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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聊天室)

教化科 林教誨師蕙芬

         ⼀場全球性的疫情，打亂我們⽇常⽣活步調。但也因為疫情，提醒我們要找

回內⼼的安定和⾝體的健康。

         ⾝⼼專科醫師李旻珊說，不論平假⽇，時間到了就該上床睡覺，熬夜傷⾝，

睡不夠、睡不好或作息紊亂，會讓⾝體產⽣負能量。除了養成規律作息，飲食和

運動也可以幫助好好入睡。

          物理治療師簡文仁說，⾛路是最好的防疫運動。⾛路可以快快⾛，⼤步⾛，

可以散步⾛，慢慢⾛，⾃⼰會知道當下需求是甚麼。他進⼀步解釋，激烈運動會

讓交感神經亢奮，反⽽對免疫⼒不好。免疫⼒是副交感神經優勢，當⼈在放鬆、

睡眠、休息、曬太陽時，副交感神經會比較好，抗病毒能⼒也會提⾼。⾛路可以

享受獨處時光，也可以成為家⼈彼此陪伴的⽅式。平⽇也可搭配簡易的運動，如

原地踏步、站起坐下或踮腳尖等。⼀場疫情提醒我們要更加愛護及照顧⾃⼰⾝體

。

          監內111年度上半年鐵窗飄書香閱讀⼼得比賽，得獎名單出爐了。

         此次比賽由2名外聘老師評分，於111年7⽉15⽇採不計名⽅式評選(有關作者

個資全都彌封處理)。從53名參賽者中遴選出優秀作品，第⼀名是7⼯1435徐同學

，第⼆名是2⼯0218洪同學，第三名是10⼯1303王同學，另有2⼯0161李同學等

30名入選佳作，特別恭喜得獎同學，本期我們將邀請⼤家欣賞第⼀名的作品!

疫起．疫起疫起．．疫起．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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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插畫由 7工 0975 蔣○儀  繪圖

7工 1435 徐○農

         這是⼀本不讀會後悔的書。我覺得如果我能早些年讀到這樣的書，將能改變思維及避免曾經

犯過的許多決策錯誤，我的⼈⽣或許會更順意。如果認為⾃⼰智⼒⾼⼈⼀等，書裡告訴我如何獲

得比⾼智能者更⾼的成就，然⽽智⼒不是⼀切，還有許多影響我⼀⽣的因素，⽽書中更⽤輕鬆有

趣的⽅式剖析給我明⽩些道理。

         本書諸多引⽤⼼理學家所發表的理論及實驗，非常貼近⽣活中會遇到的⼤⼩事物。⽽聰明⼈

為什麼會做蠢事，這樣的主題深深吸引我，於是深入去閱讀發現書中舉的例⼦使我很迅速的去了

解其中含意。就從書中故事說起，⼀九⼀七年柯南．道爾是⼀位當時有名的靈媒，當時他收到⼀

封來⾃加州兩姊妹在溪邊嬉戲所拍到的照片，照片裡拍到了⼀群精靈。但柯南．道爾認識的許多

熟⼈都⼗分懷疑相片的真實性，他卻徹底落入那兩女孩編造的故事陷阱。更在書中寫到：「如果

我們實際上證明地球表⾯有精靈存在，並證明精靈的數量可能跟⼈類⼀樣多，那麼我們腦袋會難

以掌握最終結果。」實際上，照片中的那些精靈是從其它書中裁剪下來、貼在紙板上的「⼈形立

牌」。

         這件事吸引⼈之處，不在於柯南．道爾⼀開始就對精靈的存在信以為真，⽽在於他⻑篇⼤論

辯解，想消除旁⼈的疑慮。這也就使我明⽩有時⼈們時常運⽤⾃⼰的智⼒和聰明來駁斥所有反對

的論點，聰明反被聰明誤。就好像，教育程度⾼的聰明⼈比較不會從⾃⾝的錯誤中學到教訓，也

比較不會接受別⼈的意⾒。聰明⼈犯錯更懂得⻑篇⼤論為⾃⼰的推論辯解，也就是說聰明⼈的觀

點會變得愈來愈獨斷。

          除了理論探究，本書也強調解決⽅案，給定種種⼼理和外在限制，⼈該如何應對現實⽣活？

例如：我們該要多在意智商？⾯對犯錯應該注意哪些眉⽬？如何善待情緒處理問題？怎樣安排教

育和學習才會有好效果？如果你不孤單，⽽是跟⼀群⼈⼀起做判斷，該怎樣才不會反⽽彼此拖累。

 我認為對我⽽⾔「情緒」在任何時候甚⾄決策上扮演很重要的⾓⾊，應該保持理性，只有理性在

決策上才重要。因此，我設定「理性」為達成⽬標於未來採取決策或⾏動的能⼒。社會上做事情

都會受到情緒左右，如今我已從書中學會「情緒區分」。總之，不管是採⽤何種策略，唯有先認

出那些感覺，才能把感覺控管住所以必須先懂⾃⼰才能聰明看待周遭的世界，藉此也能⽤正念來

練習情緒，正念使我們得以站在比較疏遠的⾓度剖析⾃⼰的情緒，也經證明可針對受到威脅的⾃

尊所產⽣的我⽅偏誤進⾏修正。換句話說，⼈在⾯對批評時比較不會那麼堅守防禦⼼態，更願意

站在別⼈得交⾓度思考，⽽不是頑固堅持著⾃⼰的觀點。

        最後，感謝教化科的⻑官們提拱受刑⼈願意閱讀的機會藉此達到教化效果，使我開始喜歡上

閱讀，但願就此改變⾃⼰未來⼈⽣。

   大衛．羅伯森 著 

111年度上半年鐵窗飄書香閱讀⼼得比賽第⼀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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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隔雨過天青               7工 1842 吳○璟         我在⼯場感染新冠肺炎

，五⽉⼆⼗⽇確診，所幸同

房室友都快篩陰性。隔離期

間梅雨連綿，五⽉⼆⼗九號

出關是艷陽天，老天彷彿讀

懂我的⼼情，⾛過陰霾，雨

過天青。解隔⾛出室外，恍

如隔世，重⽣的感覺真好。

碰巧遇到理頭髮⽇去去霉運

，希望上天保佑從此否極泰

來。

 與     的洗腳情          與     的洗腳情          與     的洗腳情         7工 3096 張○隆

         前幾年，我們的⺟親節

⾯對⾯懇親，颳起了在⺟親

節幫媽媽洗腳的旋風，作為

獻給媽媽最好的⺟親節禮物

，同學們都覺得很有意義。

因此，⺟親節當天，同學們

都會報名參加，連我也加入

其中。教化科會準備臉盆、

⽑⼱放到⽇新堂的地上，⼀

起為⾃⼰的媽媽洗腳，只⾒

眾媽媽們展露出⼀臉的尷尬

、幸褔。

         確診後有⿐塞、⿐涕、

喉嚨癢等症狀，沒有咳，其

他⼀切還好，服⽤醫⽣所給

的感冒藥。

         隔離期間我減少說話，

以免⾶沫傳播，服務員把三

餐放在窗⼝，我努⼒吃得營

養，在舍房吃飽飯立即戴上

⼝罩，等窗⼝再次打開收垃

圾。同⼀個場所下，各⾃安

靜⽣活，⼩⼼防範，很欣慰

沒有再傳染給任何⼈。重回

⼯場，沒有受同學排斥，⼤

家以平常⼼看待，我也分享

確診後的照護經驗。未確診

前，我⼀直擔⼼被感染，成

天活在恐懼中，神經兮兮；

確診後，⼼情反倒輕鬆。

 

         指揮中⼼稱染疫後好似

得到無敵星星，三個⽉內不

⽤擔⼼再被感染，但我仍然

會做好防疫，只是⼼情⼤不

同，現在是戒慎不恐懼，慶

幸⾃⼰已雨過天青，終於能

夠恢復正常⽣活。

         隔離期間，怕傳染給其

他同學，除吃飯、洗澡，全

天戴⼝罩，室友也戴⼝罩。

因為共同使⽤浴廁，使⽤完

畢，⼀定噴漂⽩⽔消毒，室

友也會跟著消毒⼀次。

         近年，⺟親因年事漸⾼

，體⼒⼤不如前，不⽅便再

去參與⺟親節幫媽媽洗腳的

活動了。現在更因為武漢肺

炎的升溫，也停⽌辦理⾯對

⾯懇親活動，改為⽤電話接

⾒的⽅式辦理，⼼中深感遺

憾的。不過每天晚餐後，便

由老婆代理，⽿中傳來老婆

        想起第⼀次為⺟親洗腳

時的情景，因為報名參加的

⼈數眾多，我⼀邊觀看週圍

的同學如何替媽媽洗腳，⼀

邊拿起香皂擦拭媽媽的雙腳

         幫媽媽按摩腳趾頭時，

我都會問她，是否會太⽤⼒

？只⾒老媽⼀臉笑意，總說

⼒道剛剛好，我也就放⼼了

。這是我⻑那麼⼤第⼀次幫

媽媽洗腳，這些年來，幫媽

媽洗腳，成了我最快樂、最

期待的事，⾝處囹圄之中，

不能替⺟親、兄弟姐妹、朋

友做些什麼幫助，唯⼀能做

到的，也就是⼀年⼀次的⺟

親節⾯對⾯懇親，再續與⺟

親的洗腳情，真希望疫情快

快退散，這樣就能再辦理洗

腳的活動，再看⾒⺟親幸褔

的笑臉。

   

訴說的話語，顯⾒婆媳倆也

因此舉動，感情也更加濃厚

。

，再輕輕的幫她清洗⼀根根

腳趾頭，沖⽔過後，我會仔

細檢查是否洗乾淨了，然後

再幫她按摩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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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地
         我喜歡掃地。別⼈如何看待

我也不在意，因為只要掃⼀掃地

，將地上的灰屑聚起來後，送進

垃圾桶，我就會感到⼼中⼀陣舒

坦。

         或許，和我⼀起⽣活的⼈也

因此受惠，在公共區域，即便不

是很明顯的垃圾，我也會⾃發地

掃除乾淨。在掃除的過程中，總

會發現⼀些未曾注意的東⻄，例

如上週丟失的原⼦筆、衣服上掉

下來的鈕扣，甚⾄不知躺在那多

久，與朋友聊天時⼀起吃的餅乾

屑。⽣活的痕跡以⼀種難以察覺

的⽅式，幽微地保存在某些容易

令⼈們忽視的⾓落，有時真覺得

⾃⼰像個歷史學家，在塵埃聚集

或掩蓋的地⽅搜尋、拼湊著⽣命

遺留下的痕跡與碎片，像是追尋

⼀種回顧，並檢查⾃⼰遺忘了什

麼。

              7工 1842 吳○璟困厄中活出自在

         服刑多年，常會時空錯亂，

夜裡常被室友的打呼聲叫起床，

被吵醒的我卻再也睡不著了，漫

漫⻑夜怎麼過？想到靜靜著默背

古詩詞，神遊古典文學中，最不

會擾⼈，何樂不為呢？於是，把

年輕時有所涉獵且較喜歡的詩詞

文章找來復習背誦，以便夜間⽤

來怡情消遣。唐朝⽩居易的「⻑

恨歌」、「琵琶⾏」是記事⻑詩

，前者詠嘆唐⽞宗寵幸楊貴妃始

        天氣熱時，偶爾會躺在⾃⼰

掃好的地⽅，望著無塵，光滑

的地板，任由好⼼情隨著反光

蔓延。

         有時也會疑惑，是因為掃

地使我情緒紓緩，或是藉由重

覆性的動作沉澱⼼情？在畚⽃

倒下⼀切的時候，我的煩惱也

彷彿跟著掉落，或是放下。掃

地，就像⼀種神奇的魔法儀式

，追尋著⼈⽣的某個真相，⽽

在得到解答之前，我想我會繼

續樂在其中，當個⾃在的清道

夫，⽤⼿中的掃把掃除我的,或

⼈們留下的煩惱。

           2工 0034 簡○豪

末的情事，後者是詠商婦琵琶，

敘⼀段對⽣命的關懷故事。背

誦這兩⾸⻑詩篇章的段節層次

，最能排遣漫漫⻑夜的寂寞，

還可以鍛鍊、加強記憶⼒。

         夜間靜默時，無意中翻到

初唐張若虛的「春江花⽉夜」

，三⼗六句寫春天、江⽔、花

朵、⽉亮及夜間，景⾊、情懷

，⾃由浪漫，有限⽣命到無限

空間，體現⼈⽣的良辰美景。

難怪有孤篇橫絕全唐之作的美

譽，不背念可惜。有時則佐以

李⽩、蘇軾等⼈的短篇詩詞，

夜闌⼈靜默背起來也頗為怡然

⾃得。

 

  

         前些時⽇，好友寄來幾本

書，提拱我在牢獄⽣涯的空檔

時間閱讀，以紓解壓⼒。咦！

有⽩先勇的「台北⼈」、黃春

明的「等待⼀朵花的名字」、

童元⽅的「⼀樣花開」……約

略翻閱⼤都是短篇⼩說和散文

集，很適合我在⼯場午休中，

在短暫時間可閱讀的情境。

        感謝好友的貼⼼與關懷，

讓我⽬前的⽣活，在夜間古典

，⽩天現代之中，接受上下數

⼗年、縱橫數萬⾥的思想啟迪

，古⼈、今⼈；舊事、新事，

奇趣橫⽣。⾝處困厄的環境中

，也能活出⾃在、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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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很流⾏這個新興名

詞。意指再不好的結果發⽣

前，就事先做出防範措施，

將未來的傷害降到最低；也

或者在好的結果發⽣前，就

事先加碼投資，將未來的獲

利提到最⾼。

超前部署             
空大 0193 彭○洋

              5工 0582 張○家

  鐵窗下的臨時演員

  沒有劇本

  缺少旁⽩

  跌跌撞撞跑著龍套

  笨拙地

  在晴天時討論下雨

  在歡樂時悲傷

  在每個場景

  ⾃由發揮

  有天份的演員

  可以將熱茶喝成冰⽔

  關於劇本

  每個演員只想

  翻到最後⼀⾴

  那個傳說中

  ⾃由的圖騰

  是⼼中的奧斯卡

  入圍者的

  ⼼之所嚮

         若想擁有這種超前部署

的洞察⼒量，其實相當不簡

單，因為這等於是種能夠預

⾒未來的超能⼒。所以勢必

要先具備⼀些知識或技能，

才可能構成這項超能⼒。

         筆者倒也可以肯定推測

，但凡是⼈，早晚絕對會遇

到的結果是什麼。這個結果

或許有⼈會逃避、不敢⾯對

，可我們的內⼼其實⼀清⼆

楚。那我們活著每⼀天的所

作所為，可有超前部署，為

我們⽣命的最後⼀天或更以

後做打算呢？如今的在乎，

⽇後回頭看，會否覺得不值

得呢？

  

         ⾸先是⾜夠專業的學問

或經驗，如此⼀來才可判讀

各⽅訊息來源中，真假混雜

、有⽤無⽤、哪怕是再細微

不過且很少⼈察覺到的線索

。不僅要看⾒別⼈看不⾒的

湖光⼭⾊，也要聽到別⼈聽

不到的弦外之⾳。像是同⼀

本財經雜誌，便能幫少數⼈

致富的同時還令多數⼈蕩產。

         接下來將⼤量訊息抽絲

剝繭後，取得了有⽤得核⼼

資訊完，還得有邏輯推算的

思考能⼒，才可預估未來應

該會產⽣什麼的發展，我們

⼜該如何事先防範或因應才

是最適當的處置⽅式。

  
         舉例來說，當俄國和烏

克蘭的戰爭⼀爆發，便可開

始推估將來與這兩個國家緊

密相關的產業，會隨戰爭時

間的持續⻑短及國⼟遭到破

壞的程度⽽產⽣或多或少的

波動。分析清楚後，什麼標

的物該買？什麼標的物該賣

？不就⼀⽬了然了！

 
         再舉疫情的例⼦來談，

武漢肺炎剛傳播時，⼈⼼惶

惶，很多⼈因怕染疫⽽不敢

出⾨。當時就有⼈預測外送

平臺、網路購物、疫情相關

醫療⽤品（⼝罩，疫苗…）

等產業將順勢看漲。事實也

證明了的確如此。這波時勢

⽬前已經淹沒了不少前浪，

也造就了許多有超前部署的

英雄；如今的疫情，全世界

的趨勢已打算與病毒共存了

。那後續的蝴蝶效應會如何

？未來下⼀個爆紅的產業⼜

會是什麼呢？⼤家不妨先預

測⼀下，事後再評估⾃⼰超

前部署、憑⼀葉就可以知

秋的本事準確與否。

        期望您也有利⽤刑期，

為了出獄和出獄以後的挑戰

，超前部署。

         與「控制看的⾒的現在

」相比，「掌握看不⾒的未

來」才是真正的王道。

         古聖先賢交了世⼈很多

該怎麼做的⽅法，但聽進去

且付諸實踐的⼈並不多；筆

者是佛教徒，所以也從佛經

上看過很多。只可惜資質愚

鈍故領悟並不多，為免誤⼈

⼦弟，還是先不分享了；要

分享的是，尚有⼀點也是我

們受刑⼈早晚會遇到的共同

結果，哪就是「出獄」…筆

者⽬前在空⼤並積極參與監

內和監外所舉辦的各項課程

和活動，正是我為了「早⽇

出獄」和「出獄後如何對⾃

⼰的⽣命負責」的這兩個⽬

的所做出的「超前部署」。

演
員

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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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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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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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濛濛亮起的天，景⾊漸明，是我睜開眼睛的時候，抬頭望去，

伴著我⾛過7個春夏與秋冬的窗⼾正靜靜的看著我，彷彿是在向我

說：「嘿！同學，早安呀」。

        我露出微笑，看著窗⼾外的天空，不缺席的太陽正以它緩緩的

步調，拉開⼀天的布幕；我也⽤著無比感恩的喜悅，迎接著屬於⾃

⼰美好的⼀天！收回舒卷的⼼神，轉頭看去，左右的同學仍在睡，

我照慣例的收妥枕被，端坐觀佛⼼中唸著佛經、懺悔著，也迴向給

我摯愛的家⼈，此刻間的⼼靈祥和、神采奕奕幫助我正視、正念，

往更美好的狀態及⽅向發展，擁抱更美好的⾃⼰，之間的喜樂是無

限的。

         清明的思緒幫助我找回⼼最純淨的⼒量，發現更多⽣命中的美

好，能夠站在佛法的律動中，看⾒世間多美麗，我最想感謝的是⼀

路始終不放棄我的家⼈和獄中⼯場的⻑官，⻑官並未因我是個犯⼈

，是個昔⽇在社會犯罪；服刑⼜多次違規的受刑⼈，就對我另眼另

類相待，仍是循循善導並⿎勵我充實⾃我的閱讀，要我別處逢低潮

灰暗就因此選擇⾃我放棄！

         想想也是啊，就像⻑官所說的：「我們都是相信善的⼈，那為何要因為⾃⼰過去⼀時的無知、不

夠懂事犯了錯，誤入歧途⽽讓⾃⼰不再善良？！」。⻑官是虔誠的佛弟⼦，因此我才能如此幸運的接

觸佛法，更緣此我發現其實⾃⼰是多麼的有福氣、多麼的幸福。我好像蛻變了，以前就熟識我的同學

，偶遇或照⾯之時，最常與我說；「最近如何呢？你好像變得很不⼀樣喔！」。⼀時也不知道從哪裡

說起，就只能告訴⼈，你只要相信善的⼒量，有了信仰的協助，就可以把⾃⼰往更好的⽅向推進！雖

然說信仰及宗教不是世間的最⾼學府，但那是更完善⾃我中，可以說是⾄佳⾄善不可或缺的良好引導

過程！只要細細梳理、清淨正視後，會發現不只是世間美好⽽已，事實上每個⼈⼼中都有⼀股正義之

能量，都有⼀顆熱⾎的愛⼼，更有⼀扇廣闊⼜視野極佳的⼼窗！只是社會的世事與紛紛擾擾，使⼈⼼

窗上了⼀層層厚厚的灰塵，導致模糊了視線，遮掩了⼼智，使這股正向潔淨的能量睡著了，更彷彿⼼

窗拉上了簾，沒有了光，不再明亮；暗淡的愛，⼼中灰鬱，觀看⼀切都不再美！ 或許是⼀個眼神、⼀

席話、⼀個契機，無時無刻都充斥在⽣活的⽇常呼吸中，只要⾃⼰願意，就能醒了過來，擦出美好的

火花，讓⼼中最神聖的寶地就此閃亮！

        ⻑官分享佛法，照亮了我的⼼窗；佛⼜何嘗不是透過⻑官來使我新⽣與發亮！各處各地的房屋窗

⼾⾒證了四季交替、晴雨風動，因為有光有霞，花開花謝、潮退潮起，從此不再單調；⽽我⼼中有愛

，⼼窗透晰，⾒物皆美，我⾏⾛何⽅，隨處都是佳景！

        感恩無上佛法、無私的⻑官、無放棄的家⼈，使我發現世上更多的美。

7工 2754 陳○偉心 窗  

  以便我做⾜準備

  能以最佳的姿態

  來到妳⾯前

  請妳靜⼼等待

  我正努⼒成為⼀個

  更好的⼈

�好的人               2工 1741 劉○軒

 

  在情感的迷霧裡

  ⼩⼼翼翼的⾛

  避開沿途設下的陷阱

  我堅信真誠可以

  克服礙難

  簌簌流下的淚⽔

 是我唯⼀可掌控的⾃由

  我情願愛情可以更遙遠

�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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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5⽉份收容⼈文康活動「感念⺟恩徵文比賽」 111年6⽉份收容⼈文康活動「節慶漫畫比賽」

榮
榜譽

111年5⽉份收容⼈文康活動「感念⺟恩徵文比賽」
比賽結果：

第⼀名七⼯0975蔣○儀、

第⼆名   信舍0841陳○仁、

第三名   九⼯0899鄭○雄。

111年6⽉份收容⼈文康活動「節慶漫畫比賽」
比賽結果：

第⼀名  四⼯0730劉○彥、

第⼆名  ⼗⼀⼯0133蔡○強、

第三名  八⼯0199鄭○誠。

正念關懷協會獲頒111年社會各界反毒有功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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