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祖地區

金馬司法生涯紀行
紀文勝

方，院長這樣熱誠接待備感溫馨，晚間歡迎

壹、2003 年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
院擔任法官
貳、2011 年接掌福建連江地方法
院
參、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10 週年
肆、結語

餐會上嚐到金門的「賣魚尾」風俗，當夜在
金門同仁編排下，便如醉仙般不知今夕是何
夕，畢生難忘金門同事的熱情。
為了早日了解金門的文化歷史及民情風
俗，閒暇時總不忘四處遊走打探，體驗在地
文化風俗特色。金門文風鼎盛，歷史上出現
不少文人雅士、進士及第，經常漫遊探訪朱
子祠、盧若騰古厝及墓、盧氏家廟、東溪鄭

壹、2003 年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擔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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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家廟、瓊林蔡氏家廟、瓊林進士第、金城
貞節牌坊、總兵署、民俗文化村等地。而金
門地處航運重要地點，有興盛的海上商業交

金門、馬祖曾為戰地前線，屹立海外守

易，金門人為改善生活環境，出走南洋印尼、

護台灣，歷經戰地政務軍管時期及解嚴後民

新加坡與菲律賓等地經商；南洋遊子衣錦還

主法治時期，在我國司法發展過程特殊，戰

鄉後興建甚具特色之洋樓，例如得月樓、碧

地政務解除後金門、馬祖浴火重生，各項建

月軒、金水小學、陳德幸、陳景成洋樓，或

設蓬勃發展，而司法機關亦在司法為民理念

是浦邊的何肅闕、何肅坡洋樓，也是我必遊

下積極建設，日新又新造福金門及馬祖地區

之地。曾為戰地的金門擁有豐富的戰地文化

民眾。

特色，海岸邊軌柴條、山間、村落坑道、碉

民國 92 年底，本人奉命規劃整建之「台

堡遍佈，如擎天廳、花崗岩醫院，或戰地地

灣雲林地方法院少年及家事法庭」甫完成整

標建築的莒光樓，瓊林、盤山、金城、翟山、

建，辦理搬遷至雲林縣斗六市現址事宜不

四維等地的坑道，置身其間感受到戰爭的無

久，即調任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下稱金

情，更覺和平的可貴。

門高分院）服務。

「金門鐵馬行」是一種結合休閒、運動

金門古稱浯洲、仙洲，與大陸地區廈門

的幸福之旅，經常獨自騎乘自行車漫遊於村

僅一水相隔，古來固若金湯雄鎮海門，扼守

落田野間，和風徐徐非常愜意，又可隨時停

大陸東南沿海之重鎮，81 年 11 月 7 日解除

留於意向之間，一車在手遠征各地，欣賞各

戒嚴以前實施戰地政務，充滿戰地的神秘面

村落不同造型之風獅爺，慈湖夕照、鸕鷀夜

紗。臨行前心中不免忐忑，報到當天，時任

歸美景，太湖、金沙水庫的平靜優雅，品嚐

金門高分院陳中和庭長（代理院長）親到金

金城知名鮮美的廣東粥，山外酒釀湯圓的香

門尚義機場接機，初次到此神秘陌生的地

甜味道，金沙剛出爐香氣十足的燒餅、再上

小金門環島自行車道，品味小金門特色芋頭

台北宿舍歸還，台北辦公同仁均遷往金門服

香甜，總是令人回味無窮。

務，整合人員配置，改善並調整辦公空間及
環境，爭取於金門興建或購買院長及法官宿

二年間先後二次代理院長職務，計約 1 年。

舍，另一方面積極規劃興建院舍，當時金門

92 年底剛到金門任職不久，陳中和庭長（代

高分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福

理院長）即派任為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院長，

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院長由劉令祺院長接任，劉院長到職三個月

四個單位已共同取得位於金門縣金寧鄉金寧

調派為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司法院未同時派

國小對面面積寛廣的院舍土地，但尚未辦理

任庭長或院長，開始第一次代理院長職務，

分割無法進行院舍興建計劃，嗣促成四個單

同時承擔審判及行政事務；審判業務本屬專

位召開土地分割協調會，經多次磋商達成分

業並無問題，行政工作則初次承擔，如履薄

割方案協議，並分別報請司法院及法務部核

冰甚為惶恐，非常慶幸在金門高分院全體同

准，惟因故未能得到上級機關核定； 94 年

仁費心協助及全力支持下順利推動業務。代

8 月本人調任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

理院長六個月後，司法院曾派任李春昌庭長

相關院舍規劃與興建案，期待早日由新人完

前來代理院長六個月，因故中斷，而有第二

成，造福地方與同仁。

次代理院長職務，當時金門高分院同仁辦公
處所，除向福建金門地方法院借用後棟建物

貳、2011 年接掌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四樓作為辦公處所及借用部分宿舍外，另在

與金門、馬祖似乎有特別的情緣，金門

司法院院址內另設有台北辦公室，及在台北

高分院受理福建連江地方法院（下稱連江地

擁有四間宿舍，部分同仁於台北辦公，部分

院）上訴案件，為免馬祖地區人民往返金門，

同仁於金門辦公，業務連繫諸多不便，故於

交通不便，所費不貲。金門高分院每隔二個

代理期間提出金門高分院金門在地化政策，

月，定期或不定期增加庭期到馬祖執行巡迴

建立金門高分院同仁共識，在得到同仁的

法庭職務，在馬祖巡迴法庭期間已和馬祖結

體諒、寛容及協助下，陸續將台北辦公室及

下不解之緣，嗣於 100 年 7 月任職於台灣高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庭落成紀略

馬祖為我中興基地之前衛據點，戰地司法事務向

依戒嚴法規定，暫由軍法兼理，直至民國五十八年六

月，本部始奉令接掌，乃飭福建金門地院在馬祖南竿

島 設 立 連 江 民 事 庭 備 便 民 訟， 初 租 民 舍 辦 公 諸 感 不

便，爰議籌建庭廨，俾奠法基迺承防衛司令官李中將

定一將軍，熱誠助，親為規劃施工，閱四月而告成，
雲情公誼永誌不諼，其間孫院長嘉祿李庭長嘯風等，

亦與其勞際，茲新廈矗立島中不特正對匪區放射看三

民主義法治平等之光芒，抑亦為中華領域劃出一真理

與極權之分野，光明晦暗相互比照，使世界人士益增

王任遠誌并書

對匪殘暴罪行之認識，爰誌所感，願我同人奮力平亭

毋忝厥職焉。

司法行政部部長

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吉日

< 圖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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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當期企劃：鑠法薪傳、金馬奔騰

在 金 門 高 分 院 任 職 期 間， 因 緣 際 會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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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院台中分院期間，承長官厚愛與提攜，

島四面環海，將「媽祖」供奉為海上的守護

奉派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法官兼院長，從事審

神，祈求平安之重要精神支柱，庇佑當地以

判並綜理該院院務，更得深入體驗馬祖歷史

海維生的漁民，並將地名取其諧音，命為馬

文化、民情風俗；而連江地院多位在地同仁

祖。馬祖傳統閩東式建築有別於金門的閩南

係之前任職金門高分院期間於馬祖地區舊

式建築，傳統閩南式的建物屋頂為五脊二坡

識，此次前來服務特別感受到同仁的熱誠、

造型，馬祖閩東式建物屋頂則為五條脊梁四

溫暖，如同家人般的親切；每天中午同仁

個屋瓦坡面，一般為一顆印章式獨立建物，

一起在法院三樓餐廳用餐，閒話家常和樂融

不若閩南式為三合院式或四合院式之建物。

融，日子過得很快，不覺匆匆已過二年五個

馬祖和金門同樣曾為戰地前線，幾十年風聲

月，這段期間同仁的支持和照顧是我工作動

鶴唳戰鼓喧天，影響金馬人民基本生活，豐

力生生不息的最大泉源。

富了戰地文化特色，坑道、碉堡及軍事建構

馬祖列島，人口較少，原由福建金門地

等遍布，但也因而保存了許多傳統閩東式建

方法院輪派一位法官常駐連江庭辦理轄區之

物。戰地政務終止後，西式樓房建物充斥其

業務。90 年間馬祖地區立法委員曹爾忠先生

間，傳統閩東式建築特色漸失，但居民生活

積極爭取設立地方法院，司法院亦體認馬祖

則更見繁華富庶。

地區民眾就近使用法院之方便，而得享有便

馬祖縣治包括南竿鄉、北竿鄉、東莒鄉

利之司法資源，進一步落實憲法保障人民訴

及東引鄉，分布於海洋間彼此並不相連，四

訟權、平等權之宗旨，提高馬祖地區司法服

鄉五島均為丘陵地地形高低起伏變化大，地

務之品質，乃於 92 年 12 月 31 日於福建金門

無三里平，平地很少，不像金門以平地為主，

地方法院連江庭原址，成立連江地院。

所以鐵馬在馬祖無用武之地，平時多以步行
漫遊於各島嶼；特別是法院所在的南竿島，

前遺址，推測周邊島嶼距今五千年前史前時

步行環島一周約略二、三小時，其他各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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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就有人居住，101 年在馬祖亮島發掘出仰

同，公餘之暇盡情賞玩南竿機場日出、四維

身曲肢葬式無葬具的亮島人，距今 8320-8160

夕照、津沙傳統閩東式文化村、鐵板鬼斧神

2014

年，是臺灣地區考古遺址出土人骨年代最久

工曠世之作的北海坑道、固若金湯的鐵堡、

的。馬祖列島位於台灣的西北方，行政區隸

媽祖宗教文化園區、枕戈待旦、勝利山莊等；

屬中華民國福建省連江縣，與大陸閩江口、

優閒地佇留於北竿依山而建地中海式的芹壁

黃岐半島及羅源灣隔海相望，土地面積只有

聚落，品嚐濃郁咖啡，欣賞山海美景，遺忘

29.6 平方公里，大小島嶼 36 座，北起東引，

世間繁頊；見證阪里大厝歷史後再由阪里沙

南至莒光，分佈於遼闊的海域中，被喻為灑

灘途步經北竿北海坑道到午沙沙灘，沿路漂

落在閩江口外的一串珍珠，一座海上桃花

亮的海岸地形讓人囋嘆，驚險的螺山步道，

源。

登上號稱小百岳的壁山，海天一色視野絕

日新司法年刊

根據考古學發掘研究馬祖東莒熾坪隴史

馬祖具有豐富的媽祖文化、閩東文化及

妙；步行遊歷特別喜歡東莒舖滿金沙的福正

戰地文化特色，相傳於宋朝時，林默娘女

沙灘，指向藍天的二級古蹟東莒燈塔，行走

士 ( 即媽祖娘娘 ) 的父親出海捕魚，遇大風

於魚路古道，體會先民挑擔其間的艱辛，到

浪而落海，林默娘女士投海尋父，而不幸罹

達繁華不再的大埔聚落傳統建築群，作家苦

難，漂流至馬祖南竿鄉馬港澳口前，居民

苓駐足沉吟寫作所在，沿大埔路東北行，接

感其孝行，遂將其衣冠葬於馬祖境天后宮現

上壯闊的環山步道，登上 360 度觀景台環視

址，建廟祭拜，並尊稱為「媽祖」，馬祖列

眺遠，海闊天空，氣象萬千，其景之美令人

成立後院舍已不敷使用；且金門高分院於連

孤懸東海地勢起伏劇烈，甚為險峻美景天

江地院設立巡迴法庭，共同使用同一間法

成，漫步流連於燕秀潮音迴響陣陣，旋盪於

庭、並使用一間法官室及一間書記官室；為

山谷間，好像與大自然對話，戰地遺跡安東

能活化有效利用 58 年興建之舊廈建物，於

坑道巡禮，天縫聆濤的一線天，守貞自愛的

101 年陸續辦理舊廈建物各項補強、防漏工

烈女義坑，潮聲交錯仿如太虛的太白天聲，

程、建置四間本院同仁宿舍，經徵得金門高

來到雪白塔身、白色圍牆樓梯，如希臘景色

分院吳院長昭瑩同意，將金門分院巡迴法庭

般的東引燈塔，醉心於湛藍海天間。行走遊

及辦公室遷至舊廈，並分別向司法院、台灣

歷過程中品嚐馬祖特色美食，清香噗鼻的老

高等法院及司法院政風處，申請緊急支應款

酒麵線、老酒黃魚，味道 Q 彈有勁的魚麵，

項及政風安全經費，於舊廈位址設置福建高

碳烤繼光餅夾上肥美的蚵蛋…令人唾涎，馬

等法院金門分院連江庭及辦公室；改善舊廈

祖老酒的副產品紅糟料理更是一絶，紅糟炒

圍牆、車庫、周邊環境整修及安全設備，均

飯、紅糟鰻、紅糟肉、紅糟雞等等，取自四

於 101 年底前順利完成，自 102 年起金門高

面臨海的馬祖海鮮，隨季節不同推陳出新，

分院連江庭正式於連江地院舊廈位址運作。

味美鮮甜，充滿幸福感。

並繼續進行 101 年因經費不足關係未能一併

服務於連江地院期間，以健全審判組織

施作之拘留室、當事人休息區厠所、周圍環

及功能、改善辦公廳舍及設施、營造溫馨快

境及安全圍籬整修工程，以完整金門高分院

樂的工作氣圍等為業務推展目標。連江地院

連江庭之建置，提高司法形象。

審判人員原有法官兼院長及法官各一人，合

連江地院新廈為 80 年落成啟用之建物，

議庭陪席法官分別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部分設施陳舊，到任後陸續進行三樓氣密窗

及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各一人輪流擔任，

改善工程、法官辦公室整修美化工程、外牆

法官及陪席法官任職均為一年，多年來均自

翻修工程、二樓倉庫、院長會客室整修美化

司法官學院初派任法官，審判經驗不足，審

工程，院舍內部並佈置奇美博物館名家複製

判經驗累積及傳承不易，支援輪流陪席法官

畫作，改善及美化辦公環境，提高同仁人文

合議庭庭期安排不易，影響訴訟終結及效

素養，提昇工作效率。

率，是故健全審判組織發揮其功能為第一要

連江地院因無專職檔案室人員，自 58

務，亦為法院之基本功能；司法院體察此情，

年連江庭成立至今相關檔卷公文保存並不完

於 101 年 9 月增派一名法官終使本院合議庭

善，部分檔卷、公文有散佚之情形，檔案法

得以健全運作，並將法官職期延長為至少二

實施之後相關檔卷公文均未辦理回溯建檔及

年方能申請遷調，更有助於本院法官審判經

檔卷整理工作，於 101 年 8 月份司法院賴院

驗之積累傳承，提昇審判效能。

長蒞院視察時提出需求，司法院迅速指示台

連江地院不論位於南竿鄉馬祖村舊廈或

灣高等法院配合辦理，台灣高等法院於 101

復興村新的司法大廈，均屬海砂屋建物，呈

年 10 月份選派該院資料紀股長炳輝（現任台

現水泥剥落、鋼筋腐蝕現象，99 年及 100 年

灣桃園地方法院資料科長）協助連江地院依

與檢察署共同編列經費進行陰極防蝕工程，

檔案法相關規定重整檔卷公文，積極辦理檔

並同時整修大禮堂環境設施。

卷回溯建檔及檔卷分類整理工作，紀科長原

連江地院係由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庭

定支援半年，然因待整檔卷繁雜，未能如期

改隸成立，其原以庭之設施規劃設計建築，

於半年內完成，特再次商請台灣桃園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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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陳院長晴教同意，延長紀科長支援時間，

為留下歷史軌跡和點滴，連江地院、福建連

終於在 102 年 10 月完成第一階段檔卷資料初

江地方法院檢察署、矯正署連江看守所共同

步整理工作，不勝感激。

於 102 年 12 月 25 日舉辦成立十周年紀念活

連江地院現址為 80 年落成起用之建物，

動，追尋過去，把握現在，並策進未來，與

經清查發現雖有建築執照，卻欠缺使用執

時俱進，未來必將更加輝煌燦爛。

照，為非合法使用之建物，使用執照申請依

肆、結語

院、檢 101 年工作分配原由檢察署負責申請，
惟因申請費用不低（目前建築師預估費用本

金門高分院及連江地院都是編制十餘人

體建物及增建部分共約一百餘萬元）及發包

的法院，規模小而美，業務單純，同仁個個

流程繁複，未能順利辦理，故於 103 年度院、

以院為家，關係緊密如家人般親近融和，又

檢各自編列分擔申請使用執照之預算，以使

都積極敬業，完成許多不可能的任務，令人

司法大廈取得合法使用。

敬佩；在個人的司法生涯能有二次在這樣的

連江地院人員編制人員共計 13 名，人

小家庭共同工作生活，是無上的幸福，非常

事、會計、政風、統計均由司法院人事處、

珍惜這兩段情緣，讓我的人生歲月，有許許

會計處、政風處、統計處派員兼任，為健全

多多溫馨、甜蜜的回憶，心中充滿感恩。

人員編制及組織，適當分配工作，改善同
仁兼職龎雜問題，經積極爭取 102 年司法院
同意補充錄事一名及主辦會計人員一名，疏
解同仁工作負擔，提高工作品效。連江地
院人員雖少但司法為民服務的理念不容打
折，連江地院轄區人口約莫一萬人，但幅員
廣闊，共有四個鄉五個島，鄉與鄉之間皆需
靠海運，以南竿鄉為行政中心，最遠東引島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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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二個多小時航程方可到達，且無法當天往
巡迴性公、認證服務，以解決民眾行動不便
及舟車勞頓之苦，也藉由辦理巡迴公證業務
之際，到學校辦理法律宣導或雙向溝通座談
會，將正確的法律概念傳達至各離島地區民
眾，也藉由與學校教師座談溝通的機會，讓
教師瞭解教導管教上可能碰觸的相關法律問
題。

參、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10 週年
92 年底本人由台灣雲林地方法院調任金
門高分院，適逢連江地院於 92 年 12 月 31 日
成立，迄今剛好十個年頭，能見證並參與連
江地院的草創、成長和發展，感到非常榮幸，

（作者為福建連江地方法院院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