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啟幸福的那一扇窗       蔡 oo  15oo 

若問你這一生中是否過得幸福，多數的人心中是沒有一定的答案。我們的人

生總是有許多的起起伏伏，總是有著太多的悲歡離合，當你回頭看著自己這樣一

路走來，是否有看到自己「幸福」的樣子呢？ 

我們看過去總是恨自己不夠珍惜，面對自己總是覺得有些事做得不夠完美，

其實幸福就在你我之間，也不停的在我們身上所發生著。哪怕是一道溫暖的陽光

照耀在我們身上，那也是一種幸福的感受；又哪怕是一道您的母親為你做的菜餚，

也將會溫暖你孤單寂寞的心，這就是一種幸福。 

「幸福」總是等著我們去開啟它！有些人在生活上，老是悲觀的在過日子，

想著日子為什麼這麼難熬；想著時間怎麼過得那麼慢。在人生的道路上，怪自己

的命為何那麼的苦，怨自己的運氣又為何如此的差，這些都是你心中的那一道高

牆在阻擋你的去路。 

其實幸福是沒有答案的，它只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裡，看你是否願意將它打

開，想些好事，做些好夢，改變想法，轉換心情，那就會看見你的希望，當然也

會遇見你的幸福！所以現在的你幸福嗎？我想你的心會告訴你這一切。 

一吸毒成千古恨       邱 oo  12oo 

從小就生活在優渥且複雜環境之下的我，兄長們都有吸食毒品的習慣，當我

漸漸發現週遭的朋友也都有吸食毒品的習慣，進而讓我產生錯誤的觀念，也開始

跟著他們吸食一級毒品海洛因。 

染毒之後的我每日每夜想的都是如何尋找毒品，如何湊錢買毒品，一旦没有

毒品什麼壞事都敢做，為了毒品不擇手段便開始動歪腦筋販賣毒品，為的就是希

望每天都能有源源不斷的毒品可以吸食，直到被抓的那天，警察告訴我販賣毒品

是重罪，且一罪一罰賣一次判一次，警察果然說的没錯，最終判處有期徒刑三十

年，簡直快要比我的壽命還長！然而我發現進監執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賽翁

失馬、焉知非福」，讓我懂的親情的珍貴，讓我看見妻兒的不離不棄，讓我知道

天下父母心，也學習到了一技之長，唯今只有利用這段時間好好充實自己，也可

趁這段期間戒除毒癮。 

在獄中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其中不少是社會知名人士，他們在各自

的專長領域有著無法抺滅的成就，這些成就與智慧並不會因為他們一時的過錯而

消失，也讓我知道成功並非是一步登天，而過錯僅是在一念之間，更確認以後未

來該如何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追尋自己的夢想，從前做錯的就讓它過去並改進，

正所謂「寒冰不能斷流水，枯木亦能再重生」。。 

 



善心是一種美德       福 oo  13oo 

人生的旅途中，會發現「善心」是一切美德的根源，美德就是發自內心去幫

助別人，會使自己本身培養出誠懇、忠厚與寬恕的精神，可以說是每一個人最珍

貴的心靈財富，勝過物質世界的任何東西。 

每一個人的生命要活得精采有意義，就必須要助於這社會，行善佈施，才會

充滿著喜悅和快樂，就如同大作家莎士比亞曾經寫道：「一支小小的蠟燭，它的

光照得有多遠！一件善事也就像這一支蠟燭一樣，在罪惡的世界裡發出廣大的光

輝」，如果有人不懂得怎樣從幫助別人的行為之中獲得快樂，那麼在物質的世界

裡，生活不管是過得多麼的優渥，都無法稱為是成功，也是無法稱作為幸福，因

為這些人的精神層面是殘缺的，倘若一個人如能大徹大悟，懷著善心與盡心努力

去為他人服務，他的生命一定會迅速的昇華。在人生的過程之中必須有所給予，

才可以有所獲得，也唯有如此，才可以拓展出生命的深度與寬度。 

善良是每一個人所固有的，活在這個世界上，是能去滋潤一個人的心靈，也

可以喚起希望，使得這社會可以更祥和。 

朋友，好嗎？       錢 oo  7oo 

回憶，隨著信紙攤開，筆勁依舊，墨韻猶在，回憶，不老。隸書樸拙的線條

呢喃著這段毫無矯飾的友情；下方行草的筆斷意連，鎖住過往精神上的相依。 

與你相識於臺北監獄的高牆內，當時你已服刑十年，書法和寫作也已習得一

段時間。獲你青睞之下，決意帶領我步入書法和寫作的領域，一起參加寫作班，

只是當時已許久未碰筆墨及書本的我，內心真有些許排斥，但在你的鼓勵之下，

我仍舊繼續學習。不久，你即已假釋出獄，剩我一人踽踽獨行在學海無涯的道路。 

「道路雖然擁擠，卻是寂寞的，因為它是不被愛的。」泰戈爾的詩，道盡我

當時的感受，只是我走的是書法的道路，寂寞的不是道路，而是不被書法這古老

字體所垂青的我，最終，我擱置一旁。辜負你的美意之下，我討厭自己無法有所

堅持；討厭自己從小到大慣用的右手，總在我寫書法的過程中蠢蠢欲動，挑動著

我右手的神經，但因工作上所需，我仍在持續精進自己的寫作能力。 

返鄉不久的你捎來訊息，告知外面生活不易，畢竟已和社會脫節十幾年，難

免有適應上的問題。可貴的是你没有放棄書法，反而更加汲汲於這獄中所學的技

藝。我呢？在將書法束之高閣之後，即專心致力於寫作上，並於因緣際會下，有

幸擔任編輯宏德學苑的工作，剛開始因自身專業能力的不足，一切得靠自己摸索，



所以遭遇的瓶頸頗多。或許，有人會問，不就是寫字，怎會困難？可惜資質駑鈍

如我，簡單的事於我身上，都會變成困難……。 

展開存放許久的信件及書法作品，是你當初所贈予的。在細細品嚐字跡、墨

韻變化的同時，也慢慢咀嚼著一段久遠的友情。捲起宣紙，回憶也隨之收起，輕

輕的，不著痕跡的。只是內心仍偷偷留住你過往的期許，帶著這些期許，我會努

力多充實自身的智識，做好準備面對將來人生另一階段的挑戰。 

翻開時間的皺褶，流逝地光陰已無法重新來過，但放眼未來，我會加油！捲

起的書法作品不僅裹覆著我們的回憶，更形成一種友情的羈絆──永遠，永遠的

羈絆，讓這份羈絆見證彼此的努力，朋友，好嗎……。 

在一次次的堅持下，而有了一次次的突破，那種突破、進步的感覺，實非筆

墨得己言喻。相信遊走於筆墨上的你，必然也有多次這樣的感受。最後一次有你

的訊息，是從信件中得知。照片中的你帶著自信灑脫地笑容，旁邊那位穿著西裝

革履的男子一樣面掛笑容入鏡，起初以為你絕妙好辭的作品，是否又獲得什麼獎

項，細讀內容後，方曉得，台中某飯店經理欣賞你的才華洋溢，還有你那永不放

棄的決心，因而將你延攬至飯店予以栽培。想必那位穿著西裝的男子，即是經理

了吧！喜悅與感動的心情交織在一起，混雜成一種拉扯淚腺的力量，久久無法言

語，天可憐見，讓你不輟的心，終得甜蜜的果實。讀完那封信迄今，時間也已過

了許久，朋友，好嗎？是否仍秉持初衷及信念，積極經營自己的人生呢？ 

秋風戀       張 oo  8oo 

橙紅是女孩的雙頰 

秋楓是她的思念 

絲毫不緊張的步調 

像那命運緩緩的落下 

輕輕繫上戀人的牽掛 

一分一秒的相思 

漸漸化成心上人 

秋的尾聲 



相思慢慢淡去 

楓的季節不是消失 

而是曾經擁有 

鐵窗情事       秦 oo  2oo 

滄桑堆疊的夢 

恰是那緊皺的眉 

欲語還休的心 

微風吹不開你 

重重的簾幕 

也拂不去我 

摺疊久久的相思 

許多夢想掛在雲端 

許多情緣暫宿蜃樓 

飽蓄芳華的蓓蕾 

因昨夜的一場雨 

竟没有預期 

就為春野染一片紅 

噙著含眶不落的淚 

任性寫就的一首詩 

  



不要想太多       郭 oo  4oo 

進入囹圄中已有五個年頭了！在這裡也已換四個單位，有在工廠作業，也有

報名去技訓班，也去過裁縫工，現在報名來到學生隊讀書，在這些單位裡認識很

多人，有貪小便宜一毛不拔的人，也有一板一眼不苟言笑過自己生活的人，也有

氣度不凡，宰相肚裡能撐船的人，各種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好人也有壞人，有

人則會利用這段身陷囹圄的時間好好充實自己。 

我看有人會學習英文、日文或是報名技訓班學得一技之長，等到回社會上可

以學以致用，而不是回去之後繼續為害社會造成負擔。雖然這些人比較少，但是

他們真心的為了自己以前犯的過錯真心的在悔悟。也有人是抱著進來就即來之則

安之的心態，等到期滿回到社會上還是什麼都不會，還是停留在進來前的思想。 

我在這五年的時間看到好幾個假釋回去没多久就又犯法進來的人，我有時在

夜深人靜睡不著時會看著天花板在想，為什麼有機會假釋回去不好好做人，又要

繼續做一些違法犯紀的事，為什麼這麼不惜福呢？我相信你的家人不需要你去犯

法賺錢，讓他們過著富裕的生活，他們一定希望能正正當當的找個工作，一個月

兩、三萬也好，只要全家人能平平安安的一起生活，這就是最好的幸福！ 

離苦得樂的藥方       吳 oo  2oo 

近來週遭的同學常有許多的煩惱，家務事的苦、鄉愁的苦、假釋准不准的

苦……等。總而言之，大家都是苦，我想大家共同的需要都在「離苦得樂」四字，

卻苦無藥方。 

從旁了解每個人，為什麼苦？原因五花八門，但不外乎想要得不到，不想要

的没事找上門，壓力一來，人又合不來，一言蔽之，不如意都大同小異，但轉眼

看自己，所受的苦也不比別人少。印象最深是剛陷囹圄時，官司和鄉愁的壓力，

是一種很特別的累，休息没用、運動没用、聊天打屁更没用，真是「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如穿著一身輕衣，想脫脫不了，這樣的累持續了好幾年。 

因緣際會下，學習透過靜坐、放空、沉寂自己躁動的心靈，從中體悟到原來

「苦」不全來自外在環境的人事物，而是大都來自內在的妄念和執著，人如若被

妄想執著綁架，無法如實相應外在世界的無常，苦就是這麼來的。 

要想苦中解脫，看來只能往自己內在找答案，每天花個幾分鐘觀照自己，日

久漸能看見妄念有如浮雲飄過，也會發現自己所看到的人事物都不一樣，許多的

事也因此有了不同結果，無所逃於天地的累定會日漸消退。 

雖說仍身陷囹圄，但內心卻日益平定，已從苦中慢慢解脫，這一段人生經歷，



付出慘痛的代價，經歷了這麼深的苦，終於得到離苦得樂的藥方，先從自己念頭

中抽離，找到真實而平常心的自己，只要能這樣，剩下的事自己會轉化，不再擔

心了！ 

主管的畫像       郭 oo  18oo 

他總是制服筆挺的沿著廊道徐徐走來，一雙冷冷而嚴厲的雙眼令人不寒而慄。

偶爾一些走路輕浮的收容人從旁經過，像是老鼠遇到了貓般，肅然起敬地高聲向

他問好，他嚴峻的表情會展開慈父般的笑容，帶給收容人一絲溫暖的陽光。 

有天夏日午後，我匆忙褪去了制服去洗澡，回來時赫然發現放在桌上的飲料

及泡麵不見了！詢問周邊同學竟無人看見，最後大伙同仇敵愾的大呼小偷可惡，

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接著謠言四起，傳聞是某位同學趁大伙不注意時，

順手牽羊摸走了泡麵和飲料，我在他人繪聲繪影下，也對那位同學產生了高度的

懷疑。於是在眾人的慫恿下向主管報告來龍去脈，請求能搜查那位同學的置物櫃

是否有贓物？主管耐心傾聽我的敘述後，皺著眉頭沉思了一會兒，緩緩抬起頭來

說道：「如果冒然去搜他人的置物櫃，萬一没贓物，是否會傷害到他人心靈呢？」

我猛然醒悟，心想確實如此，若是錯怪了他人，不但造成他內心的創傷，也會使

我的良心受譴責。廣播傳來了主管雄渾的聲音，他用溫和的語氣對大伙說明，由

於某人一時疏忽，誤將我的食品收起來，請大家抽空檢查一下是否有誤拿的狀況，

速將原物歸還，以免通報後調閱監視器而觸犯了竊盜罪。時間分分秒秒的流逝，

直到收封回房時，依舊無人返還原物，我不禁對主管的處置方式感到存疑。 

次日，排列著整齊的隊伍前往工場，甫一進門，便在我的位置上見到遺失物，

大伙驚訝之餘開始七嘴八舌的討論，最終還是佩服主管的處事方法，別用苛責的

方式去對待犯錯的人，曉以大義才能喚醒他人的良知。 

主管以身教教化我們，在漫長的牢獄歲月中，如何感化一群迷途羔羊，唯愛

與榜樣而已。 

風箏       楊 oo  5oo 

我用竹篾糊紙編製飛翔 

引線將我帶至空中 

在流轉之間 

有幾個人站在曠野 

看我飛在空中 



翱翔天際 

自由自在 

最遠的距離      趙 oo  2oo 

隔著鐵窗 目光隨著您佝僂的身影 移動 

握著話筒 心跳跟著您花白的鬢髮 遽增 

張口欲言 沉默有如您眼角的皺紋 漫延 

悔不當初 淚珠彷彿那斷線的珍珠 滾落 

近在咫尺 距離卻像我漫長的刑期 蹉跎 

懺悔       林 oo  23oo 

在這高大的圍牆服刑已十多年了，以前年輕時比較自我為中心，做任何事情

都没有經過頭腦判斷思考，而一時誤觸國法，接受法律的懲罰，同時也連累到親

人陪我受苦。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想起我偉大慈祥的母親，多年來不論刮風下雨，每

星期都固定來看我，帶著我喜歡吃的荷包蛋及熱騰騰的滷肉飯給我吃。我隔著玻

璃鐵窗，看著年邁的母親臉頰的細紋多出了好多條，眼神中透露出希望自己的兒

子早日重返社會、重新做人，一家人早日團圓的盼望。 

以前的自己做事衝動，不會考慮到後果的嚴重性，但經過這段時間宗教教化

的洗禮，讓我了解到是非對錯的真理。每個人都要遵守法治社會的規範，社會才

會安定，也讓我了解到正確的價值觀念是很重要的。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間，只

要心存善念、感恩的心，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具有正向思考，讓自己多往正向的方

面成長。 

感謝工場的主任時常關心同學們，改變自己的心性，心存善念，感恩家人的

關心，也教導同學們要有一顆真心悔改的心，凡事都要有正確的價值觀及守法的

觀念。主任和教誨師叮嚀的話對我受益良多，幫助很大，讓我知道重返社會後，

要當守法的百姓，孝順母親，補償對家人的虧欠，努力改變自己，用行動證明自

己真心悔改，不會再讓家人失望難過。 

 



波瀾壯闊的短命王朝－陏 38 年       張 oo  21oo 

「一笑傾城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北齊在非常戲劇性的情節中被北周滅亡後，西元 541 年楊堅誕生在楊忠將軍的家

中，這個鮮卑名叫普六茹那羅延的楊堅，在有如天助的情形下，於西元 581 年從

周靜帝宇文衍手中奪下了皇位稱帝─大隋。 

楊堅是個好皇帝，他的不易在於他把很多的少數民族都整合進了中原的政權

之中，是一種大範圍的民族融合統一，三個詞代表著隋朝，就是統一、富強與文

明，他還建立了鼎鼎大名的科舉制，並創建三省六部制，使此種制度一直延用到

了清朝，一個千古傳載的稱號「開皇之治」。繼位的隋煬帝楊廣實行了府兵制，

槍口一致對外使得稱霸亞洲的突厥都投降於隋朝，當年突厥王沙缽略想考驗中原

人的武藝，於是借出遊時給來和親的副團長孫晟一個下馬威，正好看見有兩隻鵰

在爭食肉，沙缽略於是給了長孫晟二支箭，說你把兩隻鵰都射死吧！長孫晟看了

看角度後，只用了一支箭就把兩隻鵰串成了糖葫蘆，這就是成語「一箭雙鵰」的

由來。 

隋煬帝在位 13 年，其中修長城、建東都、開運河、巡張掖，大運河北起北

京，南到杭州，溝通了海河，淮河、黃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但從西元

615 年三征高麗失敗後整個帝國就陷入了一片混亂中，他這種墜甑不顧的驕縱心

態，是令他帝國滅亡的主因。西元 618 年三月在裴虔通率領下由令狐行達親手將

皇帝勒死，在隋末的討檄文中說的好：「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

難盡。」 

學習沉靜       楊 oo  10oo 

倘若我們細心的觀察，一定可以發現，大自然一切崇偉深厚的景物，全部都

是沉靜的。高山峻嶺、沃野千里、蒼海茫茫，固不必說；就是海洋亦然，海洋，

表面雖可掀起漫天浪濤，但皆是由於受到風力的影響，而在其深處，依然保持著

寧謐沉靜，完全是個肅穆無聲的世界，海洋具有盡容之量，但也是沉默不語的。

再如巨大的礦藏，它們的形成，更是經過億萬年默默蘊儲的過程，沉靜才是累積

力量的前提。 

古聖先賢形容沉默寡言──「剛毅木訥，近仁」。從這句話裡，我們所映現

在腦海的，是那些頂天立地的英雄豪傑；是那些男子漢大丈夫的堂堂正正；是那

些大學者、大宗師的出類拔萃，以及他們的雍容風度和深度修養。靜默，並非是

全然寂滅，真正的不語，而是良心在工作，良智在說話。此種言語並非有聲的說

辭所可比擬的。世上只有良心的工作最實在，最誠懇，然而透過良智所表露的心

聲也才最為真摯。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不出聲的心意表達，更勝過叨

叨不休。 



「沉默是金」這句諺語是絕對的真理，切莫將自己寶貴的心力浪費在無謂的

辯駁上，甚至連演說與撰稿，亦需考量它們是否經由自己的良心所發，必需體認

人於靜默中才能夠接觸到真理，所以我們必須得練習沉默，修養心靈，不可生活

在耍嘴皮子的的喧囂和雜亂無章的日子中。 

科學的研究告訴人們，人類的頭腦思考工作，必須於沉靜中才能發揮功能，

倘若心浮氣躁，絕不會條理分明，見解正確，更不用說去辨認真理，恪守做人做

事的正道。 

樂之潮       蔡 oo  3oo 

音樂常像大海般席捲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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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浪 湍流 暴雨 

船隻的一切痛楚在心底激情震顫 

心煩 意亂 鬱悶 擔憂 

擾人的負面情緒隨音符雲散煙消 

有時熱情澎派 有時平靜安詳 

只為感動人心的片刻時光 

航出鐵窗高牆 渡過深淵無涯 

演奏真摯動人的生命樂章 

不曾離開過       范 oo  7oo 

「哥：當你收到這封信時，我人已經不在了，對不起！我累了，没能撐到你



回來，別為我難過太久，日子總得過下去，看到爸媽日夜顛倒地照顧我，對他們

來說也是種解脫，這一生能有你們的陪伴已心滿意足，有來生的話希望還能再當

你妹妹…」這是小妹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那天，小妹已在醫院昏迷了五天，僅靠著呼吸器和外界作為微弱的聯繫，而

醫師評估就算醒來，恐怕也撐不了幾天，於是爸媽傷心欲絕地決定拔掉呼吸器，

由醫生簽下冰冷的死亡證明書，事後爸媽才把實情告訴我，她的身體每況愈下，

過去信中提到病情好轉都是善意的謊言，為了不讓我在裡面為她擔心，她甚至固

執地以放棄治療為籌碼，來換取瞞我知道實情的保證，最後她取得勝利，而爸媽

不得不配合她，將我蒙在鼓裡，直到她嚥下最後一口氣。 

化療的過程讓小妹失去了秀髮，癌細胞的擴散又令她只能靠輪椅行動，勉強

僅剩雙手能正常運用，信件的一筆一劃皆是忍著千刀萬剮所寫下來，只為了將內

心的愛穿越重重圍籬到我手上。初期一家人保持樂觀能戰勝病魔，盼望著我重獲

自由後全家團圓，這不過是個唾手可得的小事卻成了她的遺願。小妹走了後，我

曾在某個夜夢中和她相遇，我喜極而泣地告訴她，我假釋過了，一家人可以如願

團聚，她微笑地緊握著我的雙手後轉身就走，我怎麼追也追不上，當我驚醒時手

掌心仍感受到小妹手中的溫暖，不自覺地臉上掛滿了淚水。 

來不及見到小妹最後一面是我心中最大的遺憾，直到現在我很難相信她不會

再寫信來了，我依然不時將她的信拿出來翻閱，感覺它能在我心中化為生命中的

力量，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再犯錯，我深信，小妹永遠活在我心中，不曾離開

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