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湖懺  七工     黃 OO   

浪跡江湖數十春 

萬事無成債滿身 

落魄鐵窗戴罪刑 

空留財山被火焚 

走遍天涯淪落人 

欲待何時葉再青 

 

幸福人生  二工     高 OO   

每個人都想追求幸福快樂的人生，儘管每個人對人生和幸福的理解各自不同。

有的人幸福源於用之不盡的錢財，有了財富，他就會找到征服世界的快感；有的

人幸福源於一個和樂的家庭，在寒冷的冬至和家人聚首就像置身於絢麗地春天；

還有我，幸福是平凡無奇且安逸的生活，因為自由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說到幸福，

恐怕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不同理解。 

公司發展如日中天的企業家說：「幸福是一塊黑麵包」；年輕的父親說：「幸

福是彌留之際一定要幫孩子找到媽媽」；孩子說：「幸福就是老師的手」；一位普

通的汽車司機說：「幸福就是生命的最後一分鐘做完三件事」；乞丐說：「幸福就

是天天在公園曬太陽」；熱戀中的青年說：「幸福是一種久違傷痛的愛的感覺」。

以上這些話，都是從書中講述的感人故事中昇華的人生智慧。這本書搜集了許多

雋永智慧的人生故事，它們涵蓋了幸福人生的所有詮釋，這些精闢的小故事背後，

都隱藏著無窮的思想和智慧。 

這本書的哲理故事，點亮我人生的燈。在它的照耀之下，我可以把不快的憂

傷變成沉澱的成長，把鐵籠內的黑暗化為黎明的曙光。使原本没有意義的囚禁生

活，變得格外輕鬆，對未來更有信心，使得人生顯得更為達觀。 

 

思念  果餅部     黃 OO   

在夜晚將來臨時，遠方瑰麗的晚霞在橘紫色交錯的天空裡繽紛燦爛。我張望

著、想著，有那些在心底最深處令我們難忘的場景？是黃昏時離別，深夜的歸來，

還是星空底輕慢的傾訴、沉吟的歌聲，或是微雨巷弄的凝視，蹣跚的背影、寂靜

的火光？ 

太多時候，畫面的心中一瞬即逝，但總是不經意的會猛然心頭一痛，為什麼

時間過這麼久，經歷了這麼多，然而有些記憶卻歷久不去呢？定不是它們在我心

中烙印太深太重，才在意識恍惚的時刻，翩然浮現？還是有些結其實從未解開，

只是封印在眼眸的深處？我是否一直假裝自己看不見、聽不著、心不動，但真的

是這樣嗎？無論時日幾經翻轉，你的聲音依然在我心中百般迴盪不止。你曾說過，

苦，也是幸福。也曾經說過，我開心，所以你開心。當時聽到雖然感動，卻不曾

細細思量，如今回想起來，才發現這其中包含了多少的幸酸與甜蜜。 

風霜將昨日的容顏渲染上一層朦朧，距離卻使思念更清晰。如果我是你的唯



一，那你會不會也是我的僅有呢？其實，我從來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或理由去想你，

才算是一種美好。心裡的痛，甚至讓我將你刻意的封印起來。然而，你就像威力

強大的魔法師，總是能輕而易舉的解開封印，進入我的思緒中，盡情飛舞，變化

成一幅一幅的場景，不時的驚動著我。 

我願意傾盡所有，只求能換回已不復返的昨日，在昨日的倒影中希望能讓你

知道，我其實有多麼在乎你，多麼思念你。是你讓過去的種種場景，都發酵成迷

人的美酒，讓我盡情地品味沉醉。 

思念有生命，因為它會長大，記憶無生命，因為它不變老。我對你的思念與

日俱增；而跟你在一起的記憶，即使日子再長再久，卻依然鮮明如昨。 

 

人性  國中部     郭 OO   

人一旦擁有權力，易使人腐化。 

人一旦擁有財富，易使人墮落。 

人一旦擁有名望，易使人迷失。 

人一旦失去所有，才知道珍貴。 

 

心語  和二舍     楊 OO   

和自己對話的那個我 

問我見到了没 

喜怒哀樂的最終形態 

竟是盪開心湖漣漪的那滴眼淚 

彷如新生般地 純粹 

我喃喃地對自己喊著 

看呀 看呀 

落在前路的巍巍石堆 

我終將傷痕累累地翻越 

爾後肉身的痛楚必然昇華 

靈魂得以學會謙卑 

毋需多餘的言語 

抑或華麗矯飾的詞彙 

由心而外的靜默 

是為了接納所有的一切 

堅定地信著 

堅毅地受著 

堅強地行著 

直至此生的燭光將晦 

來世的種籽於善念中萌芽 

褪盡累世的雜染及負纍 



還一個本來清靜 

不增 亦 不減 

 

它  三工     楊 OO   

它彷彿讓人變得六情不認 

它漸漸讓我的心智多了一些壞的成份 

為它我可以傷我最愛的人 

游手好閒讓我生活困頓 

抽屜那枝針頭讓我迷失自我 

為此走向偷搶拐騙生活 

注射過後瞳孔慢慢放大 

血管越來越黑我越來越怕 

生命開始變得無法自拔 

這會不會是我人生最大懲罰 

我想要戒了它 

我想要戒了它 

能不能給我一點勇氣 

我不想未來只剩破碎記憶 

不要家人在夜裡為我哭泣 

我雙手祈禱毒品能夠從此離我遠去 

 

珍惜與感恩  二工     那 OO   

如果人生没有波折，根本體驗不出生命的真誠與可貴，或許時光曾在我的身

上留下的傷痕是沉痛、悲傷與無奈，曾經在無數個深沉的夜裡，默默承受內心的

煎熬，體會著人生潮起潮落，在對於過去我所無法挽回的，至今仍深感遺憾，但

在面對現在擁有的一切，我學會了更加珍惜與感恩。 

生命的起伏若比之浪潮，一波又一波不停的追逐著。看海面猛浪洶湧澎湃和

潮起潮來的沖拍，總讓人自內心發出讚嘆。人的生命和自然一樣，是種循環且存

在著不能避免的缺憾。正因為不完美，所以真實，若没有暗礁，亦不能激起美麗

的浪花，因為生老病死的必然，因為陰晴圓缺的變化，我們的生命才會格外的精

采並值得珍惜！ 

入獄至今將邁入第八年，此刻很平安自在的過每一天，因為我願意誠實的面

對未來仍漫長的禁錮，逃避不能讓時光倒流，所以不安是逃避現實而衍生出的負

面情緒。唯有坦然面對生命中的錯誤與挫折，在反覆消化超越後獲得新生，抵達

時千頭萬緒，冀望離開時搭著浴火重生後的希望之翼，展翅遨翔，飛往浩瀚！如

果說一定要經歷重創才能對生命有所啓發，那麼我認為這代價就有它正面的意義

了。 

 



寫作心得  十七工     楊 OO   

談及「寫作」，一般人總認為必須具備有高深的學問，否則就難以寫出完美

的文章。以往的我亦是這般認為，加上本身自認才識疏淺，所以連想嘗試寫作的

心態都未曾萌生，徒然於服刑數年間，浪費了諸多寶貴的時光。 

於去年某月，偶然之際拜讀數本新生季刊及本監宏德學苑之徵稿，所有投稿

者均以受刑人為主要對象，個人經瞭解相關投稿事項及同學與師長的鼓勵之下，

心中不由得興起一股躍躍欲試的念頭。俗語說：「活到老、學到老」，人生本身就

是在不斷的學習，倘若仍是渾渾噩噩未把握於監中接受教化的光陰，往正向的方

面多作學習，那真是白白的浪費生命了。近日，我接受了同學與師長的鼓勵，亦

開始著手寫作，撰文投稿新生季刊及宏德學苑，原也未太在意是否入選，而歷經

三月，迄無信息，於不抱希望之際，突於宏德學苑月刊中見得本人的投稿幸運錄

取，令原已打消寫作念頭的我實在是驚喜萬分，無以言狀，而此種精神鼓勵對我

來說，無疑的又再度點燃了我寫作的信心。 

學習寫作過程中，挫折、困頓，都在所難免。克服考驗，凡事不存僥倖之心，

抱持著學習寫作的態度，多觀摩他人的作品，去除個人的寫作短處，攝取他人的

長處，精進個人的文筆，寫作能力方得迅速進步，同學們！別忘了多學習實際學

問與知識，充實自己，相信成功必屬努力不懈之人，願於此與君共勉。 

 

音樂  樂隊     蔡 OO   

音樂常像大海一樣席捲我 

洗滌我孤寂晦澀的心 

背負眾人期盼 吹響啟程號角 

挺起胸膛 雙手緊握船舵 

悄悄揚帆而行 

順著樂潮 我在波浪起伏的大海脊背上登攀 

順風 逆風 長浪 暴雨 

船隻的一切痛楚在我身上激情震顫 

心煩 意亂 鬱悶 担憂 

擾人的負面情緒隨音符而煙消雲散 

有時熱情澎派 有時安詳平靜 

只為感動人心的片刻 

航出鐵窗高牆 渡過無涯深淵 

演奏真摯動人的樂章 

 

仁者無敵  七工     莊 OO   

現代社會中，很多人為了獲得利益而將目標設定為擊敗他人，結果惡性競爭

造成人力及資源的內耗，秩序和道德也隨之崩解，最後形成族群撕裂，相互俱亡，

無人能從中得利。 



我們應該反思，真正的強者不是以力量去打敗敵人獲得成就，否則與動物的

野蠻又有何區別？真正的強者是能面對自己的缺點好好反省改過，養成精進向上

的習性，最後實力壯大了還能以德服人，這樣才是人類的王道！德雷莎修女就是

一個不與人爭而誠實面對自我，鞭策自己，默默耕耘成就別人的聖人。她發願要

救助天下貧苦的人，於是捲起袖子，伸出雙手去關愛貧窮落後的國家，許多貧童

在她的救助下以延續生命而不致身亡，她的仁慈也使自由國家的民眾紛紛效仿，

行善救濟世界貧窮的每個角落。儒家講求以仁德來治理天下，因此孟子周遊列國

勸說君王要以仁治國，才能使百姓過著和樂的生活。在當今社會中依然有人默默

在行善仁義之事，像台東的菜販陳素菊女士就長期以小額捐款來濟助貧困者。 

在監獄中常有貧困而生活窘迫的同學，他們極需要我們施以援手來幫助，才

能在艱苦的生活中渡過漫長的刑期，也唯有施出援手給弱勢的同學，才更能體現

受刑人改過向善的行為，身為一名犯了錯的囚犯，必須勇於改過並幫助他人，才

不致使人輕視而唾棄。 

 

《超級生命密碼》讀後心得  二工     蔡 OO   

這是我最近拜讀的一本書籍，也是我這些年來所閱讀最有意義的一本書。主

要是啟發我們的人生走向光明璀璨的一面，更讓我感受到生命有著無限的希望與

光茫。 

我們都知道每個人的一生中會遇到許許多多的關卡，而這些關卡都在等著你

去面對，當你面對一位滿心沮喪的人生追求者，你問他在人生中什麼是最遺憾，

最讓他致命的失敗主因時，他會給你千千萬萬個理由，再加上自己的結論，來突

顯他過去的用心及努力，並且有意無意的試圖包庇自己，為自己歌功頌德，而失

敗的主因也多會怪罪於命運的操弄。如果我們把所有遇到的關卡，都確確實實的

攤在陽光下，為自己一個個的檢視一番，你會發覺這只是我們人的一生中所經歷

過的每一段過程。我們從小到大也一定有聽過這樣的經驗，某個人有某些生活上

的實質問題，或是身體上的病變，但因為經過自己強烈的意志力、信心、及決心，

後來衝破了難關，達到人生的另外一片桃花源時，他的故事被揭露出來讓大家知

道，並且成為一個大家效法的學習對象，大家都會覺得這是一件美事，最難能可

貴的是其中之精神，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因此，我們究竟要活出什麼樣的人生，没人能幫我們做抉擇，唯獨自己拿出

決定，朝著自己的目標循序漸進，才會有著下一站的幸福！ 

 

把友善寫在臉上  十八工     蔡 OO   

朋友這個詞在我們的人生中佔有很重要的因素，有的人因益友而步步高昇，

有的人因損友而逐漸墮落，在什麼樣的環境，擁有什麼樣的交際圏，對人生的成

長道路是極為重要的，相信是許多人所認同的！而朋友既然對我們人生的好壞佔

有極重要的因素，但說來卻很好笑，大多數的人在交友上都採取被動，等著別人

來認識自己，我們將對我們人生有很重大影響的「交朋友」主動權交給了他人，



若對方没有主動來認識我們，我們的人際關係就靜止不動，人脈變的狹隘。 

我們是該自省一下，想要人生有所突破，在心境上就需要改變，主動關心週

遭的人，遇人給予微笑，偶爾請身邊的人幫個小忙，再借機邀請對方吃個飯、喝

個茶，感謝對方的幫忙，畢竟朋友的情感是在互動中慢慢培養出來的，若凡事都

自己處理，不求助於他人，他人也不求助於你，那麼兩人之間就失去了互動的機

會，在交情上就如同一灘死水，唯有在彼此的幫忙與輔助下，雙方的交情才會愈

漸濃厚，就像一句成語「相輔相成」的意義。 

主動交友方能將人生的主導權掌握在手中，若是過於被動，凡事瞻前顧後，

總想著等著別人來付出，或害怕自己的主動會換來無盡的傷害，人際關係將會裹

足不前，永遠在原地踏步，自我的人生也將被別人所掌控，主導權也將掌握在別

人的手上，想要當自己人生的主人，就先從主動交友，努力付出開始吧！ 

 

回鄉  一工     溫 OO   

回想過往來時路 

年少輕狂今已改 

鄉思前程未知途 

慈母嚴父已不在 

 

拋擲  國中部     駱 OO   

把思念摺成紙飛機 往遠方擲去 

家鄉一如往常寧靜 夢境中般忽遠又忽近 

被金黃色稻海所圍繞的家啊 像被拔去塞子的浴缸 

吸去所有沉重而污穢的髒水 吞噬掉我不該有怨念 

溫婉的家鄉啊 讓我乘著你的羽翼振翅飛翔吧 

形單影隻的我落寞地支頤長嘆 

能穿過冰冷的鐵窗的東西不多 

只有那在空中飄蘯若有似無的蛛絲 

和我那翻掌就會從掌心滑落的思念 

 

人生  一工     錢 OO   

人生自是有情痴  痴情人兒最是癲 

癲生夢死欲斷魂 魂飄宙宇覓情人 

人生總是為情望 望見天海倆茫茫 

茫霜飛雪罩故舍 舍外攜衣盼何人 

人生醉臥情中樽 樽沾薄倖和淚醇 

醇液盡化斷腸酒 傷意夢幻何以堪 

堪思情海多折浪 浪子豈是負心人 

人生六味唯情嚐 嚐酸甜苦辣辛甘 



甘於斗室朝暮憶 憶逝雲蝶悼佳人 

 

改變  三工     吳 OO   

從許多傳記中，看到許多成功人士，另我不禁稱羨，而我尊敬的是他們的為

人，並不是羨慕他們成功，因為這些人總能經由改變的力量，一次一次擺脫失敗。 

改變自己，是人類面對生活遭遇低潮時的反射動作，它没有理性可言，它是

種慣性反撲，發生在瀕臨崩潰的瞬間，很接近動物原始的自保本能，而改變發生

的時候，這時它與希望同在，心性接近無敵，還有什麼關卡過不去呢？ 

身處囹圄中，就是讓我們悔悟過錯，改變自己，如同冷水泡茶慢慢濃，別急

著一飛沖天，一件事情慢慢改，一個一個好運慢慢開，成功就住在裡面。 

 

信任  病舍     福 OOO   

人生在世，要學習如何去信任別人。信任是人與人之間交際時不可或缺的，

自己本身如果不能去相信別人，會因此戴上虛偽的假面具，無法誠懇地去對待他

人，一旦戴上虛偽的假面具，就會一天到晚處處提防別人，每天都會活在懷疑、

恐懼、焦慮及不安的生活之中。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問題，就會聯想到那些空中飛人，空中飛人雖然英勇，並

且都訓練有素，然而，這種表演是憂關性命的生死問題，是不容許出現任何的失

誤，要是没有信任對方的心理素質，絕對無法做出那麼令人震憾的驚險高難度動

作，人與人交際的道理也是如此。雖然，許多人難免會因為一時無法辨別出奸人，

或是壞人因此而吃虧上當，人的本性是無法作假的，虛偽狡詐的人只能騙人一時，

卻不能騙人一世。當別人信任我們的時候，我們心中會充滿著被信任與被肯定的

喜悅，相同的，當我們信任別人時，同時也正在激發別人正面的因子成長。信任

是人際關係的通行證，不信任別人的人，永遠也得不到別人的信任。 

想要受到別人發自內心的愛戴，就要表現出對他人的信任，用感性的言詞和

真誠的行動，使對方為我所動心，建立彼此間的互信感，進而雙方都能感受到安

心，而不是處處提防對方，爾虞我詐，使得自己本身與別人相互陷入猜忌與不安。 

 

從平淡中找幸福  十五工     李 OO   

人生中許多的幸福，很多時候，從日常生活一些小小的環節或趣事，就能找

得到，而且比從鴻運和奇遇當中所獲得的來得更多。春夏秋冬、花草書香，年少

時狂妄無知，以及老年後的回憶，一切看下去平淡無奇的點點滴滴和感受，無疑

全是構成我們一生的要素，在這當中也會引發出無數幸福的橋段。 

我覺得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所面對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我們已不再

會去領略生活裡的人情味，倘若我們能每天稍花一點時間和心思，去體會和觀察

一下週遭，也許就會察覺出，許多微不足道的芝麻小事，其實都會發展出許多不

同的樂趣與幸福。 

在沉悶的服刑歲月裡，我們也可以找到樂趣，你可以透過與家人親友的通信，



互述彼此間日常生活的瑣碎事，雖然只是一封簡短的訊息，但信短情長，能感受

一下，那份親情和友愛，何妨不是溫馨與幸福呢？每當有機會和家人會客時，縱

然只是一聲招呼問候，三兩句的寒暄，卻能帶給我們滿滿的親切，這又何妨不是

簡單完美的幸福呢？ 

平常生活裡，我們接觸到的，可能是許多乏味的場景，但這卻是能啟發我們

的心思，去增添樂趣的方法，假設我們只會用平淡無奇，去面對所有的人事物，

那麼我們也只會看到一個平淡無奇的世界，我們要如何去美化，充實我們的生活，

才能夠達到快樂幸福的人生呢？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會化腐朽為神奇，從平淡中去

尋找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