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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咖大作戰  

猶記得 103 年 7、8 月間，新北分署登上了多
個電視及平面媒 體，新聞內容是在報導新北
分署拍賣違規網咖業者的電腦機 具、泡麵及
飲料等生財物品。如此之報導，大眾或許在第
一時 間感到新奇有趣，但事實上，對於吾等
執法機關的同仁們而 言，卻是進行著一場改
善社會風氣、還給青少年清新成長環境 的網
咖大作戰，雖然微小，但真真切切。  

對人民來說，唯一的權力是法律;對個人來
說， 唯一的權力是良心。  

	 	 	 	 	 	 	 	 	 	 —— 雨果  

這一日，天空乍現魚肚白，我馳騁在趕往新北分
署的快 速道路上，收音機放送著拉赫曼尼諾夫
(SergeiRachmaninov) 第 3 號鋼琴協奏曲第 1 樂章，宛如
進行曲般的旋律，似乎預 告著今日蓄勢待發的行
動。  

時間是103年6月26日早上7時許，新北分署拍賣室
裡， 已擠滿了人群，然而，卻不是引頸而望的投
標民眾，而是個個 束裝抖擻的執行同仁。「各位
同仁早安!」主任行政執行官如 磬般的召集聲，吸
引了同仁的注意目光。原來，為遏止不肖網 咖業
者，於暑假期間，持續違規容留未滿 18 歲青少年，
危害 青少年身心，為防患於未然，新北分署乃應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依法申請，將針對新北市
長期違規，且惡意逃漏龐大稅 金、拒繳違規罰鍰
的網咖業者，採取強力執行措施，在分署長 的指
示下，由行政執行官及執行同仁任務編組，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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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行政 執行官領銜，規劃整體聯合同步查封的
執行行動。「各位都曉 得自己的組別與分配的任
務嗎?」主任行政執行官一一與同仁 確認，並針對
此次之行動詳予說明，在緊湊的勤前教育中，同 
仁們無不感受到一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由
於本案所涉及 的義務人，主要有四個營業據點，
分別在新北市新莊區、五股 區及鶯歌區(2 處)，為
讓各個據點都能有現場指揮官在場調 度人力、指
導行動，故由數名執行官分別負責各點之督導執
行 事宜，而這次，同仁們不分是否為承辦股，全
力配合、相互支 援，以期群策群力，順利完成任
務。待確認完此回行動同仁之 配屬組別及擔當項
目後，大夥默契十足，整肅了表情與心緒， 也提
振了精神士氣。  

「加油!祝好運!」同仁們帶著主任行政執行官的祝
福， 準備拂曉出擊!大樓電梯接連迅速將同仁載送
至一樓集合點， 映入眼簾的，是一部部新北市消
防局的公務車，鱗次櫛比，陣 列於大門車道，同
仁們依序登車就座後，出發。此次行動，兵分四
路，魚貫般的車隊，猶如一支支滿弓而發的箭，
紛紛往標靶射去。一路上，各組以手機互通彼此
狀況，精準計算著行動的刻度，分分秒秒，掌握
推進的節奏。 

我與經驗豐富的前輩執行官，分配到此行最大的
據點， 設於新莊區最多青少年聚集的商業大樓、
擁有百餘台電腦的網 咖，我們抵達臨時的前進指
揮所，即位於目標據點轄區之派出 所，與移送機
關及支援之警察同仁進行簡報與沙盤推演，所裡 
的氣氛，也充滿著整裝待發的戰鬥氣息。有了這
群精勤而訓練 有素的夥伴，更是讓行動注入了強
心劑!在此整備完畢後，我 們趨車邁進目標據點。  

「大家注意安全，有狀況相互支援、隨時回報。」
手機 裡捎來分署長的關切信息，此時，各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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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抵達集結點，準 備行動。「09:30」每個人的錶
面出現了這組共同數字的同時， 行動!  

「臨檢!請在場所有人配合。」第一波進入據點的
支援 警力，熟練地執行臨檢勤務，網咖裡響著迷
眩的電音舞曲、燻 染著焦油與尼古丁的空氣、神
色錯愕的店員與消費者，拼湊成 一幅詭譎的網咖
浮世繪，當然，在這幅網咖浮世繪裡，少不了 深
具本土特色的媒體大軍，攝影大哥熟練的捕捉每
個搶眼的畫 面，記者也東張西望，亟欲掌握狀況，
以便隨時進行精準的報 導。「同學，怎麼這時間
不上課跑來網咖呢?」員警盤查著 3 位穿著國中制
服女學生的畫面，引起了眾人的注意，只見女學 
生面面相覷，不知所措，顯然這樣的臨檢動作，
把她們給嚇呆 了，員警依規定登記了 3 位女學生
的姓名、學校等基本資料後， 規勸她們別再來網
咖消費了，好好回去上課。這幕，算是本次 任務
的小插曲，不過也讓我更肯定，此回執行行動的
重要性。  

「您好，我們是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現
在依移 送機關新北市政府經發局之申請，要來查
封義務人店內之財 產......」臨檢結束後，前輩執行
官向網咖店員說明來意。店員 茫茫然地聽著說明，
知道事情的嚴重性，隨即表示要撥打電話 給店長，
請店長過來處理。一方面，執行同仁們，按照先
前規 劃的作業方式，開始進行查封程序，工作人
員搬來一落落的空 紙箱、執行人員清點著電腦等
義務人財產之數量、媒體人員爭 先恐後地捕捉每
一幕重要畫面，在這混沌的空間裡井然有序地 進
行著。  

「啪嚓!啪嚓!」忽然間，快門聲此起彼落的響著，
原 來是新北市副市長來到現場關心執行情形。「這
次行動的目 的，主要是因為暑假期間將至，為了
避免青少年涉足不當場 所，所以針對相關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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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拒不繳納罰鍰的網咖業者，申請新 北分署進行
強制執行..... .」副市長向媒體記者說明著本次執行 
之緣由。看著義務人的財產逐一被貼上封條，除
了最主要的電 腦外，也包含了現金、沙發座椅、
冰櫃、遊戲卡，甚至連飲料、泡麵等營業用的食
品，也全部查封，這一切，都是在向不法業 者們，
宣示著我們執法的決心!  

於此同時，其他的據點，也刻正順利進行著查封
程序， 雖然中間有第三人廠商出面主張部分財產
非義務人所有，欲取 回寄賣物品，但執行同仁為
求慎重，也經過詳加調查，並且請 示長官後，才
決定是否發還第三人。正當查封行動如火如荼進 
行中，有部分網咖業者出面了，他們是某一間網
咖的實際負責 人，因出資頂下網咖不久，卻沒料
到網咖的人頭負責人有多筆 欠稅及罰鍰，由於這
些網咖都屬「商號」性質，所以株連蔓引 的無限
責任，讓相關網咖店內的財產，皆難擺脫遭查封
的命 運。這些實際負責人著急地來到了新北分署，
想了解可否停止 目前的查封行動。坐鎮分署指揮
的主任執行官，在了解個案情 形後，旋即於當日
下午 1 點 30 分許進入訊問室，與業者進行 談判溝
通，期間聽訴業者的抱怨苦水，並為其分析法律
上利弊 得失，一時之間，充斥著訊問程序的你言
我語，還有書記官敲 打鍵盤的紀錄節奏。「繳
了!」，時間是晚上的10點30分許， 在歷經了約莫 7、
8 小時的馬拉松談判，努力對業者們曉以大 義、
突破心防的周旋下，該名業者終願意繳清 200 萬餘
元的 罰鍰及欠稅，以換取該間網咖營業生機。在
聯合查封行動的隔 天，知悉了這個捷報，著實振
奮了所有同仁的士氣。 

雖然，仍有其他業者囿於金額龐大，而不願自行
繳清欠 款;即便，此次查封之財產經拍賣後，猶不
足以清償所有欠稅 及罰鍰，但此次大規模查封行
動所顧念的，是執法機關實踐公 權力的決心。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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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全臺各地尚有許多網咖業者持續從事著違 法
營業，但我堅信，這樣的一小步，仍能為社會公
義寫下有意 義的一頁。誠如嚴長壽先生在其《御
風而上》書中所舉的一則 小故事:「黃昏的海灘，
老先生看到一位小女孩不斷撿起沙灘 上的東西往
海裡扔，不禁好奇地問道:『小妹妹，妳在打水漂 
嗎?』小女孩說:『不是，沙灘上有好多海星擱淺，
明天一早 太陽出來，它們都會被晒死，我覺得好
可憐，所以把它們送回 海裡去。』這位老人看盡
人生百態，不禁莞爾。他說:『小妹 妹妳別傻了，
這條海岸有多長、海星有多少，憑妳一個人，怎 
麼可能救活所有的海星呢?』小女孩又默默撿起一
隻海星，丟 向海中，然後說:『老公公，我知道我
不可能救活所有的海星， 但是我知道當我撿起這
一隻海星、丟進海裡的時候，我已經改 變了『牠』
的命運。』」或許我們執法人員，有時就要懷著
這 般赤誠的傻勁吧!  

時間分分秒秒地過去，網咖依舊充斥的人群，所
不同的 是，以往所駐足的是一個個沉醉於網路世
界的遊客，而今天， 卻是每一位忙碌於執行法律、
實現社會公義的執法者身影。望 著一箱箱經查封
的電腦運上貨車，我不禁思索著:裁處罰鍰， 乃至
於移送行政執行機關強制執行，究竟能對社會上
的不法 業者，產生多少的威嚇作用呢?畢竟，法律
終究有其極限，法律也是社會最低的道德標準。
法國文豪雨果(Victor, Marie Hugo)曾經這樣說過:「對人
民來說，唯一的權力是法律; 對個人來說，唯一的
權力是良心。」良好的社會秩序，縱然可 以靠法
律規定來維繫，但我相信，最重要的仍舊是人們
的良 心。倘若，網咖業者們，能設身處地，為流
連於網咖的年輕學 子們著想，遵守法令規定，拒
絕他們上門消費，如此一來，或 許能避免他們虛
度寶貴的求學時間，專心向學，進而減少社會 問
題的發生。但畢竟法律威嚇及執法取締都有其界
限，社會秩 序的維繫，終究憑乎人們的良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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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步出網咖，準備搭公 務車離開時，適逢下課
時間，遠方的夕陽，斜照在學生們燦爛 的笑容上，
我想，這次的執行行動，無形之中，或許正改變
著 他們的命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