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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T a i p e i  D i s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ess Release 

發稿日期:108年3月22日 
聯絡人： 陳佳秀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本署偵辦轄內史上最大現金賄選案及首件區民代

表會正副主席百萬現金賄選等案，業於108年3月

12日偵查終結，茲簡要說明如下： 

一、 偵查結果 

（一） 被告吳○、白○山、白○○妹、黎○○月、尤○．美

○、黃○雄、林○山、呂○雄、葛○偉、顏○珍、何

○生、林○淳、張○義、陳○輝、簡○成、蔡○輝等

16人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 99條

第 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賂，而約其為一定之

行使罪嫌部分（下稱投票行賄罪嫌），提起公訴。 

（二） 被告林○山、呂○雄、張○榮等 3人涉犯選罷法第

100條第 1項之原住民區民代表會正副主席選舉，對

於有投票權之人行求、期約賄賂罪嫌及被告朱○益涉

犯同條第 2項之原住民區民代表會正副主席選舉，有

投票權人期約賄賂罪嫌部分，均提起公訴。 

（三） 被告黃○榮等有投票權人共 36人，涉犯刑法第 143

條第 1項之投票受賄罪嫌部分，認以不起訴處分為適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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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犯罪事實： 

民國 107 年 11月 24日舉行之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

中，本署轄內之新北市烏來區舉辦之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長、區民代表選舉（下稱本次選舉），因選舉人少、當

選門檻低，只要非同額競選，競爭即非常激烈。詎被告

等人為求候選人本人或支持對象順利當選，竟分別為下

列犯行： 

（一） 區民代表選舉賄選部分： 

1. 吳○為本次選舉第 1選區(忠治里)區民代表候選人；

白○山係任職新北市新店區環河路 30號「天闊社區」

之保全，與其妻白○○妹、友人黎○○月、尤○．美

○、黃○雄均係吳○之賄選椿腳。渠等為求吳○勝選，

共同以 1票新臺幣（下同）5000元至 1萬元之代價，

向黎○弘等有投票權人共 9人行求、期約賄賂，而約

定投票支持吳○。案經黎○○月等被告 6 人自動繳回

犯罪所得，共扣得犯罪所得 14萬元。 

2. 林○山為本次選舉第 1選區（忠治里）區民代表候選

人；呂○雄係鳳凰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鳳凰公司）之

負責人，葛○偉為呂○雄之員工，顏○珍係「妃姐部

落簡餐附設卡拉 OK」負責人，並係葛○偉之同居人；

陳○輝係新北市烏來區公所里幹事。林○山為求勝

選，分別與呂○雄、葛○偉、顏○珍、何○生、林○

淳、張○義、陳○輝等人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行求、期約、交付賄賂而約定本次選舉第 1選區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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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支持林○山之犯意聯絡，由呂○雄於 107年 9月

24日中秋節當天在鳳凰公司烤肉等場合，委由葛○偉

尋覓買票對象，共同以 1票 1萬元之代價，向劉○華

等投票權人共 2人行求、期約賄賂；另委由何○生尋

覓買票對象，共同以 1票 1萬元、1萬 7000元之代價，

向林○萍、陳○真等投票權人共 2人行求、期約賄賂；

另委由林○淳、陳○輝、張○義等 3人尋覓買票對象，

共同以 1票 1萬元之代價，向張○美等投票權人共 20

人行求、期約賄賂，而均約定投票支持林○山。案經

劉○華等被告 5人自動繳回犯罪所得，共扣得犯罪所

得 36 萬 7000元。 

3. 簡○成為前任烏來區區民代表會主席，亦為本次選舉

第 2選區（烏來里、孝義里）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

為求勝選，竟與友人蔡○輝共同基於對於本次選舉有

投票權之人行求、期約、交付賄賂而約定本次選舉投

票支持簡○成之犯意聯絡，共同以 1票 5000 元之代

價，向蔡○○美等投票權人共 7人行求、期約賄賂，

而約定投票支持簡○成，案經蔡○輝自動繳回犯罪所

得，扣得犯罪所得 5萬元。 

 

（二） 區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選舉賄選部分： 

1. 朱○益、沈○福為本次選舉第 2選區(烏來里、孝義

里)區民代表候選人；黃○波（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案件，另為不起訴處分）為本次選舉第 3選區(信



4 

 

賢里)區民代表候選人；宗○祥為本次選舉第 4選區

（福山里）區民代表候選人；簡○成為現任烏來區

區民代表及前任區民代表會主席。呂○雄因與黃○

波交情甚篤，且厭惡簡○成，亟欲將簡○成拉下區

民代表會主席職務。黃○波因於所屬選區為同額競

選，篤定當選區民代表，乃著眼於區民代表會主席

寶座，遂與林○山結盟，議定與林○山搭配參選區

民代表會正、副主席；而烏來區區民代表應選 7席，

過半數（4票）即可當選主席、副主席，因黃○波、

林○山相互換票，已可掌握 2票，只要再掌握 2票，

渠等即可當選正、副主席。呂○雄、林○山經評估

區民代表候選人朱○益、宗○祥（嗣後未當選而不

具投票權）分別具有現任區民代表（朱○益）、原住

民（宗○祥）之背景，於各該選區較具當選優勢，

遂共同基於原住民區民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

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行求、期約及交付賄賂，

而約其為一定之行使之犯意聯絡，決意以每票 100

萬元之現金賄賂，向朱○益、宗○祥行求、期約及

交付賄賂，以換取朱○益、宗○祥當選區民代表後，

於新北市烏來區區民代表會正、副主席選舉之投票

支持黃○波、林○山。 

2. 嗣朱○益於 107年 11月 24日當選區民代表後，呂

○雄見新北市烏來區已有多位區民代表遭檢調偵

辦，乃決意將賄賂價碼降至 70萬元，並於 107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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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某時，在新北市新店區新烏路 2段之住處

內，以 70萬元之價格與朱○益期約在正副主席選舉

投票支持黃○波、林○山，並經朱○益應允，呂○

雄旋於 107年 11月 28日某時在烏來某處車上，將

裝有現金 70萬元之牛皮紙袋委由朱○益外甥李某欲

轉交朱○益，惟因李某未尋得朱○益而止於期約階

段。 

3. 呂○雄與曾任烏來鄉長、新北市山地原住民市議員

之張○榮得知原欲結盟之宗○祥未當選區民代表，

而係由沈○福當選後，即共同基於原住民區民代表

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行求、

期約及交付賄賂，而約其為一定之行使之犯意聯

絡，由呂○雄於 107年 11月 26、27日間，委請張

○榮以金錢向沈○福行求在正、副主席選舉投票支

持黃○波、林○山，經張○榮指示後，呂○雄於同

日將裝有現金 70萬元之牛皮紙袋交付「烏來名湯溫

泉會館」員工馬某，再由張○榮於 107 年 11 月 29、

30日某時在烏來住處內，向沈○福轉達呂○雄欲以

金錢賄賂行求沈○福在正、副主席選舉投票支持黃

○波、林○山之意，惟遭沈○福拒絕而止於行求階

段， 

4. 經本署指揮警調偵辦後，經李某等自動繳回犯罪所

得，共扣得犯罪所得 1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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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偵辦過程及理由要旨 

（一） 本署轄內之新北市烏來區公職人員選舉向來具有投票

權人少、當選門檻低，只要非同額競選，競爭即非常激

烈之特性，亦素來屢有賄選之風聲與陋習。為端正選

風，還予該區民眾乾淨選舉環境，本署邢檢察長於本次

107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前，即親率專責主

任檢察官、檢察官深入烏來區派出所舉行座談，並對該

區工作重點提示交流，指示警調人員針對重點區域進行

風險評估，落實情資人員布建。又因賄選組織多以秘密

聚會方式討論相關現金買票計畫，偵辦期間案情曾數度

陷入膠著，然經本署指揮新北市調查處及新店分局積極

佈雷與埋伏跟監，調閱上萬筆通聯紀錄與監視器畫面分

析，輔以運用科技設備蒐證，終將本案相關龐大涉案人

士及犯罪情事抽絲剝繭分析過濾出爐，並俟時機成熟

後，指揮警調人員執行搜索並通知相關涉案候選人、椿

腳及選民到案說明，因而查獲本署轄內史上最大現金賄

選案及首件區民代表會正副主席百萬現金賄選案。 

（二） 上開被告於偵查中均坦認犯行，並有總計高達 195萬

7000元之扣案賄選款項及監視錄影畫面等相關證據在

卷可稽，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等人之犯行均堪認定。 

（三） 經考量被告吳○等候選人及椿腳共 18人敗壞選舉風氣

情節重大，均提起公訴。另被告黃○榮等有投票權人共

36人則於犯後均坦承犯行，犯後態度良好，深表悔悟，

犯行情節輕微，且均無犯罪前案紀錄，犯罪所得亦已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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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扣案等情，認以不起訴為適當，予以依職權為不起訴

處分。 

 

四、 量刑意見： 

(一) 本署建請法院審酌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其攸

關一國政治良窳甚鉅，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

行、學識、操守、政見而選賢與能，賄選則為嚴重破壞

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及選舉公平性之主要根源。被告吳

○等人明知賄選對民主政治最珍貴之選舉制度將造成

嚴重破壞性，且政府歷年來一再大力宣導端正選風之必

要，竟無視法紀，為求勝選，未循正常方式，而對於有

投票權人交付賄賂為賄選之犯行，惟於犯罪後已坦然犯

行等一切情狀，分別量處適當之刑度。 

(二) 另請審酌被告呂○雄犯後坦承犯行，協助配合後續調

查，犯後態度尚佳，惟其於本案賄選過程，乃居於幕後

出資、主導地位，單就其個人出資賄款數額，即高達

147萬元，請審酌此情，與其他被告作出刑度上之區別。 

(三) 又被告林○山及被告張○榮對於部分犯行矢口否認，犯

後態度不佳，且被告林○山所涉賄選事實甚多，所涉行

賄對象高達 24人、行賄金額達 43萬等情，請就其所涉

上開賄選犯行，分別量處有期徒刑 3年 6月、3年 6月、

定應執行刑 5年；另請審酌被告張○榮曾擔任新北市烏

來區改制前之鄉長（任期自民國 91年 3月 1日起至 95

年 2月 28日止），相較於一般民眾，更有高度法治意識



8 

 

及維護新北市烏來區當地民主法治之期待可能，然其在

任鄉長期間，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案件，經最高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5年確定，於 106年 2月 19日假釋

期滿，本應潔身自愛，卻在假釋期滿尚未逾 2年時，即

再度涉犯本件區民代表會正、副主席現金賄選案件，非

但敗壞烏來區之選風及純樸民風，更以前鄉長之姿帶頭

助長原住民賄選惡習，使真正民主政治無以建立，妨害

選舉之公正性，惡性重大等情，量處有期徒刑 4年，以

茲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