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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何信用教誨師
人世間最寶貴的是什麼？有人
說是生命,也有人說是愛,法國文豪
雨果說得好：「是善良。善良是歷
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幾乎優
於偉大的人。」中國傳統文化亦追
求一個「善」字，在待人處事方
面，強調心存善良、向善之美；與
人交往，講究與人為善、樂善好
施；對己要求，主張獨善其身、善
心常駐。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稱善良為一
種世界通用的語言，它可以使盲人
「看到」、聾子「聽到」。心
存善良之人，他們的心滾
燙，情火熱，可以驅趕
寒冷，橫掃陰霾。善
意產生善行，同善良
的人接觸，往往智慧
得到開啟，情操變得
高尚，靈魂變得純
潔，胸懷更加寬闊。與
善良之人相處，不必設
防，心底坦然。
播種善良，才能收藏希望。一
個人可以沒有讓旁人驚羨的姿態，
也可以忍受「缺金少銀」的日子，
但離開了善良，卻足以讓人生擱淺
和褪色――因為善良是生命的黃
金。多一些善良，多一些謙讓，多
一些寬容，多一些理解，讓人們在
生活中感受到美好和幸福。這是善
良的人們嚮往和追求的，也是我們
大多數人所認識與接受的。
善良首先要善待他人，一個

人，只要他足夠善良，希望所有的
人都高興，那麼不論身處何處，他
都受到人們的歡迎。人們都嚮往美
好的生活，和睦的家庭，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多為他人設想，以
他人立場想事情，解決彼此的爭
議，減少磨擦，使彼此都能達到彼
此的希望，和和美美的共同生活。
其次要善待自己，善待自己，
要學會換個角度去思考問題。遇到

事情要
多 角
度、多側面分析問題，學會換位思
考，學會轉彎，不固執、不糾結，
學會豁達與大度，你就能漸漸領悟
到，一個人的悲歡沉浮相對於這個
廣袤的宇宙而言，不過是滄海一
粟，實在算不了什麼。
善待自己，要擁有一顆平常
心，懂得「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世界是多變的，也是精彩

的，保持一顆平常心來看待世界，
善待自己，你就能夠領悟到不一樣
的人生風景。在生活中，更要懂得
「盡人事，聽天命」。為人處事只
要用心盡力了，無論結果如何，都
可以問心無愧了。
第三，要善待自然萬物。國外
有這麼的兩則小故事。一則是說一
場暴風雨過後，成千上萬條魚被捲
到一個海灘上，一個小男孩每撿到
一條便送到大海裡，他不厭其煩地
撿著。一位恰好路過的老人對他
說：「你一天也撿不了幾
條。」小男孩一邊撿著一
邊說道：「起碼我撿到
的魚，它們得到了新
的生命。」一時間，
老人為之語塞。
另一則故事是發
生在巴西叢林裡，一
位獵人在射殺一隻豹子
時，竟看到這只豹子拖著
流出腸子的身軀，爬了半個小
時，來到兩隻幼豹面前，餵了最後
一口奶後倒了下來。看到這一幕，
這位獵人流著悔恨的眼淚折斷了獵
槍。如果說豹子餵奶講的是母親對
孩子善良的聖潔，那折斷了獵槍的
獵人的良心發現也不失為一種「善
莫大焉」。
心存善念，善待他人、善待自
己、善待萬物，做一個精神高貴的
人――願與大家共勉。

心存善念

善待他人
善待自己
善待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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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班」、「戒毒班」
專業處遇課程之心得分享
記得國小五年級時搬了家，新家是棟位於市中心裡
一間國小旁剛竣工的三樓住宅區，這間總是充滿著小孩
歡笑聲的國小另一側的巷口，就矗立著一棟鄉里間唯一
的基督教教會，但教會的名字我卻始終想不起來。
由於當時父母剛買了房子，經濟並不寬裕，每天給
的零用錢都必須認真錙銖必較地花費在刀口上，用來「
投資」電動遊藝場，絕對不能浪費在其它開銷上，於是
有段時間曾和附近的童年玩伴專程為了這間教會免費提
供的糖果餅乾而去上過「主日學」，通常都是上完主日
學，吃乾抹淨便成群結黨地一窩蜂往遊藝場的方向移動
，打電動去也…。後來總覺得為了區區幾塊糖果餅乾而
把每個星期天早上的時間都消耗在教會裡實在不划算，
因此，在還未讓上帝認識我之前就索性不再去教會了，
反倒是附近每家電動遊藝場的老闆比上帝更加認識我們
這票寧可餓著肚子，也要把錢省下來玩電動的小蘿蔔頭
們…。呵，真的是好遙遠的回憶啊！多麼美好的童年時
光啊…，嗯，離題了，咳…，我要說的是「基督教」。
我想絕大多數的人一定認同，不論是任何宗教只要
是勸人為善的宗教都值得世人信仰與存在價值的說法。
而人的宗教信仰大都是隨著父母家人的信仰而決定的，
所以絕大多數的臺灣人可說都是屬於民間信仰，也就是
佛、道教相互摻雜的神道信仰。十五歲時，我曾陪著原
生家庭就是根深蒂固信仰基督教的同學，參加過好幾次
學校的基督教團契聚會，但由於團契中實在是找不到能
吸引我駐足的異性，而逐漸喪失了參與基督教團契的動
力，上帝再次與我失之交臂擦肩而過。真正開始認識基
督教，是在監獄中的教化活動上，雖然也曾認真的閱讀
聖經一番，但始終對聖經經義不甚了解，自然對上帝的
了解只能是有限的表面而已。話雖如此，但我被基督教
一起唱詩歌那種熱絡、充滿活力的氛圍所深深吸引，即
在偶然之下，參加教化科承辦之向陽計畫。剛開始
並未了解向陽計畫之內容？只知曉類似戒毒班之活動，
再則就是喪禮服務之丙級證照考取。從而以未知、被動
、嘗試、隨波逐流之心態加入了向陽計畫之旅程。然而
這亦是開啟這麼多年枯躁乏味囹圄生活的另一扇窗。由
於因這扇窗的開啟；使我如同乾扁的海綿突然吸取到水
份一般慢慢豐盈起來，向陽班這是一個多元化的課程，
而如此豐富有序的課程也不難察覺承辦單位的努力與費
心。
課程的安排循序漸進、分層理明，絲絲入扣，深達
人心。剛開始以無犯罪之課和TR為序；學習面對、溝通
及控制的課程訓練，促使我能改變以往待人處事、面對
人生、學習正確溝通及情緒控制。再則接下來一連串的
多元素相關之課程，更加使我眼睛為之一亮。例；家庭
支持、健康促進體適能、法治教育、毒癮成癮與戒癮概
念等課程，都得以引導我正面之思考。不像以往的教化
活動，為填鴨搪塞模式，一昧的敷衍塞責予你，故所授
之效果不佳。
然而這次所參加的〝向陽〞，倍感所有老師之用心
及課程安排人員之努力費心而感動。以引導、循序漸進
之方式，慢慢深入觸動內心深處最柔軟的地方，加以擁

讚美主我的宗教心得
便此刻的我，自詡為佛教徒，但我並不排斥任何宗教，
反倒為基督教的大愛精神、和詠唱詩歌以傳遞上帝福音
的方式深深感動與著迷。
而這份感動與著迷，其實是源自於近距離、頻繁地
接觸基督教的聖家族傳遞福音所致。在為數一百多人的
工場裡，來傳遞福音的牧師與教友們無法和我們受刑人
有太多的互動，於是主帝的愛是如此地遙不可及；而在
四十人制向陽班的基督教課程中，這裡不僅有教唱扣人
心弦的詩歌來領受福音，更有透過「小家時間」分組討
論聖經教義及感想，與來此傳遞福音的弟兄姊妹有更多
的互動，淺移默化中促使我更加了解基督教，因而，主
帝的愛在此垂手可得。
我常在思考一個問題，這群進到監獄來傳遞上帝福
音的聖家族基督徒莫非是太閒了？莫非個個事業有成不
必為生活奔波？但又何必如此舟車勞頓、不辭辛勞地專
程到監獄傳遞福音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看著他們之中
，有的已垂垂老矣，連拿著麥克風的手也止不住地顫抖
著、有的弟兄仍有事業待忙，卻仍舊樂此不疲地到監獄
來傳遞福音令我對他們的宗教熱忱感到不可思議！
直到某次上基督教課時，看到安家弟兄在我心得上
的回覆時，我彷彿知道了答案，頓時感到無比的震撼，
一股無以名狀的感動在體內迅速地蔓延，我抬頭望向仍
在講台上不遺餘力傳遞福音的基督教徒們，隱隱約約間
…，原來這群傳遞上帝福音的弟兄姊妺們的背後似乎都
隱藏著一雙，凡人的眼睛看不見、手摸不著的翅膀。
原來，上帝的使者真的無所不在；原來，上帝的愛
真的永不止息！

改變的起點
撫、修復、改正。每一個人都有過往，而亦都曾經在人
生的路程中迷失了方向，但是何曾有幾人會沉靜的去思
考所迷失的主因為何呢？在由家庭支持課程引導中，回
頭細看自己的過往，探察迷失所在，明瞭自己人生的優
劣之處！分享他人的人生體驗經歷，從而更加了解自身
的不足之處，得以虛心改進修復之。人的一生不可能凡
事都一帆風順，遭遇些坎坷挫折，才能使我們明白體會
凡事都會有兩面，有壞的一面必然就會出現好的一面，
沉靜下來想想遭遇了這麼多，自己都收穫到了什麼，換
個心態、轉個角度去看問題、去思考問題，也許問題就
不會那麼困難而會迎刃而解。
在多年的囹圄乏味的生活，至使我思想意志消沉枯
竭度日。曾幾何時從未像現在如此的想要學習的渴望及
想得到多方感悟經驗。這都是向陽班老師們所帶引出諸
位同學們的正面氛圍，繼而影響同學的學習感悟之心。
這趟向陽計畫旅程目前還未結束，但就如其名般；「正
面向著陽光處，讓人倍感溫暖心，溫度深植人心處、引
導走向光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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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世界若是有被遺忘的角落！那就是－「監獄」
。孰不知角落之中也有天堂。108年4月30日臺南監獄舉辦
母親節懇親，身在其中的我捕捉到角落天堂！得以一償心
中多年夙願。當天懇親結束回到舍房那份溫暖仍難以忘懷
；溫馨餘溫盤倨心頭。眼前高聳的高牆似乎不在是距離；
冰冷的鐵窗似乎有了溫度。於是我揮筆寫下心情分享，為
自己記錄永存的回憶。
之前參加過三次懇親，但從未適逢母親節！雖然同
是懇親，皆是節日但意義卻有所不同。因為之前曾聽參加
母親節的同學提及，監方會安排為母親洗腳的活動，這對
我來說甚有意義，因為這是難得體現孝順的機會。原本「
愛」就應該勇敢表現，勇敢說出來。但我深知東、西方文
化的不同！愛總是讓人卻步。西方文化常用擁抱替代問候
；而東方文化的我們卻愛在心中難以表現吐露。之前參加
懇親的我總渴望上前擁抱母親，不知道是礙於戒護考量的
約束念頭讓我止步；或是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含蓄靦腆讓人
卻步。但八年了！情感的累積終將使勇敢潰堤。愛，真的
要及時！我不曉得人生中還有幾個八年！但我知道行善不
能等，U好更不能等，這一次我絕不再將愛塵封及錯過。
懇親當日午后陽光和笑容一樣燦爛，雖然汗水逐漸
濕透內衣，但每位同學仍翹首以盼在入場人群之中尋覓著
各自最至愛的親人。當來賓紛紛落座時，秘書不畏辛勞頂
著烈日率領各科室長官親至會場主持。秘書首先感謝來賓
撥冗前來，緊接簡介懇親的目的及意義，之後說明活動流
程。話短卻簡潔有力，深獲來賓及同學們的熱烈掌聲回應
。應該是彼此都明白長官的話已掌握精髓，其中的意義所
在仍趨於受刑人及家人的互動。
開場之後深獲人心的是母親節懇親活動。這次監方
雖然並未安排為母親洗腳盡孝！但卻與時俱進利用網路雲
端科技結合手機，LINE的功能舉辦創新活動。首先在會場
為大家拍下難得而雋永的相片，再以加入好友方式傳至親
人手機得以睹物思人。因為受刑人身分緣故加上肖像權著
作權法！重重阻礙迫使合照存留簡直難如登天！所以各位
同學非常踴躍把握此次機會。我左手摟著母親，右手握著
日前有幸參加監方一年一度舉辦的――生命教育戲
劇比賽，因樹德大樓施工中，於是比賽會場改在複合式運
動場舉行。雖然今年的會場少了大禮堂的炫目燈光及華麗
舞台，但各組的表演者們依然秉持著最佳的狀態在舞台上
使出渾身解數，將最好、最完美的演出呈獻給台下觀眾
……。
今年戲劇比賽的主題是「反酒駕」，然而各組的表
演可謂相當精彩，更打破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紀錄！同時產
生3組第一名的隊伍，由此可見今年的表演有多麼激烈，
水準也都比往年更高、更好……！
其中最令我讚賞的是第一組「土豪哥酒駕回籠！」
的表演，戲中主角「土豪哥」前因毒品案遭判刑3年確定
。服刑2年多假釋出獄後與友人上酒店狂歡，飲酒慶祝，
黃湯幾巡後的土豪哥不聽友人勸阻，依然堅持要自己駕車
續攤，結果，剛上路不久就遇到「酒駕攔檢」，帶著幾分
醉意的土豪哥還以囂張傲慢的氣燄炫富，當下還天真的以
為酒後駕車只需繳交罰錢就可了事，卻渾然不知依現行法
令「酒後駕車已刪除單科拘役或罰金之規定」，更生人倘
若在假釋期間再犯酒駕，即符合刑法第78條第1項撤銷假
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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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陽 班
陳○圖同學

「媽媽：我愛您」立牌拍下有記憶以來和母親的第一次合
照，雖然五味雜陳但甜蜜卻溢滿心間。
另一個活動是「有愛：大聲說出來」監方為我們準
備了一張卡片，請我們寫下最想對母親說的話，之後會統
一寄出去。但有一前提是須在懇親當日將卡片的話親自念
給至親傾聽。我知道大家的愛都很濃烈，但有人選擇隱藏
，有人不懂表達，有人還有掙扎！但此活動宗旨與我的心
願不謀而合。當取得卡片時，我幾乎不假思索便將埋藏心
中多年的話烙印而上。卻不想的是！寫是一回事，說出來
更是另外一回事。我的卡片如下：「阿娘：風雨擱卡大！
阮攏甭驚，因為有您做阮的雨衣。今年母親節有您來作伴
，乎阮對未來更加堅定。擁抱是阮現在A當乎您的溫暖，
我愛您，母親節快樂。」我明白這些文字並無動人之處，
卻是深埋心中多年最誠摯的話語。當天將他攤在陽光下唸
出第一句時！喉嚨已不禁哽咽起來。母親一生之中付出的
點點滴滴不斷湧上心頭。愧疚，不捨，悔恨及感恩的心無
限蔓延發酵，最終不敵男兒淚溼了眼眶。當情感正濃得不
能自己時！母親紅著眼眶卻帶著滿足的笑容輕輕握著我的
手，親情的力量頓時將我包圍，堵塞的喉嚨，沙啞的聲音
仍堅持說完最後一句：「我愛您，母親節快樂。」之後我
不自禁的擁抱著母親重溫這熟悉卻又陌生的擁抱；就像小
時候跌倒時，母親將之扶起時撲到母親懷中尋找慰藉的擁
抱。那一刻周圍的塵囂似乎沉默了下來，而我們的腳下就
是天堂。
親情教化對我來說遠遠勝過道德倫理，佛教信仰等
教化。最後由衷感恩監方勞心勞力舉辦這場懇親活動，感
謝秘書及各科室長官到場指導陪伴。還有現場維護秩序及
讓流程順利的老師，長官。對了還有默默演奏的國樂班同
學您們辛苦了。因為有您們才能讓我得以暫居天堂享受片
刻親情溫暖。這一天對我來說意義非凡！而且珍貴。謹以
文字敬上十二萬分的祝福及感謝。
十

八

工

反酒駕戲劇比賽觀賞心得 嚴 ○ 郎 同 學

土豪哥經酒測後，結果超過法令規定的0.25毫克，
當場被依「公共危險罪」現行犯上銬逮捕！遂遭法院判刑
有期徒刑3個月確定後，立即被撤銷假釋並發監執行殘刑
……。
表演結束後，立即引起觀眾的熱烈迴響，台下的掌
聲不僅給表演者精湛的演技予以肯定，把「土豪哥」演的
活靈活現的主角(胖虎)，更深深地打動了台下某些受刑人
的心酸與苦楚……因為，據我所知，比賽當天坐在台下的
觀眾中就有兩名同學係因「酒駕」而被撤銷無期徒刑假釋
的真實案例，必需再關25年才能步出這道層欄疊柵的禁錮
高牆，可想而知他們的內心裡蘊藏著多少――悔不當初
……。
這兩位同學的例子是「反酒駕教育」最貼切的題材
，他們的遭遇確實令人同情，也令人感到不勝唏噓，於此
，希望這兩則血淋淋的教訓得以讓所有受刑人引以為戒，
點燃出獄後的更生人――拒絕酒駕的決心，在此與各位同
學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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