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  國中部     郭 oo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畝田 

所謂好年冬 

就是 

每一天都踏實 

每一天都盡力 

計較心、生煩惱 

感謝心、增喜悅 

心中有良知、良能、飽滿如同垂穗 

心中有正知、正見、抬頭可見青天 

我的心田，我來耕耘 

 

書籤  和二舍     楊 oo 

我回來 在即將闔起的那篇 

我離去 在重新開始的一頁 

可以是 輕輕小詩 

短短箴言 在你抬頭的瞬間 

靜靜地等待 再次相見 

陪你走過 江河海洋 山巒草原 

同你看盡 悲歡離合 世事變遷 

且與我歇在沁香繚繞的字裡行間 

偷得浮生半日 仙般地閑 

 

落寞  一工     林 00 

雖然妳躺在我身邊睡下 

但我仍感到寂寞 

如同妳感受不到我體溫般 

我也感受不到妳的溫柔 

雖然妳承諾我要永遠在一起 

但我仍感到寂寞 

在冷空氣凝結成冰前 

心慌而不知如何打破 

於是燈暗了 

    月落了 

 

返璞  二工     張 00 

小時候，因為單純，哭著哭著就笑了。 



長大後，因為無奈，笑著笑著就哭了。 

小時候，只要哭，就是解決問題的絕招。 

長大後，只能笑，這是面對現實的妙招。 

小時候，幸福很簡單。 

長大後，簡單是幸福。 

小時候，只想脫離父母的管束。 

長大後，才知道父母在不遠遊。 

小時候，總盼望著父母早點回家。 

    長大後，父母期待我們儘快回家。 

 

給兒子的一封信  二工     邵 00 

親愛的吾兒，爸爸好想像往常一樣，每天都能擁抱你，你天真燦爛的笑容與

聲音，始終在爸爸腦海中迴蕩不已……。 

我想告訴你，我是多麼地盼望，能像媽媽一樣，陪伴在你身邊，一同分享生

活中的點點滴滴，但如今爸爸只能和你說：兒子！爸爸虧欠你了，真是抱歉，因

為爸爸曾經做了不對的事，受到法律的制裁，身處在囹圄之中，接下來的這些年，

爸爸没有辦法陪你一起打球、做科學實驗、邏輯的推演，還有我們一起天馬行空

的幻想……等，你也將經歷青春期的過渡階段，爸爸會持續地為你禱告，願神帶

領你堅強的走穩每一步。 

爸爸想要提醒你的是，你是一位聰明的孩子，你也許會像爸爸、媽媽一樣，

從小到大，一路順遂，但請你務必在凡事都要走在正確的「路」上，從小就要有

守法的觀念，也要有顆仁慈、寬宏的心，與同學、朋友們，好好的相處，爸爸在

這段受到限制的時間裡，也會好好反省改正，藉著寫信與你有連繫，我們家終究

會再團聚，企盼那日的來到，愛你的爸爸！ 

 

 

悟  三工     吳 00 

服刑至今，看盡許多人生百態，但為何每天的社會新聞還是持續不斷，這讓

我想起前陣子看到的一篇文章，關於「我」這個字，有一天「我」字丟了一撇，

成了「找」字，為找回那一撇，「我」字問了很多人，那一撇代表什麼？商人說

是金錢、政客說是權力、明星說是名氣、軍人說是榮譽……。最後，「生活」告

訴我那一撇是健康和快樂，没有健康和快樂，什麼都是浮雲一片。 

在外時，每個人所追求的也許都有上述的其中一樣，但只是未循規蹈矩才會

到這。進來後，「我」還是少了那一撇，只是找的東西不一樣了，但，還是缺少

了健康及快樂，雖說失去自由並不是快樂的事，但，每天悶悶不樂過生活，那怎

會有健康的身心迎接未來，重新開始的那天呢？而在裡面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有原

因，喜歡你的人給你溫暖與勇氣；你喜歡的人讓你學會了愛與尊重；你不喜歡的

人教會你寬容與尊重，不喜歡你的人讓你自省與成長。没有人是無緣無故出現在



你的生命裡，每一個人的出現都有原因，要學會感激，而不是抱怨或衝撞。 

其實，逆境何時來，會不會再有，這不是你我能預見的。但我深信經歷過這

些修煉會淬取出日後的堅毅及沉著，日子不好受時，想想上述的兩句話。 

 

親情的愛  果餅部     黃 00 

没有愛的溫暖，四季皆寒冬，没有愛的光輝，千古如長夜。古諺有云：愛人

在身邊，地獄變天堂。愛以無比的力量，予人無限的安慰，帶領人努力向善，鼓

舞奮鬥創造，使弱者自強、懦者向前、強者更強、勤者更勤，並以持續不輟的努

力充實生命，實現理想。因為心有所屬，情有所鍾，所以受苦受累甘之如飴，冒

險犯難視平常，最後把艱辛勞苦所得獻給心愛的人，這是人生最美最幸福的愛。 

父子兄弟相愛，本出於天性，如果講究利害，就會失去一切溫暖。夫妻結合，

本是基於愛情，如以經濟為條件，就會失去相愛的本意。人稱為愛情，強調真愛

不能無情以外，這個情字至少有三種含義。一是情趣，以情慾作為愛的主體，才

能刻骨銘心，真正富有情趣之愛。二是情韻，談情說愛，必須含蓄深沉，委婉曲

折，如此才細膩精緻而充滿韻味，才能詩之以歌，因而傳送千古佳話。三是情義，

就是不講條件不計利害，一旦情投意合真誠相愛，必須忠貞不二此生不渝。 

愛之最可貴處，在它的付出以後，不求任何回報。謝謝家人所給予我的親情。 

 

成功與失敗  十七工     楊 00 

成功之路並非一蹴可及，必須得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著，「成功」並不是「失

敗」之子，而是勤勞之子。為何是失敗？不是別的，失敗不過是邁向成功之路的

一部份。另外某一意義來說，失敗是到達成功的指引，因為每一次發現虛假，便

使我們誠懇的找尋真實，且以過去失敗的經驗找出錯誤，以後我們就會小心去避

免。所以俗語說：「失敗為成功之母」。 

成功絕非僥倖，命運只是失敗和懶惰的人，用來逃避現實的藉口，成功不但

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耕耘，更須自立自強，勤奮向上，才能有所收獲，也才是成功

的最佳途徑。在這社會中創業，歷經艱辛和波折，更是在所難免，若是一經打擊

就灰心洩氣，那麼我們永遠都是失敗者。在歷經生活的苦難、折磨、失敗之際，

並懂得自我反省，瞭解問題出在那裡，才是通往成功之道。而通常將自己的遭遇

歸咎他人，不然就是自怨自艾，總以為是自己運氣不佳的人，就注定失敗。事實

上，每個人皆主宰自己的命運，只要發奮圖強，追求理想，不畏懼失敗、責難及

批評，最終能達成目的。 

其實，堅強之道就存在於一念之間，當然先得確定自己凡事都能面對，絕不

輕易向環境低頭，亦不向命運妥協，再如何困苦艱難，只要我們肯努力，成功永

遠不會與我們絕緣。 

 

與水火共舞  炊事場     譚 00 

這段時間在爐火堆裡打滾，從一竅不通到現在能自行製作全監的餐點，這段



過程看似輕而易舉，實則是歷經千錘百煉及無數的心血才換回這些許成果。 

五百多個日夜以來的心路歷程是相當辛苦，舉凡了解各種食材的烹煮技巧、

善後工作、材料計算、衛生清潔、作業安全、菜色變化，還有團隊的分工合作，

人際間的相互扶持與關懷，一路走來真的是跌跌撞撞，每當想要放棄時，使我唯

一堅持下去的信念就是「家人」，因為他們的不離不棄讓我想要改變，証明現在

的我已不在是那做事總是三分鐘熱度，遇到困難就放棄的老樣子。 

本身亦是認為在囹圄中能學習完整炊事流程，算是一種小幸運吧！不但能將

此技能帶回社會學以致用，亦能在家庭聚會中親手做些美食與人分享，它或許看

似平凡無奇，不如外面五星級餐廚的高檔精緻，但所有用料皆是取自天然無添加

物，他們吃的開心我也安心，且這些餐點不只健康更滿載了我對家人的感謝之

心。 

最後有幸能參加炊事場作業，習得不應只是這單單一件技能，更是體會人生

哲理，明白做任何事應持之以恆，遇上任何困境都能靜下心來全力以赴，我想這

不光是為了家人，亦是為接下來的嶄新人生做了美麗舞姿的最強基本功訓練。 

 

事來即應 事過即放  三工     高 00 

有時候，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會讓人產生煩惱，其實追根究底，並不全然

是人或事情的煩惱主動來找上我們，而是我們「自尋煩惱」為了求好心切，原本

已經算是圓滿的一件事或滿足的人生，硬要追求完美與零缺點，結果，因為吹毛

求疵而造成事事挑剔，不但予人困擾，自己也不勝煩惱，此即可謂「庸人自擾」。 

在人多事的工作環境裡，要追求完美又不挑剔，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

一件事做得盡善盡美，完美無缺，那是每一個人工作的成就感，這與繼續前進和

持續成長息息相關。因為成就感會帶給我們自信心與歡喜心，而做得有信心與做

得很歡喜，則會增長乘風破浪、逆流而上的動力，這就是「生命的力量」。 

在事事困難、樣樣挫折的逆境中，保持自信與歡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因有此言：「謙卑容易忍辱難」、「精進容易忍辱難」，為什麼？因為「謙卑」與精

進都和自己有關，而「忍辱」則與別人有關。與自己相關的事自己都無力改變，

遑論要去改變與別人有關的事？那更不可能。凡夫都以自己的價值觀和偏見及過

去的經驗，去觀察判斷事情。往往這種不正確的心態和觀念，常會影響我們對生

活周遭所發生事情的判斷。 

生命中，世事難料、人事難圓，不論是歷經險阻或歷盡滄桑，我們都要做到

過境依然心如明境。一如千江映月，念頭依然皎潔，要做到這樣，就必須要學習

「事來即應，應過即放」把重要的，好的記起來，把不重要，不好的忘記掉。懂

得如何放下，一定會歡喜自在。 

 

思鄉情  和二舍     曾 00 

今夜窗外 雨濛濛 

兩行熱淚 淌心中 



無限思念 懷親人 

愁奈身陷 囹圄中 

只因一時 貪毒樂 

此刻悔恨 滿心中 

洗心革面 惡莫作 

今日回首 重來過 

莫在與毒 伴此生 

 

路有盡時  十六工     方 00 

為一己之私賭上青春 

輸了家庭 賠了自由 

品嚐友情變質的滋味 

體會人情冷暖 

漫長囹圄之路 將至終點 

終點站前 始終佇立不退 

是親情吶喊 溫馨擁抱 

路雖長終會走完 

 

夢  十六工     邱 00 

血腥與情慾佔有了世界 

混亂與不堪恣意妄為 

搖搖欲墜又連綿不絕 

記憶混雜了幻想 

虛構現實和著淚水 

今夕 孤獨伴隨 

無聲喘息 

 

喜悅與滿足  病舍     劉 00 

每當服務員呼號會客同學時，總是精神為之一振，仔細聆聽自己的號碼，心

中期待的心情有如中了樂透！趨行於會客途中，腦海浮盪心中將敍哀曲的情懷，

腳步不禁加快。鈴聲一響，從話筒傳來陣陣熟悉與關懷的聲音，那種喜悅與滿足，

溢於言表，總覺得無盡的心聲與情愫表達不盡，不知不覺中，話語串串而落……

難以打住時光的飛逝，忽然間話筒中一片沉靜，隔窗表達出無數情意的肢體言語，

看著至親的家人離去，心中充滿著無限的不捨，提著一袋充滿愛心與祝福的食物

及心靈的響宴，心中期待下一次的再相會！ 

 

剛剛好的自己  六工     呂 00 

剛剛好，就是不需要更好，也没有最好，一切都在恰當的狀態，不增不減，



不多不少。無論是更好還是最好，都指出了對於未來的追求，追求更豐盛的人生，

追求更美好的自己，但追求的同時也反映了相對的匱乏，表示其中有不足、不滿

與不安。 

剛剛好卻是一切都平衡無失，圓滿無缺。不需要更好，所以不會有缺撼；也

没有最好，所以無需比較。剛剛好不在於現實狀態，而在於自己的心態，只要心

裡覺得一切剛剛好，看出去的世界也才會剛剛好。因此，與其說一切都是最好的

安排，不如說一切都是剛剛好的安排。 

接納每一個當下的自己，相信一切都是剛剛好，這是愛自己的捷徑，不必追

求完美，因為自己已是完整的。也不必追求第一，因為自己已是唯一的，此時此

刻，都是剛剛好的現在，就是一個平靜安穩的時刻，現在的你，就是最好的自己。 

 

我的阿母  病舍     張 00 

每當母親節到來，使我想到阿母辛苦懷胎十個月把我生下來的情景。我的阿

母具有傳統女性特有堅忍不拔的特質，我從小就没有阿爸，只有阿母一個人辛苦

賺錢拉拔我們三兄妹長大成人，供我們到大學畢業。家中三兄妹，唯我最不孝，

最讓阿母特別擔心，而阿母對我的愛卻不曾因此而稍減，我相信全天下的母親對

待自己的兒女都是滿滿的愛。 

母親節面對面懇親，阿母煮了我最愛吃的滷肉，當我接下那包熱騰騰的滷肉，

我感受到阿母溫暖的愛，我抱著阿母，眼淚不聽使喚的流下來，我難過的對著慈

祥的母親說對不起，突然發現眼前的阿母白髪蒼蒼，臉上多了一份憂傷，悲痛的

笑容，我握著阿母的手直到懇親結束，這一刻卻溫暖我的心，我會珍惜愛我和我

愛的人，面對愛你與你愛的人時，生命要有正確的方向，親人之間要的簡單平凡，

只要一家人團圓平安快樂過生活就滿足了！ 

最後要感謝的人有主任、科員、教誨師等各長官子孜孜不倦的教誨與指導，

讓我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具備同理心，多為別人著想，主動幫助有困難的人，

也讓自己認識到凡事只要有信心，面對困境就能解決。 

 

心之所向  一工     溫 00 

失了方向的你，心恢意懶 

失了方向的你，曾心高氣傲 

失了方向的你，時常心有餘悸對著鐵窗發愣 

失了方向的你，酷愛心血來潮寫封家書懺悔前非 

失了方向的你，可還心甘情願接受真理與信念 

失了方向的你，如何覓尋心心相印的知音 

失了方向的你，是否察覺心有靈犀的人生體悟 

失了方向的你，何不把心思意念的主權託付出去 

失了方向的你，讓絕境因感恩而心悅誠服 

失了方向的你，心無旁鶩地遊歷在奇妙旅程中 



失了方向的你，一路盡享心矌神怡的自在 

 

逆風飛翔  十八工     陳 00 

人活著，如茶，不能太滿；如月，陰晴圓缺；如風，一去不回頭，天冷了，

學會溫暖人心，學會感恩。隨緣的人，寬容；隨心的人，有耐力，時間如雨，有

人失去，就有人擦不去。放得下是種藝術，放不下是一種疲憊，人會累，何必讓

自己陶醉在昨天；心會累，何必讓自己擦不去無奈。想優秀，就得知道怎麼付出，

想活得好，就得做得好。 

犯錯後悔，不被拖住，是自許的意念，帶著愚昧犯錯的罪責來到了處處限制

的環境之中，或許一次錯不及一生，但此際就算心懷再多的懊悔也喚不回親情分

離及失去自由之苦。然而，我一再告誡自己，受苦的人没有悲傷的權利，尚且將

屆四十之齡的我，已没多少時間可以讓我蹉跎與揮霍了！我不再為無法改變的過

去懊悔及哀怨，而拖住停擺人生。逆境有時是個信號，提醒著我充實所需的能力，

跨越現有的框架；逆境有時是團火焰，怵目驚心，卻冶煉了我們的意志，更照亮

了前方的道路，當人生逆行且讓心靈轉個彎，靜心以待，讓自己淡定且從容。 

怎麼面對困境，決定你成為什麼樣的人，害怕攀登高峰，將永遠在山腳下徘

徊。面對難題，走出困境，成功就是自己的，忍耐和堅持或許是痛苦的，但它終

究會帶給你豐足與成長。被克服的困難是蛻變的契機，上天給人一份困難，就給

人一分智慧，在失敗逆境中得到教訓，就等於獲得了邁向成功的經驗，刻劃在生

命之中。我無懼逆風之境，我要破繭飛翔，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