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親  五工場    張 oo 

 

少年時的父親，就如天上的太陽使我光明前進。 

中年時的父親，就如陀螺般的忙碌使我安穩成長。 

老年時的父親，就如港邊般的燈塔，引導邁向中年卻在人生道路上迷航的我找到

回家的港灣。 

父親在不同時期皆都扮演著不同角色，然而我卻身陷囹圄之後才有如此切身之感

受。 

期待自己可以早日返家，再盡兒子應盡之孝道。 

 

逆境  長青二舍    謝 oo 

 

還有什麼比現在更難過？ 

還有什麼能讓父母更擔心的？ 

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很多， 

有誰真的想過，親人對你的容忍和付出？ 

沒有！一個也沒有， 

入監服刑本來就是最不負責的行為， 

如果加上自私，那人生就真的不過如此了。 

雖然處在逆境中， 

我們要學習的是如何去善待自己， 

因為真的懂得善待自己的人， 

才不會在人生的低谷時， 

折磨那些關心你的親人。 

 

淺論七情六慾  一工    蔡 oo 

 

歐洲著名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曾說：「人類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物種，是因為人

類擁有感性與理性的情緒與思考能力」。簡單來說，也就是我們的七情六慾的所

為表現。回想以往的自己，由於涉世未深、年少輕狂，所以觀念上與行為上難免

欠缺妥適的考量，在遭遇挫折或失敗時，往往不懂得面對自己的問題去反省與思

考，反而一味逃避與無視問題的存在，進而無法具備正確的人生觀和行為邏輯，

使得自己無法突破滯礙難行的處境。 

所謂七情六慾的整體行為表現，即是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於日常生活中所呈現

出的修養與習慣，並且會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與年齡增長的積累，而有所蛻變和

成長，進而能夠使自己適切地掌控七情六慾的內在修養與外在行為。 

眾所周知，七情就是喜、怒、哀、樂、憂、離、苦；六慾即是知、情、物、

性、利、權等人類與生俱來的內心與表達情緒的特徵和態度，更是內在心理和外



在行為的實質表現。以一般人而言，通常是透過生活周遭的環境與他人的行為作

用與影響下，使自己產生學習或仿效的結果，最後養成個人人格特質的形態，以

及專屬於個人的思考邏輯和行為方式，形成自己的生活態度與習慣。 

常言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個人於社會環境中，內在修養與外

在行為綜合表現下，最為基本的立身處世原則，其根本在於培養個人「同理心」

的養成與實踐，以建立個人良善的行為習慣與人際關係。 

 

認命不認分  3 工    吳 oo 

 

近來，又聽到剛新進的同學再討論減刑或以前的事蹟以及當年勇…等話題，

這讓我想到一句話"認命不認分"。 

認命，是接受環境的喜常。如同多年前我遇到一位服刑多年的同學，他說：

在監獄，我們面對漫長的刑期及生存壓力，但這是「念頭」的問題，「苦的來源

就是外在世界無常，內在有很多執著，當內外有落差，這樣的狀態就苦。」而且，

你用多快的速度去接受，承認事情的發生，會決定人停留在不安情緒會有多久的

時間。就如同前述新進同學所討論的話題，但話題的背後就是不想去面對糾結、

陰暗面與放下。 

但有的人接受，並不代表「認分」。就如還不認為自己所犯的事有錯，才會

來到囹圄服刑。還在認為是衰小、運氣不好、被冤枉…等語。這些人，總要等到

幻想破滅時，才會真正的認命服刑，接受現實。但也都要等到一段時日，且也要

有所省思認分的人，才能體悟。 

其實，在囹圄中的人，大多都是如此過來。原因無他，因資歷較久的同學，

早早接受了現實，且也願意協助聽得進去的同學，一代傳一代。 

認命，不認分，是很多聰明與自認精明的人常敗於此，進而日後又進進出出。

唯有看清自己的心態，人才能面對、接受、處理與放下，迎向未來的人生。 

 

母親  搬運隊    李 oo 

  

    這個世界上與我最親近，莫過於是有血緣關係的母親了。從小到大不斷的照

顧好我，保護著我，更時常想起我是不是沒吃飽、餓了、渴了，尤其是當我生病

時，往往比我還著急，不眠不休的陪伴著我，恨不得生病的人換成是她自己。 

我們很少會問父母冷不冷？吃飽了沒？過得好不好？雖然有些人覺得聽起

來太虛偽、客套，不想如此做。時至今日已為人父，才慢慢的地白這些母親關愛

孩子的方式，當時我們卻習以為常的認為這是一件小事，現在才知是多麼的珍

貴。 

我很慚愧，因為以前總是記不住母親的生日，也很少在那特殊的節日裡親口

送上一句祝福。身為兒子，我不但不能在她身旁分憂解勞，因為我身陷囹圄還要

她為我擔心。 



其實愛很簡單，只要把母親對我們的愛與付出，當作是上天送給我們的禮物，

懂得去珍惜、感恩，就是對母親的愛最好的回報。 

 

光陰  國中部    張 oo 

 

像一顆子彈 忘了目標狂奔 

像熄滅的光 不在乎明暗 

時間還是把我淹沒 

如此無邊的大海 激起浪花 

白色的泡沫是蒼蒼的白髮 

 

設限  三工   卓 oo 

 

我自己總是一直告訴你 

我從此刻起凡事一定要設限 

是開始要為將來著想了 

懂得多愛自己一點 

也為了家人設想 

懂得照顧好自己 

「其實」這些話 

同時也是在不斷的提醒自己 

什麼是「最重要的」 

什麼是「次要的」 

什麼是「不要的」 

以前沒有為自己做的 

沒有為家人付出的 

現在起人生要有所分別了 

對自己負責  也是對家人負責 

人只要活著就有機會 

給自己機會認真勇敢的活一遍 

找出自己內心中那最後一塊拼圖 

簡單且幸福的日常就在身邊 

家人永遠不會鬆開彼此的手 

因為無私的愛讓我們更懂得珍惜 

珍惜自己  珍惜身邊愛你的家人 

珍惜擁有的當下 

 

 



給孩子的一封信  二工    甘 oo 

 

親愛的寶貝，歡迎妳來到這個世界，更歡迎妳成為我們家族的一員。有了妳

之後，顛覆了我和妳母親的世界，從此我們家也不一樣了，妳已成為我們家的核

心，一切都以妳為焦點。 

還記得 5 月 31 日的那一個晚上，從妳出生的這一天，我和妳母親的生活完

全改了樣，一切活動、目標、計劃、生活都以妳為中心。妳笑時，我們跟著笑；

妳哭時，我們變得著急；妳睡時，我們趕緊工作；妳醒時，我們陪著妳玩；妳不

舒服時，我們立刻驚慌失措；妳吃藥時，我們陪妳吞下痛苦，時時刻刻看著妳，

分分秒秒守護著妳。 

爸爸從妳出生之後，就希望妳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長大。但爸爸礙於

生活上的一些壓力、不如意，所以導致爸爸不能陪在妳身旁，爸爸也很後悔妳成

長的這段期間，沒辦法陪在妳身邊，好好看著妳成長與學習。如果還有機會，爸

爸希望可以陪伴在妳身邊，一起參與妳成長的時光，有共同的回憶，或許在生活

上都是爺爺、奶奶照顧妳，導致妳的記憶中有我缺陷的身影，但妳相信爸爸在回

家之後，一定會把這一塊缺少的拼圖拼湊起來。 

未來還有好長、好遠的路要走，不論前途有多麼險惡、多崎嶇、多艱辛，妳

都不用感到恐懼，我們會為妳披荊斬棘、為妳遮風避雨，我要妳快樂，不只是今

天，而是天天、是年年、是永遠。 

 

禁錮  高中部  張 oo 

 

心被鐵鍊般的荊棘纏繞 

星空上似有萬火降落 

伴隨萬雨千聲 

水火交融、漠然、冷漠 

只擁有黑色污穢 

佈滿了整個天空 

 

人生  十七工  陳 oo 

 

如果小時候母親沒有離開我，我的人生會是如何？ 

如果從前的我有好好唸書，我的人生會是如何？ 

如果我在當體育選手時沒發生那場意外，我的人生會是如何？ 

如果我沒有碰觸到毒品，我的人生會是如何？ 

只可惜，人生沒有如果，也不可能重來，我們無法去改變過去的軌跡，但我們有

能力去做選擇。去選擇如今，以及往後我們所想要的生活，而這一切的組成，將

會是我們的人生。 



母親的背影  高中部    陳 oo 

 

 

望著妳會客後離去的背影 

我猜想妳今天的心情故事 

是相逢的喜悅  還是落寞的掉淚 

我希望妳  開心地踏上歸途 

就如同我  現在的心情 

只因為妳每次的到來 

總是帶給我  勇氣和希望 

去面對未來的那一天 

謝謝妳  母親 

 

回家  一工    林 oo 

 

回家的路是條切切實實的思念 

思念有多長  愛就有多寬廣 

愛像是星斗滿天夜空中皎潔的月光 

輕輕悄悄  安安靜靜地 

灑滿了我的肩頭  心上 

你的愛就是那片 

指引我迷途歸返的月光 

在回家的路上 

我不慌  我不怕  我不忘 

在路的另一端  就是我們的家 

一個重新開始的盼望 

 

身邊的快樂  八工    李 oo 

 

在這些年裡，快樂無時無刻都在陪伴著我。當我失敗時，勇敢就是快樂；當

我放棄時，自信就是快樂；當我受傷時，所受的關愛都是我的快樂。 

其實，快樂是可以選擇的，這種選擇完全是因人而異，面對同樣的事，不同

性格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樂觀的人，他會去領悟精髓部份，而通過這次經歷可

以讓自己學到了什麼，這也是快樂能帶給人們的好處。 

快樂是無所不在到處都有的，幫助他人也是一種快樂，俗話說：施人玫瑰，

手留餘香。當你幫助了他人時，你就能找到快樂。在日本這個國家，當一個人幫

助了別人，倒要向被幫助的人說聲謝謝，原因是他人給了自己一份享受快樂的機

會。當他人的東西掉了，你主動幫助撿起；當他人摔倒了，你伸出一雙援助的手；



當他人遇到挫折時，給他一個甜甜的微笑。從這些小事中尋找快樂，會發現快樂

在無形之中已經來到了你的身邊。 

揚起自信的航帆是快樂的，每當做一件事情前，先對自己說一聲：我可以。

然後再為自己豎起大拇指，這時的心也是甜甜的。懷著這種喜悅的心情成功後，

你就會更加體會到快樂的滋味。快樂讓譜寫成了甜美的樂章；快樂也讓小鳥學會

了飛翔；快樂更讓山林保留了一份青春和美麗。 

 

悔  和二舍   曾 oo 

 

千愁思緒  結萬千 

返鄉回家  待何年 

轉頭回望  悔綿綿 

沉迷毒淵  樂翻天 

如今高牆  丈兩邊 

漫漫刑期  何時回 

牢獄省悟  心已悔 

期待他日  早日歸 

 

強襲之疫  高中部  楊 oo 

 

無人在意天氣的變化 

天穹的藍  烏雲密佈 

網路代替人的連結 

感染、治療、預防 

只剩和病毒共存 

這唯一的生存方式 

 

晨之美  高中部  吳 oo 

 

東方 

夜色染上了一抹明亮的灰白 

隨即又轉為貝殼的乳白色 

星星隨之黯淡下來了 

黎明的晨曦緩緩灑遍破碎的天際 

 

 

 

 



如果   合作社   高 oo 

 

如果 雨落緩一點 

彩虹 會不會出現 

如果 雲飄慢一點 

風 願不願和我聊聊天 

如果 風箏飛高放遠 

四季懂不懂得我的思念 

哪一個故事沒有曲折蜿蜒 

哪一段感情不曾目眩神迷 

如果 真有一種如果 

純屬肺腑之言 

你愛的 總是比愛你的 先走 

 

愁唱 再回首  十二工  林 oo 

 

窗外下著大雨  空氣裡藏著一絲孤獨 

彷彿我的世界  被披上了一層迷霧 

看不清未來  找不到出路 

怎麼才能看到  屬於我的那一道彩虹 

 

一疊疊的信件  寫滿來自家鄉的期望 

總是要我堅強  永遠都要懷抱希望 

不要再徬徨  更不必憂傷 

只要還有夢  必定能看見最美的朝陽 

 

喝下一杯苦澀的咖啡  暫時忘記憂愁 

日復一日無止盡輪迴  何時才是盡頭 

家鄉風景變了模樣  我也逐漸白了頭 

歲月若能重頭  何苦夜夜愁唱再回首 

 

與往事乾杯  國中部    許 o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最怕回憶突然翻滾著不平息」，正如這首歌突然好

想你的歌詞，在裡面的日子裡，最艱難的就是每一個勾起往事的寂靜時刻。無論

是輝煌值得回味的榮耀事蹟，或是惘然不如人意的不堪回首，只要與眼前的牢獄

生活相結合，都足以令我心情激盪而不能自己。 

幸好除了最天然強效的時間解藥之外，裡面同學們的交流與扶持，也都逐漸



使我在這幾年中有所成長，不再懼怕現實和理想的落差，而形成的惆悵來襲。雖

然仍難免會受影響而使腳步稍緩，但我深知除了積累而成的過去外，對未來旅程

的展望與向前則更是重要。因此，我仍會努力向上，勇往直前。 

我要與往事乾杯，在滿懷感激地致敬後，慎重向它告別，過往的酸甜苦辣和

起伏，成就了現在的我，無關成敗榮辱地值得我珍惜。並為了它所教會我的一切

事情及重要警醒而致上敬意。而未來除了是過去及現在的延伸外，更是我不可逃

避的責任。所以我要鼓起勇氣向往事道別，時時刻刻告訴自己不要回頭，只要向

前面的標竿而行，相信最後一定能得勝而歸。在與往事乾了這一杯後，我就要出

發向前行去，一切的困難險阻再也不是任何障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