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母親寫的歌 12 工  林 oo 

 

想為你寫首歌  寄到你的心坎裡 

筆尖不停落下  卻填不完對你的思念 

窗外雨聲潺潺  彷彿你淚水和期盼 

枕憂照片的陪伴是你日漸憔悴的容顏 

想為你唱首歌  唱到你的心坎裡 

指間音符倘佯  唱不完是對你的虧欠 

樹上鳥兒呢喃  彷彿你叮嚀我要勇敢 

家鄉的普悠瑪  終會開往幸福的車站 

渴望時間永遠停留在與你擁抱的瞬間 

不願對自己欺騙  心中對母親的思念 

渴望時間永遠停留在與你擁抱的瞬間 

永遠陪伴你身邊  溫暖你在未來的每一天 

 

家～慈愛的媽媽  6 工    黃 oo 

 

   「家」，代表著溫暖，幸福和自由自在。它同時也意謂著猶如絕望般的遙遠，

而我…，也是其中一人。 

  最近常常與媽媽相遇，在夢境裡，如幻似真的情景讓我時空錯亂，分不清楚

那是做夢還是回憶，醒來，方知是夢。天色幽幽，悵然不已，眼裡說不出是悲傷

或是空洞。「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這曲遊子呤，千百年來流傳在人間，讓人深深的省悟著，刻劃出母

親為了子女們無怨無悔的付出，為人子女們除了要真心的感恩母親的偉大之外，

更要回報盡孝道才是。 

    從剪斷臍帶呱呱落地，母親的血液和愛，終其一生都會在孩子身上暢流。媽

媽生我、育我、愛我、疼我呵護我，勞累奔波，無微不至。媽媽無怨無悔的照顧

我與哥哥，讓我們無憂無慮快樂的成長，雖然未曾教育我們任何科學知識，但是

卻以身教導我們為人處事必須「與人為善、勤儉勤奮」，給我們立下了良好典範，

就在我有記憶以來，母親總是扮演著亦師亦友的角色，陪伴著我成長，沒有責備

與要求，只有溫暖的鼓勵與關懷，母親不畏勞苦的把我們養育成人，雖然家中經

濟非富裕，但母親總是讓我們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並還說為了我們再辛苦

也是非常的值得，因為她的生命中只有我和哥哥。 

    求學時期，我並沒有特別勤學的向上努力，課業方面頂多保持在中段班之中，

母親從不曾責罵叨唸過我，只溫柔的與我說，人品很重要，還教導我們做人做事

的道理。記得母親常對我們說：「做人要腳踏實地，做事要光明正大。」 

    現在母親日漸年邁，歲月的滄桑毫不留情的在她老人家臉上刻劃出，顯露出

一道又一道揮抺不去的痕跡。而我身陷囹圄，荏苒光陰，母親仍不辭辛勞常煮佳



餚前來面會，並在會客窗口笑著告訴我：「兒子，今天有你最愛的炒牛肉絲喔！」

這份愛是有味道的，我想，這是苦中帶甜的滋味吧！單純慈愛如母親，無非就是

怕我吃不好，殊不知每一道家常菜的香味，正一步步地引領著我回家。而記憶裡

的家…，曾經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家，母親不知道的是，當每一道菜的香味沁入心

靡，腦中額葉記憶香味的同時，也正一點一滴粹釀著自己不會再走回頭路那堅定

的信心。 

親愛的母親，孩兒此刻心中最想和您訴說的一句話就是：「媽，您辛苦了，

我愛您。」 

 

起初  16 工    華 oo 

 

風吹涼意，時間流逝， 

孤獨歲月，親情暖心。 

糟糠之妻不可棄， 

相伴一生到永遠。 

 

墮落天使 17 工  李 oo 

  

  那一年，在路邊的小吃店，一眼就望中了你，活潑體貼，善良可愛，是我那

年最美的風景。跨年夜的夜晚，我們用簡訊互相傳達了愛意。一月一日的那一天，

我們牽手逛便整個校園。到了夜晚，在碧潭河的提防邊，我們共同說出了誓言，

你不離開我，我不棄你而去，就如同童話般的美麗。你溫柔體貼，打掃做菜，我

以為可以直到永遠。 

  三月十日是你的生日，因為上班的問題，所以打了通電話給你。「香菸愛上

火柴」你哭著說，這是你收到最好的禮物，但卻沒想到，「香菸愛上火柴」，就注

定被傷害。 

  三月二十日那天，我們面臨了人生重要的階段，我很後悔，那一盒情書，全

部葬送在炙炎之中。如果你沒離開，童話般的故事是否還會繼續？如果你沒離開，

我們的人生是否會有改變？如果你沒離開，是否結局會有所不同？如果你沒一躍

而下，是不是萬事都是有可能的？只可惜，世上沒有如果。我只顧現在的你，幸

福快樂，無苦無痛。像隻七彩蝶蝴般，於空中自由的翩然起舞。 

 

獨思  二工    何 oo 

 

月撥鉛雲留宿雨， 

水面清圓風荷舉。 

滿地遺珠無心掬， 

萬點思念無處語。 



心曲 高中部  廖 oo 

 

冰冷圍牆 

有眾多憂傷 

寂莫伴孤單 

心靈早己淨化成榜樣 

未來不再迷失徬徨 

過去己決裂淡忘 

不甘蹲在角落自嘆 

哀怨  愁腸 

不願在黑暗中 

沉淪  恐慌 

走在回家路上 

譜唱一首 

自由的樂章 

冰冷圍牆  有眾多憂傷 

寂莫伴孤單  心靈早己淨化成榜樣 

未來不再迷失徬徨  過去己決裂淡忘 

不甘蹲在角落自嘆  哀怨  愁腸 

不願在黑暗中  沉淪  恐慌 

走在回家路上  譜唱一首 

自由的樂章 

 

只有祂 楊 oo 和二舍  

人們說 高牆裡是另一個世界 

別用自己習慣的方式理解 

你若堅持活在 自己的圈圈裏面 

任何的善意 都將成為你眼中的謊言 

若你心中有苦 無人能懂能言 

何不向主禱告 求祂憫憐 

我們雖有不同的痛 卻有類似的從前 

誰不是在罪中愈陷愈深 

向下沉淪 直到谷底深淵 

只有祂不計較我的過去 

捨己成為我的救贖 赦免我的罪孽 

只有祂能救我回頭 

領我回到 神的面前 

 



囚旅  12 工    許 o 

 

    我特別喜歡旅行，對我而言，不論是旅程中入眼景色的變幻，或是到達目的

地後的心境轉變，都再再令我心曠神怡。 

    身處在囹圄的我們，所受到的禁錮及限制固然使我無法如以往般展開一次次

的旅行，但在經歷數個寒暑後，我亦體會到了過往人生不曾重視的特別技能-轉

念。只要為我們的心思意念裝上翅膀，那麼牢籠將無法再阻止我們飛上天際遨

翔。 

    自從開始嘗試用不同的心態和角度看待人生後，我赫然發現即便在高牆內，

我依然可以踏上一趟趟的旅程。每一次的開封，都是一段由靜至動的旅行，一路

上同學們或疲憊厭倦、或興奮期待的臉，以及周遭漸漸由暮氣轉變而成朝氣的氛

圍，都是這段旅行中的動人風景。相對的，每一次的收封，也同樣承載著許多心

境和經歷上的轉變，讓短短的路程盛滿了成長之情。 

    而最令我蕩氣迴腸的，便是每次駛上崇善大道，途經中央台、運動場以及炊

場的會客之旅。只因無論在終點站等待的接見是誰，從窗後看到熟悉臉龐和經由

話筒傳來的陣陣話語中，都充滿了眷戀的關懷，那是我和外面世界的美好連結，

也是我邁向最期待的歸鄉之旅所需最重要的動力和燃料。 

    雖然身陷囹圄，但我的人生之旅不會停歇，我堅信只要一直成長下去，終點

站後的風景必定無限美好。 

 

阿良的歸白人生-讀後心得  和二舍   潘 oo 

 

    在閱讀完這一本由高肇良所著作「阿良的歸白人生」一書後，讓我感觸頗深

的是，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但能創造自己的天空，一句鼓勵我們在逆境中

奮發的良言，何嘗不是對現實殘酷的反省與吶喊，因為，我們所生長的家庭、環

境、學校，所接觸的親友、同儕，而導出我們各自不同的人生旅程，在各自際遇

下所呈現出的不同人生面相。 

    身繫囹圄的我們，曾經也是放蕩不羈的迷途羔羊，有些人因思慮淺薄禁不起

誘惑而接觸毒品，卻都得在矯正機關虛擲年華，但也因為與原本身處的環境隔離，

有機緣接觸別於往昔的輔導教化課程。有機緣的我們，會因為洗滌心靈、反思悔

過，從中肯定自我、重拾信心。我們會發現，除了自我本身覺醒而懺悔找回清淨

本性，並能用心體悟我們人「生命就在呼吸之間」，生與死並不是自己所能做主，

希望身陷囹圄的我們，再這股再教育的時間裡，我們能找到重新出發的希望與方

向，讓我們以開創光明璀璨的人生，重新一起揮別黑暗，並伸手牽引迷失無措的

人，邁向光明的大道。 

    誠如作者所言，「人不怕錯，只怕不改過」，相信在社會接納的同時，最重要

的仍是我們一定要有改變的決心，或如現在我們正遇到人生挫折失意時，能勇敢

地奮起成功翻轉人生。 



    雖然說，我們曾經是放蕩不羈的迷途羔羊，只要我們不自暴自棄，願意付出

心力，重新思考出發的方向，踏出不同於以往的步伐之後，才是轉機的開始。 

 

問  1 工   張 oo 

 

人生若己經只是兩個字母， 

或者只是一個代號， 

那有何意義。 

佇立不動的滿天神佛， 

是名詞亦或代名詞， 

我仍等著正確答案。 

  

生活的藝術  三工   高 oo 

 

    為什麼我們都講「生活的藝術」，而不是「生活的美術」？而美術是用眼睛

去看一件事情美不美，它重在事相；而藝術是用心體會一件事美在哪裡，它重在

內涵。一個是用感官去判斷，一個是用心靈去構思，用感官去判斷或感受是每個

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叫做「美感」；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審美觀，只因觀念與心態

或角度不同而對美的領受有所差異，這種美感也會隨著時空與年齡之不同而有所

改變。但是，不論人、事、物及時間如何改變，我們心中的正向與正念如能時時

保持不變，這種攝受與轉化的能力就叫「生活的藝術」。 

    如用「欣賞的心」去看每一件事，則每一件事都有「值得欣賞」之處。同理，

用「藝術的眼光」去看一個人，則每一件事都有他「美的一面」。此即印證佛家

所言：「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以鬼心看人，人人是鬼。」 

    美術有美與不美的評審標準，就如選美，評審委員人人有一套共同的審美角

度與看法，如此才能選出大家公認的美女，但藝術則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它會因

人而異，因心而變。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角度和想法，每個人就會有不同的解讀。

每個人都會因不同的心念或心情而有不同的體會，也因不同的時間而有不同的想

像。此乃「一念含融三千界」，「三千一念由心牽」。 

    生活，要用心靈體會，才稱「生活的藝術」。要培養生活的藝術，就要先照

顧好自己的心念，這樣才能用歡喜心來看待別人討厭的境界，以感恩心來看待別

人煩惱的境界。「過年容易，過日難」，要日日是好日，就要每一個日子都能活出

智慧、活出喜悅。有人說這是「知易行難」，但有心就不難。只要每天用藝術的

心境去做人，用藝術的情境去處事，將藝術融入生活，生活不離藝術，這就是名

符其實的「生活藝術」。 

 

 

 



秋蟬  1 工    游 oo 

雙眼惺忪，夙昔朦朧，晨曦灑床地， 

似海市蜃樓，混混沌沌，迷來復惘去。 

伊探歡然，伊詢啞然，悲欣交集裡， 

縱你我互著，你我互戀，天堂或地獄。 

 

遠山想眺，近水想戲，中秋想月暈， 

盼能共遊，盼能共賞，倒僅剩錮與禁。 

用心來思，用篤來唸，若憶來相映， 

莫要話別，莫要惜別，仍難弭孤與寂。 

 

果由起因，因起結果，任機緣算計，詭譎挑釁， 

信誓旦旦，究竟從落葉凋零棄。 

冀望辰星，冀望麗日，渴望花香郁， 

但花謝無情，雲翳披露，皆天幽暗地。 

連枝與比翼，形影相隨，羨倆倆永不離， 

聞鐵欄鐺鐺，鎖聲叮叮，獨眼輾轉續， 

窗風颯颯，蟬鳴唧唧，夢中浮囈語。 

 

動力 17 工 諶 oo 

 

    我在佈滿尖石的道路上，咬牙前行，尖石阻礙了速度，卻無法阻擋我前行的

勇行，和見妳的決行。一張照片，翻滾記憶，牽掛著的是妳起床後凌亂的頭髮，

牽掛著的是妳夜晚孤伶的身影，日夜牽掛著妳的依舊是日夜牽掛著我的心。 

 

淺談「好為人師」  果餅部   楊 oo 

 

 入監後突然發覺那時候的自己似乎喜歡逢人就愛高談闊論、喋喋不休，遇事則

愛下「指導棋」且沒耐心聽人把話說完，就迫不及待發表己見，真的以為自己的

話就是「金科玉律」，別人應奉為圭臬。直到近日看到身旁有人好像過去的自己，

彷如從「照妖鏡」看到過往自己的蠢行，感嘆之下遂拾筆為文，一吐胸中塊壘和

警愓自己。 

 隨筆至此，心中驟然浮現清朝大學士紀曉嵐小時候的一則趣事，在私塾裡「冬

烘先生」要求弟子們凡事讀書寫字均須按其規定及步驟為之，但紀曉嵐卻不依從

規定，甚至慫勇另位同伴一起突發奇想，惹惱老先生，怒曰：「二猿伐彎樹，看

小猴子如何下鋸（句）」；且料他卻回了老師一句：「一馬犁泥田，瞧老畜生怎麼

出蹄（題）？」當場氣得老人家火冒三丈、七竅生煙，但也對這個天才學生莫可

奈何！ 



 上述僅是一則趣聞軼事，當真現實生活中，能遇上這麼優秀的學生來教導，那

可是千載難逢、幾人能夠啊！往往我們會依身份的不同，所以對於自己的子女、

下屬，或是認為其見識不如自己者，就應該凡事聽我的，須依我的意見為方針，

用我的看法去做事，而全盤否認別人的想法及作為。 

 絕大多數的人和我一樣，只是聽自己想聽的，而不去聽別人想說的。只要是自

己預期想要的答案或自己喜歡的話題，便洗耳恭聽，否則便中斷話題甚至拂袖而

去。如此，真能了解對方話中真義嗎？就讓我們將心比心、用心傾聽，聆聽別人

心裡想說的，才能達到真正有效的「溝通」，而非令人生厭又敬而遠之的「好為

人師」。 

 

居安思危想無常  五工    邱 oo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又說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這是

要告訴我們人生無常。很多我們預想不到的事情，常常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出現，

讓我們的人生旅途上時時充滿變數，甚至讓我們無法或者難以應付及解決，世世

的無常如果只是讓我們短暫的處於困境，然而等等事過境遷，它將會成為我們人

生中的經驗，我們是可以拿來自我警惕於一生。但是如果這個無常果報，造成我

們一生無法挽救或者無可救藥及無法彌補的缺憾，則會影響到我們一生可能因此

抱憾終生，甚至痛苦一生的。 

  世人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不是所有的無常果報

都是作惡而來的；譬如自己不善待自己的身體，如喝酒，吸毒，抽煙…..等這都

是自己種下的無常惡根，有可能就會抱憾終生痛苦一輩子，所以記得：人無遠憂，

必有近慮，我們要享受人生，不要只享受人生，知道人生無常還不夠，還要體解

人生，為自己的人生付諸行動，即使無常來了，有可能重業輕報，甚至可能逢兇

化吉，所以在人生旅途一定要「居安思危」想無常。 

 

珍惜  病舍    福 ooo 

 

在我們的一生中，能擁有的東西很多很多。不管是親情、愛情、還是友情，

有些情份是血濃於水上天安排的，也有些情份是奇妙緣份互相吸引，還有些情份

是同甘共苦共患難過。珍惜、珍福，短短的兩個字，看似簡單，但要能真正做到，

卻真的不多，很困難很不簡單。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家庭羈絆，但回憶過去，我們是否都有自己去好好

把握，每一次與家人相處的時光呢？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愛情故事，但仔細

想想，我們是否都有去細細經營，並呵護每一段戀情的酸甜苦辣。每一個人都有

屬於自己的知己好友，但門心自問，我們是否都有去相互扶持，相互免勵並且用

真心去相待？在人生中總會有許許多多的事情，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都是無法

預料的。 



有些人，一但走散了，就再也尋不回，有些事，一但發生了，就無法再彌補。

人總會在擁有後不懂珍惜，人總會在失去後才懂珍惜。多年來的囹圄生活，經歷

許多狂風暴雨，體會了人情人暖，也品嚐了變質的友誼，家中的摯親過世，唯獨

留下無盡的悔恨。在當我經歷過這些之後，才讓我真正去細細回想，在過去，我

是否都有去好好珍惜，我所擁有的這一切？在每一次成長的背後，或多或少都要

付出些許代價，這一次為了學會成長，我付出了我所擁有的一切。 

地球會不停的自轉，時光會不斷的流逝，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一點一

點不停的慢慢流逝中。珍惜珍惜，什麼是珍惜？珍惜就是要感恩、要知足、要惜

福，並且好好的用心去呵護，目前還所擁有的一切。 

 

蒲公英  二工   范 oo 

 

緣份有時說散就散， 

念舊的我，常為此感傷。 

歲月增長後逐漸明白， 

緣份就像蒲公英， 

風吹即飄揚，風平即靜安， 

不用感傷，不用言盡， 

一切隨風，一切隨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