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必約定  12 工   謝 OO 

 

總有人對我問起現在的妳 

一直都不知如何回答這問題 

總彷彿來來去去 

從不曾有過懷疑 

是否我只能這樣孤單想念妳 

再一次夢裡輕輕叫妳的名字 

其實我早已平靜不再有傷心 

這些年來來去去 

人海中尋找的妳 

也該是早已忘記妳我的約定 

夢裡的甜甜蜜蜜增加醒來孤單的傷心 

依然不能改變妳我分離的結局 

是否我思思念念只是為了期待再相見 

還是我太孤寂 

想要找個人來回憶 

我倆的過去偶而會想起 

就讓我再次夢中與妳相聚不必有約定 

 

父母  炊場  譚 OO 

長大後才明白父母親的辛苦，含辛茹苦地把我養大，而我卻没有盡為人子女

應盡的孝道，每當家人來監獄探望我，我發現日子一天一天過，父母也漸漸年邁，

望著會客窗外的家人，與他們揮手道別時，我不禁心中湧上哀傷與不捨。 

父母對孩子的愛是無私地付出，怕你吃不好、睡不飽，在他們眼中我永遠就

像個長不大的孩子，雖然我也結婚有小孩了，但孩子還小，當家人帶小孩來看我，

看見他幼小可愛的模樣，使我不自覺彷彿回到自己還在襁褓時的情景，似乎爸媽

抱著孩子有種剛生下我的心情，我想這就是有子萬事足的感覺吧！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回不到過去的我卻在會客窗前錯置到孩提時，我知道

不能一直執著於過去，既然已經在關就要反省與檢討自己的過錯，知錯能改、善

莫大焉，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去改變，相信就會獲得正確的人生

觀。 

好在我的父母給予我無限的愛與關懷，讓我明白世上是有人關心和等待著我，

家人是永遠的避風港，人生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經過監所的洗禮後，我對自己最

大的期許就是做個有擔當與責任感的男人，並孝順父母照顧好我的家人。 

 

 

 



灰色牢籠  1 工    林 OO 

 

神色悲悽的囚徒 被困在冰冷的水泥叢林 

車水馬龍的街道 觸目所及卻是無法企及 

連天也是灰色的 如同我身上灰灰的囚服 

心情也是髒兮兮 如山頂搖搖欲墜的巨石 

當希望被榨乾了 連作夢都是可悲的奢求 

 

 

老媽語錄  高中部  周 OO 

 

人實在了 騙你的人就多了！ 

人有用了 找你的人就多了！ 

人沒用了 遠離你的人就多了！ 

這就是現實，別太驚訝。 

別去試探人心，因為撥開來很噁心。 

誰好、誰壞，心裡知道就好。 

懂三分、傻三分，留下四分給時間。 

 

會客窗  和二舍      葉 OO 

 

時間剩 3 分鐘，貼著耳邊的話筒傳來冷冷的通知，看著隔著一層窗，紅著雙

眼與母親不捨的眼神，心情格外複雜。 

我以前不懂事又好吃懶做，讓家裡的母親對我傷透腦筋，拿我沒辦法。後來

我更變本加厲，為了慾望、為了利益而染毒、販毒，遭法院判刑 8 年多，家裡時

常收到法院傳票、警察上門、鄰居指指點點，一度傷透母親的心，時常夜深人靜

獨自為我流淚，母親不停的反問自己，她到底做錯了什麼？有回母親更直接在我

面前掉下眼淚，直接了當問我要怎麼做？我才願意好好做人，當下我才意識到自

己有多麼過分、多麼殘忍，在對待一直疼愛我的母親，此刻我才勃然醒悟。 

  在我準備入監服刑時，對於即將面對一個未知的生活，感到不安、害怕，

更一度想逃避，是母親告訴我要堅強，更告訴了我做人有沒有成就，有時要看老

天，但是做好人或壞人是可以選擇的，同時也讓我明白心安理得，腳踏實地的重

要。 

入監後母親一有空便來探望我，每每瞧見母親臉上許久不見的笑容及如釋重

負的感覺，讓我深深明白，我讓母親有多麼操心，現在進來服刑，反而讓母親安

心。在服刑的日子裡，我不停看書，有空就運動，且時常寫信給母親，讓她明白

我有深切的在悔悟以及想要積極的重建人生，讓她知道我會好好做人。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做錯事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回頭，我腦海裡時常



浮現母親會客窗那一雙濕紅的眼，警惕我要努力好好做人。 

 

母愛  6 工    周 OO 

 

懷胎十月辛勞苦，新生慈愛恩澤時； 

牙牙學語深期待，日夜輾轉只為兒。 

童稚望能勤學習，就學盼成懂事人； 

時時刻刻盡操心，暑酷寒食誰與共。 

就業課職願有成，朝暮掛懷無時盡； 

富貴貧低不成心，喜怒哀樂動其意。 

唯有母愛深付出，不求回報赤犢情； 

眾生俱來愛無悔，犧牲奉獻亦無怨。 

成家立業莫忘衷，養兒方知父母恩； 

仰天彌高道不盡，唯有孝順報春暉。 

 

生命中的雨季  高中部   趙 OO 

 

曾經豔陽高照  前程似錦 

倏然  厚重如山嶽的烏雲  掩至 

悄無聲息的午後  轉瞬間  雷電交加 

翻騰如海浪的雲朵  像是要洗清我的罪孽般 

撒下  豆大的雨珠  甫落地  便幻化成蒸氣 

無處可逃的我  被淋成落湯雞 

用臉承接雨水  仰天長嘆 

長達二十載的雨季  終將褪去 

洗心滌慮的我  期待  雨過天睛 

 

思念  17 工      于 OO 

 

望著窗外下著的雨，對妳無限的思念泉源不絕湧上我的心頭，雨聲滴答滴響

個不停，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彷彿提醒著我，妳我相約雨中玩耍、漫步的時光…

想得到卻做不到，對不起。 

轉念一想，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似乎也在提醒著，離回家和妳與孩子相聚

的日子不遠了，就在眼前。 

每當外頭下起雨時，我就特別、特別的想妳，此時此刻的我想大聲的告訴妳…

親愛的老婆：我想妳了！ 

 

 



惜福感恩  搬運隊    李 OO 

 

人往往對理所當然的事缺乏感恩的心，最具代表性的應該就是對父母的態

度！ 

父母在身邊是理所當然，全心全意照顧兒女是理所當然的，在兒女背後默默

的支持、挺身保護兒女也是理所當然，是不是有很多人都這麼覺得呢？ 

一直到入監後才知道這些「理所當然」是多麼的難能可貴，離開父母呵護的

舒適圈，才慢慢的體會這些的理所當然是多麼的幸福可貴。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有很多有形、無形的事仰賴父母，完全不覺得老是要父

母幫忙，真的很不好意思。各位是否願意重新檢視一下生活周遭「理所當然」的

事。勉勵各位同學，體會一下這件事，於是，心情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對家人

不再心浮氣躁，懂得惜福感恩。 

 

陽光普照  11 工    房 OO 

 

影子一半光明一半黑暗 

世界從不簡單  不知何時我丟了黑白 

將身體背向影子  逃避著燦爛的陽光 

可你不明的是  我也期盼著溫暖 

想做一個真實的存在  為陽光而存在 

 

團隊合作  8 工  李 OO 

 

從古至今，懂得站在他人立場，處處替人著想，是一個團隊不可或缺的重要

因素。團隊內的工作是需要大家一起分工、共同完成的，若知道人手不足的情況

下，身旁的人都會自動自發地幫忙，這些舉動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隨著時間

及人與人之間的磨擦，也會漸漸失去了這些想法，變成了凡事都把自己放在第一

位，也影響了一個團隊原本該有的和諧。 

在工作上會遇到的各種情況，每個人都會在各自工作崗位上發揮出自己的實

力解決問題、共同做出成果，如果這種模式的工作方式逐漸消失，就會對於工作、

自身及周遭的人受到很大的影響。若只會追求個人主義、不惜扯他人後腿、陷害

對手，有這些想法的人就只會破壞團隊中應有的和諧，也失去了合作的意義，對

工作上一點幫助也沒有。 

任何人都不可能光靠自己，不和他人合作地生活在這世上，即使自認工作能

力無人可及，但一個人的力量極其有限，必須明白任何一項工作都是需要團隊合

作才能夠完成。懂得團隊合作的人，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所在，以及用正向的思

考來面對周遭的人，別人才會願意支持，並在眾人的協助下，完成更大規模的工

作。其實仔細想想，團隊合作的意義不也等於人生的意義嗎？讓自己過得開心也



更會替別人著想。 

 

母親節  二工    李 OO 

 

  在我印象中，母親是個要強又低調的人，很少表達她內心的情感，更甚少於

擁抱。但當我長大懂事，越知道家人彼此心繫的情感有多麼珍貴，因為我每次回

家總是會給她一個擁抱，她卻只能靦腆的笑一笑。 

  多年前的一次母親節，我贈送她一條圍巾，因為未曾看她戴過，當時我以為

她並不喜歡我送她的禮物，多年以後，有一次心血來潮為母親整理房間，發現一

個外觀老舊的盒子，是一個看似陪伴她度過多年歲月的盒子，一時好奇而打開它，

發現裡面裝著我送她的圍巾，歷經多年，花紋早已過時，她不捨得丟掉，依然好

好收在盒子內，此時此刻我才知道，她不是不喜歡，而是因為特別珍惜。 

  從前，把母親對我的照顧視為理所當然，所作所為都是先想到自己，從不去

思考她的感受。如今身陷囹圄，多次反思過往種種，即使母親對我的好說出口的

並不多，經常只是簡短的和我說，在外面要好好照顧自己，累了就回家，在此刻

卻足以撼動我內心的情感。 

  我會好好把握剩餘的時間多充實自己，期盼在回歸社會之後，珍惜與母親的

每一刻，不再如此荒唐。在這溫馨的節日，我想對偉大的媽媽說聲，「媽，您辛

苦了，祝您母親節快樂，我愛您。」 

 

「忍」- 忍耐與克己  12 工   朱 OO 

 

自古以來，修身首重忍耐與克己，「忍耐」是將自己的感情按住，不使其發

作，或是耐住性子，守住心中的秘密，不展現出來。「克己」是約束自己的私慾，

這是何等的重要啊！ 

身為一名領袖，身負重責大任，小不忍則亂大謀。而身為一名習武的男子漢，

武功高強，逞無謂的血氣之勇或是無法克己之慾，必會招來麻煩而惹禍上身。那

麼，習武只是為自己招禍罷了。 

中國明朝初期的大將-藍玉即是如此，藍玉武功高強，建功立業、百戰百勝，

成為當時大明帝國的第一猛將，並獲封大將軍和諸侯涼國公，但卻無法克己約束

自己的私慾，最終落得了被明太祖朱元璋賜死的下場。有一句描述品格高尚與強

者風範的諺語：「喜怒不形於色。」意指最自然的情緒皆必需內斂的隱藏控制起

來。一切的情緒皆不形於色、心如止水，這是「克己」、亦是「忍耐」，會給人高

深莫測之感，產生敬畏之心，目的是要在人生當中掌握先機，獲得必勝，甚至是

不戰而勝。我在此所指的勝，並非僅是單單在肢體戰鬥上的「小勝」，而是含蓋

了我們人生當中生命意義的「大勝」。為了使我們的人生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幸

福，不止是為了自己，更為了家人的人生幸福，我們必需學會「忍」。有時，甚

至必需學習異於常人的忍受痛苦，方可為自己與所愛的家人獲得平靜，找到生命



的意義。 

「忍」的意義是「使自己能沉得住氣，並保持內心的安定。」而「忍」這項

美德的正面效果是「心平氣和，達到平靜的正常狀態。」這亦是我現今生活中，

所期盼得到的果實！與大家共勉之。 

 

我們該如何面對及處理任何事  5 工   邱 OO 

 

我們無法決定什麼事情會在人生的下一秒鐘發生，但我們可以決定在發生事

情的當下，要用什麼態度來面對，要做出什麼樣的反應來處理，而這個決定影響

了我們下一秒鐘的生命品質。 

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曾說：「生活中 10%是由發生在你身上的事組成，而另

外的 90%則是由你對發生的事如何反應所決定的。」我們可以說，一個人的未來，

是由他自己面對當下發生事情的態度所決定，而不是事情的本身。 

我們無法預防在人生旅途中何時何地會發生好事或壞事，但我們可以決定發

生任何事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態度和心態去面對處理，而所處理這一切的每一秒

鐘，會如雨滴滙成小溪，像是小溪流入大海，這大海就是我們的人生經歷及經驗。 

人生的道理，已經有許多人把它寫成了書，但如果我們只是把這個道理當成

知識在閱讀及消化，那終究會走入人生的迷霧裡，在朦朧之中找尋生命的方向，

我們應該在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後去親身實踐及體驗，即所謂的「知行合一」。如

此一來，隨著生命的成長，我們會在未來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上，拿出更精準的

態度來對待自已、對待周遭、對待這個世界。 

 

沒有夢  高中部    張 OO 

 

沒有夢 沒有 

夜幕遮蓋了思維 高溫的空氣 

蒸發了人的溫度 

沒有光明帶來眼前的一切 

觸手可及的溫度 傳遞著香氣 

這是最完美的距離 

 

曙光  高中部  楊 OO 

 

整夜未眠的我坐著 

看到光亮從地平線升起 

放開的被 裸露出她 

放心相信 甜蜜之旅 

已展開 



媽媽的手  和二舍      張 OO 

 

媽媽的手，是備至呵護的暖流， 

從天真孩提時候，對我養育教導和疼愛。 

媽媽的手，是無怨無悔的付出， 

陪伴我走過青春歲月，在叛逆中無限的包容。 

媽媽的手，是成長茁壯的支持， 

教我在人生旅途中，獨立勇敢面對。 

孩提時候，媽媽用撐起家的手牽著我幼小的手， 

我從慢慢懂事當中，看到媽媽的生命智慧。 

 

媽媽的手，是溫暖滋潤的搖籃， 

讓我在平靜無懼中，穩健跨步往前。 

媽媽的手，是有韌性的毅力， 

在我低落沮喪時，傾聽無助倦怠的心。 

媽媽的手，是生命歷程的光輝， 

給我面對問題承擔責任的果決和勇氣。 

媽媽的手，是永遠的感恩， 

當我重新面對人生時，給我昂然挺立的力量。 

而今我用堅實穩重的手，輕輕挽著媽媽經歷的手， 

用蛻變的心無限感激之情，重溫記憶中的醍醐味， 

讓媽媽的愛在生命中，永遠是美好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