，鈴聲大

作讓擔任把風的阿吉嚇到，此時又剛好有警車巡邏並靠近，「站住！別動！」眼見

警察快步逼近，他馬上轉身往暗處逃跑，留下正在車內準備剪斷防盜器電線的丹

丹，來不及逃脫而被抓個現行。日前剛收到傳票而前往法院出庭。

「誰知道就這麼倒楣，才偷幾次就被抓到。」丹丹向浩子抱怨。「那警方在問

話時你怎麼說？」浩子關心著。「還能怎麼說，就威脅逼迫強要我承認啊！我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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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啦，警察硬要說其他幾件都是我幹的，為了趕快離開警察局我只好在筆錄上全

部承認了啊！」丹丹敘述著當時的過程，「靠，警方怎麼可以這樣？」單純的浩子

充滿憤慨，「還好小毛的爸爸是律師，在檢察官問話時幫了大忙！」丹丹回憶當時

出庭應訊的情景⋯。

那是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知了、知了的蟬叫聲讓在法庭外等候的丹丹更加

心神不寧，好在有了毛爸的陪同，心中才有了份踏實。「被告嚴亦丹，你涉嫌因多

起偷竊案被起訴，你可以保持緘默，你有權請律師，但你所說的話都將成為呈堂

證供，請問有請律師辯護人嗎？」毛爸舉手示意，坐到了辯護人專屬的位置，拿

出一疊準備好的文件，準備替兒子的朋友排除不利的口供。在確認過被告身分及

驗證律師證後，法官開始審理案件。「庭上，我是嚴亦丹的辯護律師，有關被告被

指控多起偷竊汽車音響一案，認為當時警察在錄口供時有瑕疵，例如其中有幾個

時間點有矛盾，我的當事人怎麼可能當天早上 10：00 在台北犯案，而同一日 11：

00 又在高雄犯案，請庭上明察。」檢察官是一位中年戴著眼鏡的高瘦男子，「嚴先

生，我想要請問你，當時警察在錄口供時，你是否承認上述案件是你所為？」「我

有補充說明！」丹丹聽從毛爸的指導，娓娓道出了警察如何威脅逼迫的經過。雖

然這些都是沒有證據的片面之詞，但因辯護律師所提出的爭點論理相當有說服

力，除非是超人，往返北高兩地不可能只需短短一小時！筆錄的確有瑕疵，證據

力顯有不足。丹丹在法庭上認了 6 件偷竊事實，否決了其他 5 件案件，並提出這 5

個偷車案不在場之佐證，經過激烈討論後，法官裁決認定丹丹偷竊犯罪事實，但

念及犯後態度良好，給予緩刑得易科罰金之處分，但要提供二百四十小時之義務

勞務。雖然覺得被判刑難過，但畢竟出來混的總是要還，錯了就是錯了，丹丹也

只能接受判決，每週兩天假日接受勞務。

「那阿吉呢？他沒有出面來表示一下？」浩子追問著。「唉，別說了，兄弟

一場，也不可能拖他下水供他出來，這種事就我一個人承認就好了。」，「如果當時

是我把風的話，也許也會做同樣的事吧！」丹丹無奈的喝了一口威士忌，反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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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別說我了，談談你的案子，現在進展如何了？」浩子也喝了一口馬丁尼，搖

搖頭想甩掉這個噩夢。

「毛爸說這件案子很棘手，沒有決定性的證據，會是一場硬仗⋯。」浩子娓娓

向丹丹述說了跟毛爸討論的內容，為了避免他因幫助犯的身分被起訴，關鍵還是

要請阿吉出面來作證，而現在就等開庭時看法官怎麼問話了。在結束討論後，毛

爸用右手揉揉左肩，緩緩的說出了沒有把握的安慰：「雖然難度很大，請放心，我

會盡全力來捍衛浩子的清白」，「我們家浩子全靠您了！」浩子的媽媽起身致敬。

毛爸是個溫和正派的律師，對兒子的教育相當重視，雖然兒子朋友接二連三

出狀況，心中認為小毛交友不慎，光只整天義氣掛嘴上，做出來的行為卻不是如

此。但是基於愛屋及烏的心理，能幫的忙也是責無旁貸。此次浩子疑似因為把手機

借給了阿吉，讓檢調循線追蹤到了浩子身上，如果阿吉不出面釋疑，浩子有可能

會因此而脫離不了嫌疑人的罪名，這點讓毛爸相當苦惱，因為提不出有利的證據

證明浩子沒涉入販毒案，而最後也可能因為幫助犯或共同正犯被起訴。所以此次

辯護，他也沒有實質把握。當然如果阿吉願意出庭作證，就能還浩子一個清白。

但所有人都聯絡不上他，更何況聯絡上之後，他也未必肯承認而出面作證，這個

案子相當棘手，就連經驗豐富的毛爸也一籌莫展。

毛爸之前在協助丹丹在偷汽車音響的案子上，對於不在場證明證據的蒐集費

了很大的心力，除了商請便利商店店家調閱關鍵時間的監視錄影帶作為佐證外，

也在偷竊時時間、空間的疑義上做了一番功課，所以才能讓丹丹翻供成功，避免

他承擔沒有做過的事。像這種維護正義而無償的事，他很樂意能幫上忙，但浩子

的手機事件，明明本人就是無辜的，卻是找不到施力點，所僅有的證據都指向不

利的方向，這讓他覺得很灰心，他是相信自己兒子跟浩子的，但證據代表一切，

雖然看多了誣陷栽贓的爛事，今天自己遇到了，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不公不義的

發生。而在兒子面前多年來正義無敵的萬能形象，可能就敗在這次的辯護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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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最在乎的。 

3. 懸崖勒馬 

事情發生後，阿吉的女友彤彤就手機事件因為意見不同跟他吵了一架，堅持

要他躲起來別出來認罪，「你如果被抓去關，那我怎麼辦？」彤彤不免自私地先為

自己未來盤算，「那我的兄弟我怎麼交待？」阿吉隨口回應著，雖然自己也在猶

豫，但畢竟老婆跟手足兄弟都很重要。在經過一番唇槍舌戰的激辯後，彤彤最後拋

出了令阿吉震驚的話：「我懷孕了。」說完人就轉身離開了，留下阿吉一人愣在原

地，懷孕這兩個字，就像一記重拳般的擊中他的太陽穴，腦袋頓時一片空白，無法

思考。

失魂落魄的阿吉一個人晃到了南寮漁港，走到岸邊望著大海，心中就如海浪

持續拍打著岸邊般波濤洶湧，看著天空高處飄逸的風箏愣著出神。風箏嚮往著自

由，但卻被一根線綁住，這種被控制的抑鬱感受讓人很窒息，多麼想剪斷線讓自己

隨意的逆風飛翔啊，無拘無束，海闊天空。但隨即轉念一想，斷了線的風箏會幸福

嗎？也許只能渾渾噩噩隨風搖擺而失去自我及方向吧？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一

旦心走偏走失了，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再也回不來了。是要剪斷約束讓自己自由？

還是親手牢牢的繫上這牽絆？兄弟情誼跟彤彤肚子裡面的小孩，此刻就如同天秤的

兩端，傾斜搖擺著，心中的天使與惡魔正在拉鋸交戰⋯。他本人不吸毒，卻為了賺

容易錢而當了幫兇，雖然得到了物質生活的闊綽，但空虛感及罪惡感卻一直在侵蝕

他的心靈。從小被父母寵壞的他，不管是捅了多大的簍子，總都會拿錢出來解決事

情。然而這次事情真的搞大了，摯友眼看就要替他揹黑鍋，內心不安的思緒難以平

息，再加上之前丹丹兄弟情深，沒把他供出來而獨自承受，已經讓他內心認定了這

兄弟，“義氣”無價且得之不易。今天他居然還想眼睜睜看著浩子因自己的錯而無

辜受牽連，「我這還算是個人嗎？」他仰天長嘆。心中一橫，把身上所有的貨丟向

大海，希望大海能將一切歸零，讓自己能從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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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床上輾轉難眠的阿吉，最近一直持續作著一個噩夢，夢見自己掉進一口

深不見底的暗井，一直往下墜落抓不住任何東西，這種無邊無底的虛無感，讓他不

敢入眠，因此搞的身心疲憊，雙眼黑眼圈的他形同行屍走肉。電話答錄機上的留言

已經滿了，手機也不敢開機，因為他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深夜時分，一個人走到住

處的便利商店買東西吃，突然間巷口閃現幾名黑衣人，擋住了去路。「阿吉，你可

真難找！貨呢？」帶頭大哥推了一下阿吉的胸膛，「怪頭哥，貨我丟了，我不想再

做下去了！」「混仗，想吞了貨啊！」「怪頭哥，我把貨款加倍賠給你就是了！」

「你以為現在是賠錢就能解決的嗎？」怪頭一個眼神，眾人簇擁而上，把阿吉痛毆

了一頓，臨走前又補了幾腳。阿吉全身抽蓄躺在血泊中，腦中一片混沌，想著他是

該打，為何不乾脆把他打死算了！這樣他就不用再面對兄弟們了。他瞇眼仰望著天

上的星空，想著以前如果遇到這種事，他一通電話兄弟們都會立即跑來支援，然而

現在他手機開機了，卻沒有勇氣按下撥出鍵，他怎麼還有臉見兄弟們啊！此時突然

看到兄弟們傳來簡訊留言：「阿吉，聯絡不到你，想跟你說浩子這個月 19 號要開

庭了，手機這件事如果跟你有關，就出來說清楚吧！之前偷車的事情我也扛了，如

果還有把我們當兄弟的話，希望可以在法庭上可以看到你，丹丹留」，看完簡訊，

阿吉胸口一悶吐出了一口血，伴隨著救護車聲音，暈了過去。

開庭日坐在旁聽席的小毛、丹丹、臉上充滿著不安的氣氛，浩子的媽媽則不

斷摩擦著雙手，口中喃喃念著經文祈福，毛爸一臉嚴肅的坐在律師席不發一語，浩

子則是兩眼呆茫著望著前方，等著接受鋪天蓋地的訊問⋯。經過法庭準備程序庭訊

一長串的身分確認、問話，毛爸雖然企圖引導法官朝向浩子過去的表現及犯罪動機

方向來思考，但因為缺乏決定性的證據證明通話者不是浩子本人，所以過程中幾乎

完全處於被動的弱勢。法官做出了結束提詞：「證人陸啟浩，針對由你的手機號碼

發出的通話紀錄來看，因你的陳述無法證明通話者並非你本人，毒品檢驗證明雖呈

陰性反應，只能證明沒有吸毒的事實，如果沒有其他補充說明時，本庭將⋯。」就

當話說到一半，「我有異議！」坐在最後方的男子突然站了起來，大家不約而同同

時轉身看著發聲者，一陣驚呼。只見阿吉全身包著繃帶，腿因為受傷站起來時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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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摔倒。因為大家都太關注法庭的詰問過程，都沒印象他是何時出現的。帶傷出庭

的他一臉愧疚，「撥出電話的是我，與陸啟浩無關，請求庭上聽我補充說明。」在

法官同意後，他娓娓道出了一切事情的經過，並陳述了當天確切的電話通話內容、

時間與毒品的數量、取貨的地點等決定性的關鍵內容。法官在聽完了阿吉的證詞、

確定與通話紀錄無誤後，經過了一番討論後，採納了新事實新事證，認為阿吉涉嫌

重大，判定他當庭羈押，而浩子則維持證人身分飭回候傳。當阿吉被法警帶走那一

瞬間，在場的所有相關人都認為自己彷彿是作了一場夢。

真相終於大白了，浩子也洗刷了冤屈，看似非常值得慶祝的事，在四少其他

三人的臉上卻看不出絲毫的喜悅。阿吉的確是罪有應得，但畢竟兄弟一場，會出席

承認犯錯也還算是有點義氣。這種凝結的沉默氣氛過了幾天，丹丹跟浩子終於忍

不住了，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約了小毛出來喝酒。酒過三巡，丹丹開口了「大

哥，現在阿吉被押了，我們是不是要做些什麼，畢竟兄弟一場⋯」「別再說了，他

活該，拖累你完又差點搞到浩子，這是他自食惡果。」小毛憤憤地喝了一大杯威士

忌。「但毛哥，這次他也算是講道義，出來擔了手機的事，我也沒有事了，要不就

算了？」排行老么的浩子抓著小毛的酒杯看著他。「算了？這事怎能就這樣算了，

出來混的總是要還，現在就是他要還的時候了！」小毛掙脫了浩子的手又喝了一口

酒。從風城四少一起走過來的這段日子，排行老二的阿吉沒少給小毛添麻煩，因為

太縱容這個頑皮的弟弟，許多小事都在阿吉的嘻皮笑臉下給原諒了。如今出大事，

小毛內心自責，是不是真的給寵壞了？

丹丹跟浩子互相使了個眼色，突然間兩人同時向小毛跪了下來，驚動了酒吧裡

的其他人，「幹什麼！起來！」小毛也被這一幕給嚇到。「你不答應幫阿吉，我們就

不起來。」兩人異口同聲表達堅決的立場。「你們傻了啊？他這樣對你們，你們還替

他求情？」兩人不再回答，兩眼瞪大看著小毛。看著兩兄弟眼中的執著，心中理智

線瞬間被情感淹沒。「夠了，讓我靜一靜！」小毛情緒高漲無法自己。跪著的兩兄

弟看了彼此，正想再多說些什麼的時候。「滾！」 ⋯小毛大聲怒斥，再次嚇到在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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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知道大哥的脾氣，兩人趕緊離開現場，留下小毛一個人望著酒杯出神。 

4. 義氣無價

隔天一大早，小毛帶上所有的積蓄，來到了毛爸事務所，一進大門，就直接

往毛爸的辦公室走過去，中途被秘書陳姐攔了下來：「你爸爸正在開會，有什麼重

要事情嗎？」「我有一個案子，要請律師幫忙辯護。陳姐麻煩妳了。」小毛說完就

把帶來的錢放桌上。陳秘書看到桌上那袋錢愣了一下，隨即打了通電話進會議室告

知毛爸。毛爸也猜到這次應該是有關阿吉的案子，他回覆陳秘書說不准所有人幫，

並要她打給所有律師公會會員，說誰敢接這案子就跟誰翻臉。小毛在聽到陳秘書的

轉述後，心情低落的離開了事務所，一個人走在人來人往的街道。「呦，這不是毛

哥嗎？好巧」迎面而來的兩個小弟叫住了心情極差的小毛。「別惹我，滾⋯。」小

毛不耐煩的回應著。「吼吼，毛哥心情不美麗唷，我這裡有阿吉被打影片，想不想

看阿？」阿吉！這個困住心頭的名字讓小毛心中振了一下，「拿過來！」發出了繼

承自老爸不怒自威氣魄的聲音，小毛緊皺眉頭思索著到底阿吉發生什麼事。看完了

影片的內容，才得知了阿吉把毒品全都丟了，並拒絕再協助販毒集團。他內心喜憂

參半，喜的是阿吉決定重新做人，不再參與販毒的勾當，憂的是他的傷勢及接下來

的官司。「毛哥，我們先走啦，兄弟要教好，都把你臉丟光了。」兩小弟滑頭的鬧

著，小毛一陣飛踢動作嚇跑了他們。內心糾葛著思索，以阿吉的個性，被打一定會

求助大家反擊，這次被打得傷痕累累，卻一句話都沒吭，也沒有尋求兄弟們支援，

也許真的是沒臉見大家了吧！？也許真的改過了！？想到自己沒盡到大哥本分，好

好教育而今淪落到被外人打不敢張揚，頓時把所有錯都歸責在自己身上，「我還算

是個大哥嗎？」小毛搖頭思忖著。

小毛個性向來是不輕易求人的，而今天他決定要為了阿吉打破這個原則，求

毛爸再次幫忙。毛爸深夜回到家看到等在客廳的小毛，馬上準備進房間，這時小毛

直接擋住了門，在門前跪了下來。「爸，可以請你幫一下阿吉嗎？求你了。」「幫幫

幫，都幫幾次了，看你都交了些什麼朋友，偷車、賣毒！他活該，沒啥好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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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爸態度十分堅決，忍住了叫小毛以後別再跟他們混了這些話。「你不答應我，我

就不起來。」小毛倔強脾氣老爸是知道的，「你就順便跪著反省吧。」隨即把房門硬

生生關上。父子之間開始了沉默的鬥法，直到天明⋯。小毛睜開眼已經是早上十點

了，跪了一整晚，醒來時身上多了件毯子，毛爸已經離開房間出門了。原來昨晚凌

晨時分，毛爸在門縫看到兒子跪攤睡倒在門邊，心疼兒子怕他感冒，為他蓋上了毛

毯。想著從老婆因病辭世後，身兼嚴父慈母雙重角色，更多時候因工作關係耽誤了

與兒子一同成長的機會，逼得小毛小小年紀就必須一個人獨立。而小時候的他又因

身材瘦弱被其他同學霸凌，在毛爸一次出面解決並揚言提告後，學校所有人都知道

他有個當律師的老爸，然後開始所有人變成不敢得罪他，進而排擠孤立他，所以幾

乎沒有朋友，也難怪他如此珍惜現在四少們之間的情誼。毛爸回到書桌前，戴上了

眼鏡，開始著手撰寫幫助阿吉的辯護文，諸如主動坦承犯意、犯後態度良好、並以

轉汙點證人爭取減刑⋯等等任何可能幫助他的法律全都用上了。暈黃的燈映照在斑

白的鬢髮，黎明的曙光從窗戶透照進來，不知不覺已經天亮了，毛爸拿起手提箱，

驅車往法院前進。

毛爸的出現讓阿吉既是驚訝又是感激，他示意要阿吉別說話，都由他來代表

發言。在幫助阿吉提出減刑申辯的過程中，他完全沒有把握，因為阿吉算是已經認

罪了，接下來也只能尋求減刑訴求。首先針對阿吉主動出面說明的行為爭取減刑：

「庭上，本席在此提出減刑訴求，請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偵審自白減刑的規

定，讓被告范俊吉酌減其刑。」法官回答：「所謂偵審自白應係被告在偵訊期間即主

動坦承犯意，而此案係為檢調主動追查案件，被告范俊吉並非第一時間主動坦承犯

意自首到案，而是經檢警追查後自知無法隱瞞才出面認罪，且差點造成本席對原被

告嫌疑人許祥浩誤判，故所聲請減刑不予採納。」毛爸在聽到法官的回應後皺了一

下眉頭，接著補充說明：「本席提出第二個說明請求，被告范俊吉於犯後深有悔意

而改過不再進行類案行為，且已經脫離該販毒集團，應無再犯之虞，祈請庭上念及

被告並無前科，給予自新減刑判決。」法官回應：「辯護律師所提出無再犯之虞及

已退出相關集團之事云云，係為個人無根據之臆測及想像，並無法確切實證以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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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席不予採納，至於被告係為初犯，犯後改過態度尚可，會納入減刑考量。」

毛爸在聽完法官的回應後，好像看到了一絲希望，馬上祭出最後王牌：「庭上，本

席提出最後的減刑訴求，被告因已脫離販毒集團，改過自新，不願再從事販毒工

作，且有意願轉為汙點證人供出其他集團成員，協助警方破案，希望以此能獲得減

刑。」法官轉頭詢問阿吉，「被告范俊吉，你是否願意轉汙點證人，協助破案？」

「我願意！」阿吉不假思索的馬上回答。法官們交頭接耳的討論後，產生了結論。

「庭喻！」，「庭喻！」書記官複誦著審判長的話，頓時審判場裡面的氣氛嚴肅了

起來。聆聽判決的阿吉跟毛爸在過程中已經算是做了最佳的爭取，現在只等法官的

判決了。審判長兩眼炯炯有神，正氣凜然的發布裁決：「被告范俊吉，經過在場法

官討論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第三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審酌被告為初犯，犯

後態度良好，並主動願意轉為汙點證人，本席爰引同法第 17 條等減刑條例同意減

刑，惟因目前被告所提供之販毒集團等有關線索尚未確認，俟日後警方完成追緝並

成功結案後，再行決定減刑刑期，退庭。」

其他三人與彤彤在庭外著急的逡巡踱步，等候時間是如此的漫長，地上的菸

蒂已經堆得跟山一樣高了，門終於開了，毛爸走了出來，四人嚇了一跳，因為沒

人會料到毛爸居然肯幫阿吉辯護，不約而同向毛爸敬了 90 度的鞠躬禮，毛爸看了

小毛一眼，一言不發的離開了現場，而稍後不久，阿吉也在法警的護衛下走了出

來，低頭不語的緩步前進，轉身一抬頭看到眼眶泛紅的彤彤，對她說了兩個字「等

我。」彤彤瞬間眼淚奪眶而出，雙手摀面一直點頭。其他三人相互的對看，雖然不

知道結果如何，但有毛爸出面，應該算是最好的結局了。 

5. 情深意濃

操場上冷風颼颼，阿吉穿著囚衣，蜷曲在一角，一邊數著剩餘的日子，一邊

想著兄弟們是否會原諒他的過錯，下個月就是聖誕節了，剛好是他畢業出關的日

子，這個充滿溫馨氛圍的節日，也是他重新做人的開始。在監獄中他反思自己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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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雖然不能說是做到痛改前非，但徹底的洗心革面是真的。他原諒了過去的

自己，家人們也願意接納他再給機會，而心中忐忑不安的，是風城四少兄弟們限在

心中對他的想法。他無法期待得到全部人的諒解，只是深深因這段難得的情緣被他

搞砸了而感到懊悔。

阿吉的女友彤彤，在他服刑前，為了得到法定探視權，兩人請法院公證人到

場主持公證，在法律上成為正式夫妻，不離不棄的定時到監獄探視。其實彤彤本來

對阿吉出面承擔這件事情，一直無法諒解，尤其是在告知已懷了身孕事實後，阿吉

竟仍決定投案自首，這件事她跟閨密哭訴後，卻得到不一樣的答案。「其實我覺得

阿吉這樣做才是一個可以託付終身的好男人」、「如果一個男人沒有情沒有義，那他

哪一天也有可能因此拋棄妳。」、「我倒是錯看他了，沒想到那麼有 GUTS ！」密友

每一句話就像敲鐘般的打在彤彤的腦門，第三者的客觀評論讓她突然醒了，之前只

為了留住阿吉不想失去他，雖然相處與陪伴是維持感情的必須，但仔細思考了後，

漸漸她明白了一個道理，其實一直在身邊不一定算是擁有彼此，只要心意相通，短

暫的等待是值得的，而且阿吉是變得更好更成熟，這才是最棒的他，彤彤也因此最

後決定與他共度一生，兩年多的等待，值！

阿吉服刑後反而胖了，規律的生活讓他斷絕了抽菸酗酒等不良惡習，看到愛

妻每週帶來自己做的食物，雖稱不上珍饈，卻是最棒的愛之味，彤彤會將兒子成長

軌跡的視頻用手機跟他分享，每每工作到一半，拿起照片想起老婆兒子的一切，嘴

角就會不自覺得微微揚起，這是他在服刑中最大的精神支柱。他請彤彤幫忙打聽兄

弟們近況，但三人好像刻意迴避一樣，讓她無法知道詳細的情形。都一年了，兄弟

們連封信都沒有，更何況探監了。「唉，我是罪有應得。」阿吉失落的自我安慰，

比起牢裡的勞動跟失去自由，兄弟的不聞不問讓他最是難受，他甚至願意做再多勞

務或任何事情，只希望兄弟們能原諒他。

其實三人早在他願意出庭自首時就打算原諒他了，這段時間的冷落與隱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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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心中也悶的荒，只是認為應該還是要讓他一個在牢裡好好徹底自我反省。其實

他們有透過彤彤的密友間接知道阿吉的近況，也在心中默默幫他加油。午夜時分，

四人同時仰望滿天星斗，北斗七星斗柄西指，秋風秋雨愁煞人，不知不覺刑期就快

滿了。

叮叮噹⋯叮叮噹⋯到處傳來聖誕歌的樂曲，就連監獄也不例外，阿吉的父母

因為人在國外工作，無法來接他出獄。而也因為習俗的關係，彤彤不便帶著小孩來

為他接風洗塵，而是在家準備好火爐、桂葉跟豬腳麵線等他，小聲的哄著寶貝說爸

爸要回家了。從小被父母寵壞的他不懂得父母的心意，現在當了爸爸才明白。回家

見妻兒的心情是激動期待的。同時心中也浮出一絲的感傷，因為俗諺說「在家靠父

母，出外靠朋友」，朋友就像手足一樣親，而他現在，只能是一個人孤單的走著。

圍牆外的路燈一閃閃的，他想像著電影的畫面，會有一輛車凌空飛馳而來，然後會

走下來一群兄弟迎接慶祝他出獄。「哈哈，想多了！」他心中暗忖，還是向後看了

一眼，空空蕩蕩毫無人跡，心想「他們應該是不會原諒我了。」默默的低著頭走到

監獄圍牆的盡頭。暮然間轉角出現了三個微笑的小伙子，突然衝了過來，一把就抱

住了阿吉，沒有人說話，阿吉紅了眼眶，熱淚直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