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善  十七工     楊 oo   

生命，是一個過程，亦是一個目的。人們，於短暫的生命歷程之中，都應必

須使生命具有更高的意義，於個人有限的生命建立起一些永恆的事物，然而，這

永恆的事物即是我們人生最終的理想和目標。 

倘若說世界就似一條河流，而我們就是河裡的魚，既無法向外跳去，只能不

斷的與逆流搏鬥，不畏懼遭受挫敗，正可賦予我們考驗，就同「靜海，造就不出

熟練的海員」。人生過程並没有無憂無慮的時刻，只有勉強自己忘卻憂愁的時候。

因為生活需要憂心，然而，既然我們已經來到了這個世界，都得該提起勇氣來面

對一切，不要感傷，不要氣餒，只因為從痛苦的環境中不斷來回，我們才能真正

深切的感覺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美好。 

人們於出生打從呱呱墜地開始，在成長過程期間都得付出相當的代價，爾後

方可達到人生真善美的境界。永無止境的時間洪流中，個人的生命只是一瞬即逝，

因此人們必須學著如何發揮自己的所能去追求人生最完美的境界，將畢生所學發

揮至淋漓盡至，將正向與正面用最美好的方式設法充斥整個世界，貢獻這個社

會。 

我們都應該把握今日，因為，昨天已成為一場夢，而明日，卻僅是一個幻影。

只有善用時間，把握今日，才能使每個昨天都成為美好的過去，而往後的每一個

明天，都成為希望的遠景。 

 

努力過後  樂隊     蔡 oo 

人生是一段看似可以掌握，其實不能完全操控的過程，想要成功，需要九十

九分的努力加上一分的運氣。事前充分了解，完整規劃，加上天時地利人和，成

功才會站在我方，如果缺少任何一項，成功都可能擦身而過。 

努力過後，也可能没有甜美果實可摘，那就得檢討原因，如果是方法錯誤，

未來只要找對方法，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如果是時機未到，再多的心血，再大的

付出，都可能化為烏有，甚至還得付出很大的代價。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過程

中奮鬥的經驗，將為未來鋪上一條更快速抵達的康莊大道。 

雖然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努力就一定不會成功。老虎伍茲曾說：「我唯

一能做的就是勇敢把球打出去，因為不敢揮杆就永遠無法擊出好球。」人生的旅

程如果因為怕受傷而不敢上路，就永遠到不了目的地。面對人生，「我努力過」

是最没有遺憾，也最完美的答案。努力過後成功，別忘了要感謝眾人，這是團隊

合作的時代，即使你的付出占成功因素的百分之九十九，但是缺少夥伴的百分之

一助力，依然失敗。努力之後失敗，也別忘了感謝夥伴的付出，要將失敗因素歸

於自己，檢討改進自己的缺失。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美好留給努力過的人，

努力付出、努力延續、努力創新、努力之後再努力，是成功路途上不變的風景。 

 

慢活人生  五工     黃 oo 

人生有時必須放慢腳步。有句話是這樣說的「要船走得快，就得慢慢划」。



我有個朋友每天緊張的不得了，一顆心總是繃得緊緊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每

天早上起來，就好像個扣緊發條的機器人，匆匆忙忙，連早餐也没法好好坐下來

吃，忙得快要發狂，晚上，一上了床就像死了一樣。」 

常常有人因為工作而讓自己忙得天昏地暗，無暇顧及其它，生活像戰鬥一樣，

在腦力和體力的雙重透支下，只會讓自己陷入一種無以復加的困境，把自己逼太

緊了，反而降低工作效率，離成功只會愈來愈遠。「一個人必須發現勤奮之中優

閒的韻律」，那就是努力和休閒必須平衡。在這個宇宙之中，凡事皆須因循中庸

之道，太緊和太鬆皆非上上策，唯有把握住何時該攻，何時該守戰略，才能找到

致勝的奧秘。忙碌的現代人，有如一條奔流的河水，活力固然充沛，卻往往夾泥

沙以俱下，因此忙碌中必須要有閒暇，奔流中必須要能靜止。 

人生中有很多時候是急不來的，此時應放慢腳步，有人說西方哲學是跨前一

步，想和自然迎面相對，所以要征服它、駕馭它。所謂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退後原來是向前，因為，衝鋒陷陣有時並非最有利，此時應先讓自己放慢腳步，

然後，一躍而上。 

 

閱讀「成功書」  病舍     福 oo 

在我重拾書本後，發現有一種書非常流行。那種書我叫它「成功書」。這種

書的來源是美國，內容討論的是教人怎麼樣才能獲得成功。書中當然列舉了許多

成功人物的故事，對他們成功之前所受的苦，更是描寫得十分詳盡。這些書大部

分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現在雖然是「人下人」，但只要能吃苦，終究必能成

為「人上人」。現在的我正處於人生中的谷底，沮喪時確實很能刺激我上進。 

這一類的書，本來都是翻譯的，銷路很好。後來，就有出版社走「自製」的

路，邀請國內的作家執筆。這種國人執筆的書，優點是所列舉的成功人物不只限

於西洋人，中國人也有登場的機會。其中關於「英雄不怕出身低」，或是我最常

看見引用的題材是《孟子》的告子篇中「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這一段話相信很多人一定都耳熟能詳。 

拿起書本閱讀易，但要學到正確的讀書方法難。只要掌握正確的方法，就可

坐收事半功倍之效。閱讀書籍就像開啟一扇知識的窗，同時也開啟了智慧之門，

生命的質量需要鍛鑄，透過閱讀這些有益的書籍，除了獲得許多豐富的知識外，

更使我不浪費生命。 

 

美味  一工     溫 oo 

輕輕的敲碎糖霜覆蓋的起士酥皮 

拌著甜滋滋的藍莓果醬 

配上一杯香醇的卡布奇諾 

好好吃喔！ 

妳滿足的對我笑著 



謝謝你給我這麼一段美味關係 

最終的這道甜點 

是句點 

妳是這樣對我說…… 

 

知識  十八工     陳 oo 

想，是多麼的簡單，做，是多麼的難，但如若連想都不敢去想，那怎麼去付

出呢？在迷茫的路上，不知付出的結局，不知付出的明天會如何？蒼茫的行動，

不去想、不去問，丟失時間，更無法判斷今天的出發點，怎麼能知道正確的路在

哪呢？  

簡單的付出，用心情轉變話語，用事蹟帶動思緒的蔓延，很多的知識走進內

心，慢慢的造就了自己，改變了今天，鑄成了明天，就這樣累積自己，付出屬於

自己的心情思考和磨練。累積，時間來了，時間去了，其實時間還是在陪伴，只

是自己的想法漸漸變成熟了，很多的思緒都走進內心，有時能去回憶一些，有時

卻什麼都無法留意。累積是開始，起航容易堅持難，暮然回首，曾經都是輝煌，

多少的歲月累積了自己，多少的時間促使了成長，多少的應對增長了夢想。 

很多話不能說出口，那是因為自己的知識不足，只有多去增廣見聞，才能拓

寬自己的道路，想著別人的應對疊加自己的判斷，想著當前應對的變化，轉變自

己的思路，多增長自身的知識。 

 

生命的價值  二工     蔡 oo 

「人」能夠被人所利用，表示你的生命是有所價值的。這是我在證嚴法師的

靜思語裡所看到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我們人在世界上是如此的渺小，但我們的人生卻是如此的漫長。如何在這一

條漫長歲月河流中走出自己的色彩，是要靠自己去創造的。時間總是一天一天的

奔跑著，而我們的生命也是一天一天的在流逝當中，你要創造多少的生命價值，

都皆由我們自己本身決定，現在的你在生命之中，還有多少價值呢？ 

學習是一種磨練，更是一種修練，當我們一直在不斷的充實自己，不斷的創

造自己的價值時，不要吝嗇的給予他人幫助，反而要去考慮我們有什麼能力去幫

助他人。為別人做些什麼，試著讓自己成為有用的人，那我相信在你的生活週遭，

就會有無數道看不見的光茫在照亮著你。 

有時我常在想，我們人做啊！何必那麼認真，遇事情何必那麼計較，或許你

今天多出一點力，明天多做一份工，但換個角度想，那也表示別人看重你、重視

你。當下你也許會覺得你被人佔便宜、吃了虧，可是那也就是你的所在之價值。 

提昇自我能力，豐富自我的知識，為自己創造無限的亮點，勿讓自己的生命，

在這悠悠的歲月長河中，平寂無聲。 

 



感恩  十六工     邱 oo 

「感恩的心，感謝有你，花開花落我一樣會珍惜……。」這首歌，曾經是紅

極一時的日劇主題曲，是由歌手翁倩玉所演唱的《感恩的心》。還記得當時的我

應該是國小五、六年級左右，如今感恩的劇碼已不在，但感恩的心，這首歌的旋

律，卻依然的留在我們的心底。 

我從國中還没畢業，就開始與人混黑社會，在一般人的眼裡，似乎都會認為

我們跟他們不一樣，但我卻認為我只是選擇了另一條路來走而已，與他們其實並

没有太多的不一樣。其實我們一樣懂得感恩，懂得知恩圖報，只是這些「恩」，

用在錯誤的價值觀上，年輕時，學人去用藥享樂兼賺錢，開始拓展後覺得錢、勢

力真好用，賺得又快又多，所以為了不辜負了兄弟們的一翻心意，我要更努力的

拼才對得起兄弟，更能開拓我的事業版圖。 

直到出了事，進入囹圄吃牢飯，接受教化，我才明白那一開始就是錯的，所

謂的感恩，應該是建立在接受恩惠後，並不會對我們產生危害，特別是在我們陷

入困境給予我們幫助的，遠勝於我們在一切順遂時送好處給我們的，畢竟自古以

來，錦上添花莫過於雪中送炭，這樣的恩情才值得我們去報。懂得知恩圖報及感

恩的人，無疑會在人際關係上增添好處，也容易在社會中取得他人的信任，希望

往後回社會上能把改過來的觀念用於社會，重新做個有理想、抱負的人。 

 

懺悔  七工     郭 oo 

回首過去，因為自己的利益薰心，好高騖遠，總是想著如何一步登天，更因

經不起金錢的誘惑，誤入歧途，加入了販毒集團，成為集團中的一員，昧著自己

的良心，大賺黑心錢，更何況殘害的又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入監服刑已有一段光陰，一想到在監獄的這段時間，每天內心都是無比的痛

苦與煎熬，我最大的痛苦與煎熬，不是來自於監獄剝奪我的自由，及對我的行為

約束，而是來自於良心的譴責與內疚。自己這趟身陷囹圄，也因為當初天理不容

的犯行，付出了這輩子最嚴重的代價，不只讓我最親愛的家人傷心難過，甚至更

遭受重刑，而每當在會客窗，看到年邁的父母親，齒搖髮白的老態，我就會想到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看來這是老天爺給我的最大懲罰。 

本人以一個收容人的身份，用最深的懺悔，在這囚牢內，淌著淚水一字一句

地道出我的領悟、我的故事，這輩子我都不會再走回頭路了。這篇文章的開始，

是在生命中最低潮的時候。也希望能夠藉由這篇文章的結束，奉勸各位同學「毒

海無涯，回頭是岸」，勿逞一時之氣，而沉溺毒海，那將導致萬劫不復的黑暗深

淵，我即是最好的寫照。 

 

傀儡  國中部     趙 oo 

以身體作畫布 用綻藍 揮撒符號 

以青春作代價 用生命 燃燒奢求 

把歲月當籌碼 虛擲在 年少輕狂 



化慾念為刑期 絕望的 以淚洗面 

視親情為當然 揮霍地 予取予求 

以貪念為絲線 猝然的 任人宰割 

 

尋覓  高中部     廖 oo 

生命落下於世 我卻被抛擲於此 

回望青春盡處 顯得陌生 

虛度 又如此遙遠 

來回轉身 徘徊在孤獨  

悲境 得餘溫淚盡時 

取出這些日子在 未知的等待裡 

隨時出發 若重新擲去時 

會是什麼樣的地方 

 

運動場  和一舍     黃 oo 

風徐徐的拂向我的臉頰， 

雨綿綿的輕啄我的衣裳。 

我，矗立於運動場上，依舊地喧囂。 

人事皆非。 

僅有抬頭一瞥才見著那迷濛的彩虹。 

物換星移。 

耀眼的陽光刺痛了我的雙眼， 

才明白，歲月是不著痕跡如影隨行伴著我的青春。 

風緩、雨停，運動場仍是依然如故。 

我，還是那個擁有赤子之心的我。 

 

認識自己是唯一的答案  三工     吳 oo 

在高牆的這幾年，深深體會到一個道理，「人不是因為強大而獲勝，也更不

是因為弱小而失敗」，而是要深入的認識自己才是關鍵。 

在高牆中，有些許的人都愛華而不實的面子，而「面子」這虛無飄渺的東西，

常讓許多人深陷泥沼，進而追求毫無意義的虛名。每個人真的認識自己嗎？當潮

水退去時，考驗終究還是會來。 

這幾年來，從生活中的人、事、物中體悟到認識自己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知不足」是得以轉變的關鍵，從仰頭看人到低頭觀己，知己之不足，見人之擅

長，長保持謙卑的心，一被展開之後的學習也伴隨而來，這不只是一種心態，更

形成一種能力，學會認識自己才是一切的答案。 

 

 



環境  二工     吳 oo 

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非常大，尤其是成長的環境好壞，更有可能直接影響一

個人的心性思想和行為模式，孟母之所以三遷，為的就是怕孟子被環境影響而造

成不可逆的人格缺陷。 

我們每個人的成長環境各有不同，所以每個人發展出的個性均有差異，但並

非是說在不好的環境中成長的人就一定會感染不好的行為，出淤泥而不染的例子

大有人在，而相對地在一個好的成長環境，也不一定就保證能培養出優秀的人材，

關鍵處還是在於自己的磨練。縱然環境再惡劣，我們也一定要把持住自己，好比

身處監獄中這個複雜的困境，雖然面對的人、事、物，都有背後的故事，但換個

角度來看，卻未嘗不是砥礪心性的絕佳處所，別人的經歷可以做為自己的借鏡，

而本身的錯誤更可以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中進而悔悟，並獲取難忘的教訓。 

所以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能從這樣的劣勢再次成長，心性自然能得

到更大的提昇，對於未來的人生道路，必定能起到一定的加分作用，眼前短暫的

苦悶失意，累積的不必是怨懟悔恨，可以將其轉換為將來再出發的動力，蟄伏沉

潛之後，煥發出的必是一片光明。 

 

安史之亂－可怕的張巡  一工  張 oo 

三國演義中有諸葛亮的「草船借箭」，然而那卻是虛構的，而真實歷史中的

「草人借箭」就發生在唐朝安祿山造反時張巡縣令的身上。 

燕軍圍困雍丘（在今河南杞縣）60 多天，有天夜裡巡夜的燕軍發現雍丘城

頭上忽然冒出了密密麻麻的黑衣人，紛紛縋繩而下，警報響起後弓箭手萬箭齊發，

將黑衣人射得像刺蝟般，可黑衣人卻既不出聲、也不躲避，原來都是稻草人，圍

城將領才知自己中了計，可是為時已晚，張巡已經得到了約 10 萬支箭的補給。

數日後一晚巡邏兵又發現有約 500 名黑衣人從城頭縋下，警報響起後燕軍將領心

想這又是稻草人之計別理他。錯！這次是敢死隊 500 名如出檻猛虎直撲燕營，把

毫無防備的燕軍殺的人仰馬翻，隨後張巡進駐睢陽（在今河南商丘）繼續扺抗。

堅守城池的最後時刻很快就到了，將士們糧食吃完了吃馬，馬吃完了吃樹皮草根，

等到了羅雀掘鼠的地步時，守城將士們瞪著發紅的雙眼看著張巡，張巡忽然離開

了城樓，片刻又回來了，肩上扛著一只沉甸甸的布袭丟給士兵們說：你們吃吧！

裡面竟然是人肉，是女人的肉，是張巡愛妾的人肉。瞬間將士們哭了、感動了，

但饑餓的感覺已經戰勝了一切，包括愧疚與良心。 

最後的二個月睢陽城裡僅剩 1000 餘名守軍，吃掉了老弱婦孺多達 3 萬人。

城破了敵將尹子琦問被捆的張巡，聽說你每次作戰都會把牙齒咬碎為什麼？張巡

狂笑說我是志在生吞逆賊，只恨力不從心，被斬時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睢陽之

戰歷時十個月，張巡以不足萬人之眾力抗燕軍的 16 萬大軍，擊斃敵 12 萬人，是

古代戰爭史上以寡擊眾的經典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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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人海抛起了你我 

靜靜的淹没了世界 

生老病死的人生過程 

讓彼此無奈不捨 

生命也從此不再重疊 

 

給妹妹的信  搬運隊     陳 oo 

曾經看見一些人出身困苦，但仍不放棄努力求進，希望扭轉困境給家人較好

的環境。然而有時候，生病或年邁的父母等不到情形好轉就離開了，每回聽聞這

些遭遇都覺得很難過。 

仔細想想，父母花了一輩子的時間關心我們，要的是什麼？或許他們期待的

不是兒女功名成就，只是希望有空一起聊聊天、吃吃飯。然而卻有不少情形都是

在没有機會陪伴時才感到遺憾。或許我們都應該在一邊努力追求成就，達成人生

目標的同時，常常停下來，靜心思考如何平衡生活，維持各方面的和諧，分配有

限的時間和心力，把真正重要和有意義的事做好。 

其實我們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經歷無常，並非只有生離死別才是無常。有此

體認後，或許能更從容的在得到和失去中，認真對待各種事物及關係，並在每一

個當下實現更圓滿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