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年 9 月 1 日從台中清泉崗機場搭飛機到金門尚
義機場。
請人找房屋承租沒消息，下了飛機只好先
到法院拿鑰匙，看了宿舍，就走人了，得在外頭
租房，連看三間房屋，都沒有一間合適的。後來
挑選當年十萬大兵時很熱門現在很落漠的山莊，
老闆王先生因現在沒什麼客人，很樂意租我們一
間套房，只好先租一個月山莊再說，後來看到山
莊旁邊有間破舊的閩南古厝，硬要王先生打掃出
租，王先生不知道我們腦袋瓜想什麼，只好勉為
其難的說好。
在老闆與先生應允清掃，之後黃牛，兩人
像結拜兄弟一樣，每天望月退潮，總是先到海裡
去拿海蚵、放網抓魚，而忘了要打掃，最後還是
花錢請人又水沖又油漆上紗窗又防治白蟻又搬東
西，比較實在，前前後後清掃一個月之後才搬進

張珈禎

古厝。
三餐自個兒下廚，吃王先生種的青菜芋頭芭
樂，螃蟹魚海鰻他克則來自於大海，花蛤出自尚
義機場旁邊成功海灘，拿舊報紙換雞蛋，麵條麵
線吃金門監獄受刑人所製作的。只有豬肉、牛肉、
橄欖油、米用新台幣換來的，正式開始金門日常
生活。
每晚的蚊子爬滿滿蚊帳，手一不小心靠近蚊
帳邊就被蚊帳外的蚊子叮，我一輩子也沒看過如
此多蚊子，真嚇人！
先生還偷偷在住處附近趕蛇，以免讓我知道
有蛇，鐵定要連夜搬家。
老鼠也總在凌晨時分在房間的閣樓賽跑，蹦
蹦蹦的，夫妻倆常在香甜睡夢中叫他麥吵啦！在
連續戰鬥蚊子與老鼠後，因颱風漏水滴進液晶電
視，想想還是投降，21 世紀還要如此辛苦生活，
難為自己了。既然神明指示要搬家，就搬家了。
當然還是搬進閩南古厝，繼續我的上古時代人生
活，新找這間靠村內少蚊子少老鼠，感覺很好，
可惜，螞蟻多到噩夢連連，毛巾、曬衣架、衣服
等爬上零星小黃螞蟻，使用前又拍又打又甩的，
我才知道螞蟻咬人痛過蚊子，越小越毒。想起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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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的點點滴滴

金門印象

花好幾年時間準備又準備考慮又考慮，終於

丁坤院長告訴我的為什麼外表越嬌豔的花朵有毒

車去上班；早上搭 8 點 15 分到位於金城鎮的法院，

的可能性越高而且越艷越毒？嘿！我適合當花園

中午搭 12 點 5 分回租屋處吃中餐，再搭車回法

或廁所邊的桂花，偶而飄香實在些。

院上班，傍晚再搭 5 點 35 分或 6 點 20 分回家吃

在這間古厝我養過一隻狗，一條從台灣打

飯，真的免費又準時。

預防針植入晶片檢疫及格搭立榮航空貨運艙到金

有一次公車司機竟然沒按照路線轉進小村載

門的一條狗，叫「BEER 畢魯」。牠很博愛，人

人直開往金城鎮方向，突然看司機迴轉回金沙鎮

人都是牠的主人，我在家寫判決的時候牠就待在

方向，害我以為搭錯車或路不通，後來才知道司

我的書桌下不吭不哈的躺著，好可愛好可愛，但

機忘了轉入官澳站，有位太太在站牌等沒車，直

後來村內一位小學生要求我讓給他養，只好割愛

接打到公車站，司機只好回頭載人。

（實在說，沒多少時間每天要幫狗洗澡，有人愛

搭了 11 個月的公車之後，有人知道我在法

趕快送），小朋友很可愛，常將小狗帶回來給我

院上下車，見我一上車，就開始問法律問題，讓

看，當然人見人愛的狗，最後一定是走失了，有

我尷尬不已，後來，想一想這樣不是辦法，還是

一說狗現在山外。

開車上下班好了，結束我 11 個月搭公車上下班

沒了狗，又有人送我兩隻金門虎斑貓，養四

的快樂時光。真希望金門有捷運讓汽機車消失在

個多月，一隻就莫名其妙不回來，從此下落不明。

馬路上，把馬路讓給電動車腳踏車逛金門使用。

剩下一隻在叫了好幾天之後，開始黏我，我寫判

到金門的頭一年，主要分案是刑事。法庭分

決的時候，牠得跳上我的大腿躺好陪我，我稱牠

配表，每個月第一、三週是張漢森檢察官的庭，

「毛迷兒」。養了一年，毛迷兒於 101 年 4 月 11

第二、四週是席時英檢察官、陳明進（第二年周

日凌晨生了 4 隻小貓，其中一公一母送民宿主人

士榆）主任檢察官的庭，原則是每位檢察官每月

養，民宿主人替公的取名「利馬」、女的叫「魔

只給兩次開庭時間，除了預定時間表，其他要加

女」；我養二個小女生，稱「小捲毛」、「小白

開得先與檢察官協商，因為檢察官自己負責起訴

姣」。101 年 6 月 7 日我的「毛迷兒」沒回家，

案件的公訴，另有自己的偵查案件要開庭，所以

失蹤了。9 月 6 日我的「小白姣」又沒回家，又

一星期一個準備程序庭、一個合議庭；而法庭只

失蹤了。兩隻都是在我去台北上行政法院培訓課

有兩間，要供地院、高院，民刑事使用，實在不

程前二日失蹤，現在只剩「小捲毛」，我趕緊送

夠，在自己兼公證人，硬把公證法庭改成民事庭

去打預防針、植入晶片，希望牠能撐到我明年底

使用。

蓋好新房屋讓牠一起跟我到老。我真的不喜歡離

法官得兼公證、提存、登記。第二年除了院

開金門，我喜歡陪伴我先生我的貓咪我的天空喝

長外只剩我是實任法官，就選擇辦民事。一堆給

我的東方美人茶。

付工程款事件，實在有夠累。但也因為工作忙碌

剛來第一年，搭公車上下班，很好玩，每
一站，都知道誰會上車誰會下車。搭公車的男男

娛樂充實，就這樣一下子過了三個年頭，而且一
年比一年好，真好。

女女不管坐在前坐在後都共同在聊天，從台灣的

金門縣政府每年都會舉辦馬拉松比賽，同事

馬英九聊到大陸的算命仙，也不管公車上有哪些

會幫我報名。先生會很慎重把我帶到沙灘練習跑

人，也不用什麼隱私，誰都能聊、什麼話題都能

步。老實說跑沙灘很夠累。其實要允文允武更累，

說，好像大家都是認識很久的好兄弟好姊妹一

但是為跑馬拉松、為維繫夫妻感情、為身體健康、

般，而我最怕聽到誰選舉有沒有拿多少錢的話

為保持體力等等，還有想到參加馬拉松可以順便

題。

看看小馬哥與金老爺的美腿與美臀，只好咬牙去
金門的公車上下車刷卡即可，免費，很準

練習，先生說活得好活得健康領月退俸比較棒，

時。有一次我遲到了只好目送公車離去，回頭開

也很確實。最重要跑完馬拉松，可領一瓶高粱酒、

鑠法薪傳 320 金馬奔騰

鬆狀，微笑點頭打招呼，保持形象重要，心臟停

參加活動也領了一堆衣服，衣櫃都不夠放，也很

止次要。感覺快死的時候，終於看到母忘在莒的

累。除了跑馬拉松，另外還有很多慢跑活動，搞

大石頭了，腳軟手軟心臟快停，氣喘如牛，差點

得我頭昏腦脹，日子不是上班就是參加金門縣舉

累癱了，但累歸累，總得照個相，留點紀念，卡！

辦的活動。霧季來臨就乖乖待在家裡加班寫判決

慘透了，竟然忘了帶相機，只好用手機拍照交差，

看書，金門人說霧季期間千萬別生病別有意外，

先生的老花眼把我拍花了，我好不容易騎上太武

飛機不飛，到不了台灣會沒命的，我深信不疑，

山，竟然沒有美麗的照片，真是老花眼！這時候

並確實遵循。

就得慶幸還好沿路有人認識我，跟我打招呼，見

每年還得參加千人環島樂活騎腳踏車活動，
不累又好玩。一隊隊腳踏車隊跟著車隊長緩緩沿

證我真的騎上太武山，想到，哇靠！感覺真棒！
真爽！

著金門的馬路漫騎，中間休息還可以吃農試所提

有時候也會從瓊林騎車到小金門，需要上午

供的冰棒、香蕉。車隊長的腳踏車後面還插一根

出發帶著腳踏車搭渡輪，環小金門島一圈，直到

寫有車號的隊旗，只要慢慢跟著騎，挺休閒的，

下午，最後有一段 300 公尺的爬坡路，也感覺要

感覺好舒服好舒服。到終點，還領個便當，邊吃

命。回程每次騎到木麻黃大道回瓊林的路上，大

飯邊等抽獎。剛開始參加活動還可抽到獎品，看

腿小腿好像都不是我的，先生就會邊騎邊等我，

獎品有液晶電視、電冰箱、洗衣機、腳踏車等一

有時候還吆喝騎快點快點，如果他一直叫一直要

推，我跟先生說我們暫時不買冰箱、洗衣機，等

求我騎快點，通常我就翻臉大吼如果可以騎快一

抽獎好了，但是很奇怪，說了這句話就破功了，

點我何必如此慢，就不行了嘛。就跟審理案件一

從此再也抽不到獎品，衣服用手洗硬撐到冬天，

樣，如果可以快一點結案，誰要慢吞吞的嘛！每

還是沒抽到獎，只好投降了！去大同專賣店買洗

個月報表一直催一直催有甚麼用嘛！如果有用，

衣機，去燦坤買電冰箱，後來買了冷凍櫃冰海產，

你得研究我的人品，不是嗎？就是工作量多就是

家當越來越多，越熱愛金門，越離不開金門，我

累了，就是有阻力，才慢，不是嗎？我的山友說

就變成金門人，請叫我新移民。

以後長官要求妳如何又如何，告訴他我爬過中央

有一年吃了便當要騎腳踏車回家，天空竟
然下起雨來，又累又濕，淋個落湯雞，真慘。後
來有下雨就不騎腳踏車，後來越來越沒有運動精
神，騎腳踏車活動才變少。

尖山，您有嗎？是呦！有用才怪。擁有權力的人
不展示一下權力，他擁有權力，幹嘛用！
我很少從旅遊路線玉章路上太武山，大部分
從斗門古道開始爬太武山，假日不是騎車就是爬

平時也會與先生兩人一起騎車到處玩，但
只騎一、二小時，休閒休閒。有一年為慶祝我的

山不然就是健行下海到大陸，一年回臺灣老家二
次，一次掃墓一次有特別事非回去不可。

生日，與先生一起騎車上太武山，先生說為了慶

走路得從瓊林開始，走到金城或走到金沙、

祝生日騎車中途當然不能休息，得一氣呵成騎上

山外，或沿海邊沙灘環島。頭一二次爬太武山會

太武山。慶祝？不是要買甚麼禮物的，不是嗎？

一口氣衝到海印寺。常爬之後，中間會開始休息

怎是騎車！騎車是花我的勞力，怎算禮物呢！通

一或二次，坐在半山腰喝茶啃水果，面對大陸欣

常跟客家大男人抗議，除非花大把落淚，都是無

賞沿岸海景、高粱田、天邊的雲，想我的人生。

效居多，就騎吧！算難得的禮物，不是每個人都

從花崗石遠望海眺望大陸的感覺很奇怪，尤

會有先生陪騎腳踏車上太武山，要珍惜要感覺幸

其想到 30-40 幾年代，真的是人生啊人生！想到

福，攻吧！咬牙，咬牙，咬牙，撐著，好幾次感

齊邦媛的巨流河，淚眼滿面，生可真得逢時，否

覺快死了，撐撐撐，最慘的是明明快不行了，過

則有誰知道竟然有人要遠離父母遠離故鄉要從大

三分之二的山坡上還遇到鄰居朋友，只好面露輕

陸內路一路走到沿岸，退到金門退到台灣然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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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排汗衣，還有美食可以吃，好棒的感覺。因

籍一生終了。

材，可高興有機會去踩爛泥巴，也免早早掛了回

金門健行登山社每年 12 月都會舉辦太武山

天堂，領不到月退俸，放下先生一人，他說他要

縱走，要從太武山玉章路走到海印寺（我們最想

如何生存！哇！甜言蜜語也！聽多了，假亦真來

突破軍方管制路線，從山頭走到山尾），然後下

真亦假，夫妻情深似海，假日就得到海裡去練武

屏東（不是台灣的屏東），在下坡路旁邊再徒手

功，累了望向廈門，一個近到可以漫步而去的地

爬上路旁花崗岩岩壁直到稜線上的三個碉堡，再

區，感覺奇特！

從稜線繞到蔡厝登山古道回海印寺，然後從玉章

有一段時間我和先生很喜歡去看活生生的

路搭公車到山外，再從山外開車回瓊林。我每回

野生孔雀。要開車到五虎山北嶽廟旁邊產業道路

躺在太武山稜線上的大石頭上閉上眼睛想任何事

上，人下車靜靜的慢慢的往草叢觀察看孔雀是否

情，這感覺真是奇怪，海的盡頭是大陸的大嶝

出來吃酒糟散步，真的顏色鮮豔，尾巴好長好長，

島、小嶝島，一個大陸已經設計成免稅商店區的

好美好美，如真想看可以上 FB 邱烈堂欣賞。

地區，另一邊是金門的金沙鎮、官澳、蔡厝、斗

每年從農曆過年拜拜開始，到元宵，四月清

門，這麼近這麼近的距離，曾經兩岸砲彈飛來飛

明、農曆七月十九日中元普渡，居住瓊林的蔡顯

去、誰上誰的岸將耳朵割去的地區，現在金門想

鑫主任檢察官會回來看媽媽，大家順便會一起吃

要租用大嶝島飛機場當霧來臨的備用降落機場，

飯，喝喝茶喝喝高粱話家常。

昨兒個還跟邢檢察長與大陸檢察長交流兩岸司法
心得，可真是一回事！還真是甚麼世界！

然後農曆 4 月 12 日迎城隍，從第 1 年請休
假拿攝影機坐在法院門口拍攝，到親自跟神明去

海，平平靜靜，確曾是 823 的殺戮戰場，過

走路，一起迎城隍，真的好玩！我終於知道為何

去的戰爭，現在的平靜，守望碉堡的軍人，登山

物理大師費利曼會在非洲嘉年華會參加遊行打

健行的我，異時同在碉堡，真是五味雜陳又令人

鼓。人生除了工作，還有生活，只有像正常人一

感傷啊！

起生活才有一般人的生活體驗，審理案件的認定

登山社舉辦的健行地點，有時後要看潮汐，

事實才不會偏離情理，事實涵攝法律後，結果才

有時是漫步在海邊的沙灘，走過東一點紅、西一

會符合國民常情，情理法，法理情，環環相扣，

點紅（是地名，823 的殺戮戰場），尤其一點紅

不是誰應該先誰應該後，在環環相扣之後，適用

經過如此久竟仍撿得到當年的子彈殼，令人感

法律之結果是如此就是如此，才是勇氣的承擔，

傷！走過明朝古官道感覺更是令人奇怪，明朝人

怎會考慮是否被撤銷被廢棄，分數多少、考評如

的足跡留到現在的我重複踏過，那些人當時可做

何呢！當法官要跟小學一樣看首長看分數看成

些什麼事情，現在可去哪兒！我又將走去哪兒！

績，是很奇怪的事情。法官得用一生的風骨扛起

一門三節坊，三代先生都早早去世，心境多可悲

審理案件的責任，而不是一時的分數一時的感

啊！

覺，如果當法官沒有勇氣承擔，考慮這考慮那，
在金門生活到第三年，我們開始跟鄰居跟朋

友一起出海拿海蚵，學習剝海蚵。我技術不佳，

又何必由法官審理案件，去找城隍爺可能比找法
官高明多了。

剝海蚵的鑽子常刺進我的指頭，血流沒有如柱，

今年還跟保護廟的保生大帝與瓊林阿公阿嬤

只是小流而已，但得繼續工作，到晚上睡覺前才

一起去廈門海滄邊的青礁、白礁（大陸地名）進

上藥，自己都感覺很神。

香；又跟瓊林忠義廟的關帝聖君到大陸山西省解

先生還學習去海裡插海蚵條，讓海蚵生長，
放魚籠抓螃蟹、蝦、海鰻。如在假日，我會被先

州祖廟家廟進香，當然進香完畢就是旅遊啦，自
費，休假，請不要想太多。

生要求跟去踩海中爛泥巴，想想健身中心要減肥

農曆 7 月 19 日瓊林普渡後，中秋要博餅，

一公斤得要一萬元，下海踩爛泥巴可練體力練身

國曆 7 月到 8 月旅遊旺季，要接待親戚朋友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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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最最奇怪的是竟然還有粉絲，先生久沒彈，

拜物品。八月還有金湖鎮花蛤節要去成功機場旁

有人會到我家要求先生彈個琴聽聽。就這樣不知

邊海灘牽罟，看原住民的唱歌跳舞。10 月金門國

道何時起我家得提供烤番薯、馬鈴薯、甘蔗、螃

家公園處要舉辦坑道音樂節，大提琴張正傑與一

蟹、海魚、香腸，吃金門大陸花生（不是每次都

些音樂家要來表演，得記得上網或傳真登記才有

全有，看有什麼提供什麼）、先生彈鋼琴，喝喝

入場券。偶而還要與一些作家例如管管、洛夫、

高粱酒、來杯東方美人茶或喇嘛師父加持的大禹

翁翁、音樂家李子恆聊天，這些作家都會在金門

嶺高山茶，當起景點來了。

日報刊登文章，寫一些在金門過去的生活，現在

在邢檢察長之前我跟高檢署的檢察官都未曾

台灣無法回金門的感嘆，未來的金門定位等等。

往來過，只有評議失敗時，暗暗希望高檢署檢察

金門日報就因為有這些「流亡」在外的人士，東

官替我翻案。在金門我還遇過台南高分院王金龍

一聲感嘆西一聲想法，豐富了副刊內容。讓我可

法官帶百萬相機來拍鳥。相機百萬已經讓我對拍

以從副刊中了解金門的過去點點滴滴與金門人的

鳥放棄了，沒想到又來台二百萬相機，真是不知

執著。金門日報上的訃聞上一定是從名譽主任委

道什麼世界。

員薛承泰（福建省主席）、主任委員李沃士（縣

在金門不只工作很忙碌，生活也很忙碌，

長）、副主任委員楊應雄（立法委員）、王再生

送往迎來的。因為地處離島，資源相對缺少，到

（議長）…、委員就則從金酒董事長、代表、各

辦公室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一篇最高法院的判

課室首長等等在金門喊得出頭銜的人，另一邊就

決當作充實專業之用，看清楚就是一篇，叫蟬食

是正統的孝男、孝媳…兩張訃文就占了半張金門

鯨吞，積少成多，希望專業不退步。很早很早之

日報。金門日報還刊登金門醫院、衛生所看診醫

前，我就領悟沒有一個法院會工作輕鬆的，無論

生及時間、道歉啟事、某人女兒或孫子女結婚、

收案多少，只要不安排休假，一直安排開庭閱卷

訂婚、高中公務人員等國考、博士畢業、農試所

寫判決，無論每月收案幾件，每年每月每周每日

出售羊牛、菜苗、高粱收割契作等農事訊息、水

都是處於忙碌中。只有邊工作邊學習邊生活，保

試所則刊出售海蚵苗登記時間、出售養殖海帶等

持正常作息，應該是屬於人生最佳狀態；最差的

水產消息，司法只有刊登登記處的社團法人變

是把工作草草結束，約朋友到處吃吃喝喝，不然

更、設立，不然是縣長判刑結果等等，所以如兼

就是從事擾人的活動而不自知。人生不學習孤獨

登記處主任就一天到晚姓名上報，金門日報是一

自處，奈不住寂寞，寂寞就永遠如影隨形，一起

份非常令人有感覺的報紙。

吃喝一起聊八卦都不是解決之道。

假日除了騎車健行登山下海之外，另一件有

現在每星期一下午、星期二上午民事庭、星

樂趣的事情就是把棉被枕頭晾在太陽底下曝曬，

期三刑事或民事簡上合議庭、星期五上下午都在

晚上睡覺就有太陽的味道，感覺好好。先生還在

開民事庭，在金門當法官一點都不輕鬆，但感覺

金門曬客家蘿蔔乾，製作客家蘿蔔糕送人，以償

很幸福很美滿很快樂，叫平安喜樂。

還鄰居贈送青菜芋頭酒糟雞的盛情。

( 作者為金門地方法院法官 )

在金門還可以遇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例如
里長請指揮官王世塗吃飯要坐陪，高檢署邢檢察
長請前大陸檢察長吃飯也得陪一下，也不知道怎
一回事，邢檢察長還帶前大法官王和雄夫婦、高
院院長吳昭瑩、地院院長蔡美美、大陸檢察長到
我家聽我先生彈鋼琴，我先生可樂，一個自學彈
鋼琴的人，有這麼多人聽他彈琴，人生可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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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承

中間還有朋友的阿公阿嬤、父母作忌要負責吃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