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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來到金門，穿過來來往往車輛的民權路，可進入法院，

當然不轉進民權路直走也可以到後門服務中心，只是不知道

誰比我聰明把服務中心設在後門，老是讓當事人走後門。而

站在法院辦公廳舍外的車道入口前，面對司法大門是中間上

二樓的樓梯，爬上二樓的轉彎台階是分屬院檢辦公室，一

直到五樓。一樓的兩邊是院檢法警室，但尚未進入屋內的

兩邊，一邊掛著「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高等法院金

門分院檢察署、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

署」銅字招牌，另一邊則是 52 年 12 月籌建金門院檢辦公廳

舍紀念誌，署名「鄭彥棻」，沒被要求撰稿「署史」前，還

真不知道誰是鄭彥棻？上GOOGLE查詢「鄭彥棻」，哇靠！

「已故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的故居紀念館，已於

2008 年底在中國廣東佛山的順德區北窖鎮槎涌鄉正式揭幕…

法國國立統計學院特別班畢業、法國巴黎大學法科研究院博

士，原來 1960 年出任法務部長（時稱司法行政部），並兼

任司法官訓練所所長；1967 年轉任總統府副秘書長；1972

年出任總統府秘書長，接替已擔任此務長達 18 年的張群；

1978 年將秘書長一職交棒予蔣彥士，轉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1990 年病逝於台北，享年 88 歲（1902 年 2 月 8 日－ 1990 年

6 月 21 日）」這麼有名！實在難以想像出入金門院檢的司法

名人有多少？應請金門作家楊樹清出一冊「司法金門幫口述

司法史」，當然也許可能我退休的時候，可以試寫看看。

二、穿法袍到地檢署管轄廳舍開庭的
奇蹟

經查詢之後得知原來金門院檢的署史、院史是「福建

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原為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設於福建省

廈門市。政府遷台後，為因應福建省金門、連江兩縣之司法

業務，乃於民國 40 年 11 月 6 日在台恢復辦公，嗣於 79 年 7

月 1 日，奉行政院核定更名為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並自

82 年 2 月 15 日起遷回金門 ( 院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78

號 ) 辦公。金門分院因無高本院之設置，故行政上，直接受

司法院之監督。而高檢署於民國 40 年 11 月 6 日成立，原名

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檢察處，民國 79 年 7 月 1 日奉行政

院核定更名為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轄區包括福建

金門、連江（俗稱馬祖）二縣。所轄第一審檢察機關為福建

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及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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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法官要到地檢署法警室旁廳舍開庭而不是

院方法警室旁邊的法庭。誰能在 52 年設計院檢

辦公廳舍之時預見 79 年會院檢分隸，98 年到金

門服務的法官會感覺奇怪為何要穿過檢察署的法

警室到法院第三法庭開庭？人民百姓會不會質疑

原來院檢曾經一家親，現在還是很親？

三、調動原因
最多人問我為何要自動請調金門地院？沒有

人會回答在台灣混不下去了，只好逃命到離島避

難，縱然是真的如此，會相信的人也不多，如我

說我不喜歡法律，我以為離島辦案可以少使用法

律一點，又會有多少人會認為是真實的理由呢？

那仿陶弘景回答齊高帝蕭道成詔書所寫一首詩，

改成「浯洲何所有？島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

不能與君享」又有人會質疑，真的嗎？

如說要效法湖濱散記的梭羅終身以孤鳥姿

態，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道路上，隨時提醒自己維

持一件很簡單卻很容易遺忘的事情，就是要永遠

保持赤子之心的理想，追求個人的良知、良能，

追求可望而不可及的永恆純潔，在無資力購買海

島時以移民海島方式，追求自我的理想，有人會

相信嗎？

無論我講真話講客套話，信者恆信，質疑者

永遠質疑！

金門地區自古以來就因其他地區的種種因素

而改變其歷史的種種。小的比較質疑為什麼沒有

因此「調去邊疆坐冷衙門，達到英雄無用武之地」

來個位數分案呢？星期一下午、星期二上午、星

期三上午、星期五上下午都要開庭？我累死了？

「金門是邊疆冷衙門」看來是媒體或專欄文章或

牽涉政治的形容詞，僅能參考而已。

四、相遇
在金門生活容易遇見名人，例如洛夫、管

管、李子恆、翁翁、指揮官王世塗、王世塗的哥

哥即美美院長的校長、國家公園處的處長陳茂

春、航空站主任李元全，及寫「校園法律實務」、

「教師法律手冊」兩本書的作者檢察長邢泰釗，

一群有良知的人（備註：沒寫到姓名的人不表示

是沒有良知的人）。帶著追求梭羅湖濱散記的理

想，於 98 年的 9 月 1 日從台中清泉崗機場飛到

金門尚義機場，除了進法院沉浸在卷宗外，就是

騎騎腳踏車、爬爬太武山，健行鄉道、漫步沙灘，

採採山苦瓜，偷偷看小鳥；不然就研究海水潮汐，

出海踩踏海中的爛泥巴，拿拿海蚵，抓抓螃蟹；

再不然，看看天空，飲飲高粱酒，來來往往間，

一切如霧漂散，如雲行走，融入金門的變化，又

隨時代起舞，一切隨霧風變化而靜歸於變化，又

要在不變中應萬變的幻化中，終於等到淡定的流

行。

在不斷變化的氛圍中，來金門前最後一場

座談的首長已經因故一一歸去，換上新一批的人

繼續喊「刑事審判落實嚴謹證據法則，強化交互

詰問法庭活動，以提高裁判品質。對重大刑事案

件，切實遵照司法院『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

審速結注意事項』規定辦理，速審速結，以強化

審判效能。民事審判則徹底踐行集中審理制度，

簡化爭點，並予當事人充分辯論機會，期使案件

妥速審結，以保障人民訴訟權益。同時推動調解

業務，使民事紛爭迅速解決並疏減訟源。至一般

行政方面，本於司法為民理念，加強行政管理、

簡化作業流程、提升工作效率，且妥適處理人民

陳訴案件，消除民眾對司法審判之誤解。」司法

的理想「明鏡止水以澄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

天白日以應事，霽月光風以待人。」，並以「端

正司法風紀，提升裁判品質，增進審判效能，充

實便民服務」積極推動「全民司改」，建構乾淨、

透明、便民、禮民、效能的司法環境，保障人民

權益的司法，只能說均不出於良知、良能的追求。

當 99 年我對天空呼叫我的神：「院方的首

長一直都沒有動，檢方的首長已經換人了…神

啊！請問您聽到了嗎？」名師出高徒，處在北台

灣首善之區的指導老師，名師既然沒有變動金門

地區的首長，高徒只好處順勢時要穩，處逆勢時

要忍，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對著

大海、對著月亮、對著風來個「蓮花指，輕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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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喉，舒展眉，重擲杯」配一口高粱酒，再唱

一首思想起，問一聲「月娘啊，妳甘知影…」。

耐心等，世界總有轉變的一天，2011 年的南部一

聲雷，報紙上的「咖」的「人物」，終於來了金

門。終於見到第二十四期結業的檢察長邢泰釗，

一個名字有二個字我不太常使用的人。經過報紙

上的洗禮，看到長官，不知要說好或不好，只好

問「長官好」，幾杯高粱酒壯膽之後對長官說不

管您是因任何理由到金門，相信這是金門地區的

福氣，既來之，則安之，希望以法國弗朗索瓦‧

費奈隆（F ｒａｎｃｏｉｓ　Ｆｅｎｅｌｏｎ，

對不起要法文鍵盤才能把 c 下面來一點，e 上面

多一點）所演講「…單純是靈魂中一種正直無私

的素質…單純存在於適度之中，我們在其中既不

過份興奮，也不過份平靜。我們的靈魂不因過多

注意外界事物而無法作必要的內省；我們也並不

時刻考慮自己，使維護自己美德的戒備心裡無限

膨脹。我們的靈魂要是能夠無羈無絆，直視眼前

的道路，並不白白浪費時間於權衡研究腳下的步

伐，或是回顧已經走過的道路，這才是真正的靈

魂」的精神，讓天意安排您到金門，可以好好幫

助金門地區建立制度、有一點法治教育，不要連

首長都把出差旅費申報到涉嫌貪瀆刑案，ＯＫ？

五、足跡
檢察長果然是很有良知的人。

看看 2012 年 04 月 10 日報紙報導：「福建高

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第二辦公室，今天啟用。

金門地檢署、地方法院、高分檢與高分院爭取設

立司法園區，改善環境…前金門高分檢檢察長王

和雄稱讚福建調查處移撥舊廳舍給金門高分檢使

用的心胸，是司法協調互助的成果。金門高分檢

檢察長邢泰釗再度提出設立司法園區的構想，讓

檢方、院方共享資源。金門高分院院長吳昭瑩、

金門地方法院院長蔡美美及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張

金塗也支持司法園區。」眾多首長為司法園區努

力，雖然暫時無效果一事無成，仍然感動天感動

地！

又看到 101 年 04 月 18 日金門社區報又載：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檢察長邢泰釗為

加強教師法治觀念，並提醒老師們不要忘記保護

自己的權益，特別應金門縣政府邀請，在金門地

區中小學教師法律導讀研習會開講，以教師法律

手冊導讀為題，引領教師探討校園法律問題。」

哇！哇！哇！長官，您的努力，我還是好感動！

之後看到檢察長邢泰釗與同仁共勉的話為

「呂坤（明）有謂：『為政之上焉者，寬厚深沈，

遠識兼照，造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無智名、

無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偉哉斯言！願同仁共

勉之。」哇靠！文言文，不是好早好早以前就推

行白話文運動了？果然是 15 期結業上古時代的

前輩，幸好，感覺檢察長是個寬厚的人，否則我

還真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能與其共勉之！

六、結語
金門院檢從 40 年起辦公至今約 60 幾年的歲

月，本人聆聽過前秘書長謝文定，談過金門的生

活，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無論是否我

所認識的長官，看見前輩從 60 幾年起在金門院

檢努力的足跡，後輩只能說好感動！好感動！僅

以前清大校長沈君山「量才適性，終生不憂，守

真取樸，終生不辱」的人生觀及追求良知之力量，

秉持前輩的腳步繼續努力，以維繫司法如秤的公

平與實踐正義。如像前大法官王和雄、前檢察司

司長江惠民不嫌棄來金門談談生活點滴…應可獻

上烤好的金門番薯、芋頭、甘蔗…再配金門花生、

來壺東方美人茶、幾口高粱，合著一曲鋼琴、一

晚月亮、星星、徐徐海風，共創金門美好回憶，

每個人在金門地區的件件工作、生活點滴就可以

共構「署史、院史」，原來人是屬於歷史的滄海

一小點，原來這就是人生。最後引鄭石岩的「勝

任生命」共勉：「佛啊！祈求您賜給我機會和勇

氣，我會努力以赴，不斷學習，勤奮工作，請成

全我做個有用的人，把握正確的判斷，堅持正確

的知見，實現光明的人生。啊！我最需要的是清

醒和信心，請賜給我指引啟發，讓我走在人生路

上，有信心，有喜樂，有所成就。」

( 作者為金門地方法院法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