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獸  17 工   諶 oo 

 

我像鴨子划水般，偷偷的把感情壓在心的最底層，深怕一不小心，吵醒了感

情的巨獸，將我生吞活剝。 

可是想你的淚鹹了些，害怕的我只好把淚悄悄擦乾，愛你的濃度中和著空氣

的溼度，不敢亂動，靜靜的送走了夏天，偷偷的推走了秋，噓！小聲點，千萬別

讓他發現。 

 

囹圄中的醒悟  國中部  張 oo 

生命中有許多的人、事、物註定是無法逃離的，一時的迷惘所造成的傷害，

會一直糾纏隱匿於記憶深處，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姑且不論好壞，在處事時都應

謹言慎行才是。 

小時候國小二年級起，年長我十來歲的哥哥、姐姐，經常會帶領著我，耐心

教導我做些協助性的家務，待我學會後再慢慢放手，讓我獨立完成。當時年紀小，

每當被分派到某項家務時只覺得好煩，而且做完後好累啊！玩的時間都沒有了，

心裡多少會有著抱怨。但現在回想起來，才有種恍然大悟的後知後覺。原來像我

這樣的例子很多，由學習家務中教導負責任的觀念，或許是每一個家庭成員之間

的自然傳承吧！ 

隨著物換星移，世界時代潮流的變換，少年叛逆時期的一句流行語「只要是

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成了當時流行的口號，也將許多青少年推向無法無天，

為惡作樂的墮落邊境。遺憾的是，我亦屬其中搖旗吶喊的一員，染上毒癮，為了

吸毒我丟失了工作，我到處騙錢，幾乎我認識的親朋好友都被我騙過錢。家人在

我年幼時就已教導給我的良善負責觀念，全被淹沒在衝動、解放、叛逆的快感裡

了，待察覺自己有多麼的不負責任時，失去的已太多太多了。 

對於從前的懵懂，我深覺悔悟，並懇請曾經被我欺騙傷害過的人，能寬宏大

量的原諒我，讓我有彌補過失的機會，我願意負起這份因我而造成傷害的責任，

即使無法獲得部份人的諒解，我仍會負起責任，默默的改變一切陋習，不致再讓

人對我感到失望。 

感謝我的家人從未放棄我，在服刑期間從未間斷及吝惜他們對我的關懷、鼓

勵與愛，讓我更明白，人生在世，一言一行皆須謹言慎行，才不會留有缺憾。做

任何事，說任何話，都要能對自己負責，如此也能對自己所愛的家人，國家社會

負責。 

 

長大  和二舍    葉 oo 

 

很多時候我們都在錯誤中不斷學習，過去的我因不上進、不懂事，更因毒品

觸犯法律，而遭判刑入獄。 

每每夜深人靜時，腦海中總會不斷地重覆過往的事情，尤其是母親在我入獄



前，曾病危開刀住院的事情歷歷在目。我始終無法忘記母親在生命垂危時，緊握

住父親的手，懇請父親念在親生骨肉，千萬不要放手、放棄我，一定要把我拉回

正途。母親含淚懇求父親的這番話，我才意識到母親有多麼擔心、牽掛我，母親

在病危時所擔心的不是自己，卻是我。 

母親手術完成後轉加護病房，護士告知可以進去探望時，看著麻醉未退，吊

著點滴，嘴裡插管虛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母親，我好心痛，我的淚水潰堤了，我開

始懺悔自己所犯下的錯，這一刻我才明白我還能陪在母親身邊是多麼幸福，母親

對我來說是多麼重要。直到我入獄前，我無時無刻陪伴在母親左右，也在母親病

床前懺悔，讓她知道我會在獄中悔改，出獄後定會重新做人。 

如今身處囹圄的我，誠心懺悔過往所犯下的錯誤，並從錯誤中吸取寶貴的教

訓，也積極看待自己往後的人生，做個有用的人，對社會有幫助的人。我曾看過

一則靜思語：「做錯事要虔誠懺悔，做好事要自我肯定，此生對人間有幫助，也

要向自己說感恩。」與各位同學分享。 

 

等待  和二舍     潘 oo 

胡思亂想 天馬行空 

不苟言笑 

眼看著返鄉的人 

或多或少心情都受到影響 

如此過著 

一成不變且單調枯燥的生活 

日復一日的過著 

試問有幾個人會樂在其中呢 

每個人都歸心似箭 

心繫著家人 

都必須忍受分隔兩地 

天啊！ 

相信總會有服刑完的一天吧！ 

遙遙無期…… 

 

自醒方醒  四工    陳 oo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去，牧童遙指杏花村。在

清明期間的連假，在舍房裡默念著老唐詩，感受著書香氣息，想像著古代詩人的

意境，雖然此時此刻的自己身處在囹圄之中，身為一個充滿苦情的受刑人，但生

活總掌握在自己手中，喜怒哀樂都由自己選擇。清明節是個使人感傷的日子，慎

終追遠傳承著先人數千年的文化，留給我們「莫忘祖宗」的追思，想想自己從何

而來，為何而來。在這個思緒中觸發自己的內省，為什麼自己會淪落至此。 



清明連假都在陰天裡度過，因此讓自己有個深深反省的氛圍，像是修行般無

人打擾，想著自己曾經的輝煌，也想著步上歧途的那一刻，終究還是自己選擇的，

利慾薰心讓自己打著生活的名號，義無反顧的踏上不歸路。人生除了不能重來，

也能說是沒有僥倖，出來混早晚是要還的，早在踏上不歸路時，就已開始累積著

要還時的痛苦指數，在坎坷的不歸路上擔驚受怕，入監後身心倍感煎熬，這樣的

痛苦都自己選擇的。誠心的問問自己，何必呢？在反省的思緒中，忘了自己是因

為懷念先人還是慨然自己而感傷，又或是因為清明節有感而發，不論是感傷著誰

或什麼，至少知道自己必須化整為零，重新再出發。 

連假後的第一個開封日，起床號未響起我就已經醒了，看見鐵窗外的微光，

湛藍的天空，這就是傳說中的黎明吧！一份小小的省思變成一種改變的契機，前

幾天都在淡淡哀傷中度過，今天意外的早起看見了黎明的曙光，這是一個巧合，

也或是對我的另一種啟示。不論是什麼原因，此時此刻的自己不僅僅是睡醒而己，

也是對自己人生的清醒，隨著時間推進，太陽總會升起，雖然目前仍在服刑，但

始終有結束的一天，也將會為自己的人生帶來旭日東升的那一日。 

 

眷戀  長青二舍    宋 oo 

 

看著窗外雨 

滂沱下不停 

沒有星星的夜晚 

孤獨上心頭 

何時才能回到有你的地方 

現在只能等待睡眠夢中妳出現 

雨漸漸停了 

烏雲也散開 

月光透射光茫照亮黑暗的道路 

多麼希望走在歸途的路上 

誰會在燈火欄ㄕㄢ處等待流浪人 

祈求蒼天不要折磨我啊 

拜託黎明不要破壞夢中的相見 

風啊 風啊 

請將我的思念話語傳達 

我最愛的故鄉 

原來思念總在分手後的那一刻 

眷念湧上心頭 

 

 

 



幾十萬字的思念  十二工   林 oo 

 

幾十萬字的思念  堆積成一疊疊泛黃的信件 

伴我走過十年的孤獨  是連接你我心靈的密碼 

一張張你成長的照片  渴望父親陪伴的雙眼 

彷彿在無聲地抗議  怎麼能夠在你童年裡缺席 

點點滴滴對你的虧欠  深深埋藏日記裡 

後悔當初年少輕狂  讓本該擁抱的回憶變成空白 

對不起我親愛的寶貝  未來日子不再讓你失望 

我會為你歌唱  聽你許下每個生日願望 

謝謝你我親愛的寶貝  未來日子不再讓你悲傷 

我會為你歌唱  看你在夢想舞台  恣意地翱翔 

你曾經對我說過  常在夜裡思念父親的歌聲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  只能在遙遠的記憶裡尋覓 

也曾經對我說過  遭受挫折時渴望父親的安慰 

期盼我在你哭泣的時候  為你拭去臉上的淚跡 

回頭望向年輕的自己  總在挫折中逃避 

如今只能讀著信件  對著夜嘆息這城市  最遙遠的距離 

對不起我親愛的寶貝  未來日子不再讓你徬徨 

我會為你歌唱  讓你不再迷失了方向 

謝謝你我親愛的寶貝  未來日子我會陪你身旁 

我會為你歌唱  做你人生旅途中  最堅實的避風港 

當你出現在我的生命  我還看不清自己 

在多年以後是你  讓我真正讀懂  幸福的定義 

 

魔術方塊    國中部    苟 oo 

 

人生就好像是手中 

轉動著的魔術方塊 

隨手就能讓他混亂 

想要轉回原來模樣 

須要時間找對方法 

才能轉回混亂人生 

 

幻影  國中部    秦 oo 

 

琴聲是樹林中的風 

斜影佔滿了空隙 



飛鳥逝去時 春草枯萎 

我似坐化升天 

是氣味 是流水 

 

囹圄中的李沛璞  二工   李 oo 

 

 某天會客窗來了一張熟悉的臉孔，他曾經是和我同工場相互扶持的收容人，

在與他相談中，了解到他現在雖然出了社會，不過還是過得很辛苦，從一同服刑

的相互勉勵當中，也清楚的知道他已被家人放棄，可是我還是打從內心為他「加

油」，因為天無絕人之路。 

 再過一個星期後他又前來探望我，他和另一名友人同行，顯得愉悅有精神

（因為他找到工作了）。一般人對監獄若非必要，人多數不願踏入，多數從監獄

出去的更生人也是一樣。老實說，我看著他的臉，下意識在腦海中搜尋的卻是與

他同甘共苦的日子，但我馬上意識到，不對，該聊聊他的生活及工作近況，並且

再開導和關心他。 

我擔任他的心理打氣師很長一段時間，從在監要他好好規劃他的未來，且不

要把監所當作一間旅館，好好地一步一腳印走出一條路。我相信只要有決心及毅

力，一定能重新開啟一條新的人生道路，畢竟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正與反只在

一念之間。 

在台北監獄服刑近 11 年，已經開始報假釋了，收到了不少朋友和家人的關

心，畢竟我被判刑了 20 年，也看了許多出監過了一陣子，又再度進入囹圄的人。

然，看著這些人，我時時警惕著自己，不容許與他們一樣，因為辛苦及流淚的永

遠是家人。 

那天下午，他的出現為我心灰意冷的心情又再度點燃了小小的火花，他為了

自己的人生和家庭，願意嘗試，願意奮鬥，學會了轉向思考。也許不像某些知名

的重生個案，有著醒目的頭銜或戲劇般的人生經歷，但他願意重新開始，過著平

凡穩定的生活，也許才是更貼近現實的寫照。 

 

幸福的滋味  五工    邱 oo 

 

嚴冬時節，萬物皆縮起身子，等待春天的第一道曙光光綻放，才肯慵懶起身。

朔風帶點霜意，肆虐著大地，百廢待興，幸福的滋味哪裡找尋。 

凛冽寒風中起了個大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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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颯颯北風響徹幽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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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彩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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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啊！請永遠記得，幸福並非遠掛天邊不斷下沉的紅日，幸福其實近在咫

尺，只怕你沒用心尋覓而己。 

凛冽寒風中，喝碗暖呼呼的熱湯便是極致的幸福享受，努力體會，用心感受，

睜大眼睛，也許-幸福就在你身邊喔！ 

 

無限喜悅  平一舍   魏 oo 

 

打開每個明天充滿著喜悅， 

我要我的人生充滿著愉悅。 

相信愛與祝福進入了歲月， 

宛如整個空間播著交響樂。 

原來這個世界像畫一樣美， 

生命沒有所謂絕對不絕對。 

只要認真生活不拖泥帶水， 

空氣就像朵朵燦爛的玫瑰。 

 

詈  三工    王 oo 

 

前些日子偶然在查閱字典時翻到了一個很特別的字「詈」，仔細閱讀完解析

後，我對這個筆劃簡潔，但卻少見的字起了興趣，於是請人查詢了更多資訊後告

訴我，這次我與大家分享這個「詈」字。 

「詈」字讀音和「立」相同，在字的組成部分上半部就和「羅」、「罪」等字

一樣是代表了網子或包括的意思。而下半部份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一個言語的

言。簡單來說，「詈」這字就是用言語指責別人，也就是罵人的廣泛意思。 

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仔細想想，似乎無時無刻都會聽到別人批評自己或他

人，也很容易指責別人。當批評別人時就像搭順水而下的船一樣停不下來，但是

被批評或是要克制自己不批評別人卻恰如逆水行舟，需要足夠的修養或是努力克

制才能達成。 

詈別人是件容易的事，而不詈別人，則是需要足夠的品德才能完成。用言語

指責別人似乎是隨時隨地都會發生的，我們似乎習以為常不覺得有錯，但是這其

實也是一種惡行，不但傷害對方，同時更傷害了自己。多少的糾紛都是禍從口出，

終致無可挽回的後果。 

只要大家能夠控制自己不批評別人，也不聽他人對自己的評論，就少了許多

的糾紛，尤其對我們受刑人，不就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他人，望大家共勉之。 

 

 

 

 



面具  搬運隊    許 oo 

一張充滿靈魂的偽裝， 

遮掩了多少春秋。 

痕跡， 

衝撞在每一次無情的邂逅； 

激盪出多少的情緒更迭。 

 

刻劃， 

無畏歲月的巨斧撒向天地之間。 

 

穿鑿附會的牽強， 

一次次凌遲著無欲的波瀾。 

自以為是的正義， 

腐敗在地獄般的熾焰中。 

 

旭日冉冉的朝陽， 

如戥秤； 

規律了天地萬物。 

 

卸下了如蛆蛭附著的桎結， 

猶如翱翔在飄緲的虛空， 

無罣、無礙。 

 

在瞬息萬變的虛空中， 

再次披上虛假的外衣， 

繼續無懼的旅程。 

 

瞬間長大  3 工    吳 oo 

 

何謂長大？法定年齡 20 歲就是成人，能考駕照、能結婚生子，許多事都不

用經過父母就能決定，但真的長大了嗎？這是我近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入監服

刑至今已邁入不惑之年，而，回頭看過去的自己，整天只想不勞而獲，過著燈紅

酒綠的生活。父母的忠言，妻子的建言，一句也聽不進去，彷彿一個長不大的小

孩，才換來如今的局面。 

人生中最精華的歲月，但我失去了自由，歷經妻離子散、親人離世，而我卻

什麼都無法做，只能以書信往來，抄唸佛經來慰藉心中的懊悔及傷感。而我人生

中最低落時，我才了解何謂一瞬間長大。 

以前父母總對我說，你怎麼都不會想、長不大，那時我想我都 30 歲了，不



要再把我當成小孩了。所以，什麼事都只照自己的想法、觀念去做。如今回想，

父母所說的話才了解一定有他的道理。 

然，人生若沒有真正跌個大跤，重摔一下是無法真正長大。而這些年也很慶

幸這些挫折、磨難並無法打倒我，反倒讓我更茁壯成長。也不枉費父母及孩子這

些年來的支持與關懷，也願同樣在修行中的同常學們真正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