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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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附表一 )，但早年該地區的居民教育程度
不高 ( 見附表二 )，居民多國中、小畢業後就
出海捕魚，島上居民多以漁業維生，藉由職
業與專業上的優勢，部分漁民以走私的方式
進行毒品交易或在島上製毒，而該地區特殊
的地理環境易面臨海路走私犯罪問題，雖然
政府對於海上、海岸及港口設有巡防及查緝
機制來監督，然而，毒品走私犯罪的標的、
模式仍層出不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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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者 ( 謝文忠，2012) 研究結果發現，
海路走私犯罪者的教育程度不高，初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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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年齡約 20 至 30 歲，其所成長的家庭環
境會影響學校的學習，使其暴露在較易接觸
1.【聯合報╱記者劉星君／屏東報導】 2009.04.22 03:13 am
屏東縣警局刑大偵一隊昨天破獲販毒集團，集團女性首腦王 OO 涉嫌控制琉球鄉的毒品市場交易。
屏東縣警局刑大偵一隊與肅竊小組昨天兵分 5 路，在琉球鄉破獲 6 人販毒集團，嫌犯王 OO（34 歲）是當地 10 年來
首見的女姓毒販首腦；另名嫌犯李 OO（24 歲）被捕後表示明天就要結婚，央求警方放他一馬，警方仍將他從琉球帶
回屏東偵辦。
偵一隊表示，今年元月接獲線報指琉球鄉毒品氾濫，警方緝毒小組昨天兵分 5 路，分別到琉球鄉與潮州鎮，一舉破
獲涉嫌販毒的集團，包括首腦王 OO、蘇 OO（54 歲）、詹 OO（52 歲）、陳 OO（40 歲）、林 OO（52 歲）與李 OO 。
警方調查，蘇 OO 與王 OO 是夫妻，王嫌在琉球鄉由蘇嫌提供毒品，王嫌負責琉球毒品交易市場，王嫌私下並與陳
嫌同居，昨天警方查獲時，王嫌與陳嫌兩人躺在床上，得知警方上門驚慌失措趕緊將毒品藏在廁所內。
警方發現，蘇嫌每次都由東港碼頭搭船出海到琉球鄉，運送海洛英及安非他命給王嫌。另外，蘇嫌與詹嫌兩人都
是屏南地區的藥頭，詹嫌還將毒品藏在神明桌案頭內，仍被警方發現。警方將 6 名嫌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共同販毒
罪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

2012)。當個人接觸犯罪者比接觸非犯罪者的

犯罪背景的親友引介。海路走私犯罪需仰賴

時間、頻率要多及高時，則個人較易習得犯

經驗，進行事前準備及綿密的走私過程，包

罪行為，現以犯罪者的角度來說明差異接觸

含走私管道洽商、走私各階段角色的選定、

理論的九項論點：

走私運輸、取貨及銷貨的安排。海路走私犯

（一）犯罪行為是經由學習、模仿而得來的。

罪有集團性、分工化之趨勢，從規劃、聯繫、

（二）犯罪行為是與重要他人或親密團體溝

取貨、運輸至交貨，都有分工，而不同走私
犯罪集團間亦會產生合作模式。走私犯罪者
會運用各種方式，掌握資訊逃避查緝，集團
幕後負責人不易被查獲。
而從差別接觸理論在臺灣海路走私犯罪
及社區鄰居接觸而發生，此外，走私犯罪者

別是與有犯罪經驗者接觸，成為犯罪者
的可能性會較高。
（三）犯罪行為主要是與親密團體的互動生
活過程中學習的，特別是家庭與朋友的
影響力最大。

認為同行被查獲訊息的重視及掌握相當重

（四）犯罪行為之學習內容包括：犯罪的技

要。其研究認為人與走私犯罪團體接觸後，

巧、犯罪的動機態度、行為態度、合理

從事走私犯罪之機率較高，而守法信念薄

化技巧等。

弱、法令懲罰過輕、投資報酬率均是促成海

（五）犯罪動機乃從法律或犯罪定義去考慮

路走私犯罪的因素。因此要加強預防毒品

犯罪對他有利還是不利，若犯罪結果獲

走私的方法除了政府應修法加強對毒品走私

利大於被懲罰的結果，個人會選擇犯罪

者的嚴懲外，也要加強當地區民對於走私毒

行為。

品、製毒違法行為的認識，並教育居民了解

（六）當個人與重要他人或親密團體接觸後

觸法後所應受的法律懲罰，才能有效預防毒

而產生了犯罪比不犯罪有利的認知概念

品犯罪於琉球地區漫延。

後，就會選擇從事犯罪行為。

貳、文獻探討
本文以差異接觸理論及社會學習理論作
為理論基礎，現分述如下：

一、差異接觸理論
差 異 接 觸 理 論 為 蘇 哲 蘭（Sutherland）
所創立的一種犯罪學理論，此理論認為犯罪
行為是在與重要他人或親密團體溝通互動過
程中經由學習、模仿而來的，犯罪者所學得
的包括犯罪行為的態度、動機、技巧方式與
將犯罪行為自我合理化的理由，而學習行為
的結果程度，則會隨著犯罪者與重要他人或
親密團體 ( 父母、師長、朋友、鄰居、學校
或同事等 ) 的接觸次數、頻率、時間長短、
接觸雙方的關係優先順序而決定 ( 謝文忠，

（七）與重要他人或親密團體長久或持久
性的社會互動接觸會比偶爾才接觸的頻
率、強度、影響力更大。
（八）犯罪行為之學習不僅限於「模仿」，
尚有「接觸」。
（九）不能用需求與價值來解釋犯罪行為，
因為非犯罪行為亦是為了需求與價值。

二、社會學習理論

2013

年離島地區司法保護業務研討會論文集

模式之適用，研究發現走私犯罪為經由朋友

通過程中發生交互作用學習得來的，特

玖、當 期 企 劃 ：

偏差行為的環境中，而促因則是周遭有走私

社會學習理論與差異接觸理論皆主張犯
罪是透過學習、模仿而來的。然而社會學習
理論則進一步認為犯罪行為是經由學習與模
仿的方式得來的，而觀察與模仿是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學習歷程與經驗，個人就是透過此
一學習經歷而得到犯罪行為的結果。社會學
習理論的基本論點為：

2014 日新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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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經由日常生活中與重要他人或親

20 天，83 年同年觸犯肅清煙毒案件，原一

密團體的互動過程中，觀察與學習到犯

審判決死刑後更審改判無期徒刑，個案服

罪的態度、價值觀、社會規範及行為。

刑 16 年後假釋出獄。

（二） 犯罪者的行為是會受行為的結果所影
響，或行為受到重要他人或親密團體 ( 如

案主原在台北從事電機工作，其友人

朋友、父母、家人、學校、偏差行為者

得知案主住小琉球且有認識跑船之人，雇

或其他工作同事等差異接觸者 ) 的強化

主 ( 即友人 ) 於是請求案主幫忙開車運輸海

而來。

洛因從琉球鄉運至台北，並請案主介紹從

（三）人與環境互動過程中犯罪行為會受到

事漁業之船長，可代為運輸海洛因，案主

獎賞而增強強化，如犯罪者透過走私獲

在知情狀況下幫忙運輸一級毒品海洛英 80

得暴利。簡言之，個人的行為會受行為

公斤。案主國中畢業後即離家在外工作，

的結果所影響，所以犯罪行為的發生，

缺乏毒品相關法律知識，不知運毒為重罪，

視該行為所受的增強物的程度或強度而

因此幫忙雇主即案主友人協助運輸海洛因，

定。

現將案主犯罪因素歸納分析如下：

（四）若重要他人對於犯罪行為的正面評價

1. 案主個人內在因素：因缺乏理性思考與

超過負面評價，則犯罪者會選擇從事該

不清楚相關法令下做出錯誤決定，案主

犯罪行為。

又不知如何拒絕友人之請託，意志力薄

綜合以上兩者理論可了解個人是否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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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問題原因分析

弱。

為犯罪者，與其所接觸的重要他人或親密團

2. 案主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案主缺乏對

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接觸的頻率、強度

法律正確的認識，且其受到朋友因素請

與時間、順序皆會影響個人是否會習得、觀

託幫忙，誤交損友以致於協助運輸海洛

察、模仿犯罪行為而進而成為犯罪者。此外，

因 80 公斤而犯下重罪。

若經由對於犯罪結果有利與不利的評估後，

（三）案主出獄後保護管束期間現況

又受到對於犯罪行為的增強作用，則此時個

案主出獄後一度想要聲請出海捕魚，

人較易習得犯罪行為成為犯罪者。總而言

未獲檢察官准許，目前於琉球鄉受雇某餐

之，離島居民若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當個人

廳從事載送客人往返碼頭之工作，與兄長

合法信念薄弱或法律知識不足時，物質慾望

一家人同住，案主未婚，對於犯行感到後

高升時，則較易於從事犯罪行為；此外，個

悔，不知刑罰如此嚴重，出獄後力求生活

人所接觸者中有以走私或製毒成功獲取暴利

穩定，希望未來能出海捕魚增加收入。

者，則其觀察、學習犯罪技巧與行為後，在
僥倖心理下，經由增強作用的強化，也有可
能也會成為相同類型的犯罪者

參、案例分享
一、案例一：案主黃 OO 犯罪歷程及
         問題原因分析
（一）犯罪歷程
案主民國 83 年觸犯公司法，判處拘役

二、案例二：案主黃 OO 犯罪歷程及
         問題原因分析
（一）犯罪歷程
案主民國 81 年觸犯就業服務法，判處
罰金 8000 元，86 年時觸犯肅清煙毒案件，
判處無期徒刑，服刑 14 年半後假釋出獄。

（二）犯罪問題原因分析
案主青少年時即當漁夫捕魚，後購買

大船至外海捕魚維生，民國 83 年間因友人

（二）犯罪問題原因分析
案主國中畢業後從事跑船工作，受雇

示友人以經濟有困難請託案主協助運送洛

於近海捕魚，因患有糖尿病已 5~6 年未上

因 90 公斤，協議予以酬金達謝，案主因長

船工作，家中頓時失去經濟來源，經濟狀

期居住在小琉球，缺乏毒品相關法律知識，

況不佳，案主於是與共犯一起製造安非他

不知運毒為重罪，因此協助運輸海洛因，

命賺取暴利以維持家計，但尚未獲利就被

原判處死刑，後更判為無期徒刑定讞。現

警察查獲，本案一共有六人犯案，案主判

將案主犯罪因素歸納分析如下：

八年有期徒刑，執行 5 年 10 月假釋出獄。

1. 案主個人內在因素：因缺乏理性思考與
不清楚相關法令下做出錯誤決定。

現將案主犯罪因素歸納分析如下：
1. 案主個人內在因素：因案主因想在短
期內獲得大量金錢，且在缺乏理性思

住在小琉球，青少年時即上船捕魚，所

考與不清楚相關法令下做出錯誤決定。

處環境未提供正確的法律，且其受到朋

2. 案主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案主自小

友因素請託幫忙，誤交損友以致於協助

居住在小琉球，所處環境未提供正確

走私海洛因 90 公斤。

的法律，且其受到朋友誘使製毒，誤

（三）案主出獄後保護管束期間現況

交損友以致於觸法。

案主出獄後由於缺乏一技之長，入獄

3. 家庭因素：案父罹病，案主本身亦罹

前只有漁業工作經歷，出獄後當月即欲聲

患糖尿病，案妻當時無工作，要養兩

請出海從事近海捕魚，未獲檢察官准許，

名子女，在家庭經濟不佳、思慮不周

目前於琉球鄉自宅從事麻花捲製作銷售工

的情形下而做出錯誤的行為。

作，案主一人獨居，出獄後與案妻離婚，

（三）案主出獄後保護管束期間現況

妻子與子女皆住在高雄，情感淡漠，少有

案主出獄後即受雇於從小一起長大的

往來，所幸案主手足願意接納案主，於其

同村好友從事卡拉 OK 餐飲業，因其友人看

出獄後就協助案主提供工作機會，使其出

到案主此次出獄後經濟不寬裕，但卻有心

獄後於生活適應上有很大的幫助，在觀護

想會悔改、重新開始新的人生與家庭生活，

人鼓勵下，目前自己挑戰創業一途，訂單

因此願意給予案主工作機會，目前月薪約 2

已漸多，案主心情也較為放鬆。

萬，案父最近罹患大腸癌末期，影響案主

三、案例三：案主陳 OO 犯罪歷程及
         問題原因分析
（一）犯罪歷程
案主於 84 年犯走私條例案件，判處徒
刑六個月，緩刑五年；89 年期間觸犯妨害

心情頗大，也更讓案主珍惜與家人相處的
時間。

四、案例四：案主陳 OO 犯罪歷程及
         問題原因分析

2013

年離島地區司法保護業務研討會論文集

2. 案主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案主自小居

玖、當 期 企 劃 ：

請託案主運輸毒品海洛因而觸法，案主表

（一）犯罪歷程

公務罪，起因於颱風時因案主受雇主所託

案主民國 80 年走私 3 級毒品 K 他命，

上船照看大陸魚工，因未帶身分證與海巡

判處徒刑 10 月，緩刑 3 年，87 年時觸犯毒

人員發生口角衝突，判處徒刑四月；90 年

品危害防制條例，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服

時案主因經濟狀況失業無工作多年，因而

刑 10 年後假釋出獄。

製造安非他命觸犯毒品案件。

2014 日新 JUSTICE

453

（二）犯罪問題原因分析
案主年少時即當漁夫捕魚，後購船擔

資者會有較高的教育程度；擔任運輸角色的

任船長至東南亞一帶捕魚維生，民國 87 年

走私犯罪者的家中狀況多數較差，缺乏完整

間因吸食毒品缺錢又想賺大錢的欲望驅使

的關懷與教養；走私犯罪者通常不在意學校

下，運輸二級毒品安非他命而觸法。現將

課業表現，家人不會對學校的學業表現有所

案主犯罪因素歸納分析如下：

期待或明確目標，與家庭的互動使走私犯罪

1. 案主個人內在因素：因案主因想在短

者較早進入職場。簡言之，走私犯罪者所成

期內獲得大量金錢，且在缺乏理性思

長的家庭環境會影響學校的學習，使其暴露

考與不清楚相關法令下做出錯誤決定。

在較易接觸偏差行為的環境中。

2. 案主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案主自小

然而也有部分犯罪者會認為運輸、製造

居住在小琉球，青少年時即上船捕魚，

毒品的犯行成功後，其犯罪所獲得的利潤會

所處環境未提供正確的法律，且其受

比被查獲的刑罰處罰更有利，因此而從事

到朋友引誘吸毒，誤交損友以致於觸

犯罪行為；這些犯罪者接觸走私的途徑，

法。

有可能是經由朋友、同事、同學、家人及鄰

（三）案主出獄後保護管束期間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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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私犯罪鏈中的角色而不同，策劃者及出

居接觸、學習與模仿而產生，此從差異接

案主出獄後一度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挫

觸理論及社會學習理論中可獲得解釋。差別

折與灰心，因當時案主面臨父母雙亡，手

接觸理論認為，犯罪行為是在與他人溝通的

足散居各地，妻子離婚、案女不願與案主

過程中，經過互動學習而來，學習包含走私

說話，親子關係不佳，使其剛出獄時充滿

犯罪的技巧和動機。社會學習理論則進一步

灰色、負面思想，後經觀護人同理、鼓勵

認為犯罪行為是經由學習與模仿的方式得來

與勸導後，案主在更換數個工作後決定回

的，而觀察與模仿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學習

到故鄉從新 ( 心 ) 開始，案主受雇於某特產

歷程，犯罪行為便是此示範學習而得到的結

店，生意頗佳，案主具有叫賣才能，其熱

果。學者謝文忠的研究結果 (2012) 亦支持當

情常能吸引許有遊客駐足購買，案主假釋

居民與走私犯罪團體接觸後，從事走私犯罪

期間長達六年，期滿前兩次驗尿呈陽性反

之機率較高，而守法信念的薄弱、法令懲罰

應，案主目前上訴高分院審理中。

是否過輕、投資報酬率均是促成海路走私犯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由文獻探討與四個真實案例中可得知離
島地區毒品走私、製造犯罪者的教育程度普
遍不高，對於從事違法行為後所受到的法律
制裁也不甚清楚，甚至於因想要獲得暴利而
不惜以自己的專業從事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的
犯罪行為，歸咎其原因是因離島地區法治教
育未落實，相關法律資訊不足，以致於在錯
誤的價值觀下做出犯法行為；學者 ( 謝文忠，
2012) 研究曾提出犯罪者的教育程度可能會因

罪的因素。

二、建議
綜合文獻探討與四案例之發生情形，本
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 參考：

（一 ) 增進走私犯罪者之矯正，提供假釋
             更生人就業輔導
從文獻與案例中可得知離島毒品犯罪
者多為年輕、學歷低、謀生不易之族群，
其交友或同儕圈中多有走私犯罪經驗者，
除了捕魚的專業技能外，缺乏其他謀生技
能，在就業不易和環境影響因素下使他們

且在校未曾接受過法治教育的宣導或課程，

罪。為避免其假釋出獄後因謀生不易，應

以致於部分犯罪者是因教育程度不高、缺

在監所內加強受刑人之就業能力，提升其

乏相關的法律常識下，不知製造、販賣、

專業技能；出監後，觀護人應輔以就業輔

運輸毒品對於社會的重大危害性，及毒品

導，使經濟、環境問題不再成為影響其從

對於下一代的殘害與影響更是深遠，因此，

事走私犯罪之原因。

應加強離島居民的法治教育，定期至離島
宣導或進行法律常識演講，教導居民不可

因自然環境與氣候的變異，導致魚貨

因為滿足一己之私慾，而不顧社會大眾之

量逐年銳減，海洋資源枯竭，當漁船出海

利益而製毒、運毒、販毒，否則將難逃法

無法捕獲大量魚貨時，又面臨島上就業機

律之制裁，另一方面也導正居民錯誤的想

會匱乏，許多漁民的家庭經濟將受到影響，

法 ( 製毒、運毒、販毒可獲取大量暴利，其

故當漁村謀生不易，面臨產量驟減和人力

刑罰卻不重 )，從而協助其建立正確的認知

短缺之問題時，會難以抵抗走私犯罪之高

思考模式 ( 應靠自己的專業努力從事正當工

收入，誘使多人從事此一違法工作。故政

作以獲取金錢報酬 )，發展出適當且正確的

府應與漁村社區組織共同討論漁村轉型之

行為。

規劃，重現漁村新風貌，以杜絕走私，以

（五）深耕在地文化、加強在地認同

琉球鄉為例，近年來致力發展觀光業，其

琉球鄉擁有獨特、豐富的海洋資源，

特殊的天然景觀及豐富的海洋生態，每年

近年來屏東縣政府不斷發展當地觀光業，

吸引許多遊客前往觀光與消費，也直接或

協助漁村轉型，浮潛、潮間帶導覽活動盛

間接增加了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應會減

行，麻花捲也成為當地著名的伴手禮，民

少居民以冒險、投機走私的方式來獲取暴

宿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的不斷增建，觀光業

利。

的盛行帶動當地人潮如錢潮不斷湧進，除

（三 ) 強化假釋更生人與島上居民正確
             工作價值觀

了改善當地居民的經濟生活外，大量觀光

由案例中得知某些犯罪者或居民的個

大量金錢時，對於生態的破壞、治安的敗

性喜歡投機、冒險性的嘗試，政府應宣導

壞、走私猖獗等問題無法兼顧外，尚有在

讓其了解並注意工作中的風險外，更要引

金錢主義掛帥的現代社會，短視的目光可

導其思考朝向腳踏實地工作的可能性，培

能會造成居民價值觀的扭曲與消費、生活

養自己的專長、認真務實的工作才是長久

型態的改變，大量觀光客雖帶來無限的商

之計，不可因一時的經濟壓力而做出違法

機，但同時不同於當地文化的入侵如金錢

的行為。但由於漁村轉型與觀光發展的結

消費、衣著生活等習慣的不同深深地影響

合下，長期受到觀光客情消費和渡假文

了當地居民的價值觀與認知，而原本樸實

化之影響，觀光地區如何建立正確的價值

寧靜的鄉村生活也因外來客習慣的夜生活

觀及認知更顯重要。

而改變，夜遊、KTV、飲酒等行為的喧嘩

（四）自小培養與加強居民的法治觀念
文獻資料與案例中都顯示琉球鄉的居
民以國中小畢業者居多，教育程度不高，

人潮也帶來許多值得重視的問題，在賺取

2013

年離島地區司法保護業務研討會論文集

（二 ) 協助沒落漁村轉型，降低走私誘因

玖、當 期 企 劃 ：

鋌而走險從事毒品走私、製造、販賣的犯

也影響居民生活習慣，因此如何讓在地文
化逐漸消失的琉球鄉居民能在改善生活經
濟的同時，對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建
構一種特別的情感，認為自己「屬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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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特別想要愛護它、保衛它，在生
活中自然而然的找到定位和價值進而降低

毒品犯罪再犯率相當高，除量刑加重

犯罪的機會和想法，也是未來重要的一項

外，對於毒品犯之身心靈治療、輔導也應

課題。

重視，藉由宗教信仰的力量，增強戒毒者

( 六 ) 擴大走私情報資訊之來源，提升走私
           犯罪查緝成功率

的心靈支持力量，協助毒品犯戒除毒癮，

邁入全球化的時代，走私企業不再是一

督教戒毒中心、晨曦會，其戒毒模式都為

國獨資，多為跨國企業。政府應當積極與國

福音戒毒，以協助患染毒癮者戒毒為宗旨

際合作，互換走私情報，以利擴大走私情報

成效頗佳，因此，政府應鼓勵民間機構或

之獲得，打擊走私跨國企業。台灣走私來源

團體設立戒毒場所，結合民間資源與力量

國多位於東南亞地區和中國大陸，故上述兩

幫助成癮者戒癮。

地區的走私情報交換之合作，是目前最為迫
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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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結合宗教力量，提高戒毒成效

臺灣現行民間反毒機構如：主愛之家 -- 基

( 九 ) 善用在地資源舉辦犯罪宣導與預防活動
琉球鄉多數居民以從事漁業為主，可

( 七 ) 重新檢視相關法令，毒品犯罪量刑不宜
           過輕，應研訂具嚇阻性之處罰方式

利用協調在地漁業廣播電台等媒體規劃製

文獻中提出毒品走私犯罪有可能是經

案案例分享 ) 或相關法令宣導，可指派檢察

由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但現行毒品走私

官、觀護人等接受專訪，說明預防犯罪之

相關犯罪案件，刑事司法程序往往相當冗

具體作為，運用廣播無遠弗屆的特性，發

長，喪失處罰即時之嚇阻性，且對於走私、

揮廣大宣導效應，呼籲居民勿從事非法毒

吸食毒品的犯罪者往往量刑過輕，以致於

品走私或吸食，將法治觀念深入琉球鄉每

毒品案件層出不窮且再犯率居高不下，建

個角落。

作犯罪預防專題報導 ( 實際受保護管束個

議對於毒品犯罪應加重量刑並提高刑罰以

( 作者為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主任委員葉春麗、屏東

外的其他罰則，如沒入海路運輸工具、提

地檢署主任觀護人程文珊、屏東地檢署觀護人夏以玲）

高罰金等，才能有效抑制走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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