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劍蘭  國中部  楊 oo 

 

黑暗籠照伸手不見五指 

尋覓希望的光亮 

戒慎恐懼充斥心頭 

孤立綻放的顏色 

帶來盼望的火炬 

 

夜色  高中部  吳 oo 

 

我無意來到了你的殿堂 

無人看管的夜晚 

月兒坐鎮其上 

那是貓頭鷹的注視 

那是蝙蝠的探索 

不讓陽光潛入 

減損此刻的美好 

 

愛與被愛  和二舍  潘 oo 

 

 在聽完林美靜老師 1 至 10 集的生命教育後，其中每一段關於愛情關的哲理，

美靜老師也都會有詳細的解剖，讓我們醒悟到「理性與感性」的平衡關係，愛的

既浪漫又清醒的一場夢。 

 愛是一種概念，也是一種感覺，愛更是一種信仰，誰說被愛一定是幸福呢？如

果我們被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愛，這也是一種痛苦。愛與被愛之間，我們會要選

擇哪一個？相信答案都在我們心中，因為愛需要提升、需要學習、需要成長、需

要面對，這樣一來我們對人格的全面發展與成熟，是有真正助益的。被愛，我們

固然快樂、舒適、可以虛榮，但也容易耽溺，而耽溺就是一種停滯。有人說年紀

越大的人，愈懂得人情世故，想得愈透徹，我們便會愈顯露出膽怯，愈只想被愛，

而不想愛人。其實如果我們能夠愛人並且懂得付出，這又何嘗不是上天最美的恩

賜。 

 林美靜老師更曾在「靜音迴盪」單元中，不斷地告誡我們唯有自愛才是求愛的

基礎。愛，通常必須先從接受自己開始，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幸福，需要親手去

追求，別人是無法取代的，沒有什麼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一切都是緣起緣滅。當

我們走過這段愛與被愛的體會後，生命會更加開闊，而自己心目中的真命天子或

天女，相信就在不遠處正等著我們。 

 

 



家人的愛  國中部    郭 oo 

 

  人一生下來雖然無法選擇你的父母親是誰，但是你絕對可以選擇你自己的人生

之路要如何去走，雖然我們的人生路途一時迷失了，但也都付出了應有的法律代

價，就是「失去自由」。 

  但是試問我們在獄中服刑的同學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悔改的，我想有一部份的

人都是因為暫時失去自由而在表面上悔改，等到重獲自由後就又開始重操舊業了，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來關這一趟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只是在浪費生命與辜負家

人對我們的期待。我們來關這一趟可知我們的家人比我們更是辛苦，我們在這裡

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我們的家人呢？有的家人為了要來探望我們，天還沒亮就

從高雄或屏東，甚至遠從台東地區搭車前來會客，為了什麼？為了怕我們在監獄

裡會餓著，會穿的不夠暖，會沒有錢可以用，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想念我

們」。 

  以我為例，來關這一趟父親與外婆相繼過世了，高齡 102 歲的奶奶也在前年過

世了，奶奶在過世前還一直在問母親說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去，問完以後才嚥下最

後一口氣，母親來會客告知我這件事時，那時的我內心充滿了後悔與無助，並下

定決心要改變我自己，回去後絕對不能再重蹈覆轍。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家人對我們的愛與關懷，或許我們回去後

能重新選擇一條正確的路，但是那些逝去的親人已來不及看到我們的改變了。 

 

生命展翅高飛的翅膀  三工  高 oo 

 

    人生好比一列火車或一架飛機，火車要平穩行駛，必須要雙軌並行；飛機要

平穩飛行，必須雙翼平衡。人生的旅途要走得順利，就要「心有正道」、「行有中

道」；因為心有正道，所以心念不偏不倚；因為行有中道，所以行為舉止中規中

矩。 

    依正知、正見、正信而「不離正道」，「依中道而行」而不偏不倚，左右平衡。

火車需要雙軌就像飛機需要兩個翅膀一樣，飛機和火車的道理是這樣，人生又何

嘗不是如此？日常生活中如要悲智雙運或福慧雙修，只有同情心還不夠。因為同

情心只是慈悲，還必須具備同理心，時時去同理別人，為別人著想，才是智慧。

或者，很會講理但心欠缺慈悲，這樣也不行。所以，同情心與同理心，慈悲與智

慧都是兩相不可缺少的一對翅膀。其它如：感性與理性、濟貧與教富、理圓與人

圓、深入苦難與深入經藏等，無不是確保生活平順、理事圓融的一對翅膀。 

    人忙碌一生，如果只為提升物質生活，或辛苦經營事業，只為填補名利財富

欲望空間，如此物質雖往上提升，然精神卻往下沉淪。此猶如飛機雙翼失去平衡

而搖搖欲墜，生活重心失去平衡，人生必定也搖搖晃晃，甚至危機重重。反之，

如果在經營事業賺錢之際，懂得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或事業之餘投入公益，此則

為物質與精神相輔相成的智慧人生。絕對沒有一邊盡情地享樂，一邊又想提升精



神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物質與精神、生命與慧命，甚至事業與志業，

都是讓日子過福慧雙修、輕安自在的一對翅膀。 

 

想妳的感覺  一工     游 oo 

想妳的感覺 像是屏住呼吸 直到 頭昏腦脤 

想妳的時候 空氣凝滯 我像隻上岸的魚喘息 

想妳的甜度 像烤焦的甘蔗 黏在 我的鼻腔 

想妳的苦澀 像爬在手臂上的毛蟲 心癢難耐 

想妳的重量 像兩百多公斤的航空包裏 超重 

想妳的聲音 像深夜的廣播 伴我入眠 

想妳的回憶 像快轉的影片 一閃而過 

想妳的所有 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 心不甘情不願 

 

待  和二舍  蔡 oo 

 

我以為走過幾段曲折的感情之後 

現在的我似乎很難對愛再有悸動 

直到在你的眼瞳裡我看見我自己 

我開始疑幻愛是否悄悄再次浸心 

寫給我的字句是表白也讓我認愛 

思念又在夜裡遊盪盤懸著停不了 

思念遠方的妳在做什麼睡著了嗎 

牽掛忐忑總是讓人心慌不能堅強 

想我的你是否也一樣的心靈相通 

低調的貼近這樣感覺算是幸福嗎 

為何我們總是不計較這離多聚少 

相聚難愛不斷只想與你共有未來 

堅持這份情感我的渴望如此簡單 

相聚難愛仍在你的情意我能明白 

走過等待你會給予我無止盡的愛 

 

平等  二工  林 oo 

 

  很多事情做人不能太計較、得理不饒人，太認真了就什麼都會看不慣，連一

個朋友都會容不下去，會把自己與社會隔絕開。做人要有心計，要能容人所不能

容，忍人所不能忍。團結大多數人，豁達而不拘小節，大處著眼而不會目光如豆，

不斤斤計較糾纏於非原則的鎖事，這樣才能成事、立大業，使自己成為不平凡的

人。 



  一些無關緊要的小錯誤放過去，無傷大局，就沒有必要去糾正，這樣不但能

保全對方的面子，維持正常說話氣氛，還能使人有平等的感受，凡事看淡些、看

輕些，學會減法，做個平等愛民的好人。 

 

心念；信念 五工  黃 oo 

多人遇到不如意時，常常覺得自己是可憐人，自艾自憐，總覺得天下人皆負我，

處處不開心，讓別人也跟著不開心。其實人的一生總是苦多於樂，但是不必有悲

情的性格，因為你愈是可憐，命運愈是悲慘，只有走出悲傷，生活才有可能有著

重新復生的機會，生命才會有亮光。 

  不必誇大自己的可憐之處，當然也不必把自己悲傷和不如意當成別人的負擔，

因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先想想自己可恨的地方，才不會自艾自憐，很

多的可憐人之所以「可憐」也都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先走出自己的局限，再重新

面對自己。 

  你是否想過自己也曾犯下「自以為可憐的通病嗎？」並常常抱怨自己所獲得的

待遇比別人差，如果你無法擺脫自艾自憐的情境，那麼你活的一定不快樂。有一

位智人曾講過一段話頗具智慧，平庸忙碌的人總是將有限的時光、有用的心思，

填塞些仇恨的渣澤，而活得很不快活，有智慧、有慈悲心的人卻不一樣。 

  與其自艾自憐、怨恨別人，埋怨自己，浪費時間在無謂的感嘆裡，何不把心思

放在工作及生活裡，讓自己的生活更充足，生命更有意義。人的一念之間，可以

悲可以喜，可以生可以死，你要過怎樣的人生，就看你要選擇怎樣的思維模式。 

 

返航  十七工  楊 oo 

 

 人生；道路無限，但唯有睿智正確的抉擇，方能走入坦蕩的大路。成功的大道，

人生之路寬廣無限；反之，錯誤的抉擇容易使人迷失方向，步入歧途。一念之間

的誤差，駛錯航向，起首時可能亦為寬廣，但後來的結果卻是荊棘佈道，遍步蛇

虺，如同步入沼池而無法自拔，以致落入萬劫不復的境界。 

 雖然目前我們身處囹圄中，但並不可悲，亦不可恥，倘落我們仍然一意孤行，

不思悔改，繼續的行駛錯誤下去，那才是最可悲且最為可恥之行為。 

 再教育的目的，是要我們對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做一番檢討，矯治個人身心的

偏差，觀察自己有何缺失之處而需仔細加以修正，並充實自己，以便朝正確的方

向出發，以克服生命旅途中的種種困難以及險阻，而達理想之新生為最終目標。

目前，或許是我們人生旅途中最為失意與黑暗的時刻，但換另一個角度來說，現

況又何嘗不是我們人生即將繼續再獲得光明的另一個起點呢？ 

 為何我們不善加利用服刑中的這一段時間，多看、多聽、多學、多充實，用以

分辨哪些是能規勸我們的過錯，改正我們的缺失，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設法鼓

勵自己勤奮向上，使我們的人生再次的充滿新希望，而不致被困在黑暗的角落中，

永遠無法走出自己造成的陰影與傷痛。 



 過去的都已隨風而逝，而未來還尚待著我們前往開拓、去奮鬥，盡心盡力的好

好把握目前的每一個時刻，努力的進修，充實個人的內在，相信肯耕耘就不會沒

有收獲。未曾失敗的人生，並非完美的人生，衝過層層阻礙，才得以擷取人生成

功的璀燦與甜美的果實。 

 

謊言  一工  張 oo 

 

被人欺瞞已成了習慣 

美麗的假象是香甜的蜜 

我是蜂 

日夜不停的採擷 

 

心念  十六工  華 oo 

 

今夕何夕，心念愛妻， 

今月何月，心念幼子。 

心念而不絕夕， 

心念妻小知不知？ 

 

迷途  七工    黃 oo 

 

我是迷途的貓 只是逃離都市的喧囂 

躲在昏暗牆角 卻發現居然無處可逃 

早知事有蹊蹺 人生總是在重蹈覆轍 

少了吵吵鬧鬧 卻多了腦中絮絮吤吤 

被叮得滿頭疱 想對以前的自己咆哮 

不想再次跌跤 也不想要再胡搞瞎搞 

 

握手言和  國中部     趙 oo 

矢口否認 那個逞凶鬥狠的人是自己 

汗流浹背 在萬籟俱寂的夜裡 驚醒 

噩夢 像如影隨行的影子 若即若離 

漫無止境的追逐 冗長而黑暗的夢魘 

為非做歹的自己 把灰頭土臉的自己 逼進了死胡同 

無處可逃的自己 像隻癲癇發作的蜘蛛 顫抖 

焦頭爛額的自己 戰戰兢兢地伸出手 

熱淚盈眶的自己 握手言和 

 



我是光的兒女  二工   邵 oo 

 

  主耶穌，我要大聲讚美你的名，因為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真光，照透世界一切

的黑暗，是你將我從心思的曠野、黑暗的深淵中救拔出來，使我成為你光的兒女，

我就不在黑夜裡行走。 

  主啊！是你的光，使我在患難中生忍耐，忍耐中生老練，老練中而生盼望，因

著盼望而不至於羞愧！ 

  主耶穌啊！我願一生都行在你的真光之中，願你的恩典臨及，不從我身墜落，

我需要這真光，引領我的一生，我就能剛強壯膽，不怕任何的試誘，主啊！我願

與你同行。 

 

親情深似海  果餅部 黃 oo 

 

  要照顧一個人，除了耗費時間、金錢及體力外，精神耗損也是無可避免的，雖

說現在有專門看護病人的從業人員，但那畢竟是「工作」，能否真正做到細心照

顧則是見仁見智吧！ 

  前幾年，當從電話中得知奶奶因心臟病送醫急診，幸運的是情況得以控制，但

也因為年事已高無法再承受如此高風險的手術，於是接下來的幾個月都是在醫院

中渡過。奶奶原本就不良於行了，而現在的情況就更差了，只要是下床如廁或沐

浴就得需要輔助器或輪椅，有時得要有人扶著，而我總是每天下班後就到醫院報

到，和姑姑換班，幸好奶奶夜晚時總是能一覺到天亮，對我不會造成體力上太大

的負荷。然而每晚看護著奶奶得時時刻刻盯著很多的東西如：點滴、心電圖等，

深怕一個不小心而造成了遺憾。看著奶奶熟睡的臉，驚覺奶奶白髮皺紋更多了，

不知有多久沒有好好仔細看著她老人家了，八十多歲真的是老了。 

  回想起小時候經常跟著奶奶到市場買東西或是到親友家，有時因為貪玩被追著

打等等，許多的回憶湧上了心頭，不自覺的臉龐開始流下了淚水。每晚不管是護

士巡房、上藥等，總是會醒來看一下，每隔幾個小時重覆著這件事，的確在精神

上是個負擔，但畢竟是自己的奶奶再加上老人家年紀大了。偶而在睡夢中會聽到

奶奶用微弱的聲音說著那裡有不舒服，就得趕緊到護理站找護理人員協助，偶爾

幾個晚上都會發生，精神上的累自然是不言可諭。有時奶奶會因為疼痛而無法入

睡，我總會試著和奶奶聊天來轉移對疼痛的注意力，讓她不要覺得痛苦。奶奶的

病情總算是好轉了，當看護的日子也結束了，但在平常生活中仍須要注意。出院

之後醫生有交代著可以的話儘量帶著老人家接觸大自然，呼吸新鮮的空氣，而我

自然也遵照著醫生的指示，在休假時和奶奶一同到運動場或上山走走，當奶奶的

柺杖細心照顧著她，雖然累了些卻也是樂此不彼，畢竟從小奶奶最疼愛我了。 

  直到有一日照護的日子結束了，並不是奶奶病情完全康復了，而是老人家敵不

了自然流逝的召喚，在一場睡夢安祥的離我們遠去，也許奶奶知道自己生病拖累

了家人，所以老人家選擇安靜的離開。現在回想起來不管是近 2 個月的醫院看護



或是家中的日常照顧，都讓我體會到照顧病人雖是件很累的事情，但看著自己的

親人健康情況日益恢復，身體及精神上的疲倦都沒了，對自己及親人雙方面都會

覺得付出有所收獲，所以照護與被照護兩者，都是最好的體驗。 

 

重新書寫記憶  一工  許 oo 

 

記憶可以重新書寫嗎？ 

當我們經歷了一段歲月， 

我們心中滿是苦楚， 

可否在這痛苦歷程中成長？ 

找到一些希望和收穫， 

別讓痛苦白白折磨自己， 

成長，是生命的重要課題。 

 

自由  四工  卓 oo 

 

    失去自由之身，何來自由之有？其實我們的心永遠都是自由的，沒有任何人

能限制他人的心，反過來說，若是我們因為某件事、某個人而感到拘束或情緒上

的困擾，那就是我們把自己的心給畫地自限了。 

    在監獄裡總覺得很不自由的人，是該想想自己是不是把自由的心綑綁了？在

社會自由自在的時刻，是不是也曾經因為家人、朋友、上司等等的因累，而驅使

自己去做一些自己所不願的事，這與在監獄裡有何不同？ 

    在監獄裡的受刑人總會覺得失去自由很痛苦，若是把心放開自由自在思考，

那與在社會上是一樣的，只是在監獄裡是個陌生的環境，而且又被限制著，心裡

上感受度增大，但其實並沒有失去任何「心」的自由，若與社會上相比，其實在

社會上各式各樣的牽絆更多、更不自由，在監內只要按表操課，根本不會有人情

的壓力與牽絆。 

    心如此的自由，我們更加應該深思自己的未來，甚至是在服刑之前的各種人

際關係，誰是會真正的幫助自己，而不是牽絆自由而致使自己做出錯誤決定的人；

或是在服完刑之後該如何讓自己過上自由自在又不至於我行我素的生活，這都是

在自由之下的我們可以做的事情，也值得我們好好去思考，自由誠可貴，萬般皆

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