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使  一工  張 00 

一張張珍貴的相片 

承載了孩子的生活點 

讓我參與他們成長的歷程 

稚嫩快樂的臉龐上 

用光明驅逐了我人生的黑暗 

 

花  二工     田 00 

早晨呼喚，夜裡呼吸 

卡夫卡的眼，梵谷的耳 

無法擺脫傷痛的折磨 

無力拒絕綻放的美麗 

陽光下奮力站直身軀 

帶來了希望與渴望的世界 

 

戰爭  高中部     劉 00 

時間不再有意義 

生存是唯一的要件 

飛彈不停落在城中 

我把妳交到一雙髒污的手 

敷滿塵土的臉有一雙明亮的眼 

煙霧瀰漫中辨認他的掌心 

這皺褶的手像爺爺的手 

將妳緊緊保護住 安全無虞 

 

改變  十四工   徐 00 

 

你不能左右天氣，但你可以改變心情。 

你不能改變容貌，但你可以展現笑容。 

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掌握自己。 

你不能預知明天，但你可以利用今天。 

你不能樣樣勝利，但你可以事事盡力。 

 

靜思  果餅  黃 00 

 

  靜！沒有想像中的難，只要試著自己在紛擾的氣氛中留置一個空間和時間，

就算僅僅是短暫的放空，也會全然不同。靜靜的放鬆自己，整理自己的思緒，就

是一種美好的歸零，讓自己重新尋找平衡點，重新確認前進的方向，可以全心全



意地投入，為自己的真心真情而活。 

  逝去的時間、空間，已經成為生命中的回憶，卻無法成為現實。也許忘記了

是好事，卻無法否認那些確實曾發生過的真實性，不管美好或缺陷也都有其同等

的意義，畢竟這是自己的生命體驗與經歷，無關好與壞都能全然的注視與面對，

要接受現實的內容成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份。 

留給自己一點點的時間和空間，讓自己想要前進的方向更為明確，讓自己更能珍

惜所擁有的這一切，我想這才是真正愛自己方式。如果那一天來了，不妨將自已

全然的投入那一片朗朗晴空萬里，讓所有的疲累，隨著如波浪般的心情，輕輕的

飄流，直至完全消散，然後重新找回屬於自己的天地與活力，縱使曾經有所缺，

剎那間也是美好的永恒。 

 

逆處重生  長青二舍  朱 00 

 

  大凡人生遇到逆境者，莫不是選擇逃避，便是奢望家人或有能力者的支援，

卻不能反求諸己、尋找解方，殊不知若是沒有逆境，人生中便不能淬鍊成堅固燦

爛的金剛石，只因潛能及智慧未受到啟發，只能平庸的度過一生，因而不能見到

生命的真諦，更無從體悟人生的另一番境地。 

  突破一個小小的逆境，可以彰顯其見識和能力，而突破一個大逆境，則能將

心性轉化成更成熟，更具智慧與解決困難的能力。汪洋大海中與暴風雨博鬥的漁

人，因為不畏艱難而奮勇往蔚藍大海航行，故能滿載而歸完成生命之頌。荷著鋤

頭在烈曰中揮汗掘土的農夫，由於不怕日曬勞苦，因而孕育了一片農獲，造福人

群。而在與世隔絕坑洞裡挖掘的礦工，冒著隨時可能坍方的風險、吸著微薄空氣，

只為掘出珍貴的礦石，以改善家人的生活。這些甜美果實的背後，都是在逆境中

完成，沒有逆境的考驗，就不會生長出傲雪的花朵。 

  不幸身陷牢獄者，千萬別哭哭啼啼、怨天尤人，甚至起了憤恨心。而是應該

確切反省並改變舊思維，尤其要培養慈悲心，體悟自己和別人正在一同受苦，適

時幫助貧苦的同學並放下對利害心的執著，便有機會彼此從苦中解脫。 

  跌倒了，不要急著爬起來、先靜心思考為何會跌倒，並看著地上有什麼寶貝， 

拾起寶貝再起身。因為人生跌倒處，是蘊藏著平靜人生中沒有的智慧，擁有一番

澈骨寒的經歷，才能聞到撲鼻的可人花香。 

 

心情  十六工  華 00 

 

時間遺留下的傷悲 

雨聲滴滴答答節奏 

造就追悔停滯遺憾 

曾經美滿的這個家 

我卻只是一味蹧蹋 



妻小溫暖關懷陪伴 

遠離毒品人生規劃 

 

勇敢  二工     林 00 

做人要有彈性，能合不一樣的人相處共事，要接受任何摩擦，學會適應。報

復不是勇敢，忍受才是勇敢，能在衝突中制伏自己心的人，那才是勇敢表現，許

多人為了爭象徵自尊的那一口氣，表現出無比愚蠢的勇氣，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要有所不為的勇氣，謹慎對待人生的態度。 

不輕易發怒的人，勝過勇士，制服己心的人，強如取城。真正勇敢，不是體

格上的強健，不是行為上的魯莽愚蠢，更不是盲目的維護自尊，而是謹慎堅毅的

心智表現。 

當遇到到棘手的問題時，不要讓問題糾纏自己，相反的，要主動出擊，尋找

解決問題的方法，越挫越勇，勇於挑戰，唯有把自己放在對的位置，人生才會更

順心。 

 

幸福的滋味  五工  郭 00 

寒冬時節，萬物皆縮起身子，等待春天的第一道曙光綻放，才肯慵懶起床，

朔風帶著霜意，肆虐著大地，百廢待興，幸福的滋味哪裡尋找？ 

冒著寒風，起個大早，在乳白濃霧中緩緩清醒，而眼前雪花紛飛的樂趣，使

我忘卻刺骨寒風。霎時間颯颯北風嚮徹幽谷，只見一陣落英繽紛向外蔓延，枯林

已關不住滿谷梅色。拂開梅花，席地而坐，幸福也如花香溢滿梅花源。全球經濟

海嘯如同大雪紛飛的嚴冬，激起如天高的巨浪，凍結了人們那如火如荼的決心。 

幸福似乎成了天涯的一抺彩霞，漸漸而遠去，寒徹入骨的海水麻木了找尋幸

福的夢想，澆息了熱愛人生的火焰。好明友！請一定要記得，幸福並非遠掛天邊

不斷下沉的紅日，「幸福」其實近在咫尺，只怕你自己没用心尋覓而已。 

凜冽寒風中，不妨喝碗暖呼呼的熱湯溫暖己心，便是股無法言喻的極致幸福，

用心感受，也許，幸福就在你身旁喔！ 

 

遇見更好的自己  高中部     吳 00 

自信是地基，是一切發展的基礎。不管你對未來有多少想像，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培養充分的自信，以掌握最關鍵的時機。看看我們的周遭，生活給有的人成

功和快樂，給有的人悲傷和痛苦，其中滋味，各有不同，不要以為成功的人就會

一帆風順，要學會居安思危，也不要以為生活總是陰霾一片，在艱難的時候要學

會堅強，咬緊牙克服所有的困難。 

積極的態度，也是追求成功的重要條件，研究一下偉人們，無論是企業家、

政治家、藝術家、科學家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自己的工作與生活

常抱著積極的態度。貝多芬因為有積極的態度，即使耳朵聾了，還是完成了驚人

的樂章；哥倫布積極的態度，說服了西班牙皇后出資，讓他在幾乎絕望的狀況下



繼續行程，發現了新大陸。積極的態度不只是偉人成功的秘訣，也是我們每天工

作、生活的動力。 

雖然我們不能掌控生命的起點，可是過程卻是操之在我們自己的手裡，把得

與失當成是心靈天平的兩端，不管在那一種情況下，要保持心境的平衡，不主觀

強行控制，所以就不存在失去。人生之中，失與得總是相伴而至，人們只有在經

歷過世間五味之後，心智才能獲得成長與歷練，而我們也可以遇見更好的自己。 

 

憶情；疫情  二工  邵 00 

 

  記憶中的身影，再次映入我的眼簾，妳帶著熟悉且溫暖的笑容，只是眼中彷

佛有著淡淡的憂傷。隔著壓克力隔板，我倆訴說彼此的思念，傾聽妳說著孩子的

近況與妳的無助，妳我從未想過，我竟會在知天命之年陷在這高牆之內，謝謝妳

始終的愛與支持，是我在此堅固的力量。 

  當然，我們還有主耶穌的同在，保守我們在它的恩典之中。忽然，噹..噹提

醒鈴聲響起，意謂著短暫的相見時間已結束，無聲中，透過眼眸的交會，重新看

到彼此堅毅的信念，我明白乃是主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剛強有力！我知道這就

是妳我信心的盼望！ 

  後記，循思，近期新冠肺炎，在全球已成大流行，造成許多國家的人民病、

亡，演變成世界性負面的連鎖效應產生。但其實在數千年前，神就告訴了我們，

在聖經歷代志下，第 7 章十三至十五節記著：「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吩咐蝗蟲

吞噬這地的出產或打發瘟疫到我民中，這稱為我名下的民。若是自卑、禱告、尋

求我的面，從他們邪惡的行徑轉回，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

的地，現今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從此處所獻的禱告。」以現今的角度來說，就

是要我們眾人儆醒，從一些邪惡的行徑悔改，轉向神，不要自私、自利，否則導

致害人害己，這需要普羅大眾密切的配合。例如：把口罩留給有需要的人，在居

家隔離的人，就不可到處趴趴走，有發燒症狀就應儘速就醫！ 

  我們台灣此次在全球防疫新冠肺炎的各項處理程序與做法，可說是世界各國

的典範，全體國民都應該珍惜這樣的成果，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指令，神必垂聽，

醫治這地。也衷心盼望祈禱世界各國的領導中心都能對疫情謹慎因應，該國的人

民也能配合政府的各項措施，因為「神愛世人」，大家同心齊力必能將疫情平息，

回復昇平之世。 

 

補過  八工     曾 00 

我用真心的懺悔勇於認錯 再次 

我用虔誠的反省檢討自己 往後 

我用不變的愛意期待著妳 更要 

我用教敬的態度俸養父母 還有 

我用補漏的心情行善積德 希望 



我用剩餘的歲月只求無悔 永遠 

 

凝  和二舍  蔡 00   

 

凝謐 

是我讓自己沈泌在完全的安靜裡 

凝思 

是專注在回想你刻意安排的靠近 

凝然 

是集中思緒檢視你有意或我多心 

凝眸 

是在另一雙眼瞳中看見我在那裡 

凝睇 

是我的目象定睛著你眼眗不落空 

凝望 

是彼此的瞳目只獨留你我的顏容 

凝固 

是身熱的血液轉化成巨大的愛能 

凝願 

是凍結著你我愛的信念勇敢向前 

凝聚 

是確定你是我  我是你  我和你不分離 

凝痴在我們的緣份裡情牽昂首走過去 

 

變遷  國中部  楊 00 

 

日出  灑滿了金光 

時光  堆疊了回憶 

失去自由的種子 

長成了滿頭白髮 

我也向往了的慾望告別 

轉化樸實而簡單的生活 

 

隱藏的思念  九工  林 00 

 

思念 有時後像是一瓶威士忌 

喝下它 彷佛就能將自己麻痺 

沉醉 在夢中只為尋覓妳影跡 



未曾問 老天為何讓我倆分離 

思念 有時候像是一架紙飛機 

萬語千言 卻飛不到你的心裡 

對著無盡黑夜 作著無聲抗議 

最後 只能隨風飄落選擇放棄 

 

從來不願回想妳我的點點滴滴 

卻又不由自主默默埋藏在心底 

努力練習該如何才能把你忘記 

而那一切都只是在自己騙自己 

我從來不願回想妳眼角的淚滴 

卻不斷在夢中擁抱當初的甜蜜 

無止盡的輪迴讓我不斷想逃避 

卻只能始終沉溺在美麗的夢裡 

 

製造快樂  五工     林 00 

 

  前不久在某文章看到：「人類的思想是可以改變與控制的....」，其大意是：自

己可以掌管自己的思考方向，凡是「看遠點，想開點」。讓自己的思維不再局限

於某一點上，而那些始終糾纏著自己的執著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消失與無形。 

  原本自己也不太相信，但仔細品味其隱藏在字裡行間被自己忽略的真實意義

之後，我發覺，這好像對被桎梏在鐵窗苦悶的我有更大的涵意，或許我真能藉此

「改變控制思想」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也不一定。 

  人的思想能夠影響情緒，而不同的情緒更能產生不同的行為，所以一個人遇

事當時會有什麼樣的行為，其實與他當時的情緒息息相關。 

  漫長的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出現瓶頸是正常的，遇到挫折也是難免

的，遇到挫折也是難免的，要知道「當斷不斷，必受其亂」的道理。切記不要讓

你的思想沈浸在這些挫敗中而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如果你能靜下心來，看遠點，

想開點，讓思想「轉個彎」，你會發現，原來那條豁然開朗的出路就在下一個路

口！ 

  我的快樂是自己製造的，以閱讀為原料，改變與控制思想就是製造快樂的機

器。所以，現在的我就比從前快樂！那你呢？何不就從每天閱讀一份報紙開始

吧！ 

 

海天一線  一工  許 00 

 

草坪、欄杆、消波塊 

時間的邊界 



有海的碎境 

有放射狀夕照 

雲朵鑲金，變形 

巨大的聲帶闇黑神秘 

轟然，千億顆黃沙 

勁風十五米，乾燥語言的狂浪 

轟然，呼～咻咻，支離 

撇捺的鐮刀 

耳朵的風箏 

 

以感謝代替爭執  八工  張 00 

 

  人難免有心情低落的時候，不管是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很多人都習慣將情

緒表現在臉上，不但自己看了都討厭，當然別人也不敢靠近。萬一遇到對方是個

粗線條的人，搞不清楚狀況而招惹了你，即使是芝麻綠豆大的小事，都可能引起

你的不悅，於是許多無謂的爭執就此發生。 

  當一個人心情不佳時，很容易失去正常的理智，總希望別人應該體諒自己，

最好是說些好聽的話來撫平自己的情緒，而不是火上加油，盡講些自己不喜觀聽

的言詞。萬一對方違背自己的想法，或不能看出自己低落的心情，於是轉而將怒

氣發洩在對方身上，藉以排除心中不滿。這種做法經常會導致雙方為了一點小事

而起爭執，明明無關緊要的事，也會變成罪不可赦。 

  如今的我，感謝過去那些曾令我不悅和爭執的人，感謝生命中有這些經驗才

能讓我的觀念更完整，讓我在沉澱成熟過後開始轉念。當初以自我為中心去體悟

外界是何等的幼稚，世界是何等寬廣，那我們的心境呢？地球並不會因少了一個

我或你還是他而停止轉動。 

  回頭想想自己其實真的沒有偉大如斯，更遑論不同的個體，沒有人有意務去

關心、體諒、安慰我們，更何況是在自己武裝過後。試著換個立場、換個角度去

想，很容易就可以發現，想要獲得內心的平靜，需要自己揮別陰霾；想要與人和

睦相處，需要自己感同身受；想要笑看人生，需要自己心懷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