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語言是人類溝通、傳遞思想的工具，在

司法運作上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蓋無論偵

查或審判，其目的均在發現真實，而在庭聽

聞各程序參與者之陳述，乃為貫徹直接、言

詞審理主義所應為之核心事項，倘未能精確

掌握渠等真意，進而與之互動交流，則欲為

人定紛止爭，無異緣木求魚。中文書雖同文，

但各方言間互不相通，而吾國早期雖以普通

話為國語，但邇來臺語之使用愈形普遍，司

法實務上以臺語應訊之情形亦屢見不鮮，這

對僅熟稔國語的司法人員來說，毋寧係一大

挑戰。我係臺北出身，本不諳臺語，經過幾

年的修習摸索，現亦勉可用臺語處理業務，

庭訊任爾遨遊
－學與用臺語的若干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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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台北城孕育出的臺語白紙
參、	為環境所迫非學不可
肆、	屢敗屢戰，越挫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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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大膽苦練，虛心求教；隨記隨問，

學習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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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語扎根上手，

其間體悟出若干心得，乃不揣譾陋，綴成數

語，略抒舊懷，併勵來茲。

貳、台北城孕育出的臺語白紙
我在先天上並無學習臺語的環境。家

父來自大陸，家母則是澎湖人，身為標準

芋仔蕃薯組合的我，自小生長於臺北，不

論日常居家或出門在外，一律以國語溝

通，周遭親友也以操國語者為多。幼時雖

曾多次於寒暑假往返澎湖，但為時甚短，

外祖父母亦未刻意教導我學臺語。及長

求學，時值政府力推國語政策的年代，

故在校僅說國語。畢業後入社會時，除了

自傳媒習得的「呷飽未」、「有影嘸」

等詞外，我的臺語知識可說幾趨於零。

國中時發生的一件糗事，讓我至今記憶

猶新。斯時學校於某以原住民文物著稱的遊

樂園舉辦校外教學，遊園途中經過一排以茅

草、石板搭建之矮房，適天氣轉陰欲降雨，

一旁同學謂：看起來…ㄌㄡ ˇ ㄏㄡ，我聞

言乃接稱：對啊，這房子確實蠻「落後」的。

語畢，大夥先是一怔，旋爆出哄笑，我則呆

杵現場，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良久，同學

方笑曰：「ㄌㄡˇㄏㄡ」乃「落雨」二字，

即下雨之意。我的臺語究竟破落至何種程

度，由此可見一斑。 

參、為環境所迫非學不可
司法官受訓時，為一探濁水溪以南的風

土民情，遂刻意選填臺南實習，自此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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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臺語的證人，也只能力求處變不驚，憑真

功夫應對了。雖我多能平安過關，但難免有

踢到鐵板的時刻。

一、竊車現款案－字面意義與行話間
									的鴻溝

某案中 A 被訴竊取 B 置放車上之現金。

依 B 所述，其為租某廠房，乃開車搭載 A 及

友人 C、D，由其住處前往 E 家，向 E 商借

30餘萬現金，借得後將款項置於車內。嗣A、

B、C、D 至該廠房洽談出租事宜，詎 A 藉故

離開後，即將該車駛離，並竊取上開款項。

收案後因覺 B 持現金繳交 30 餘萬之租金有

違常理，且 A 原為 B 之女友，雙方後因債務

糾紛交惡，故 B 非無挾怨誣指之可能，參以

A 迭否認上情，我遂決定聲傳 C、D 作證，

以釐清 B 指述之真實性。 

甫詰問 C 未幾，C 即舉手表示其聽不懂

國語，希以臺語受訊。冷不防他使出這一

招，心裡著實慌了一下，但反正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於是就硬著頭皮使出我會的臺語

字句，問將起來。因 B、C、D 先前筆錄就當

天 B 車行路線之說法已有出入，研判不無串

證之可能，於是就此質問 C，期能找到突破

的關鍵。果然沒多久，當被詢及如何由 B 住

處前往 E 家時，C 稱：是先繞去一間ㄊㄞ ㄇ

ㄅㄚ ㄟ，此顯與 B、D 稱：係直接前往等語

不同。

聞 C 言，心裡大喊：Aha ！被我揪出漏

洞了吧。通常遇此情形，為凸顯證人所述不

合理，進而彈劾其憑信性，作法上會就細節

深問，於是我復行追問C：是哪一個菜市場？

C 聽我這麼一說，楞了許久，才支支吾吾地

重複說：就是一個ㄊㄞ ㄇㄅㄚ ㄟ啊！見他

露出虛心的神態，我心想：嘿嘿，被我逮到

了吧，遂加緊火力續問：你說啊，你說啊，

到底是哪一個菜市場啊？是賣豬肉還是雞肉

的？同時再度請審判長向 C 諭知偽證的法

南部 Long Stay 之旅。到臺南後，不論是日常

食衣住行，或法（偵查）庭內的問答進退，

多使用臺語為之，讓初來乍到的我猶如鴨子

聽雷，而深引為苦。但轉念一想，既已入寶

山，不如化危機為轉機，善用此得天獨厚之

環境，把臺語練起來，以應日後之需。遂暗

下決心，強迫自己開車通勤時收聽台語廣

播，每晚則固定撥時間聽臺語老歌 CD，同

時依歌譜跟唱字句。如遇無從推敲的生字，

輒先書寫劄記，日後再向友人請益。就這樣

持續數月，迨實習結束時，我已可聽懂大部

分日常對話，口語部分也從個別單字，慢慢

能將之串成語句，最後能與他人為簡單會話

了。

結訓分發至南部的高雄，我仍不斷加強

臺語的學習。高雄雖一都會，然因位處南部，

故開庭時以臺語溝通之情況甚為普遍，所幸

已於一年實習中奠下若干基礎，讓我開庭時

不至慌亂，然因所學究屬有限，故仍需緊盯

螢幕觀看書記官打字，方能了解當事人真意；

訊問時如遇較艱澀字句，亦會向一旁的書記

官或法警詢問確認。為強化、提昇自己的臺

語水平，除繼續沿用實習時所採取之方式

外，平時更是找到機會就開口，外勤時與司

機、警察對談固無論矣，甚連理髮時都巴著

理髮阿姨天南地北地閒聊。就這樣兩年磨下

來，儘管自己開口時仍帶有濃濃口音，遣詞

用字也偶有錯誤，但多數時間已無須勞煩他

人，而能依己意主導開庭節奏。

肆、屢敗屢戰，愈挫愈勇
經過兩年偵查歷練，我轉換到公訴組服

務，至公判庭內執行以交互詰問證人為主之

職務。與偵查時不對外公開，且有地檢署的

書記官、法警從旁支援不同，交互詰問係代

表地檢署在公開法庭內所為，且在庭之書記

官、法警等均配屬法院，身處此種為外界檢

視、且旁無奧援之壓力下，如不幸遇到僅會



效。正當我沈浸在抓到C小辮子的喜悅中時，

卻瞥見審判長向我微笑道：檢察官，C 是說

汽車解體工廠，不是肉攤啦！

原來我全弄擰了。其實我並未聽錯，ㄊ

ㄞ ㄇㄅㄚ ㄟ這三個音的確對應到「殺」、

「肉」、「的」三字，所以我自然就聯想到

菜市場內的肉舖子去了。我萬萬沒想到這三

個字一旦組合起來，就有「汽車解體工廠」

之特定意涵（按：將汽車解體，猶如以刀剁

肉故也）。雖然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程度

已足讓我聽清楚這三個臺語字，但碰上這種

進階級的變化型，也只好徒呼負負、虛心受

教了。

二、怒毀倉庫案－貨匯傻傻分不清楚
北調臺南後，仍任職於公訴組。這回遇

上一 X 控告其前女友兼合夥人 Y 毀損工廠內

倉庫的案件，Y則主張該倉庫為其單獨出資。

到場勘驗時，X 稱該倉庫係其雇用 Z 所建，

金額約 5、60 萬，但因 X 迭稱其並無資力，

復未提出相關單據，其說法實啟人疑竇，我

遂問 X 何來資金可支付 Z，X 答稱：是用ㄏ

ㄨㄟ ˇ ㄎㄨㄢ ˋ 的。我心想：喔，原來是

用「匯款」付錢的，既如此，就會有帳戶交

易明細可勾稽查證。為不讓 X 有任何更異前

詞的思考空間，我緊接著問 X：你是匯到哪

一個帳戶？ X 聞言後突一陣語塞。當我以為

自己識破 X 伎倆，又會使用「帳戶」這個偏

難的臺語單字而沾沾自喜時，一旁的審判長

提醒稱：X 是說用「貨款」，而不是「匯款」

啦。當下我的臉又冒出三條斜線，恨不得有

個地洞可以鑽進去。

伍、過勿憚改，百尺竿頭求進；
								善用優勢，力爭左右逢源

不覺間我的南部 Long Stay 已邁入第五個

年頭，雖然雞同鴨講的「落漆」情形罄竹難

書，但我自認已盡全力而問心無愧，相信各

造也能感受到我的誠意。當然，在每次「突

槌」後，我都會立刻把錯誤記下，如有不懂

即向人請教，務求徹底瞭解，再將各該資料

輸入自建字庫中，提醒自己切莫再犯。如此

數年，我已可自行用臺語問明案件中之人事

時地物等事項。目前離我設定全程臺語問案

的目標，雖仍有漫漫長路要走，但我深信只

要肯用心並持之以恆，終指日可待。在此也

要對在我學習過程中曾惠予我指導、提點的

諸貴人，致上最深的謝意。

在執行檢察業務的過程中，我也觀察到

幾個有趣的現象：如能使用程序參與者所熟

悉的語言，往往使其倍感親切而願敞開心

胸，減少排斥感，在不知不覺中拉近彼此的

距離，陳述起來較阿莎力，大有助於案件的

進行；另外，部分程序參與者佯裝不諳國語，

而要求以臺語受訊，實則利用國、臺語轉換

的時間差，爭取迴旋空間，俾思索遁詞以圖

卸責。從而，司法實務工作者果能具備以臺

語溝通之能力，除可順利與當事人等溝通、

交流外，亦可藉此優勢趨吉避害，更能確保

達成發現真實、公正裁判之目標。

陸、大膽苦練，虛心求教；
										隨記隨問，學習得法

私見認為學習臺語的方法無他，一言以

蔽之，就是多聽多練。聽當然掌握在己，而

如無人可對練，可藉觀賞連續劇或收聽廣播

時，自行與劇中人物或主持人對話，並猜想

對方可能的回應，再與播出之內容相互印

證。再者，臉皮要夠厚，要有開口講的勇氣，

方能測試自己對該字句的理解程度與活用能

力，他人訕笑實不值一顧。倘因此找出病灶，

並加以改善，其後不貳過，如此點滴匯聚，

日久必有所成。對司法人員來說，更重要的

是學會放下身段，勇於向他人請教。蓋人非

全知全能，聞道本有先後、術業亦有專攻，

實毋須打腫臉充胖子，以免因會錯意而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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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斲傷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茲提出兩學習「撇步」，權供參考：第

一是隨身攜帶一小簿子，於聽到生字時，將

該字發音以注音符號拼出記下，並在旁註記

可能的意思，有空時盡快請教他人。蓋人之

記憶隨時間淡忘，如能先藉由手到的功夫，

使聽得的單字重現紙本，再透過頭腦思考的

過程加深印象，繼而速求其確義，終能吸收

入己。第二，記憶新詞彙時，務先尋找相對

應的漢字，並將兩者搭配記憶。蓋臺語字彙

之發音，多為相對應漢字普通話發音的變

體，如電燈的臺語漢字即為「電火球」（ㄉ

ㄟㄣ ㄏㄨㄟ ㄍㄧㄡㄨ ˊ），明乎此，則不

僅可於望文後產生圖像記憶，而發音縱非精

準，相去亦不遠矣，此較諸強背硬記，自能

事半功倍。

柒、回顧與展望
盱衡國內現況，臺語普及之勢已不可

逆，故各司法實務工作者，不論身處臺灣何

處，必會遇上只說或習說臺語，甚至故為請

求以臺語受訊之程序參與者。與其屆時再委

請他人代為訊問，或任由一己拼湊瞎猜渠等

真意，不如平時就把臺語練好，以備不時。

本文以自身之事例，闡敘一從無到有之蛻變

歷程，並提供一己之學習心法，此無非野人

獻曝，至盼能拋磚引玉，祈請方家不吝指正。

當然，除個人之自學外，各院檢如能酌情成

立 「臺語教室」，提供同仁多元之進修渠道，

如此多管齊下，相信更能提昇吾輩之臺語水

準，使司法更貼近民意、程序運作更順暢，

達成司法為民之使命。

（作者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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