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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就是彼此的牽絆，
而最能溫暖人心的就是家人之間無私的愛，只
是當自己不懂得這一切有多麼的珍貴時，往往
也已經埋下了悔恨的種子。

從小就被父母發現有音樂天賦的我，在斯
巴達式的訓練與生活中，也確實擁有了比別人
豐富的技巧與基本底子，但我卻少了家人之間
的溫暖。一直在家中埋頭練琴的我，也失去了
很多與同儕之間相處、交流的機會，加上自己
性向的原因，我成為了班上的「怪人」。而為
了掩蓋那時異樣的自己，我選擇以因為他們沒
辦法懂我的想法來安慰自己。時間久了，即便
我的音樂成就一直比他人優秀，但在我的世界
中，那卻是孤獨的。而內心孤獨的我，也開始
不斷去尋找那個會了解我、會懂我的伴侶。找
著找著，眼中只有感情的我，放棄了父母辛苦
培育的音樂成就，也放棄了他們對我的期許，
最後陷入毒品與性的洪流中的我，也再也感受
不到那份無私的愛了。

生而為人，我們必須時刻以冷靜的心緒去

了解身旁千變萬化的話語中，真正要吐露的意
思是什麼，而不是一再的過度保護自己，否定
所有的一切……。

身處黑暗中的我，那時已經被毒品與性所
交織而成的刺網包覆在其中，我看不見家人所
希望照耀我的光，也聽不見他們的哭喊，而面
對他們的關懷，我也只會以咆哮跟責怪他們的
一切所作所為來打擊、傷害。使得他們因為希
望能伸手拉我ㄧ把，而被我周圍的雜刺扎得遍
體麟傷。而這一切的惡夢，也終於在我進了監
所後，得以暫停。

若要重建、修復一段關係，最重要的就是
從改變自己開始，我們必須擁有一顆柔軟的
心，去承認自己的脆弱、錯誤，並且要不斷的
去了解他們的憤怒，以及……悲痛。

在我進監所後，當我開始抱著不安的心情
與家人通信時，我深怕第一封寄出的信，會那
樣石沉大海，沒有任何的回覆，但當我收到回
信，並從信中讀出那濃濃的思念以及不捨時，
那真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啊！從那一刻開
始，我每天都在省思過去被我扭曲的記憶，也
在每一次的通信與遠距離接見中，嘗試著將彼
此內心中的百感交集能以相互體恤的方式，建
立起一座新的橋樑。而家住桃園的我，距離南

回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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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在台南監獄禮堂講台上，我和兒子
及先生站在台上接受領獎，台上我居然不知要
以笑還是哭來面對這一幕，但我還是哭了，而
且內心肯定這絕對不是「喜極而泣」！

以往站在台上的我，不是在指揮合唱團就
是彈唱給台下的觀眾聽，這次站在台上居然是
陪兒子領獎，接受領獎時台上播放著詩歌「我
的母親」，這首歌湊巧是我去年在教會母親節
獻詩時指揮合唱團唱的歌曲，一樣的歌曲卻以
不同的角色及身份聽著這首我最感動的歌曲。

感謝的是，平時站在台上的我是服務人
群，而今天是站在台上接受獄方給我的「溫
暖」，當孩子站在台上以受刑人的身份朗讀的
每一句話都讓每位傷心的母親淚流滿面，但同
時間另一個害怕接踵而來，曾經受傷害的我，
真的不敢對未來再有盼望了。

沉迷毒品使一位優秀的青年成為一個沒有
良善的販毒者，讓父母盡心盡力栽培的孩子成
為社會的負數，也讓家庭陷入愁雲慘霧中。

自從進了監獄，有著很多的未知數，不知
一切在裡面好嗎？直到收到從監獄裡的信，知
道一切安妥，慢慢的瞭解如何寄郵包，如何遠
距視訊，到台南監獄把握那15分鐘的會面，對

我來說，都是新的學習。
看著寫回家的信字跡愈發清秀工整，並且

兩週固定遠距25分鐘的懇談，這當中我試著從
一位悲傷失望的母親而轉變成能夠在遠距裏話
家常進而談心，我想這是自從孩子上大學離開
家後，我們最貼心的談話時間，總等到銀幕消
失後我才甘願離去。

很開心能有機會在5月2日進入台南監獄，
看到監所裡的環境以及獄方用心策劃『為愛朗
讀比賽』的每一環節，讓一位憂心的母親安然
許多，如果未來重新踏上社會，希望能不負獄
方用心的引導及培育。

對於家中有個受刑犯的兒子，其實家庭成
員在心理上皆是傷痕累累，除了內心裡隱憂著
未來不知還有任何未爆彈的不可預測之外，經
濟上更是讓雙親永遠無法鬆懈的工作壓力，因
為受刑人出社會面臨的嚴重考驗，如何在社會
自立更生，身為母親的我心態上只能不斷更加
認真在自己的工作領域，期待自己將來老了，
能不成為家人的負擔。

「希望總在雲的後面」，這句話是公共電
視「我們與惡的距離」當中最有力量的台詞，
劇中的小男孩鼓勵媽媽不畏艱難向前邁步的一
句話，最後也感謝獄方舉辦了這次活動，讓家
屬與受刑人都能在這片灰暗的雲層裡看到了一
絲絲曙光的力量！

希望的曙光
徐媽媽(受刑人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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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有著四小時的車程，思念我的父母卻不畏辛
苦，堅持一有時間，就開車下來與我會客，儘
管在短短的接見時間中，母親總是邊流著眼
淚，邊鼓勵著我。而默默陪伴在她身旁的父
親，也總是以他幽默的口吻為我打氣。那讓我
又不捨、又感動的畫面，都是我心中最美麗的
回憶。

愛從未在我們的人生中缺席。它不會遠離
我們。它哪兒都不會去，也不會在我們接近或
經驗時閉而不見。愛持續不斷的圍繞在我們的
心中。今年五月，南監舉辦全監性收容人『寫
給母親的信－為愛朗讀』比賽的活動，因為當
天參加比賽後，能有半小時的面對面懇親機
會，而進入監所未滿一年的我，便可邀請父母
親一同參加，原本擔心他們會感到丟臉而不想
參加，沒想到他們一得知可以與我面對面談
心，便馬上決定要請假前來參加。到了活動那
日，當我緊張的等待比賽開始時，忽然聽見背
後傳來了再熟悉不過的聲音，一轉頭，便看見
了父母親緩緩的向我走來，頓時腦袋一片空白
的我，下一秒便被泛著淚光的母親緊緊的牽起
手坐了下來。手中傳來了溫暖是如此的令人懷
念，而默默拍拍我肩膀坐在身旁的父親，也是
如此的令人安心。那一刻的感受，真的被自己
遺忘了好久…好久…終於，在輪到我上臺比賽

時，當我唸到：「面對自己有一個孩子在坐牢
的母親，心裡除了思念以外，還得面對親友的
眼光、社會道德與無形壓力的束縛，而最沉重
的卻是明明知道是自己孩子選擇走上錯誤的
路，內心卻總是

責問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才會有此刻
光景的那份愛與心疼。」這段文章的尾聲時，
我看見母親的眼淚不斷落下。我知道，她的
心……真的好痛。最後比賽結果，我贏得了第
一名，當監方邀請母親上臺一同領獎時，我看
著她說：「對不起！我愛你！」她立刻緊緊地
抱住我哭著說：「媽媽也好愛你！要加油！不
能放棄！」而那一刻的溫馨，也在我拭去了她
的淚水後，成為了我們每日持續努力成長的動
力。

在那之後，我收到了母親的來信。信裡其
中的一段寫著：「那天聽到你的愛的朗讀，知
道你已正在回家的路上…」而看著信中一筆一
劃的我，久久不能忘懷。

我知道，這段回家的路上有漫長的路要
走，但有人在等著我回去的家，它是我永遠的
避風港。我會積極不斷的努力，讓自己以及家
人都知道—當日子來了，我就會站在你的面
前，你將看見我的傷痕，知道我曾經受傷，你
也會發覺我的努力與改變，我已經痊癒。

人的一生就是由酸甜苦辣編織而成，我更
從浪漫主義詩人徐志摩的愛情宣言中，深刻的
感受到那坦蕩的胸懷，他說：「我將於茫茫人
海中，尋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
不得，我命。」也是這句話，進而改變我的一
生，在人海中找到了我停泊的港灣，並敲響幸
福的鐘聲，代表終身幸福。

中學畢業後的我，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
了我老公，我還記得那時是民國七十九年，剛
認識時，就被他的樂觀而自信所吸引，更從他
的談吐、舉止間發現，他在團體中總散發出一
種獨特的氣息。我們因此談起了戀愛，在戀愛
中的他，更是無微不至的呵護我，體貼並且溫
柔，但卻在一次的意外衝突中，他殺了人，當
時的我淚流不止，傷心、難過、擔憂，深怕因
此失去他，不久之後我們斷了聯絡，從朋友口
中得知，他遭少年法院判刑確定，於新竹少年
監獄服刑……。

經過十多年後，突然在一次新聞報導中，
我看見撼動我一生的他，讓我念念不忘的人，
那年是九十三年，因為他與警方發生互相駁火
事件，他因此受了傷。隔年我更從朋友口中打
探得知，他借提回台中打官司，累進到三級朋
友可以會客了，當時的我決定前往探視他，就
坐在會客窗前，等待他的到來，一顆心忐忑不
安，看見他時我對他微笑的揮了揮手，他依然
似我所想念的模樣，更顯成熟之感，拿起話筒
之後他對著我說：「好久不見！這些年妳過得

好嗎？」就這麼一句關心的話語，我的心徹底
崩潰，放聲大哭了起來。面對人生的起伏，他
都能如此從容、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人生
的逆境，並且對未來充滿希望，但沒想到他竟
判了如此重刑期，很心疼他家庭巨變。這也讓
我更堅定了與他一起面對和承受的決定，就讓
我們用多一點點的辛苦，來交換多一點點的幸
福，就像小王子書中所說：「最重要的東西，
不是眼睛看得見的，你要用心去體會。」

然而這些年，也發生了很多事情，伯父不
敵病痛纏身而離世，不久之後他的小妹更跳樓
輕生，這樣殘酷的打擊，他沒有因此墮落。反
而從閱讀中學習、省思，進一步改變自己、解
決問題。判刑確定他在台南服刑，我在台中分
隔兩地，常去探望、寫信支持鼓勵，常對他說
的一句話：「你在他鄉、身不由己；我在故
鄉，心繫著你。」苦不盡哪有甘來？默默的陪
著他，直到一百零三年，我們決定辦理結婚登
記，也因為與眷同住的機會下，讓我懷了小
孩，並於今年三月十八日產下我們心血的結
晶，雖然他還無法回來陪著我、照養孩子、共
享天倫，但孩子是我們「幸福的能量」，有句
話可以形容「總有一些失去，成就了餘生的相
遇」。我也會告訴他：「在等待你假釋回來之
前，我會好好教養我們的孩子，期待你早日回
來團圓。」

哪怕就算幸福還有一段落，等我們學會忍
耐和付出，這份愛終將擁有一切證書，我會成
為那導航塔，等你回來照亮你回家的歸途，然
而這十五年的等待，對我而言就是一種甜蜜的
幸福。

等待！也是一種幸福
張太太(受刑人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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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正面思考，同學
一定知道，我們也常用在鼓
勵自我或他人身上，正向思
考是人對每一事件發生時，
面對問題所產生的態度的個
人心理特質，人有選擇樂觀
主動態度面對，有人則會悲
觀焦慮態度逃避，然而這兩
種不同態度決定事情最後的
結果，進而影響我們的一
生。因此我們要把正面思考
變為一種生活習慣，讓自己
有個快樂的人生。

莎士比亞說：「挫折是
對人最好的磨練，凡事對生
命都有其效益」，這是每一
個人常用正面思考來鼓勵自
己與別人的一句話，但卻忽
略了其中的涵意，當我們有
負面的情緒或困擾時，常常
自我壓抑情緒接受事實，卻

忽略了事實後的自我調整及
處理，逃避及抱怨都不能解
決問題，只有勇敢的去面對
問題，才能在處理的過程中
得到經驗，而未來成功的可
能，因此正面思考不只是一
種心靈上的自我安慰，應該
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態度，所
以對事情處理及情緒管理，
這種生活態度顯然對我們的
未來相當重要，但是在學習
如何正面思考時要清楚知道
正向思考真正涵意是什麼須
注意什麼。

正面思考常發生的盲
點，一般人常常忽略了，正
面思考要分為兩個層面，
「情緒」與「現實」，例
如：我明明很努力，為何不
能成功。其實努力的人很
多，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

功。在可控制自己的想法及
態度下，並不能決定不可控
制的結果。有時太過於自信
及樂觀，容易讓自己掉進了
事情的危機中，在失敗的經
驗造成的挫折及沮喪，反而
會否定自己。所以「情緒」
與「現實」不能脫節而單獨
存在，所以正面思考仍需觀
察現實的環境與自我的條
件，不切實際的自我安慰或
過於自信反而害了自己。

未來同學必需重新面對
社會生活，人不可能一生順
遂，難免會遇上挫折及困
難，而面對問題及困境時，
要如何以一種健康的心態處
理，對未來相當重要。挫折
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讓自己
有機會更成熟，在監已過的
歲月裡學到了什麼，消逝的
青春要如何有代價，同學應
該省思，重新建設自己，勇
敢面對未來生活，為自已的
生命奮鬥，如不能達到預期
目標，至少對自己生命有所
交代。

撰稿人：
黃貴濱教誨師

正 面 思 考
一 生決 定

看到公視影集：噬罪
者。令我深深體會到人在善
良的一面；也看到人自私為
惡的那一面。男主角王翔，
因愛護弟弟並為其殺人代罪
入獄的私心，不但毀了自己
的錦繡前程與清白，非但如
此還讓弟弟王杰陷入更深的
泥沼之中。出獄後，除了無
法找到正常及符合他學歷的
工作，甚至連家也遭人潑
漆，張貼殺人犯的傳單，只
好搬離家中，免得給家人深
受其擾。

試想，倘若弟弟王杰一
開始要是自首入獄，可能不
會像王翔一樣關到12年，日
後的一切，是否又會變得不
同了呢？哥哥王翔也許就能
有個美好幸福的婚姻，和正
直的任教工作，也不會因王
杰自己偷情，多害了一條無
辜的小三生命，連同自己的
未婚妻而殺人入獄。

只能說：冥冥之中皆有

定數，該還的還是得還，只
不過還得人可能是由你身邊
心愛的人為你而還。

昔日抓王翔入獄的偵查
小隊長，起初也是百般不相
信王翔有改過自新，而被害
少女曉君的父親，則因懷恨
王翔殺了她女兒，不肯原諒
他，更假藉要協助失蹤女高
中生的母親找女兒之名，聯
手綁架王翔欲加以報復殺
害。以上這些人因選擇猜疑
與不信任的私心，而個個都
成為一位手持無形之刃的噬
罪者。這也是為什麼許許多
多的更生人，為了生活但找
不到人請他們工作的情況
下，屢屢碰壁，因此又再度
失志失去關心，而選擇再走
以前的錯路。

就連王翔的母親知道哥
哥入獄，是為了殺人的弟弟
而頂罪，竟也選擇了用沉默
來掩蓋一切真相。

慈愛的母親，賢慧的妻

子心都是善良的，出發點都
認為是為了家人而必須這麼
做，然而卻也都是因自己的
私心和妒心，有了罪惡的一
面。

因錯誤行為所犯的罪
行，不可能逃過法律制裁，
即便法不外乎理，理不外乎
情，要單靠其中之一來斷定
一個人的罪又似乎不太公
平，但若將「情」套用進
來，看似能理解犯罪者情有
可原，情有可憫。但畢竟在
情之中永遠帶有自我主觀的
私心。

人人皆有私心，沒人會
說是「不對的」，但卻讓真
正得以伸張的正義，被掩蓋
埋沒。人性本善或本惡，不
會有一定的答案，但這2樣是
同時存在於人心的，若念頭
稍有不對，任何人都有可能
不慎成為「噬罪者」。

罪與罰的距離 學士班吳○修公視影集觀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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