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麗的糖衣  十七工     侯 oo 

愛情 只是包裏著糖衣的毒藥 

外表很美麗又可口 

讓不明就理的人一口吞下 

開始的甜蜜 

總令人愉悅 

很快的 盲目的糖衣融化 

毒發 人斷腸 

 

巒巒風味  和二舍     黃 oo 

家鄉是我心心相印的唯一 

思緒總縈繫在她身 

怕一恍神就從腦海中消逝 

一鬆懈即模糊了她的蹤影 

我揮霍情感來愛著她 

她的舉手她的投足她的千嬌與百媚 

宛如一盤盤鮮美食材 

匯聚成令我垂涎三尺的鴛鴦纏綿鍋 

亦是麻辣離腸鍋 

富含仁慈和溫婉 

且以濃稠的甜蜜記事做為湯頭 

更別具一番山盟海誓的風味 

每每想到她不禁怦然心動而引發食指大動 

願意永遠依巒在齒頰留香的柔情中 

 

重拾自我  七工     陳 oo 

歷經了四年的牢獄之災，回想起剛到此地的我，即將面對的是一條漫長的旅

程，當時的我在想，是要如何的渡過這悠悠歲月。 

宇宙是無限的浩瀚，而我們卻是如此的渺小，我們就像汪洋中的一條小船，

要面對起無數次的風浪，也要經歷許多的日曬雨淋，不斷的在困難中求生存，也

不斷的在遇到問題而尋找答案。每當感到被浪潮向我們襲擊而來，我們也要勇不

畏懼的勇往直前，而當一陣陣的狂風暴雨撲向我們，我們更要堅強地衝破難關。

人生有太多的事情等待著我們去考驗，「重拾信心找回自我」，是我這些年來一點

一滴累積所得的成果。如今的我並没有因為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而浪費我的生命，

更没有因為這樣的人生際遇，而阻斷了我未來的路。反而讓我珍惜每天的分分秒

秒，對我未知的人生，是充滿無限的希望與期待。 

我的路我自己走，我的人生我自己去掌握，不論現在的你依舊是那條小船，

身為掌舵者的你，用心去航向你生命中的每個角落，也不需擔心那黑暗的角落會

將你吞噬，我相信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一座燈塔，時時刻刻的照亮著你，將你導

航到光明的盡頭。想信自己！ 



 

擺脫過去邁向未來  長青二舍     李 oo 

每個人都有過去，且各不相同，有人庸庸碌碌受人漠視，有人荒唐度日遭人

唾罵，有人充滿精采令人稱羨，甚至有人因過去成就而成為傳奇使人讚嘆傳頌！

以上幾種人我們且捫心自問自己是哪一種呢？ 

一直以來我都不敢去承認自己是遭人唾罵的那種人，雖然我也曾是令人稱羨

過的人，但也因自己的無知而淪為前者，每個人都可能走錯路、犯過錯，而犯錯

本身並不可恥，可恥的是不敢勇於面對與承認犯了錯，我想，即使是聖人難免也

會犯錯吧！？入監這六年來我學會了檢討自身的錯，審視不堪的過去，用積極樂

觀的心態去面對並且改過，無論過去遭受多少磨難與挫折也不灰心喪志，因為我

知道過去的事已無法改變或扭轉，若再用多餘的時間來哀悼過去的不堪過往，那

只會令自己原地踏步且活在過去的陰影中，如活在過去的陰影中那你就看不見未

來的曙光。 

現在的我已穿越了遍佈荊棘的人生難關，擺脫了束縛我的不堪過去，爬上了

通往璀璨未來的人生階梯，即使我知道這段階梯還很長，但我仍不畏懼，我深信

只要我抱持著堅毅的心，以過往的錯來鞭策自己，化作奮發向上的力量，我必定

能邁向嶄新的未來。讓我們大家一起共勉，擺脫過去，邁向未來。 

 

希望之光  二工     范 oo 

第一次遇見蘇牧師是在民國九十七年，那時在北所的忠二舍，室友看我整天

鬱鬱寡歡便拉著我出去透透氣參加教化活動，起初個性怕生的我相當排斥，但在

最後的禱告中不由自主地淚流滿面，自此在我黑暗的心靈中燃起了希望之光。 

在漫長無邊的囹圄生涯中，如沐春風總是可以令我暫時缷下受刑人這個沉重

的枷鎖，一掃心中的鬱悶，牧師在交談中總是以名字來稱呼，令我們心中感到一

絲溫暖，並以一顆寬容的心來接納我們身上所背負的各種罪惡，牧師所說的話非

常有智慧，並且明白的告訴我們要如何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只要遵守其中的誡命

把愛散播出去，人生的道路必定充滿了光明。 

這幾年來，牧師的教化與聖經，陪伴我度過許多孤寂的歲月，每當凝望鐵窗

外皎潔的星光月色及浩瀚的穹蒼，激起內心無限的感恩。每次的宗教教化都是我

心靈的倚靠，神的福音每天都充滿在我四周，神的愛更是撫慰和關照了我，耶穌

基督為了救贖世人，赦免人的罪，而被釘在十字架上，在新約聖經上有一條耶穌

基督給世人的誡命，就是「人人要彼此相愛」，愛包含了寬恕及不傷害他人也不

能違背一切法律和道德的罪。 

十年來，牧師身上總是一襲白色襯杉及黑色西裝褲，肩上背著木吉它，風雨

無阻地到各監所傳福音，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唯一變得是臉上多了歲月的痕跡，

在北監能再和牧師相遇，這是上帝最好的安排。 

失魂  高中部     劉 oo 

往日拿槍的手，今昔拿筆 

純真的靈魂搭配真誠笑容 

為你獻上 



今日美味的菜色讓你品嚐 

呼吸己像堆積的垃圾一樣 

沉默的丟棄過去無知的自己 

 

一的世界  一工     錢 oo 

一聲問候 噓寒問暖 

一支手機 拉近彼此 

一副眼鏡 看清前方 

一抹微笑 帶來歡喜 

一次驚嚇 慌亂不安 

一尊雕像 千錘百鍊 

一臉茫然 不知所以 

一則八卦 害人害己 

一艘船隻 名利乘者 

一場大雪 看出貧富 

一生正直 為人坦蕩 

一朵玫瑰 象徵愛情 

一支手錶 能知晨昏 

一隻蚊子 疾病媒介 

一個創意 多年苦思 

一次失言 覆水難收 

一次熬夜 三天難補 

一次嫌隙 心生隔閡 

一次謊言 信用不再 

一次口角 後果不堪 

 

改變  六工     呂 oo 

自從這次服刑後，我只和自己說「自己不改變，没有人幫得了我！」過去的

我只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遭欲望和利益將自己迷失。如今陪伴我的只有父母的

淚水和因擔憂而蒼白了的頭髮，但如今面對已成的定局，我真的不能再自怨自艾，

未來的生活我要去改變思想和價值觀，人生在你手中，我們都應當相信自己，相

信我們能靠著自己的力量去改變。更重要的也讓我想起過去曾聽過的一段話：「遇

到挫折，千萬不要把對自己的要求標準降低，假如你認為你只能這樣而已，那麼

你就難見持續的成長和突破」，所以千萬別喪氣，只要自己肯用心改變，面對挑

戰，那麼所有的困厄我們必定能平安走過，是不是呢？ 

 

從逆境中重新出發  一工     林 oo 

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我們一生當中能有幾次犯錯的機會才會受到

教訓。曾經不斷犯錯的我，在外時曾是一位逆子，經常與人逞兇鬥狠、討債，甚

至與人圍事酒店，權力、金錢、女人、名氣等該有的都曾經擁有。但是，這些對



我來說又有什麼用呢？最後不也是換來更長的刑期嗎？ 

服刑的這段時間，在長官和老師諄諄教誨之下，讓我耳濡目染也漸漸改變自

己。不知不覺中，將心境沉靜下來，常常利用時間靜坐與抄佛經。藉著靜下心來

一字一字的抄佛經，從中體悟慈悲心、予樂、拔苦，在持續的堅持信念下，慢慢

地進步與獲得改變。時光如逝水，不捨晝夜，心境沉澱不再追悔過去，也不再小

看自己，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 

獄中的生活雖然枯燥乏味，一成不變的作息，但經由佛學老師的指引，讓我

醒悟到不可再虛度光陰，唯有利用平靜的生活，思未來、悔過錯，光明的曙光才

有可能再現。常云，在背後推著你不停向前走的，它的名字就叫做命運。證嚴上

人《靜思語》中，「凡夫是命運隨業轉，覺悟的人則能運命」，我下定決心希望能

做個改變命運的人，要好好珍惜時光，思考人生未來的方向，把握現在的當下，

把持好一念，那就是善心。 

 

照片回憶  病舍     張 oo 

那是我最喜歡的笑容，分手後，就没有再看過照片，彷彿就隨著我們逝去的

愛情消失了。照片收起來，回憶卻不斷翻湧著，一時之間思緒五味雜陳，就如置

身囹圄的感受，再多的後悔，也來不及了，只能坦然去面對，然後設法改變心態。 

所以只好封鎖有關於你的一切，一併把你的來信通通收在置物箱裡，就算整

理時，也視而不見地跳過，慢慢地把你抺去，一點一滴的，把你從我的囹圄生活

中抽離。只是，每當好友的來信與會客時，不經意地提到你，那熟悉的笑臉，依

然讓人感到溫暖，同時也給我帶來一些苦澀，和令人暈眩的回憶。腦海裡浮現的

每張笑臉卻有不同的感觸，在牆外的你早已展開新的生活，大步的邁進，反觀牆

內的我卻在日復一日的等待，夜深人靜時，我有時會詢問自己，我是不是該往前

闊步了呢？ 

而在經過多年服刑，一連串的學習充實和時間積累而成的成長，我已不再原

地踏步，昨天已經用盡了，過去了，就算有再多的失落惆悵也都不重要，不再拖

著昨天的悔恨度過今天，那並改變不了昨天，只會使今天舉步維艱，相信未來有

個人，能和我畫出人生新的註解，也把曾經的你，當作收藏，重新出發。 

 

日夜之註  高中部     蘇 oo 

日光 煉金 斜陽 

橘黃色波浪裡 

一群鳥兒飛奔回巢 

結束一天的旅程 

今天所有種子都已植入 

夜 悄悄的到來 

黑不再妥協 

龐然量體從城巿上空 

籠罩而下 

街道流光如浪 



欲念多彩 

五光十色 繁麗若此 

如此繁麗直至深處 

 

遠眺山景  二工     高 oo 

三隻飛鳥相互追逐 

美景瞬間成形 

石虎悄聲無息行走 

精靈在林中跳躍 

紅毛港的夕照 

替山蓋了新娘的頭罩 

婉婉前進 

佳人在水一隅 

 

逆向思考也很好  三工     高 oo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碰到似是而非的論調，自己如果没有洞察力與理解

力，心很容易就被這些不正的知見所迷惑。自己如果慧性不夠，無法在耳聞之後，

立即以智慧去明辨是非、分別善惡、洞察虛實，則很容易落入邪知邪見的無名之

中。 

有一個人，因為闖紅燈被警察抓個正著，警察問他：「你没看到紅燈嗎？」

此人回答：「紅燈有看到，但是没看到你！」意謂看到警察就不會闖紅燈，如果

警察不在就要闖紅燈。這雖然是一則笑話，但是不要忽視它的正面啟示。實際生

活中，我們常會去做一些別人正在注意的事情，而人家不注意的事我們則比較不

在意，有人在的地方或有人注意的地方，我們都會比較守規矩，没有人注意的地

方我們就比較放肆隨便，這是凡夫的習性。所以「心口合一」、「言行一致」、「表

裡如一」是高尚人格的基本條件。以修行的角度來講，要培養高尚的人格，就必

須接受兩件事情的約束，一是戒律，一是規矩。因為佛家相信「人格成，佛格即

成」，同時，未成佛前，要先結好人緣。 

紛亂的社會中，積非成是以及似是而非的言論充斥。在事理渾沌之際，為了

讓自己有先見之明而明察秋毫，就得在正向思考過後，再嘗試一下逆向思考，那

麼我們就會發現，有時候「逆向思考也很好」，因為角度更為客觀。 

 

亂七八糟的短暫王朝－西晉  一工     張 oo 

西元 265 年司馬昭中風而亡，他 31 歲的兒子司馬炎繼承了相位封晉王，但

心裡想的卻是篡位一事，在群臣激辯中賈充拔劍當場指著皇帝曹喚說：「難道你

想學曹髦嗎？」 

想當年曹髦嚷出了那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著名口號後，帶著宮僕

重奪皇權，軍隊中無人敢與皇帝作戰，賈充見狀急吼：「司馬公養你們不就是為

了今天？」太子舍人成濟一馬當先一槍刺死曹髦後，司馬昭為了安撫眾人拿成濟

當替罪羔羊，成濟臨死前喊冤說：「是賈充下的命令」，下場只有先被割去舌頭再



斬首並屠滅三族的慘狀。司馬炎要為智商只有 8、9 歲的太子司馬衷選妃，賈充

就拿重金行賄楊皇后把他最醜的女兒賈南風許配給司馬衷，因此賈南風就成了中

國歷史上最醜的皇后。 

司馬炎一口氣共封了57個司馬氏宗王，但卻也造成了在他死後的八王之亂，

包括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楚王司馬瑋、汝南王司馬亮、成都王司馬穎、河

間王司馬顒、常山王司馬乂、東海王司馬越，各路人馬都想到首都洛陽過把稱帝

的癮，司馬倫搶了司馬衷的玉璽後大行封賞，即使趕車的、奴僕的通通加官進爵，

搞的官帽上的貂尾都不夠用，只好以狗尾代替，這就是成語「狗尾續貂」的由來。

司馬越帶著皇帝北征司馬穎，但北伐失敗，亂軍中御駕皇帝的身旁只剩侍中嵇紹

一人守在身旁，亂軍亂箭飛來時，他就用身體去擋直到救駕趕來，他才氣絕而亡，

旁人勸皇帝換下血污的黃袍，皇帝卻說：「袍子上沾的是忠臣的血，我要穿著它」，

這就是文天祥在正氣歌裡所寫到的「在嵇侍中血」的故事。西元 316 年僅 17 歲

的晉湣帝司馬鄴投降，西晉被匈奴漢國所滅歷經 52 年。 

 

媽媽，我愛您  果餅部     黃 oo 

「父母疼子長流水，子想父母樹尾風。要知萬里思親淚，不及父母念子心。

只有「時間」與「歲月」才懂愛，禁得起時間歲月洗禮與考驗的愛，才是真愛。

愛情會改變，友情會變質，只有親情能陪我們一路走到底。愛是無我的付出，愛

是即使有缺陷也仍願包容與擁抱對方的一切。母親就像子求萬應的慈悲觀世音菩

薩，無怨無悔毫無保留地付出關懷、呵護、鼓勵，用她一生的青春換來我們豐滿

羽翼，用衷心祝福的眼神期盼我們成長。而她永遠在那頭倚閭佇立等候我們歸來，

只有「母親的愛」才永遠是無我付出的真愛。 

囹圄迄今已有十年的時間了，人生有幾個十年可以揮霍？尤其在中年不惑的

黃金歲月裡，更是可貴，然而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媽媽總是不辭辛勞的來探望我。

每次與媽媽會面時，隔著一層壓克力的玻璃窗，那距離就像南極到北極臨界點那

般遙不可及。因為十年的歲月中，從來没有牽過媽媽溫暖的手了，而這項渴望與

奢求的想法，在失去自由後，就已經將這最平常基本的權利剝奪掉了。所以，我

認為世界最長的距離，不是南極到北極，而是阻斷親情一層透明的玻璃窗。 

千金難買早知道，人生絶無後悔藥。「天空地空人生渺渺在其中，錢空財空

死後何曾在手中？權空名空轉眼荒郊土一封，珍惜家人幸福就在陪伴中。」為人

處世，退一步可以海闊天空。孝順父母，慢一步卻可能人去樓空。孝順與行善是

人生不能等待的兩件事，別讓「子欲養而親不待」成為一生最大的痛，愛要及時。

知道、悟道、更要做到，幸福快樂才會來報到。 

愛不要只放在心裡，清楚大聲地對母親最摯愛的說出：「媽媽，辛苦了，我

愛您！」 

 

記憶  十二工     陳 oo 

記憶──稍閃即逝，遙遠的回憶就像夢幻般，如真實之虛，又像虛幻的真實，

張開眼霧裡看花，閉上眼是夢的開始，所有昨天發生的事，都像是一場夢，而明

天即將發生的事情，又如我們所憧憬的夢想。 



或許回憶就似夢一般，揉合了無數不同時間、空間交錯疊合成的夢境，在某

個片刻觸動回憶的開關，內心百感交集，腦海所湧現，卻是模糊不清的人生片段。

昨日的一切如明鏡般，映照出明天的自己，希冀，身影更有風采。今日，總想活

出最帥氣的姿態，為此果斷前行，明日回首，不知是否依然躊躇滿志？ 

過去，總是一段又一段的故事，隨時間逝去，日漸模糊，似假還真，偶爾凝

眸對視，又復記憶。 

 

無限寬廣的心靈  病舍     王 o 

生命漫長與否，端看我們如何面對它。在人生道路上，不管遇到生死、困頓、

遭到別人的毀謗、稱讚，或身處貧窮及富裕，都希望能把這些各種不同的狀況，

看成為世事自然的變化及運行。 

每個人其實都像是一座孤獨的島嶼，而每一次內心的衝突都像是一場暴風雨，

當衝突加劇時，我們可以試著冥想，我們身處於一個既孤獨又以極度高速旋轉的

星球上，而這顆星球孤立於一個酷寒卻又荒蕪的空間中，這顆星球就是「地球」。

而我們卻是渺小的存在於這個星球的某一個小點上。當想到這個時候，我們才會

頓時察覺，這個世界上的所紛爭與衝突真的是微不足道，毫不重要。也唯有用這

個角度看世界，我們才可以從低處看到高處；從近處看到遠處，後退可以當作前

進。 

在人生的路途中，我們無法總是抬頭挺胸，有時候不得不低下頭來，反思路

途上的經驗與教訓，或是看腳下崎嶇的路面。在待人處事上，不能總是爭強好勝，

有時要忍耐、要讓步、要協調，都是為了寬廣的心靈而努力，退一步海闊天空，

願與您共勉之。 

 

 

我們無法總是勇往直前，有時候會停滯怠惰或養精蓄銳，有時候可能會暫時

倒退，或以退為進，亦或是為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 

不讓這些事擾亂我們的內心，而應該只是像感受季節的自然流轉及變化，没

有過度的情緒與哀傷。因為我們的心靈都應該像是平靜的海洋，能夠寬大的容納

他人。 

 

生命教育專題演講「反轉自己人生」  十六工     方 oo 

「慈濟」，相信世界上的人都略有耳聞，甚至見過身著藍天白雲般制服的志

工師兄師姐們奔波於世界各地，散播大愛，伸出慈悲的雙手救助各地災難之都，

如同活菩薩般地灑愛在人間。 

今天有幸在監方的活動中令我真正認識慈濟教育基金會志工，他們慈悲的愛

是如此無私的奉獻，遠從各地舟車勞頓抛開正事，前來獄中為我們這群迷失在人

生道路上的收容人點亮希望的燈，其中三位師兄也在這場關懷活動中分享他們的

人生歷程，從他們當初是如何在毒海沉淪深陷不可自拔，在家人與慈濟基金會的

感召指引下擺脫不堪的過往，走回正途翻轉人生。而我也在天勝師兄的分享影片

中感觸極深，不禁鼻酸泛淚，天勝師兄的母親在無盡的絕望中，盼到天勝師兄因



慈濟的牽引下找回曾經迷失的自己，破浪而出並擁有圓滿的人生，母親那聲淚俱

下的場景也如同給我一記棒喝。當下內心五味雜陳，慚愧不已，憶及深愛我的母

親及家人，心想，有朝一日我回到他們身旁時也已是破浪而出回歸正途，他們是

否也能從對我的幾近絕望中感到欣慰呢？天勝師兄的一句話也點醒了我，「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畏之悖德。」確實過去我總活在朋友兄弟的世界中，棄家人的

溫情而不顧，以至今日的囹圄之災，「義」是對朋友兄弟的相挺，「不義」是牽累

家人為我所苦，現今我才恍然大悟，深感悔悟。 

感恩慈濟基金會的師兄師姐為我點亮一盞明燈，也在我的心中播下愛的種子，

反轉了我對人生的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