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零開始─克服困境
民國 76 年 10 月 8 日傍晚的基隆港，吹著

微冷的北風，入夜之後的西六號碼頭月色清

朗，碩大的軍事運輸艦艇，緩緩的向外海推

移，經過一夜的航行，於次日晨抵達馬祖南

竿福澳港。同年 10 月 10 日金門地檢署連江檢

察官辦公室於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舊稱「馬

港」）借用連江庭辦公處所正式揭牌成立，

連江（馬祖）的刑事案件於即日起回歸普通

法院審理，這是馬祖地區法治建設向前跨出

一大步的歷史性時刻。然而這樣的開端，檢

察官在執行偵查之過程中，卻面臨基礎建設

不足及整體配套不完善之困境，初成立之連

江檢察官辦公室僅有檢察官和書記官各一人，

除了缺乏偵查庭、拘留室及覊押之看守所，

刑案確定後亦沒有監獄可供執行，此外並乏

觀護人、且無更生保護會可供辦理司法保護

業務，所幸在歷任檢察官之努力及有關機關

之奧援協助下，先是借用連江庭之審判法庭

做為偵查庭使用，並借用軍事看守所權充人

犯拘留處所，曾將應執行有期徒刑之人犯押

往基隆地檢署囑託執行，也曾經將保護管束

之個案責付警察機關來辦理，終能設法克服

困境解決問題！而離島馬祖的生活條件，又

是那麼的嚴苛和不便，沒有可供連絡台灣及

金門親友的長途電話、缺水缺電、沒有水果，

缺乏疏菜，也沒有飛機！十天一趟的軍事運

輸艦離島運補，為這個幾經被人們遺忘的島

嶼注入了生機，這一切的艱辛困頓與不便，

並沒有打倒我們，或許身處困境的我們並沒

有悲觀的權利，在熾熱的使命感驅使下，我

們堅忍不拔屹立奮發，在離島中的離島，我

們毅然決然的想把整個檢察業務給做好！ 

仁者德行─輔導典範
78 年 11 月 11 日 福 建 更 生 保 護 會 於 金

門成立，成立之初，我們在連江亦借用位於

介壽村之國民黨縣黨部會議室，辦理募款茶

會，期喚起連江地區熱心公益人士之重視，

併響應更生保護工作，經募得款項計新台幣

貳拾陸萬餘元，後經報陳上級核示，略以檢

察機關職司偵查犯罪，不宜與民間人士涉有

籌募款項事宜。是時更生保護會同仁皆為地

檢署同仁兼任，謹得一一去函退還籌募款

項，併予致謝！卻也因此為連江更生保護之

籌辦做了很好的宣傳！次 (79) 年 2 月 15 日

在連江成立辦事處，相關工作人員由連江檢

察官辦公室成員兼任，設主任及幹事各一

人，分別由檢察官及書記官兼任，開始連江

更生保護業務之運作，馬祖地區正式邁入司

法保護之新紀元。成立伊始，在簡陋的辦公

環境裡，開始更生人資料之整理與建立，並

著手辦理更生輔導保護工作，面臨的是當地

閩北話的不通與更生人之抗拒，甚至有鄉親

很不諒解的打電話到辦公室，認為我們的訪

問造成鄰居的指指點點，要求不要被打擾與

拒絕被保護和關懷。於是我們開始思考如何

改善辦理輔導保護的方式，雖然我在到連江

以前未曾信奉天主教，但是每當我感到挫折

的時候，都會到辦公室（連江庭）隔壁的天

主教堂，去看看和善的神父和受到馬祖人敬

愛的「姆姆」（石仁愛修女 sister Madeleine 

Severens，1918 年－ 2010 年 6 月 4 日，比利

時人，長期為台灣偏遠地區的醫療而奉獻，

在馬祖服務超過 25 年，被譽為台灣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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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莎修女」。），在那裡能感受到神父和姆

姆的無私的關懷與溫暖，總能撫慰我受創的

心靈。我常在想，一個來自國外，連國語都

說不太清楚的修女，為什麼能夠得到鄉人如

此的愛載和感佩！於是開始探索和瞭解石仁

愛修女在馬祖所做的一切，終於知道馬祖人

口中的姆姆，是行上帝之義，以神愛世人的

精神在馬祖行醫濟世，關懷貧弱與照顧獨居

老人。那裡有困難他就走向那裡，那裡有需

要幫助的他就去到那裡！原來關懷與照顧不

僅僅是被需要，更必須被接納與被信任，而

想要被接納與被信任更必須懂得如何去觸及

被照護者的心，這必須是長時間一點一滴的

愛心與付出所累積和建立起來的，除了需要

不斷的付出愛心和關懷之外，更是一種溝通

與互動關係。當我瞭解了「姆姆」的聖心與

義行，也嘗試著去學習這樣的精神，但總是

在還沒來得及被接納與信任的時候就鍛羽而

歸，常自嘲畫虎不成反類犬！經由不斷的和

更生人接觸，終於我們於 79 年年底，在連江

成功的辦理了第一件更生人創業貸款案，貸

出十萬元做為輔導該名更生人從事豆腐製造

業。也利用每年之更生保護節，辦理慶祝活

動，併洽請馬祖日報社提供版面發行專刊，

介紹更生保護，資為擴大宣導，以爭取各界

之支持與認同。

淬鍊與激勵─創新與嘗試
94 年間法務部曾推行「一監一特色」，

要求各監所發展出屬於自已特色之作業產

品，福建更生保護會亦不遑多讓，策劃「點

燃願景之燈」方案，95 年間結合金門監獄推

出麵線製作、機車修護、鐵工製作、串珠製

作、裱褙等在監技職訓練班，均獲得不錯的

成效。96 年間並在連江分監嘗試製作「黃金

餃」等馬祖當地傳統美食，惜因冷凍保存及

銷售通路等問題一直有待克服。俟於 100 年

7 月邢董事長上任，經指示強化連江各離島

更生保護業務，並於連江分監開辦在監技職

訓練，要求本會結合社會資源，全力配合。

首先嘗試製作麻花捲，因口感難以突破，後

改以製作馬祖傳統美食「魚麵」，經邢董事

長多次親赴馬祖北竿，拜訪、請益名聞全國

「媽祖阿婆魚麵」老闆娘─高齡八十多歲的

李伙金女士，堪稱現代版「三顧茅廬」，李

女士受其誠心感動，應允傳授監所收容人技

藝，終於連江魚麵技職訓練班於 101 年 3 月

22 日在連江分監開訓，李女士多次不畏艱難

的從北竿搭船前往位於南竿的連江分監，為

收容人指導製作魚麵技藝。在不到五坪大的

監獄廚房裡，阿婆示範用大湯匙刮下魚肉，

說明太白粉、魚肉、魚漿該用多少比例和成

麵團，在指導之餘，並且不忘對十多名學習

技藝的收容人說道，「魚麵的工法很多層，

要有耐心學」、「做人要多賺多吃、少賺少

吃，你們想學什麼，阿婆都可以教你，只要

你們好好學」。讓全體收容人為之動容，均

能努力學習，突破技術瓶頸，把技術層次最

困難的馬祖魚麵給學了下來。後經將技術引

進金門監獄，突破空間設備及人力之侷限，

在製作過程及配方上並加以改良，命名「鼎

金魚麵」於 102 年 1 月 22 日完成商品化包裝

並量產。

本會與金門監獄合作成功推出「鼎金魚

麵」之後，103 年以女性收容人為對象，結

合金門在地特色美食，辦理金門「閩南式燒

餅製作」技能訓練班，開發「烈嶼阿嬤的燒

餅」。於 103 年 7 月 16 日辦理技訓成果發表

上市，除了有傳統的鹹味燒餅外，更自行創

新研發推出黑糖甜味燒餅，在消費市場上獲

得熱烈的肯定與迴響。

矯正與更生保護間的業務連結，促成「鼎金

魚麵」的誕生；阿婆李伙金女士的無私與愛心，

帶給收容人改悔向上的勇氣及重新出發的力量，

也擴大了金門監獄在監技職訓練之成效，直接給



予在監收容人最大之幫助，這當中除了讓我們感

受到滿懷的溫馨，更為更生人帶來一線新的曙光。

檢討與精進	
離島司法保護業務之提昇

連江各離島之更生保護業務，由於先天

環境的不良與行政支援之不完備，更由於離

島之司法保護長時間沒有被重視，以致離島

更生保護業務之推展，在主客觀上均難與臺

灣本島相衡平。當 21 世紀初，人們在強調

修復式正義的同時，離島的司法保護工作在

空間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其涵蓋性與被關

注的程度是不夠的！因此，如何推展離島更

生保護業務，以加強保護這一群弱勢的更生

人，是我們該加以省思的問題！所幸本會董

事長邢泰釗於到任之初，即著手精心擘劃

精進連江地區之離島更生保護業務。除了在

101 年即已親赴連江，商請連江縣長之同意，

於 101 年 12 月無償提供位於南竿介壽村之縣

有環保示範屋一棟，成立「連江輔導知能研

習中心暨諮商輔導室」，以做為連江更生保

護諮商輔導及推展會務之辦公處所；同時積

極構思離島輔導保護政策方向，於 102 年 8

月 23 日籌辦「2013 年離島地區司法保護業

務觀摩研討會」整理離島地區輔導智能及諮

商技巧，具價值成功或失敗之案例，進行經

驗分享；且就如何連結離島地區政府及社會

資源，有效推動司法保護業務進行研討，並

就如何規劃離島地區司法保護長遠發展計畫

加以討論，會議歷時一天，經達成多項決議

陳報上級核備後付諸實施，可謂成果豐碩。

此外，經按季指派會務專職人員前往連

江分監及各離島辦理輔導保護工作，除逐次

辦理連江輔導保護志工座談會，並按季指派

專職人員前往連江分監及各離島辦理輔導保

護工作，定期在連江舉辦輔導保護、毒品戒

治、心理衛生、勵志等專業精英講座，以充

實輔導保護專（兼）職人員及輔導保護志工

之專業智能，並提昇精進離島地區之輔導保

護工作。秉持著一個都不能少的信念，加強

離島地區個案之認輔工作，102 年即成功輔

導更生人曹小弟考上公立大學諮商輔導學

系，為離島之司法保護憑添佳話，更藉以喚

起連江地區社會人士之支持與認同。

愛心．關懷．希望
只要社會大眾能對更生人多一分關懷，社會

就會多一分穩定！所以說，支持與幫助更生人，

就是幫助整個社會與大眾！只有讓更生人感受到

社會的溫暖，讓他們對未來懷有一點希望。尤其

人在落難的時候，只要能夠被真心關懷，就不容

易走極端！誠如本會邢董事長所言，「希望」是

支撐更生人克服困境的原動力！而我們要做的就

是讓更生人永遠懷抱著希望，並給予無止境的希

望，讓希望永不墜落。福建更生保護會全體專 ( 兼 )

職人員及董（監）事志工們無不秉持這樣的信念

來關懷更生人，經常辦理年節慰助、扶助貧困更

生人子女參考書及學雜費，導入家庭支持及社會

認同，為更生人注入希望。並且排除萬難入監辦

理魚麵、麵線及燒餅等技職訓練班，讓受刑人在

監亦可習得一技之長，認真作業的收容人其勞作

金非但自用有餘，甚至還可寄錢回家為家庭盡一

份心力，不僅維持了自尊，更進而照顧了家人，

103 年 7 月 16 日本會「鼎金麵餅舖」金城提貨點

的揭牌啟用，更使得 103 年金門監獄年度監所自

營作業銷售總額首度超越 1000 萬元績效，為更生

人在監技職訓練締造美好新頁。

結		語
金門及馬祖離島地區人情鄉土緊密，鄰

里間朝夕相處雞犬相聞，街坊間非親即故，

宗族力量溫馨而強大！彼此互相關懷照應與

提攜，形成離島地區鄉村聚落自然而然的一

股安定力量。福建更生保護會有鑒於此，仍

兼顧離島特殊性，策劃開發具離島區域屬性

之輔導保護業務，因地制宜的為離島司法保

護浥注動能與希望，相信在全體會務人員之

努力及離島地區鄉親之支持下，必能裨益社

會之祥和與安定。

（作者為福建更生保護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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