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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萬元的約定 

 

 

 

 

創作理念 

 

鑑於近年詐騙集團利用幾千元的價金及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說詞取信他人，

使其交付金融帳戶而成為詐騙案件的幫助犯情形屢見不鮮，希望本故事能讓涉世

未深、社會經驗不足或有經濟壓力的人士作為鑒戒，防止其因一時失慮或生活困

頓而做出觸法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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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萬元的約定 

 

「二百、三百、四百......五百。」這天天氣濕熱黏膩，阿偉用手指搓了一下，

才把最後的兩張一百元分開，再加上五個十元的銅板，今天只賺了五百五十元，

這還沒有扣掉攤位租金跟成本。 

照這種賺法，什麼時候才可以存到一百萬？什麼時候才可以接老婆跟女兒回

來？阿偉打開皮夾，看了一眼放在裡面的小美跟茵茵的照片，把五百五十元塞進

去皮夾，放回自己褲子的後口袋。 

天氣愈來愈熱，會買烤地瓜來吃的客人愈來愈少，雖然攤位選在全台知名的

夜市，但客人都只從攤位前經過，很少停下來買。 

阿偉心想，乾脆學老爸炒股票好了，但又想起老爸生前曾經說過：月線、季

線，不如一條電話線。老爸上了很多股市名師的課，學了很多技術分析，聽了很

多名師口中所謂的內線消息，最後把資本重壓在一家生技公司上。但卻不知道該

家公司的大股東自己都已經出脫手上的股票，股票終成為壁紙，老媽也因為這樣

離開了老爸。 

該怎麼辦呢？轉頭看了右邊賣日式烤年糕的老闆，他跟阿偉一樣都是二十一、

二十二歲左右的男生，一樣都沒念完大學就出來工作了。 

「喂，你今天生意怎麼樣？」 

「今天只有三個人來跟我買。」阿杰看著阿偉，笑了一下。 

「你怎麼還笑得出來？你這個月房租怎麼辦？」 

「這個我不擔心」阿杰語氣輕鬆，甚至帶著一點點愉悅。「老實跟你說，我

昨天接了一個兼差。」 

「什麼兼差？」 

「其實，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對方是跟我說他爸爸的公司要做帳，需要沒

有在用的銀行帳戶借給他們，借他們五天就會給我五千元，借十天就一萬元。」

阿杰又接著說：「我借了兩本給他們，嘿嘿。」 

「不用工作就可以賺這麼多錢？這也太爽了吧。」阿偉用力的在阿杰的手臂

打了一下。 

「很痛耶！」阿杰揉了一下自己的手臂。「是看在你之前收留過我的份上，

我才跟你說。」 

「可是這個聽起來怪怪的，太好賺了。不會有問題嗎？」 

「我當初也覺得怪怪的，所以我問過對方很多次，對方跟我保證這個絕對沒

有問題，他們只是會計做帳要用，絕對沒有風險。如果我不放心的話，隨時可以

去掛失我的帳戶，那麼他們也不能使用了。」 

「你拿到錢了嗎？」阿偉的好奇心被勾起來了。 

「還沒有，我昨天才把帳戶寄給他們，最快也要星期六才拿得到錢。你要不

要也來兼個差？兼這個差至少之後遇到颱風、下大雨生意不好的時候，我們都不

用怕了。要試試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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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一點的夜市，一片漆黑，剩下零零星星的幾盞白色燈泡和收拾鐵架的聲

音。廂型車進進出出。幾個小時前連走進去都是個問題，現在已經恢復成一片空

地。阿偉收完攤之後開著車到了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彩券行，這家店附近有很

多酒店，裡面的小姐、少爺上班前或是下班後都會來光顧。而阿偉每當生意不好，

收攤完之後就會來這邊買刮刮樂。 

彩券行老闆是一個六十幾歲的男人，身形清瘦挺拔，頭髮蒼白。講話的語調

跟說相聲的人一樣，捲舌音非常重，有著一雙大眼睛。說話的時候，那雙大眼睛

就這樣直直的看著你。 

「呦，怎麼又來了？小子，生意又不好了？就跟你說不要賣什麼烤地瓜了，

天氣這麼熱誰還會想吃烤地瓜？但是賣雞排就不同了，什麼天氣、什麼季節都會

有人想吃雞排。上班的人在公司受老闆的氣，下班就會想吃雞排。那個沒有上班

的人找不到工作壓力大，更想吃雞排。」阿偉自顧自的看著玻璃櫃裡面的刮刮樂，

沒有多加理會老闆。 

「不然，等會有小姐來，我幫你問問她們店裡面有沒有在徵少爺，做少爺應

該比你賣那個什麼好賺多了。」 

「最近有什麼比較好中獎的嗎？」阿偉不想再聽老闆碎碎唸下去，趕緊打斷

他的說話。 

「有。」老闆從玻璃櫃裡面拿出了一疊彩券推到阿偉面前。「這個金雞報喜

是剛推出的，頭獎五百萬還沒有人中。我告訴你，中了這個五百萬，你的老婆，

立刻、立刻回頭跟你在一起。」 

阿偉選了一張，在櫃台前坐了下來，拿起了櫃台旁邊的銅片迅速刮完所有對

獎的欄位，沒中。 

「還有沒有別的？」阿偉把沒有中獎的彩券丟進旁邊的垃圾桶。 

老闆看了一下彩券櫃。「這個大紅金雞，今天來買這張的客人，每個人都刮

中。小獎平本、大獎也中了一萬。彩券上面寫著中獎機率是百分之五十。」 

阿偉從老闆手中接過彩券，再刮，還是沒中。 

「唉，這個......」阿偉不等老闆把話說完就走出店外。「唉！別走啊，再買一

張一定會中！買兩張機率五十加五十才會等於一百嘛！」 

阿偉開車回到租屋處，是一棟已經四十年的三層樓透天厝，跟小美交往的時

候就租下這邊，一直到結婚、生了小孩。後來小美的爸爸把小美跟茵茵帶走之後，

阿偉還是繼續住在這裡，因為這邊有著一家三口曾經幸福快樂的回憶。他拿了一

樓大門上信箱內的信件，裡面有附近店家的傳單、這個月的水費單、手機帳單，

還有房東寄來的存證信函： 

「本人特以此函催告台端應於函到十日內給付遲付之租金（共計二個月），

若逾期未付，租約即行終止。」 

阿偉把信件放在小美留下的梳妝台上，雙手撐在台前，看著鏡中自己的臉，

想著彩券行老闆剛剛說的話，或許去當少爺會比較好，至少收入會比現在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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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彎著自己的手臂，擠了擠自己的二頭肌肉。算了，就算可以過得了自己這一關，

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去跟小美解釋。躺在床上，眼睛呆呆的看著天花板，阿偉從口

袋裡拿出了手機，在聯絡人名單滑來滑去，猶豫了很久，還是撥了通電話。 

「阿杰嗎？你那個朋友的公司，就是要借帳戶的那間公司，怎麼聯絡？」 

小美在房間裡，輕拍著女兒的背看著她睡著，長長的眼睫毛，呼吸輕輕柔柔。

茵茵今年兩歲，在她的世界裡只有媽媽跟阿公，爸爸對她來說只是每個月會來看

她、陪她玩的一個男人。但等到再過三、四年開始要上學的時候，她的同學或同

學的爸媽可能會問她「妳爸爸呢？」或者在她背後議論著她的家庭狀況。想到這，

小美不免也憂心了起來。小美拍背的手慢慢停止，小心翼翼的打開房間門，走到

廚房去。 

「要吃水餃嗎？」小美的爸爸問，一邊攪動著鍋裡的水餃。 

「今天不想吃。」小美在餐桌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妳今天工作找得如何？」 

小美搖搖頭。「叫我回家等消息。」 

「阿偉這個月錢有沒有給妳了？」 

「他說下個禮拜會匯給我。」 

小美的爸爸把煮好的水餃放在桌子上，從口袋掏出了兩千元拿到小美的面

前。 

「妳先拿去用。」 

「爸，我的錢還夠用啦。」 

「那個沒有良心的人，妳還懷著茵茵的時候，有一次妳在家裡面跌倒流血，

他人不知道死去哪裡，怎麼找都找不到。一直到茵茵出生，他的工作一直都沒穩

定，不是被老闆炒了，就是自己炒了老闆。我看你們兩個婚離一離啦，若不是我

把妳們接回來，我看妳們母女倆現在已經是睡在街上了。」 

小美的手機這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個訊息。 

「阿偉說下星期一要來看茵茵，應該是要拿錢給我吧。」 

「叫他錢快點拿來比較實在，我女兒因為他大學都沒念完，現在找不到工作。

本身就是一個小孩子，現在還要養另一個小孩子。如果他那時候不是說要娶妳，

我就去告他！」 

「你是要告什麼啦？我們兩個都已經滿十八歲了。」 

「他把我女兒弄成大肚子，我為什麼不能告他？」爸爸把筷子往桌上用力一

放。 

「好啦，你小聲一點啦，等一下把茵茵吵醒了。」 

只要提到茵茵，任何人的不開心似乎都可以被平息，父親對子女的關心，才

得以避免擦槍走火成為爭吵。 

「Line～！」阿偉的手機發出的訊息通知鈴聲，是阿杰介紹的公司傳來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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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您好喔，聽說您有帳戶可以借我們？」（已讀） 

「對，我這邊有兩本可以借你們，請問費用怎麼算呢？」（已讀） 

「一本都是借五天算五千元喔，我們拿到簿子測試可以用之後，就會把錢匯

給你了。」（已讀） 

「請問你們是什麼公司？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存摺？」（已讀） 

「我們是建築公司，因為工人大部分都是臨時工，我們把工資直接拿給他們

就沒有辦法扣稅。而且如果每個臨時工都用匯款的，會很麻煩，我們的會計只有

一個人忙不過來，他們工人也比較喜歡拿現金。簡單說就是公司做帳要用的喔。」

（已讀） 

「這樣算逃漏稅嗎？」（已讀） 

「不算，國稅局不會抓這個，因為我們真的有支出。我們這行都是這樣操作

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已讀） 

「真的不會有問題嗎？」（已讀） 

「我們只是把錢存進去之後，馬上就會提領出來，都是我們自己的錢，你覺

得會有什麼問題嗎？」（已讀） 

「所以這個是違法的？」（已讀） 

「大家都這樣做，做了很多年了，不會有事的。」（已讀） 

「嗯嗯，我懂了，請問我要怎麼交帳戶給你們呢？」（已讀） 

「我等等發給你一個住址，麻煩你用快遞寄給我們，這樣比較快。存摺、提

款卡、密碼都要寄給我們喔。麻煩你了」（已讀） 

「五天後就會把存摺還給我了嗎？」（已讀） 

「如果配合良好的話，有些人會選擇把存摺放在我們這邊繼續借我們使用，

錢還是一樣五天匯一次。」（已讀） 

「好，我等一下就去寄。」（已讀） 

「謝謝，希望合作愉快。」（已讀） 

氣象報告說今天會下大雨，但是早上的天氣卻出奇的晴朗。阿偉來到了以前

常跟小美散步的公園，在公園的涼亭下等著小美跟茵茵的到來。 

「你來很久了嗎？」小美推著娃娃車，茵茵在裡面睡得很熟。 

「我才剛到。」阿偉蹲在嬰兒車前面，伸手摸了摸茵茵的額頭。 

「女兒怎麼還沒起床？她不舒服嗎？」 

「不知道是不是跟她說今天要來找你的關係，她昨天晚上一直不肯睡覺，一

直跟我說要找爸爸。後來累了睡著了，但是今天早上就叫不起來了，想說讓她多

睡一會。」 

阿偉從褲子後口袋拿出一個信封。「這是這個月的錢，還有這罐，我記得妳

都是用這牌的乳液，昨天去家樂福有看到在特價就買了。還有這件衣服是給女兒

的，還有這罐補品是給阿爸的，等一下我幫妳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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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說最近生意不好，本來要晚幾天再給我家用，為什麼還買這麼多東

西？」 

阿偉沈默了一會，後來還是決定告訴小美。 

「我前兩天接了一個兼差。」 

「什麼兼差？」 

「還沒有開始工作，我也不太曉得，是阿杰介紹給我的。」 

「你這樣會不會太辛苦了？要做兩份工作。」小美摸了摸阿偉的臉頰。 

「你爸說要我存到一百萬元才可以接妳們回家，我想快點接妳們回家。」 

「阿爸也是為我好，他說我們兩個都沒有工作，以後一定會為了錢吵架。」 

小美把頭輕輕靠在阿偉的肩膀上。「如果我也開始工作，存錢就會比較快了。」 

天空烏雲密佈，空氣中的濕氣明顯增加。已經到了該準備擺攤的時間，但這

時的夜市卻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攤販出現，應該是受了氣象預報說今晚會下雨的

影響，大部分的攤販都不出來擺了，有擺攤的大都是賣吃的。賣衣服的、玩遊戲

的攤位幾乎都沒有出現。今天的人潮跟天氣好時的人潮相差甚大。 

「這小子是因為天氣不好沒出來擺攤呢？還是因為賺太多乾脆就不擺攤了

呢？」 

阿偉看著右手邊空著的攤位，原本想當面問一下阿杰拿到借帳戶的酬勞沒有，

畢竟只要借出個帳戶幾天就可以賺幾千元這麼好賺的事情，還是生平第一次遇到，

心裡很不踏實。阿偉想著想著，直接拿手機撥了通電話給阿杰。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嘟聲後開始計費－」 

「居然連電話都不接。」阿偉將手機粗魯的塞回自己的後口袋，鈴聲卻在這

個時候響起。 

「是賺太多不用出來擺攤了喔？」阿偉接起電話，劈頭就問對方。 

「......請問是劉冠偉先生嗎？」 

阿偉這才發現電話那頭不是阿杰的聲音，是一個陌生的男生。 

「啊，是，我是，請問你是？」 

「我這邊是中山派出所，你涉嫌一件詐－」 

不等對方把話講完，阿偉就用比平常講話大一倍的音量回話。「你說你哪裡？

派出所喔？我這邊是消防局啦，還派出所咧，死詐騙集團。」阿偉的手機又再一

次被粗魯的塞回後口袋。過沒幾分鐘後鈴聲又響起了。 

「劉冠偉先生，請你不要開玩笑，我這邊真的是派出所。」 

「我這邊也真的是消防局。」 

「你最近是不是有把兩個銀行的帳戶交給別人使用？」 

「啊？」阿偉聽警察講出兩個帳戶，剛好是他借給那間公司的帳戶。 

「有被害人來報案說他們遭到詐騙，而被騙的金額就是匯到先生你的兩個帳

戶裡面，目前兩個帳戶都已經變成警示帳戶了。」 

「不可能啊，你們一定搞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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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涉嫌詐欺案件，請你找個時間到我們派出所，協助我們警方瞭解一下情

況。」 

剎那間，雖然身處在夜市，阿偉突然聽不到周遭的聲音，眼睛呆呆的看著前

方。 

為什麼？ 

為什麼自己會變成詐欺案件的嫌疑人？回想整件事情，一開始聽起來好像太

過順利，只是借個帳戶就可以賺個幾仟元，但也不至於到太誇張的程度。公司需

要節稅，聽起來天經地義，就像把公司登記在英屬維京群島一樣，沒有接觸過公

司登記或是看過相關新聞的人可能不知道這樣可以避稅，但圈內人就會知道這樣

不但可以避稅，而且是合法的，更何況不是只有一、兩家公司這樣做，很多大公

司都是這樣登記的。阿偉一開始有這麼一瞬間也覺得自己升格變成了圈內人。 

慌慌張張的拿起手機，阿偉直接用通訊軟體的電話撥給要跟他借帳戶的那間

公司，響了很久無人接聽。傳了訊息給對方說自己被警察通知去做筆錄，問對方

怎麼會這樣，但訊息過了幾十分鐘之後還是呈現未讀的狀態。而阿杰的手機一樣

轉入語音信箱，傳訊息仍舊是未讀未回。 

阿偉呆站在攤位前，此時一顆豆大般的雨水滴在阿偉拿著手機的左手上，不

一會兒即下成了傾盆大雨，攤位的老闆紛紛拿出大傘來遮住自己的攤位。原本已

經是稀疏的人潮也被大雨打散而消失不見蹤影。 

一直到了隔天早上，大雨依然繼續下著。阿偉在接近中午雨勢變小的時候去

了警察局，一直待了將近三個鐘頭才離開。其實真正做筆錄的時間很短，大部分

的時間都是在等待。這一天的警察局不太平靜，因為前一晚的大雨導致視線不佳

而發生的汽車與機車的擦撞，兩邊的人都在做筆錄。還有附近的一戶生意很好的

早午餐店家的男老闆，一早醒來發現大門被撬開，櫃台的現金全部不見，老闆猜

測應該是小偷利用昨晚大雨的雨聲作掩護進屋行竊了。只見男老闆穿著短褲、夾

腳拖狼狽的來警察局報案。 

警員跟阿偉說被害人接到詐騙集團的電話，電話中說被害人上網購買東西要

付款的時候，賣家不小心設定成十二期分期付款，意思是會重複扣款十二次，希

望被害人可以到ＡＴＭ前聽從他們的指示操作，就可以把這項設定取消。然而這

些操作實際上不是要取消什麼十二期分期付款，而是要把被害人的錢從自己的帳

戶轉到詐騙集團手上的人頭戶裡面。而阿偉交出去的兩個帳戶，就變成了詐騙集

團用來詐騙的人頭戶。 

「我只是把那兩個戶頭租出去給別人用而已，真的！那個在我隔壁擺攤的那

個人他介紹給我的，他自己也是出租他自己的帳戶。」阿偉語氣著急的想跟警察

解釋清楚，但警察只是看著電腦螢幕製作筆錄。 

「他叫什麼名字？有聯絡方式嗎？」 

「他叫李國杰，我有他的手機號碼，他昨天一直不接電話，我剛剛要來之前

有打給他，但是已經變空號了。」阿偉拿出自己的手機遞到警員面前，想證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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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是實話。 

「我看那個名字一定是假的啦。你借出去的時候都不會覺得這樣有問題嗎？

算了，這個問題問你也是白問了，每個人到我這邊做筆錄一定會說他不覺得有什

麼問題。你還有什麼要說的趕快說一說，我們今天很忙，外面還有人等著要做筆

錄。」 

「我是無辜的。」 

「劉冠偉！」碰、碰、碰。「劉冠偉！」阿偉家一樓的鐵門被小美拍得咚咚

作響。「劉冠偉出來開門！」碰、碰、碰，「劉冠偉！」 

沒過幾分鐘，鐵門開了，站在門後面的阿偉，從警局做完筆錄之後，已經三

天沒有出過門。雜亂的頭髮，滿臉鬍渣，身上有酒味、煙味、汗味，還有微微的

一股酸味。 

「劉冠偉你為什麼不接我電話？」小美大聲斥責著，但下一秒立刻用手摀住

自己的口鼻。「你怎麼這麼臭？」 

阿偉沒有回答，自顧自的走回二樓的房間，躺回床上，背對著瘋狂追問的小

美。 

「劉冠偉你在做什麼？為什麼不接我電話？」小美往阿偉身上狠狠的揍了一

拳。「劉冠偉你講話啊！為什麼連夜市你都沒有去擺了？」 

阿偉從床上坐了起來，非常懊悔的把臉埋在自己的手掌裡面，吞吞吐吐的說

出： 

「我沒有心情去擺攤。」 

阿偉把自己變成了詐騙集團的幫助犯的事情全部講給小美聽。 

「你要被判多久？你會被關起來嗎？」 

「還不知道，警察跟我說地檢署那邊還會傳我，之後要看法院那邊怎麼判。 

「我們去找律師問問看好不好？」小美蹲在阿偉的床旁邊，焦急的用手搖了

搖阿偉。 

「找律師要花很多花錢，我沒有那麼多錢。」 

「我們可以去找法律扶助基金會阿，我阿爸之前有去詢問過，他們不會收錢

的。有必要的話，他們還會派律師幫你寫狀紙，還會陪你去開庭。我們去問問看

好不好？」 

阿偉看著小美，語氣突然大聲了起來。「我又沒有做，去騙錢的人也不是我，

為什麼我要去找律師？為什麼我還要被告？」阿偉抓起了放在床頭櫃上的車鑰匙，

起身走下樓。 

「你要去哪裡？」小美跟在阿偉後面，阿偉沒有回答。 

「劉冠偉你要去哪裡？」 

「不知道啦。」 

「你不能每次遇到事情，就想跑走啊。」小美一路跟著阿偉走到大門口，阿

偉突然停下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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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想跑走，我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辦啦。」說完阿偉打開車門，獨自駕

車離開。 

不像在警察局做筆錄那樣漫長等待的時間，阿偉依傳票上通知的時間來到了

地檢署，不到三十分鐘即完成偵訊。被害人的筆錄、被害人的匯款資料都顯示出，

這個帳戶打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公司避稅要用的帳戶，被害人把款項匯進去之後，

當天就被詐騙集團的車手提領走了。總共有三個被害人匯款到阿偉的帳戶，被騙

金額共計八萬六千三百一十元。阿偉走出偵查庭後，還在回想著剛剛跟檢察官的

對話。 

「你有沒有想過帳戶交給一個陌生人，對方會把帳戶拿去作不法的用途？」 

「對方跟我說他們公司要避稅用的，本來就好像不是什麼正當的用途，但我

以為不會這麼倒楣被抓。」 

「所以你是心存僥倖？」 

「算是吧。」 

「你涉嫌幫助詐欺取財罪，是否認罪？」 

「我不認罪，我也是被騙的。」 

阿偉當時在被告席上沉沉的低下頭盯著坐位前的電腦螢幕，不敢看檢察官的

臉。生平第一次踏進地檢署，挑高的空間雖然有自然光線透入，但是整體看起來

還是很陰暗，空氣中滿佈著一股很詭異的靜謐。會踏進地檢署的人本來就不會是

因為什麼開心的事情而來，在偵查庭外等候的當事人，個個神情凝重，不發一語。

阿偉看了看四周，也有幾位像自己一樣年紀的年輕人，他們又是因為什麼案件來

到地檢署呢？有些人旁邊有親友陪著，有些人有律師陪著。 

走出了地檢署的大門，刺眼的太陽、嘈雜的汽機車引擎聲，過了一會阿偉才

回過神來想起自己的車子剛剛停放在哪裡。突然間，他撇見對街有一個熟悉男子

的身影，正要往轉角方向走去。 

「李國杰！」他對著馬路大叫。 

顧不得前面馬路的燈號還是綠燈便衝了出去，差點來不及煞車的車輛發出了

又長又猛的喇叭聲。那名男子轉入一個巷子裡面去了。 

阿偉拔腿狂奔，跟著轉進巷子之後，卻看不到任何人影，巷子裡面緊接著另

一個十字型的巷子。他站在原地四處張望了一下，慢慢向一台停在紅線上的廂型

車靠近，那是之前阿杰用來擺攤的車子，果然看到了故意把身體壓低躲在駕駛座

上的阿杰。 

「你給我出來！」阿偉用力的拍打車窗。 

阿杰緩慢的開啟了車門，阿偉雙手抓住了阿杰的領子，把他從駕駛座拽了出

來壓在後座的車門上。 

「你再躲啊！為什麼不接電話？是不是早就知道這個帳戶會有問題了？ 

「我怎麼會知道有問題，我也是被騙的啊，我一毛錢都沒有拿到，帳戶就被

凍結了，我也被警察叫去做筆錄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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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跟我萬一說如果出問題，可以去辦理掛失，他們詐騙集團拿去做什

麼用就不關我們的事了嗎？」 

「這個也是對方跟我說的啊，我也是把他們跟我講的跟你講而已啊。」阿杰

試著要把阿偉的手抓離自己的領子，反而被勒得更緊。 

「你先放手。」 

「你跟我去跟檢察官說，全部的事都是你教我的。」 

「說了也沒有用啦，你自己也知道可能會被拿去詐騙啊，你自己也說如果真

的是詐騙集團拿去用的話，就跟警察講你也不知道就好了啊」阿杰吼回去。 

「要不是你，呃啊－」 

阿杰用膝蓋頂了阿偉的腹部，接著用肘擊的方式揍了阿偉，阿偉倒在地上，

阿杰趁機開車逃走。 

不久前才跟小美還有茵茵一家三口在公園團聚的幸福畫面，沒過幾天就退色

變成幻影。彷彿還能聽到隔壁攤位的阿杰跟阿偉介紹賺外快時的笑聲，但現在阿

杰已經急忙跟自己撇清關係。阿偉提著一手啤酒，到了郊區一個堤防邊坐著。假

日的時候，這個堤防會有很多來看夕陽的情侶，也會有很多來釣魚的釣客，甚至

會有賣熱食、飲料的攤販，像個小型夜市一樣。今天因為不是假日，整個堤防只

有海風的聲音，還有阿偉大口灌著啤酒的聲音。阿偉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跟小美還

有她的爸爸交代。當初認為是她的爸爸破壞他們，硬是把小美帶走，現在看起來

卻是百分之百正確的決定。阿偉心想，想多賺一點錢有錯嗎？太相信朋友也錯了

嗎？那些打電話詐騙別人的人才是真憤恨不平的阿偉單手捏扁了手中的啤酒空

罐。 

「不要亂丟垃圾！」當阿偉準備把啤酒空罐丟入海裡的時候，那個背影看起

來像是睡著了一動也不動、戴著棒球帽的釣客突然大叫了一聲，阿偉往聲音的來

源方向看了過去。 

「老闆？」 

「你不要亂丟垃圾，把我的魚都給嚇跑了。」彩券行老闆把自己的帽簷挪高

了一點，索性起身走到阿偉身邊坐下，拿起一罐啤酒喝了起來。 

「以前沒有看過你來這裡。」老闆問。 

「遇到了一點麻煩事。」 

「是錢的事情？還是女人的事情？」 

「都有。」阿偉吞了一口啤酒。「還更麻煩。」阿偉跟彩券行老闆說出自己

是如何成為幫助詐欺案的被告，之後法院那邊也要開庭審理，被害人也有可能會

跟他求償。 

「這詐騙的手法真是日新月異啊。在我那年代只是打電話來，開口第一句就

喊你爸啊、喊你媽的，說自己是你的小孩，現在被綁架了，要你趕快拿錢來贖。

被騙錢也就算了，現在的詐騙居然還會讓自己變成幫助犯。」 

「可是奇怪的是，當下真的不覺得自己被騙，只是覺得哪裡怪怪的。」阿偉



11 
 

思索著當初為何會像中邪一樣，傻傻的相信對方。「我以為天底下真的有這麼好

的事。」 

「但你不覺得你什麼都沒有做，只是把幾乎不用成本的戶頭借給別人，然後

沒幾天就可以賺個幾千元，這種事情不是太不合理了嗎？」 

「對方說的很像真的阿。他們說他們的公司要避稅，這聽起來不是很合情合

理嗎？」 

「避稅是假的，騙你的帳戶才是真的。」彩券行老闆轉頭看了阿偉一下。 

「如果是真的要避稅的話，對方大可以拿自己銀行帳戶去辦啊，一家不夠他

可以去辦兩家來用，兩家不夠他可以去辦三家，又沒有規定一個人只能有兩個銀

行戶頭，開個戶頭又不用花錢。就是因為要拿去騙人用的，什麼名字、地址、都

是用假的，出事情他們就可以一走了之，讓你們這些倒楣鬼來幫他們擦屁股」 

老闆講完嘆了一口氣。 

「你打算怎麼辦？」 

「不知道。我老婆問我說要不要去找律師，什麼法律扶助基金會，聽說不用

錢的。」 

「你老婆不是比你還年輕嗎？她怎麼會知道那邊有律師可以問？」 

「因為她老爸，就我岳父，那時候我讓他的女兒懷孕了，他去那邊問過可不

可以告我性侵。」 

「年輕人就是年輕人，真是衝動啊。」 

「我岳父說，只要我存到一百萬，就把老婆跟孩子還給我，我以為這次一定

可以把他們接回來，誰知道......。如果我去坐牢的話，他一定會要我跟他女兒離

婚。」阿偉低頭開始哭泣。「我不想被關、我不想失去老婆跟小孩！」 

「你怎麼知道自己一定會被關？你怎麼知道他爸一定會要你們離婚？」老闆

看著遠方的海，像看透了世事似的說著。 

「在我三十歲那年，做生意失敗，欠下了好幾十萬，那些廠商都說要來告我，

那時候我也以為我自己完了。你要知道，好幾十萬在我那個年代可不是筆小數目。」 

原來自己並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老闆娓娓說出以前的經歷，像垂下一條

繩子給掉落井裡的阿偉。 

「但我很誠心的提出還錢的計畫去跟他們談，後來事情就慢慢解決了，沒有

一家廠商來告我，甚至有兩家廠商願意繼續供應我」 

阿偉半信半疑的看著他。 

「有句話叫做『危機就是轉機』，就看你如何處理這次的事情，要是處理得

好，搞不好牢也不用坐，小孩跟老婆還會回來身邊。」 

「不可能啦。」 

「你看看你這種反應，要是我是你岳父，我也不會把女兒託付給你。你應該

要拿出決心跟行動力，讓你岳父知道你是真的很有誠意要接回老婆跟孩子。」 

「那我該怎麼辦？」阿偉等著老闆說下去，像重新被掛上帆的船，只等待風

向告訴他接下來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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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你應該先去見見律師，做個全盤的了解，好好面對這次的官司，先

解決它，讓你老婆跟你岳父知道，你是有肩膀、願意負責任、可以託付的男人。」 

到了法院傳喚要開庭的當天，阿偉聽到了法警點呼自己的名字之後走進了法

庭。法官先跟阿偉核對了他的身分證字號、住址、生日，接著由檢察官朗讀了起

訴書。法官並對阿偉告知了被告的權利事項。 

「你可以保持沈默，不需要違背自己的意思講話，可以選任辯護人，如果有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的證明，或是原住民，可以請求法院替你選任辯護人，另

外可以請求調查對你有利的證據，以上是你的權利，你了解嗎？」 

「了解。」 

「你有要請律師嗎？」 

「不用了。」 

「對於檢察官起訴你交付了你的銀行帳戶給一個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叫吳承

毅的男子，結果帳戶被詐騙集團拿去使用，有三個被害人匯款，總共被騙了八萬

六千三百一十元，所犯的法條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跟刑法第三十條的幫助詐欺

取財罪，你認不認罪？」 

「認罪。」阿偉看著電腦螢幕上的筆錄，慢慢的吐出這兩個字。 

「你認罪？」法官又跟阿偉確認了一次。 

「對，我認罪。」 

「你知道認罪的意思嗎？」 

「就是表示我承認我有作起訴書上面寫的行為，然後觸犯的法條是上面寫的

罪名。」 

「為什麼之前在警察局跟地檢署的時候都不認罪？」 

「我昨天有去找律師，律師有分析我的案件給我聽。」 

「你為什麼要交付你這兩個帳戶給自稱吳承毅的男子？」 

「那時候生意不好，收入很少，要付房租還要給老婆跟小孩生活費，剛好我

隔壁攤的人說他把帳戶借給別人說這樣可以賺一些錢，所以我也借了。」 

「你隔壁攤販叫什麼名字？」 

「李國杰，他也被警察抓了。」 

「你交出去給吳承毅的時候，有沒有跟對方確認對方要做什麼用途？」 

「有，對方說他們是建設公司，要做帳用的，反正就講得一副我們不懂不要

多問了。」 

「你在交付帳戶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會被詐騙集團拿去使用？」 

「那個李國杰有跟我說，萬一真的被詐騙集團拿去使用的話，也不關我們的

事，我那時候就相信他了。」 

「你為什麼會相信李國杰說的，就算被拿去詐騙別人，也不關你的事？」 

「因為他自己也借了他自己兩本帳戶出去了，想說如果會出事的話，他自己

應該就不會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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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李國杰怎麼認識的？」 

「我跟他都是在夜市擺攤的，他的攤位在我隔壁。」 

「本件從你跟李國杰認識到你交付帳戶給詐騙集團的時候，有多久的時間？」 

「應該不到半年。」 

「你們交情如何？」 

「就每個禮拜擺攤的時候會遇到，之前他有一陣子沒有地方住的時候，我有

來讓他住我家。」 

「認識不到半年，你就讓他去住你家？」 

「就想說，反正我一個男生自己住，多他一個人也沒有差。」 

「你的家庭狀況？結婚了嗎？」 

「結婚了，可是－」阿偉停頓了一下才又接著說： 

「可是老婆跟孩子被我岳父帶走了，我岳父要我存到一百萬才可以把他們母

女兩個接回來，我會賣帳戶也是因為想趕快多賺一點錢接回老婆跟小孩。」 

「你最後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希望可以賠償被害人被騙的錢。」 

半年之後，樹葉開始轉黃，夜晚長了，白天逐漸變短了。 

傍晚快六點，阿偉已經把攤位都準備好了，也開始有客人站在攤位前點餐

了。 

「老闆，我要一份大份的鹹酥雞、一份魷魚腳，不要辣。」 

「好，先跟你結帳，這樣總共八十元喔。」小美用夾子夾了客人點的菜，轉

身交給站在炸台前的阿偉去炸。 

「蒜跟蔥要嗎？」小美親切的詢問著客人。 

「都不用。」 

沒多久之後，小美的爸爸也來了。 

「爸，茵茵送去姐姐家了嗎？」小美轉頭問了爸爸。 

「送去了，妳姐很喜歡茵茵，今天才晚十分鐘過去，你姐就打來問怎麼還沒

有到。」小美的爸一邊講著，一邊熟練的從小冰箱內拿出把檯面上缺的甜不辣、

米血、三角骨補齊。「你姐跟我想說你們要不要請個工讀生？你姐如果剛好有事

不能顧茵茵的時候，我才能幫你們顧。」 

「阿爸，有啦，我有去附近大學的學務處問說，如果有大學生想打工的幫我

們介紹一下，應該很快就有消息。」阿偉熟練的把炸台裡面的炸物撈起來。 

小美的爸這時候走了過去，挨在阿偉的旁邊問。「你跟那個臺灣更生保護會

貸款借來做生意的錢是不是下個月要開始還了？有準備好嗎？」 

「有，我錢已經交給小美了，她下個月會幫我去繳。」 

「阿你之前欠那些被害人的錢有沒有還一還了？你答應被害人要還他們錢，

人家才願意原諒你，法官才願意給你緩刑的。」 

「有啦，那個我都有記在手機裡面，我有準時匯錢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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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有一位客人走到攤位前，清瘦的身形看起來有點熟悉。 

「呦，我說這不是阿偉嗎？來、來、來，給我鹹酥雞、薯條、百頁豆腐什麼

的，都來一點，弄個三百元給我。如何？生意怎麼樣？」 

「生意當然比賣烤地瓜好多了。」阿偉沒有預料到彩券行老闆會跑來看他。 

小美拿起夾子夾了很多高單價的東西，牛肉串、培根串、柳葉魚等等、全部

的錢加起來應該已經接近五百元。小美記得阿偉曾經說過，他後來會改變心意去

找律師是因為彩券行老闆勸他好好去處理事情。說也奇怪，彩券行老闆說出來的

話就是很容易說服別人，就像阿偉知道彩券中獎需要憑運氣，但每次老闆說再多

買一張就會中獎，阿偉就會照買，雖然買了之後中獎的次數不多。 

「妳......就是阿偉口中那個青梅竹馬的老婆小美？」 

小美不好意思的點了點頭。 

「我也有聽阿偉提起過你，謝謝你那時候勸他好好去處理事情。」 

「我那是隨口說說的，出一張嘴很簡單的。倒是妳，聽說是妳去求妳爸讓你

們夫妻兩個一起工作，又去跟什麼更生保護會貸了款，還讓妳爸去做了連帶保證

人。我說你到底是看上阿偉哪一點？除了這張臉是長得有點帥，身材也還算可以，

但其實我當初是建議他去酒店當少爺的，可是他不要。」 

「我爸只是脾氣大了一點，他其實很愛我跟茵茵的。至於阿偉，我們念小學

的時候就認識了，要不是他家後來發生了變故，我們又太年輕就有了孩子，他那

時候自己應該也很慌亂吧。」小美轉頭看著阿偉，嘴角微微的上揚了一下。「也

許就是因為我們認識很久了，他是我的初戀，所以我想堅持下去。」 

「瞧妳一臉幸福的樣子。妳會不會夾太多東西了？我只點三百元而已，多的

我可不付錢啊。」 

「多的就當阿偉跟我招待你的。」小美露出燦爛的笑容。 

夜市裡的人聲漸漸停止，小美的爸爸已經先回家去了，剩阿偉跟小美還在收

拾著攤位。 

「累不累？等一下那些我來收就好了，妳要不要先休息？」 

「不累，一點都不累。如果每天的生意都這麼好的話，那就好了。」小美蹲

在地上收拾，轉頭看著阿偉。 

「老婆。」 

「嗯？」 

「謝謝妳，謝謝妳沒有放棄我，謝謝妳陪我去面對官司，謝謝妳幫我勸妳爸，

謝謝妳照顧茵茵，謝謝妳幫我做的所有的事。」 

「幹嘛這個時候突然講這個啦，我要被你弄哭了啦。」 

阿偉這時走過去，從身後抱住小美。 

小美擦了擦眼淚，轉過身，和阿偉相擁著。 

「你身上都是鹹酥雞的味道耶。」小美說。 

「妳身上都是胡椒鹽的味道耶。」阿偉說。 

兩人對視，開心的笑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