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宜蘭監獄成立緣由

清嘉慶17年（1812）清廷將淡

水廳三貂角溪以南，劃歸新設噶瑪

蘭廳，廳治設於五圍（宜蘭市），

隸屬台灣府，定噶瑪蘭官制，設噶

瑪蘭通判一名、分駐頭圍縣丞一名

及羅東司巡檢兼司獄一名。光緒元

年（1874）「羅東司巡檢」改為

「宜蘭縣典史」，主管獄政業務
1。這是蘭陽平原上最早的獄政相

關記載。

清末甲午戰敗後，清廷將臺灣

割讓給日本，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

府為維護社會秩序及囚禁受刑人，

沿用清朝時期監獄，在明治29年

（1896）成立「宜蘭監獄署」， 

1900年改為「台北監獄宜蘭支

監」，並全面改築新建於南門外，

1904年更名為「台北刑務所宜蘭

支所」。

民國34年臺灣光復後，於同年

12月改稱「臺灣第一監獄第一分

監」，民國36年4月1日始改稱

「臺灣宜蘭監獄」。後因房舍老舊

及空間不足，於民國81年遷至宜

蘭縣三星鄉阿里史至今。民國100

年矯正署成立後，機關改隸更名為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現今的宜蘭監獄包括合署辦公

的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收容對象

包含受刑人、刑事被告、民事管收

人、受觀察勒戒處分人及收容少年

等，核定容額為2,177人。現收容

人數約2,900人，刑期以3年以上5

年未滿者占最高，10年以上15年

未滿者次之，7年以上10年未滿者

再次之，三者合計約占60%。

蘭陽平原上的監獄故事
宜蘭監獄建監史實紀要

文/ 陳明煌（宜蘭監獄總務科管理員）

蘭陽平原上的「她」，雖然佇立不語，幾乎為人所忽略，

但卻一直默默地扮演著教化、輔導及矯治更生的角色，

同時高聳的圍牆及鐵柵門的獨特景象，也警醒著世人「歹路不要走」！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而社會也會給予人們許許多多

的界限，有身、心、靈的，也

有宗教、道德、法律及種種規

定。人類社會似乎不可避免地

存在許多有形或無形的規範及

界限，才得以順暢運作。

監獄受刑人因逾越法律界限

而接受刑罰，不僅眾多法律的

規範和內容是許多人所欲探討

的；此外，監獄劃定許多界線

與規範，因之型塑高牆特有的

文化與內涵，也值得我們深思

及有感。

固然界限形式上限制了許多

自由，同樣也給予我們支撐力

道。界限也常隨著時代的變遷

而有所調整，能認清界限，就

能擁有更廣度的視野，跨越心

中的界限，瀟灑自由。本刊的

印行，期待能讓社會大眾更進

一步瞭解監獄，讓監獄能超脫

傳統的刻板印象，擁有全新的

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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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蘭舊監獄典故

宜蘭舊監獄建於1896年（明治

29年），為日本帝國主義者進入

蘭陽平原建造的第一棟建築，位於

宜蘭市神農路與農權路二段交岔路

口，最早的建物如門廳，距今已逾

114年歷史，這是一座典雅的木構

造建物，屋頂為日本瓦，日治時

代受刑人最多時曾達200餘人。於

1900年全面改築新建，後又幾經

修建與增建，已將屋項改為可樂瓦

並增加部分水泥結構。1992年宜

蘭監獄搬遷到三星鄉，大部分的監

獄建築拆除而走入歷史，舊監才卸

下監禁維安的重任，目前僅留下門

廳及崗哨，見證過往歷史，其所在

地點即位於目前宜蘭市知名之新月

廣場。

三、宜蘭舊監獄之愛與捨

監獄門廳

這棟走過一個世紀的辦公廳建於

1896年，原作為典獄長室、總務

室及其他課室，是老監獄中建築的

代表，結合了日本與西洋風格，目

前縣政府已指定保存古蹟之一。 

宜蘭舊監獄門廳建築外觀典雅，

初見時很難讓人聯想到是監獄，外

牆為木造，原屋頂覆蓋日本瓦，但

因修建已改為水泥瓦，辦公廳的牆

基為磚砌牆，牆體則為編竹夾泥

牆，外側舖設雨淋板，內側塗抹灰

漿，辦公廳的入口為木紋作的裝

飾。辦公廳的屋頂形式為「四斜坡

屋頂」屋頂由四個坡向的屋面組

成，四周牆體等高。辦公廳的窗戶

為方形窗，其特徵為窗子開口呈方

形，窗框或頂部配有裝飾，其窗子

為上下推窗，窗戶上方並有屬西方

古典樣式之木製山牆、窗台及線腳

等裝飾。整棟建築物之裝飾以及腳

線都是木材精心雕成，顯現其宏

偉、氣派。

收容人舍房

收容人舍房興建期間與門廳相

同，早期叫做「徒刑監」，是受刑

 宜蘭監獄接收二十週年紀念照（民國五十四年拍攝於宜蘭舊監）2 

 位於宜蘭市神農路與農權路二段交岔路口。

 舊監獄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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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監舍。日治時期屋頂為木結

構，覆蓋日本瓦，已改為可樂瓦。

圖片中的舍房，後來做為少年受刑

人的監舍，屋頂為三面，其中北側

的部分和其他兩面並不對稱，下簷

高度也不一樣，造成這種不協調的

原因是因為中央走廊之兩側原本設

有19間牢房，後來北側又加蓋了2

間，因為加蓋的牢房高度比原來的

牢房低，所以才形成了不對稱的外

觀。

圍牆

監獄四周圍牆環繞，除了作空間

區隔外，主要是防止受刑人逃脫。

圍牆下半部的2米多高的磚色較

深，是日據時代修築的。較深的磚

砌圍牆厚約60公分，高240公分，

與光復後一般監獄高500公分之圍

牆相差甚多，故民國73年法務部

撥款在原來的圍牆上加高成為320

公分高的磚牆，上面並裝設鐵絲蛇

籠，強化戒護功能，防範收容人脫

逃。

崗哨

昂然矗立的崗哨是老監獄的地

標，原為小木屋，共有三座，因年

失修，在民國73年（1984年）增

砌圍牆時，重新改建為兩層樓鋼筋

混凝土結構的崗哨，其目的乃監視

空間，以防受刑人逃脫。崗哨外觀

為八邊形，開有六面窗，便於瞭望

 收容人舍房，現已折除。
(相片來源：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舍房側面

 舍房內部

監內受刑人的動態，靠近街道的一

面牆沒有窗戶，只有一個類似槍孔

的小洞，不設窗戶之原因，可能是

避免警衛執勤時過於專注，易為監

外的人所狙殺。

崗哨高僅約165公分，入口狹

窄，主要是防止受刑人暴動時，為

奪取崗哨的制高點而設計的。崗哨

內的爬梯現已不見，但可看到二樓

的通道上只留一個小洞，其目的是

形成瓶頸，達到易守難攻態勢。 



界限界限
第　 版

中華民國101年6月28日

4

三、篳路藍縷之遷建史要

現址位於三星鄉的宜蘭監獄興建

於民國76年4月，當時因宜蘭市區

舊監房舍簡陋老舊，空間侷促，監

內各項設施，早已不符合現代刑事

政策之要求，嚴重影響受刑人之心

性及行刑績效，且位居宜蘭市中心

阻礙市政發展，加上地方士紳不斷

要求，遂於民國74年獲法務部同

意籌組遷建委員會積極籌辦遷建事

舊監拆除前之剪影3

 舊監全景  舊監大門  工場

 戒護區花園

 崗哨

 崗哨

 拆卸下來的舍房門  舊監之精神堡壘

宜。民國75年底在宜蘭縣三星鄉阿

里史段購得土地，於民國76年4月

25日動土開工，民國81年7月19日

完工啟用。遷建後新監預定容額為

1,500人。

其實宜蘭新監興建過程幾經波

折、風波不斷，承包廠商倒閉，歷

經多次調解、訴訟及協商，才得以

興建完成。 

覓地過程

宜蘭監獄遷建案由當時宜蘭地

檢署檢察長兼任遷建委員會主任委

員，成員包括縣長、議長、宜蘭監

獄典獄長及監獄承辦人員。主要工

作為積極推動遷建用地徵收與工程

發包事宜，當時曾列為合宜之遷建

用地有：

員山鄉：雙連碑路段、冷水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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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大湖磚段。

冬山鄉：淋漓坑路段。

三星鄉：紅柴林路段、大隱路段、

大湖路段

最後於民國75年底，在宜蘭縣三

星鄉阿里史段獲得農民認同，同意

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土地變更為機

關用地，購得土地15餘公頃，做為

遷建用地。

工程預算

遷建新監工程預算包括：土地購

置款新臺幣3,274萬1,000元、房屋

建築款2億3,902萬4,000元、宿舍

建築款1,908萬7,000元、交通及其

他設備2,776萬9,000元，合計總工

程經費為3億1,862萬1,000元。

師有感而發的說：「民國76年工

程發包後，經濟起飛，工資由600

元漲至1,800元，相對造成承攬廠

商嚴重虧損，建築工程因而數度停

工，最後連帶水電工程也跟著停

工，當時真的擔心後續工程該如何

進行？」

新監遷建工程自民國76年4月25

日開工，加上增建乙種宿舍及幾次

變更設計工程，原應於78年11月

14日完工，但由於承攬廠商投標金

額太低，加上工資上漲，導致虧損

累累，造成數度停工。其間三次停

工過程，導致遷建工程風波不斷，

主辦人員備嘗艱辛，其間辛苦，實

難以道盡。

第一次停工：新監工程開工後，

工程進行尚稱順利，在整個結構

體即將完成之際（民國76年10月

間），由於承攬廠商虧損太多，資

金不足及廠商股東間發生紛爭，致

使工程停滯，經監方多次函催，並

透過遷建委員會協調及嚴正要求廠

商設法解決後，始得於同年12月間

恢復施工。

第二次停工：78年11月中旬以

後，承攬廠商發不出工資，至同年

12月間再度全面停工。為使工程迅

速復工，監方遷建委員會決定依工

程合約第21條規定要求保證人負

責履行合約，經協調保證人公司願

代為履行，於79年4月1日復工。

旋該公司股東發生爭議，造成工程

再度停頓，監方為避免工程一再拖

延，決定採取法律途逕，聲請法院

對承攬人及保證人之財產實施假扣

押，原承攬廠商始於79年9月1日

再度復工。

第三次停工：新監工程於80年

元月20日又再度停工，監方遷建委

員會與承攬商及保證人多次進行協

調，雖提出各種復工方案，但都礙

於規定或難於實現而無法動工。

面臨第三次停工的局面，經過

 新監遷建工程基地

發包開工

新監建築工程於民國76年4月8

日開標，當時參加投標經資格審查

符合規定者計忠和、茂泰、合億等

三家營造公司，開標結果由茂泰公

司低於底價1億2,840萬元，以新台

幣1億2,226萬元得標，並於民國

76年4月25日正式動土開工。

工程進行過程

歷經5年多的新監遷建工程，艱

辛而漫長，其間問題繁多，風波不

斷，一路走來篳路藍縷，備極艱

辛，最後還由宜蘭監獄調用全國各

矯正機關遴選具有模板、水泥、鷹

架等建築專長之收容人，提供承攬

廠商以雇工方式僱用，工程始得進

行。當時負責工程監工的林炳吉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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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協調，最後於80年8月30日協

調同意，承攬廠商願意繼續完成工

程，連帶保證人之相關廠商也願

意配合共同籌資1,200萬元協助施

工，而監方也願意至各監所調用具

泥工、鐵工、模板工等專長受刑人

給承攬廠商低價僱用，方使工程得

以順遂進行。

四、宜蘭監獄新監垂成

 現今的宜蘭監獄綠野平疇、遠

離都市塵囂。外界社會許多前來參

觀的民眾，每每對其環境讚嘆不

 宜蘭監獄空照圖4

【歷任宜蘭監獄典獄長】

任　別 姓　名
任職起迄年月

（自民國起）

第一任（支所長） 中桐稻 先生（日人） 35.1.至35.1.

第二任（分監長） 嵐梅太 先生 35.1.至35.3.

第三任（分監長） 李柱 先生 35.3.至36.4.

第四任（典獄長） 李柱 先生 36.4.至37.4.

第五任 施耀光 先生 37.4.至40.5.

第六任 尹屏東 先生 40.5.至41.12.

第七任 祝敏濤 先生 41.12.至42.7.

第八任 陸國棟 先生 42.7.至57.3.

第九任 袁咸績 先生 57.3.至58.8.

第十任 鄧瑞曦 先生 58.8.至64.8.

第十一任 劉存孝 先生 64.8.至69.8.

第十二任 趙懿文 先生 69.8.至73.5.

第十三任 王國昌 先生 73.5.至81.2.

第十四任 陳宗禮 先生 81.2.至84.5.

第十五任 鄭安雄 先生 84.5.至86.8.

第十六任 鄭澄清 先生 86.8.至88.9.

第十七任 盛高德 先生 88.9.至91.8.

第十八任 林政宏 先生 91.8.至94.8.

第十九任 方子傑 先生 94.8.至96.7.

第二十任 黃榮瑞 先生 96.7.至99.1.

第二十一任 李孟冬 先生 99.1.～

【歷任宜蘭看守所所長】

任　別 姓　名
任職起迄年月
（自民國起）

第一任 丁道源 先生 43.7.至44.9.

第二任 陸國棟 先生 44.9.至45.9.

第三任 黃少卿 先生 45.9.至47.6.

第四任 王雨三 先生 47.6.至50.4.

第五任 陸國棟 先生 50.4.至53.8.

第六任 周殿修 先生 53.8.至54.9.

第七任 朱光軍 先生 54.9.至57.8.

第八任 葉高遠 先生 57.8.至60.8.

第九任 周邦彥 先生 60.8.至61.7.

第十任 鄧瑞曦 先生 61.7.至64.8.

第十一任（兼所長） 劉存孝 先生 64.8.至69.8.

備註: 所長一職自第十一任劉存孝先生以後，均由宜蘭監獄典獄長兼任。

已，建築採二樓分區方正格局，是

一個軟硬體俱佳的矯正環境，也是

一個優質的工作場所。

宜蘭監獄興建期間歷經王國昌

及陳宗禮二位機關首長，從籌辦

開始至81年1月（距完工僅差6個

月），參與時間最多、經歷各工程

階段者為王國昌典獄長。在民國

98年8月25日接受監方訪問談起此

話題時，他老人家眉宇之間頓時明

亮，臉上露出喜樂之色，娓娓道來

曾獲法務部首選平面圖設計創作之

往事，也因此開啟了興建工程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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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窗，而最後由陳宗禮典獄長接手

遷建工程，造就成為今日的宜蘭監

獄。

五、後記

如果說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

防線，那麼獄政就是司法的最後一

座堡壘。獄政之良窳，不僅攸關刑

事司法體系的執行效能、政府犯罪

防治的成敗，甚至與社會的安定及

國家整體的競爭力都息息相關。時

代不斷的演進，犯罪矯治措施亦日

新月異，監獄的硬體設備也需推陳

出新。矯正署於民國100年元月1

日成立，象徵「矯正」業務邁入新

的紀元，現代「矯正」觀念整合了

「矯治」、「重整」、「正義」及

「隔離」的多元核心價值，以因應

不同類型收容人處遇重點。獄政工

作也需兼顧戒護、醫療、教化、調

查、作業、技能訓練或總務等各方

面需求，各種軟硬體設備都需不斷

接受考驗並力求突破與創新。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說：「酒店

關門，我就走！」，從前的宜蘭舊

監已走過歷史，留下圖騰的記憶。

然而現今的監獄卻承載嚴重超額收

容的壓力，能經得起多久衝擊，何

時才能稍稍卸下沉重的負荷，其實

當下並沒有答案？或許我們可以衷

心期待有一天臺灣可以成為無犯罪

的人間淨土，可以不再需要監獄，

然而在卸下重擔之前，監獄仍然會

勇敢地持續承擔社會大眾對於維護

治安及司法正義的期待，在蘭陽平

原上的宜蘭監獄，亦復如斯！

註 釋

註1：宜蘭市志，引自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網站

         http://mookyilan.ilccb.gov.tw

註2：引自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之宜蘭歷
史空間巡禮網址

　 　  h t t p : / / h a i s . i l c c b . g o v . t w /
cca100051-ar-3_0015.jsp

註3：引自宜蘭縣史館。

註4：引自google map。

是誰在呼喚著寂靜的天空？

是誰在徒嘆著無聲的大地？

日漸剝落的囹圄、稀疏斑白的髮鬢。

何時卸下象徵權杖的粗臂與肩上的荊刺，

遠離諄諄的告誡聲？

噶瑪蘭．阿里史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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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法規

譯者的話

臺灣地區監獄的囚情一直相當穩定，司法機關對矯正機構的處遇基於信賴與尊重專業並未介入，但自大法官

釋字653及681號釋字解釋文出現後，似乎對矯正機構的處分與受刑人的權利關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直接影

響監獄的管理，這樣的訊息反應出，監獄的處分及受刑人的權利應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修正。未來矯正機

構所面臨的挑戰此只是一開端，這不禁令人聯想到美國獄政的發展中，受刑人爭取權益的歷程，可分為國家奴

隸時期、不介入時期、權利時期及至今的權利衰退時期，美國在歷經權利時期的爆量受刑人訴訟後，不論是立

法或是司法者，均開始重新思考先前對受刑人訴訟開放態度，進而作出許多限制受刑人權利的判決或立法。其

中最重要的是國會於1996年通過「受刑人訴訟改革法案」(Prisoner Litigation Reform Act)。我國雖不至於面臨受

刑人大量訴訟的情形，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由美國的判例中可以了解執法者的尺度，以為我日後遇相關案例

之參酌。因此本單元每期將選擇具關鍵性之重要判例，供讀者參閱。

主 文

原告J . W. Gamble 為德州矯正局

的受刑人，於1973年11月9日因作

業受傷，並在1974年2月11日因受

傷後矯正當局未妥善處置，基於民

法1983條對矯正局長W. J. Estelle, 

Jr.、典獄長H. H. Husbands及衛生科

長Ralph Gray醫生提起訴訟。地方

法院駁回本案。而上訴法院則撤銷

原判決，聯邦最高法院調閱相關文

件後其決議內容如下：

事 實

依原告所陳述的，整件事情的發

生的流程如下: 

1973年11月9日

原告於當日搬運棉花至貨車時

不慎被掉落的棉花團壓傷，起初以

為無恙，但四小時後感到背部僵

硬，便至醫院就診，院方醫療助理

Blunt，檢查後認為係疝氣(hernia)，

並要求其回舍房休息，2小時後仍

痛疼不止被送回醫院，護士給予服

用止痛藥，然後醫生檢查情形。其

後數日，醫生Astrone診斷為下背部

受傷，開立止痛藥與肌肉鬆弛藥，

並准予於舍房休息二天

1973年11月12日

醫生Astrone再度看診開立處方仍

如同第一次看診之藥物，並持續於

舍房休息七日，受刑人Gamble於此

時向獄方提出要求由上舖改為下

舖，但為獄方所拒絕，接續數週，

仍定時看診，開立相同的處方與除

了用餐與淋浴外，准許其於舍房中

休息。

1973年11月26日

其症狀及看診情形一如前幾週。

1973年12月3日

Astrone醫生診斷後取消其於舍房

休養的權利，開立七日的止疼藥，

要求其從事輕便作業，但Gamble仍

稱背痛如昔，並要求向科長Muddox

反映其身體狀況，Muddox獲知後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

矯正醫療判決案例
ESTELLE v. GAMBLE 429 U.S. 97(1976)

節譯／任全鈞 博士

（宜蘭監獄調查科長）

即將其隔離。

1973年12月5日

Gamble因拒絕作業，而被移送隔

離，在舉行違規聽証會時，他舉出

是因背痛與高血壓而無法作業，聽

証會決議，另請醫生為其看診。

1973年12月6日

Gray醫生對Gamble驗血、驗尿及

量血壓後，開立高血壓藥及止痛

藥。往後數週仍由Gray醫生為其看

診，並開立30天份量的高血壓藥，

但有四天的藥被管教人員遺失，必

須再去看診，由Blunt醫療助理為其

診療，並開立肌肉鬆弛藥。整個12

月份其仍在隔離舍。

1974年1月

在一月初Gamble仍然拒絕作業，

並稱背傷一直未癒，1月7日因偏頭

痛與背痛看診，Blunt醫療助理為其

開立肌肉鬆弛藥7日份及高血壓藥

30日份，17日及25又再度看診，

各收到肌肉鬆弛藥7日份量，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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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1月份仍待在隔離舍。

31日因其於一月初再度拒絕作

業，接受聽証會的調查，其仍堅稱

並非蓄意拒絕作業，實因背痛傷勢

未見好轉，經Blunt醫療助理為其診

斷其情形為一級醫療情形(first class 

medical condition)，聽証會並未進

一步要求獄方為其進行各項檢查，

仍決定其續留隔離舍。

1974年2月

2月4日早上8:00，Gamble表示胸

痛不知如何是好，請求看醫生，直

到晚上7:30醫療助理為其檢查後，

要求立即送醫治療，隔日Heaton醫

生檢視其心電圖後，發現其有心律

不整的情形，開立處方後，便送回

監獄的隔離舍。

2月7日 Gamble感到胸痛、左臂

及背痛，要求就診，被管理員所拒

絕，隔日其再度提出就診需求，仍

被拒絕。直到2月9日Heaton醫生看

診，開立三日心律不整藥方。

2月11日 Gamble提出告訴。

理 由

原告以被告違反憲法修正案第8

條：殘酷而不人道的懲罰，及依憲

法修正案第14條提出告訴，本庭依

原告所提之舉証及調閱結果，說明

如後：

依違反憲法修正案第8條：殘酷

而不人道的懲罰的訴訟案件，已有

許多的案例，在此不多做說明。然

最近的案例中，符合該修正案有幾

項要件，首先需禁止殘酷與野蠻的

懲罰，第二是本體上須符合人道、

合理、現代生活及一般水準的概

念，以評估刑罰是否違反該修正

案，若情況與一般成熟社會標準互

相牴觸，則符合要件之一；另外不

能加諸不必要及蓄意的痛苦。以評

量懲罰是否違反該修正案之規定。

由以上的基本原則建立後，當

局有必要對於受刑人給予適度的醫

療，受刑人也依賴監獄提供的醫

治。在較嚴重的案例中，嚴重者會

產生身體的痛處或危及受刑人生命

安全，在較輕微的案例中，因未能

給予適當的醫療，導致服刑中額外

的痛苦，此非執行刑罰過程的目

的，亦違反了現代社會立法意旨：

不能剝奪受刑人的醫療權。

因此，若刻意忽略(de l ibe ra t e 

indifference)受刑人醫療的需求是

構成：加諸不必要及蓄意的痛苦

(unnecessary and wanton infliction 

of pain)為憲法修正案第8條所禁止

的。是否構成刻意忽略主要判斷在

於醫生對於受刑人的醫療需求有無

回應、管理人員對於受刑人反應予

以拒絕就醫或是刻意延遲就醫，不

管任何証據，若對受刑人刻意忽略

其嚴重的疾病或受傷，將可以提起

訴訟。 

這結論並不表示每位沒有受到

妥適醫治的受刑人都可以違反該

修正案提起訴訟。例如Francis v. 

Resweber(1947)的案例中，若是意

外事故所產生額外的痛苦，非基於

蓄意加諸受刑人不必要的痛苦；法

院判決：以電椅執行死刑，因機械

故障未能第一次即執行完畢，法

官Reed認為: 再度執行此並不違反

憲法修正案第8條之規定，因第一

次係非可預見之意外(unforeseeable 

accident)；法官Frankfurter亦認同

此見解，基於憲法修正案第14條

的適法程序，因為第一次係為無

妄之災(an innocent misadventure)，

第二次執行與人的道德良知不相

衝突(repugnant to the conscience of 

mankind)。

相似的情形，若用在受刑人的

醫療上，因疏失未能提供適當的醫

治，並非構成「蓄意加諸不必要

的痛苦」或「與人的道德良知衝

突」。因此，在診斷上或是治療上

的疏失不能以憲法修正案第8條為

由，認為獄方有淩虐的情形。醫療

上的誤診亦不能因被害者是受刑人

而以違背憲法提起訴訟；若受刑人

要以修正案第8條提起訴訟，必須

足以証明獄方是對受刑人嚴重的疾

病刻意忽略。

結 論

回到本文，Gamble對Gray醫生提

出告訴，認為以其職位與能力，卻

違背法律上之規定，就事實觀之，

其於三個月休養期間，醫護人員看

診計17次(Astone醫生5次、Gray醫

生2次、 Heaton醫生3次及受傷當

日不知名醫生及護士處理其傷勢、

Blunt醫療助理6次)處理其背痛、高

血壓、與心臟問題等。 Gamble本

身卻否認獄方醫療人員對其高血壓

與心臟問題有任何的治療，但他的

訴狀卻是以獄方對背傷缺乏適當之

診治為由。而醫師們的診斷為下背

肌肉緊，除囑咐於舍房休息外，並

開立止痛藥與肌肉鬆弛藥，原告認

為應再深入檢查，與多一些的治療

選擇方式並非只是追蹤。上訴法院

亦同意原告的意見，X光或其它的

檢查或許有助於背傷的診治。但X

光或其他額外的檢查是醫療專業上

判斷的標準，醫學專業上的決定，

如X光或其他檢查，並不表示即構

成殘酷與不人道的懲罰。多數醫療

上的誤診係引用民事的德州侵權法

(Texas Tort Claims Act)提出損害賠

償訴訟。

而上訴法院的焦點係集中於醫

生的醫療行為，並未分別考量原告

對對矯正局長與典獄長提告有無理

由，因此衛生科長部分撤銷上訴法

院判決，其他監獄官員部分發回原

審法院，命其本於上開意旨另為判

斷，以便日後其他監獄有類似之案

件能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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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暖還寒的四月天，陽光溫暖地斜灑大地，似乎

為冰冷的鐵窗注入一線生機。眼前專訪的人物為投入

矯正工作逾二十五載，現職宜蘭監獄戒護科的李茂

盛股長。身材瘦高、肌膚黝黑的李股長，曾獲選為

八十五年度優良戒護人員、兩度肩負靖安小組小組長

之任務，參與無數的危機應變演練。回憶起投入矯正

工作的日子，李股長眼神一亮、開始侃侃而談，暖陽

在他的肩頭上開始發光。

 時間回到民國七十年，血氣方剛的李茂盛方自中

國工商工業學校土木工程學系畢業。兩年後退役準備

進入職場，因系上教授的引荐，而參與基隆監獄作業

科導師的甄試，儘管順利獲得甄選資格，年輕的他卻

躊躇不前了：一方面對於封閉的監所工作性質不甚了

解；一方面對於闖蕩社會仍有期待，在諸多考量下便

選擇缺席。然而，生命中的機緣是如此奇妙，像是命

中注定一般，讓他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於貿易公司

上班業已四年，對於忙碌紛擾的工作產生倦勤，再加

上時任法警的弟弟推薦，對監所工作性質已有初步了

解且不再排斥，於是毅然決然再度參與監所考試，而

正式投身矯正工作，第一份矯正工作即是桃園監獄基

層的管理員。

入行第二年時，服務於桃園監獄新收房。由於緊

鄰大臺北地區，收容所中的案件以刑事居多，而被告

往往是社會大眾所矚目之重刑案件的當事人，對於初

出茅廬的新手無疑是一大挑戰。遙想那段初投身矯正

工作的時光，眼前頭髮略為斑白的李茂盛彷彿跌入了

回憶的漩渦，一切歷歷在目又恍如昨日……。印象最

深刻的莫過於甫入行時，社會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桃園

地區角頭命案，而當中五名涉案的死刑被告便收容於

桃園監獄，長達五個月時間必須與命案關係人朝夕相

處。首度站在矯正工作第一線，面對關係人對於相同

案件的不同詮釋、陪伴他們面對官司時的心路歷程的

表述，也讓他窺見了社會邊緣人不為人知的面向、

對於內心亦產生不小衝擊。「透過傾聽來自底層的

故事」，這一個心念使其明白矯正工作並非一昧地壓

制，在戒護管理工作的流程中，如何「法、理、情兼

具」更是當中的一大學問。而回憶任職桃監期間，當

時的直屬長官對於工作效率必須明快的要求，亦內化

了「今日事、今日畢」的工作規準。對於李茂盛而

言，這些歷練所帶來的正面衝擊，奠定了日後置身矯

正工作中態度之基石。

民國78年，因家庭因素請調回到故鄉，於宜蘭監

獄擔任夜勤的工作。夜勤的值班時數往往長達二十四

小時，外在環境又面臨了法務部精簡警力的要求與收

容人數的節節高升，對於入門四年的新手，這些工

源清流潔，本盛末榮
來自基層的力量，訪李茂盛股長
文／魏琬玲（聯合報寫作班講師）　攝影／歐文正（宜蘭監獄作業導師）

監獄人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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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的變動不啻是一大挑戰。在問及戒護工作的意義

時，他眼中倏地閃著晶亮的光芒、正氣凜然地表示：

「戒護必須依法行政。對外維護社會的安定，對內維

持監內的穩定。」投身二十餘載，對於矯正工作的優

質化與轉變亦參與其中，隨著社會普遍提升知識水平

與政府重視國際人權兩公約議題，行刑之政策不再是

「應報刑主義」而演變為「注重人權」的發展，早期

對於收容人動輒打罵的對待已不符現今的矯正思潮，

而逐漸以寬嚴並濟的處遇方式來取代。他更進一步積

極表示，處理違規事件的重心，並不在於外在的懲罰

手段與過程，而必須專注收容人內心是否確切明白且

真心悔過。一如大禹治水，消極的防堵並不能真正解

決問題的核心，積極地疏通更能達到矯正的目的。

然而，站在矯正工作的第一線，所承受的負荷與

壓力與不言而喻：除了夜勤輪班體力的挑戰；終日面

對來自社會上形形色色的受刑人，戒護人員偶因失察

而官司纏身的例子更是時有耳聞，對於心力的付出甚

鉅。年輕氣盛的管理員，往往因不黯當中的暗潮洶湧

而吃了悶虧。隨著年紀漸長與經驗的累積，如今面對

收容人挑釁時，除了避免被激怒外，更能站在公正客

觀的立場，積極地化解事件的癥結，並安定其心神、

避免事端擴大。李茂盛兩手一攤、打趣地說：「就事

論事、相安無事。」對他而言，戒護工作不再僅是只

是管理危害社會之人，在數十年如一日的「鐵窗生

涯」中，輔導、見證收容人向善的歷程，更是辛勤工

作中最大的成就感來源。

窗外，依舊是風光明媚，斜陽將人們的影子拉得老

長。儘管監所給人的印象總是生硬冰冷，然而因為人

們的堅定溫暖而熱忱，矯正工作便風行草偃。又彷如

滴水穿石，力道雖微、結果卻不言而喻。老子嘗言：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

幾於道。」我想，以此智慧之語來為廣大的矯正基層

人員發聲，是再適合不過了!

長廊
舍房長廊是每個管理人員抹煞不了的影像，多少夜深微

燈、孤風暗寒，以及五味雜陳的漫長暑夜和我們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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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實習心得

謝謝您，宜蘭監獄
新進實習管理人員在宜蘭監獄所思所感

今年宜蘭監獄陸續有特考及格之監獄官及管理員來監實習，對這群矯正新鮮人

而言，宜蘭監獄是全新的體驗，歷經一個月的實習後，他們寫下了隻字片語，有

感謝，也有期待，同樣地，身為宜蘭監獄的一份子，我們也可以從這群新鮮人的

眼中看到了我們自己和矯正工作的價值。                  
──宜蘭監獄秘書邱明偉

項工作「做久了就會」、「沒什麼

秘訣」，但看似簡單的事務，其中

卻寓含了繁複的思考歷程。另有許

多學長在勤務中偶然地提點我一些

勤務上的工作要領，或解說相關簿

冊與勤務的關係，因總是萍水相

逢，無法熟記其姓名，在此一併感

謝。

關於實習課程方面感謝宜蘭監

獄體恤我們皆為矯正工作的新手，

於安排戒護科勤務上顯得別具心

思，勤務循序漸進，先熟悉日勤而

後夜勤，而值勤先見習而後實習。

前幾週皆以中央臺備勤的經驗，

從巡邏勤務讓我們熟知各舍房單

位的相關位置，提帶戒護、接見

文／沈政威（實習管理員）

時間稍縱即逝，於宜蘭監獄為

期一個月的實習課程已屆結束，正

當開始熟悉這裡的一切，又將轉到

另一個實習機構。回首這ㄧ個月的

學習歷程，從僅對於「監獄行刑

法」、「監獄組織通則」片面地理

解監獄運作的我，進一步熟悉矯正

機構實務工作上的一些規範與注意

事項。讓我們雖報到後即直接下單

位實習，卻在這一個月無形當中，

卻對矯正機構的運作模式有了深刻

的印象，亦累積自己對於矯正工作

如「眼同戒護」、「注意人數」、

「隨時回報」與「依法行政」基本

概念。

於宜蘭監獄這一個月的實習課

程，首先要感謝各級長官於公務繁

忙之際仍撥冗關心我們實習生的生

活起居，對我們噓寒問暖，可謂不

遺餘力，充分地感受到宜蘭監獄對

我們的親切感。此外必須感謝負責

排定課程的學長與內勤學長。因以

前我也有幫實習生排定課程的經

驗，所以深知排定實習課程是一件

吃重的工作；而內勤學長謙遜而令

人值得信賴的態度，細心而謹慎的

思慮，從一開始戒具與消防器材的

使用方法與實際操作到引領我們實

習生至中央臺實習等，無不感佩學

長的處事風格。於實習期間曾指導

過我的諸多學長，雖您們總謙稱這

及門診戒護、外醫戒護見習及新

收安全檢查、舍房安檢等事務性勤

務，到車檢站、複檢站、園藝隊等

勤務單位見習。然後進一步讓我們

實習電話接見的監聽業務。而我有

幸日勤學習中亦為新收舍房的實習

機會，有賴主任細心講解實務與違

規處置的注意事項；夜勤方面，因

此次課程排定五次夜勤實習。前幾

次為舍房實習，後幾次於舍房實習

外，兼為中央臺臨時備勤人員。夜

勤實習，主要有三重點，ㄧ為作息

表，按表操課。二為水電開關，亦

跟著作息表而定。三為舍房安全，

除了違規之外，另有收容人身體健

康的問題。值勤採走動式巡邏，以

矗立
矗立於角落、界限分明的崗哨，就像站立在

客觀公正的高處，默默守護著監獄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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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時、不定點為原則，於覘視孔

細心觀察收容人的動靜，除了可避

免戒護事故外，更可以預防收容人

因身體不適而死亡的狀況。另實習

課程中有夜間新收實習，則與日間

不同，因夜間值勤人員缺少醫事背

景，於健康調查方面，僅能判斷有

無外傷與收容人自述。這讓人填寫

時顯得有些心虛。

而外科室的實習課程，因課程

排定為最後三天。而科室主管亦有

公務在身，實習時承蒙主管撥冗解

說。又外科室執掌仍屬專業，故外

科室以見習與聽取解說為主。但於

前述戒護實習時，亦曾戒護收容人

演講比賽、寫作班，以及家暴及性

侵輔導課程，間接熟悉ㄧ些教化科

的職務性質。同樣地由於戒護門診

與外醫，因此也略知ㄧ些衛生科的

業務。另見習新收與新收舍房職務

時，亦多涉獵調查科的業務。

關於這一個月的實習課程，雖

繁複冗長，卻可見矯正機關常態性

的勤務。這使我反覆思索矯正工作

可謂「事雜而依法」，每ㄧ項勤務

皆有相應的規章辦法。而管理員則

為「位卑而責重」，雖然僅為矯正

工作的小螺絲，但國家、單位賦予

的責任卻是重大的。「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每一項規定與要求皆

是站在前人的心血與防範於未然的

思慮下。更何況矯正工作繁劇，動

關功過，不可不戰戰兢兢，謹慎以

對。也因此深覺典獄長於常年教育

中一再重申的「工作態度是一切的

根本」。我想，於宜蘭監獄一個月

的實習課程，除了學習專業勤務，

更在耳濡目染中學習各級長官、學

長平時謹慎以對、依法行政的態

度。

我 總 相 信 「 相 聚 因 緣 分 而 稱

義」，感謝宜蘭監獄於一個月來對

我的不吝指教，我將珍惜這份緣

分，將各級長官、學長教導的態

度，帶到下一個實習機關。

文／黃政男（實習管理員）

時光飛逝，短短一個月的宜蘭

監獄實習，轉瞬即逝，猶記初報到

時之生澀，現在對監所工作已然多

了一份信心與安定，這都要感謝宜

蘭監獄管理的井然有序，給了我們

ㄧ個良好的實習環境，也深深感謝

各級長官、戒護科長及學長們在實

習期間經常關心我們、指導我們，

學長們不吝將多年的戒護經驗傳承

給我們這群矯正新兵，雖然股長及

學長總是謙虛地表示：『戒護無師

父』，但我卻深刻的體驗到，學長

們寶貴的戒護經驗，正是實習過程

中最大的收穫，舉凡：戒具操作技

巧、戒護時眼同戒護、隨時清點人

數、管理收容人務必要公正…等，

都讓我們獲益良多。

而外科室之實習過程，也讓我們

對作業科、總務科、衛生科等科室

之業務運作獲益匪淺。

短暫一個月的宜監實習終了，

不代表結束，反而是另一個挑戰的

起點。宜蘭監獄為我們植下健壯的

矯正種子，未來，我們將更有信心

去面對矯正實務的考驗，並以 吳

署長開訓時所示:『謙卑、傾聽、

接納』之學習態度來澆灌之。『提

昇矯正專業效能，展現人權公義新

象』這句箴言不但是我們面對這份

工作的鵠的，更是我們對國家、社

會的使命，期許能盡ㄧ己棉薄之

力，共同為矯正界開創公平、正

義、光明之康莊大道。

管理人員實習心得

塔

宜蘭監獄的水塔是監獄內最高的建築

物，隱然成為機關的特色所在，也成

為作客者記憶中的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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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監獄發展花燈工藝文化，可

以回溯到民國85年法務部前矯正

司鄭安雄司長擔任典獄長時期，首

次推展傳統花燈製作，並邀請本監

同仁攜家帶眷於元宵夜蒞監參觀，

當時懸掛於走廊維妙維肖的蔬果花

燈、小型動物花燈讓所有參觀的同

仁及眷屬嘆為觀止。宜蘭監獄的花

燈作品隨即成為宜蘭縣的特色，不

論是員山燈節、三星鄉蔥蒜節、

銀柳節、宜蘭縣政府歡樂

宜蘭年主題花燈作

品，都出自本監

收容人的巧思及

創 意 。 民 國 9 5

年間鑑於元宵燈

會已成為民俗特

色的慶典之一，

為 配 合 法 務 部

一監所一特色的

政策，傳承深富

民俗文化但卻瀕

臨失傳的花燈製

作技巧，於本監

成立才藝工坊花燈

班，讓繽紛多樣的花燈

製作得以在高聳的圍牆內重新做有

系統的延續及精進。

花燈班在成立初期，邀請宜蘭縣

冬山鄉李後瑞老師蒞監免費指導，

從基本的鐵線包紙，骨架塑型等步

驟一一學起。經由收容人用心感受

所設計出的平面圖，透過眼、手、

心、意及個人巧思不斷的修正及調

整後塑型成一件立體的作品，同時

也由單一件品搭配不同的材質、燈

光及音樂結合成為諸如海角七蛙、

繽紛的生命、祥兔獻瑞等主題式花

燈。花燈的製作是不僅是創意的發

揮，更必須結合結構學、材料學，

導電學等理論的運用，更是集眾人

智慧及團隊精神的呈現。隨著技巧

的精益求精，花燈製作的基本材質

也將宣紙改用電子絲絨布料，不

僅能抵擋風

雨、便

於 搬

運

且

易於保存，富有更大的延展性。此

外在呈現亮度的燈泡也由傳統燈泡

改為省電燈泡及多彩的LED燈泡，

另大量採用符合現代環保生活訴求

的材質如漂流木、乾草、沙石、貝

殼等素材來表現出創意花燈其獨特

的風格，以符合社會大眾客製化商

品的需求。

2009年臺灣燈會首次在宜蘭縣

舉辦，本監才藝班以農村景象結合

牛年生肖以「豐收」為主題的花燈

作品，以牛車負重為主軸，輔以老

農、瓜棚、池塘等情境來展現臺灣

水牛任勞任怨的精神，完整呈現出

臺灣農村早期安貧樂道、樂天知命

的勤樸生活態度，參與全國花燈

競賽，獲得所有來賓及評審一致

好評，並在百件參展作品

中以作品表現的深刻

意涵，足以感動人

心，榮獲燈王的

殊榮。

在龍年呈祥建

國百年的花燈製

作中，本監承製

了宜蘭縣歡樂宜

蘭年龍年大小主

燈7座，展示在宜

蘭縣境內各大路

口、配合五結鄉

公所製作走尪民俗

活動戰龍花燈、Q版

龍花燈及鴨母船花燈組、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廖添丁歷史人物

傳承創新花燈工藝文化

安農燈藝十六年卓然有成 

 林玉珠老師教導花燈班同學
骨架紮製及同學製作情景

文／李偉宏（宜蘭監獄作業科管理員）

攝影／歐文正（宜蘭監獄作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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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花燈9組及龍年主題花燈、三

星鄉公所「米香銀柳節」稻米創意

花燈1組、臺東市公所元宵燈會寒

單爺及消防寶寶花燈各1組，展現

出本監花燈製作等技法已可承接各

單位、團體等客製化需求，且提供

各式各樣花布燈籠、動物花燈供各

機關展示及佈置使用。

今年在同仁的努力下，本監龍

年Q版花燈首次在總統府新春團拜

及法務部展出，不僅增添展出機關

春節佈置歡樂氣氛外，更使本監收

容人製作的花燈獲得所有長官、來

賓高度肯定，也是本監全體同仁及

參與製作收容人的最大榮耀，當才

藝工坊收容人在電視中看到馬英九

總統站在自己精心製作的龍年花燈

前向全國民眾賀節時，那是一份難

能可貴的悸動及光榮，也代表收容

人的創意及努力不會受到圍牆的拘

束，跨越高牆之外，向自己的親人

及社會大眾證明自己在監學習的成

果及無可限量的能力，期許自己在

出監之後能以更大的努力及付出，

進而創造出如同花燈般璀燦、耀眼

的另一段生命旅程。

　2010年臺灣燈會豐收花燈榮獲燈王

 迴廊充滿喜氣宮燈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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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以觀光立

縣，對於環境保護

及地區特色的發展早

已在全國享譽盛名，一年一度舉辦

的綠色博覽會、童玩節、歡樂宜蘭

年及各鄉鎮的地區文化民俗活動，

總是吸引許多外地的遊客前來旅遊

觀光。

本監於2009年接受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委託製作「運動風」稻

草人，參加2009年在宜蘭舉辦的

臺灣燈會，讓所有參觀民眾耳目一

新，純樸而具有宜蘭農村特色的稻

草人，在經過本監同仁及收容人發

揮創意及克服材質製作瓶頸，讓原

本不具生命的稻草呈現出具有健康

形象、文化創意的展現，也讓收容

人的才藝一炮而紅，成為宜蘭縣內

文／李偉宏（宜蘭監獄作業科管理員）

攝影／歐文正（宜蘭監獄作業導師）　　

宜蘭監獄稻草藝品展特色

跨越高牆的藝術生活美學

角七蛙樂團7座，（另附點心籃1

組、各種樂器7項），合計

30件。99年1月協助

三星鄉公所辦理99

年 元旦農特產蔥蒜推廣活

動，製作招財虎1座及街舞蛙7座。

99年8月協助三星鄉公所辦理

『2010三星米香節』稻草裝飾

藝術園區設置，由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展現早期農村四季

務農生活特色。及藉由自行車結

合稻草人，推廣三星休閒觀光產

業。計製作：(一）米香公仔花燈1

座。（二）大型「讚」手勢2座。

（三）自行車結合稻草人12座。

（四）牛隻耕作等12件。（五）三

星鄉農特產--上將梨、蔥、蒜等3

項，合計30件作品。

各鄉鎮單位、團體辦理地區活動時

競相邀請協助製作及參加展示不可

或缺的單位。

本監自98年7月即協助三星鄉公

所辦理銀柳節產業活動，製作作品

計有採果樂9座、稻穗脫穀6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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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2月的銀

柳 節 活 動 ， 則 承

製 ： ( 一 ） 兔 女

郎公仔1組2件。

（二）龜兔賽跑1

組2件。（三）守

株待兔1組2件。

（ 四 ） 玉 兔 搗 藥

1組3件。（五）

招財兔1組2件。

（六）大型金元寶

1組5個。（七）

狡 兔 三 窟 1 件 。

（ 八 ） 大 蘿 蔔 1

件。（九）豬兔1件，合計19件作

品。讓三星鄉的社區意象除了蔥、

蒜、銀柳及上將梨外更具有許多純

樸、農村型態的呈現，讓更多的人

了解三星鄉。也讓本監收容人的才

藝及機關敦親睦鄰的友好形象在鄉

民心中留下深刻形象。

三星鄉公所辦理『100年三星米

香節產業文化活動』花田園區景觀

營造，以稻草製作裝飾藝術作品，

展現稻草意像工藝，推廣三星鄉休

閒觀光產業。

現場展示之稻穀豐收搬運1組

（4件）、電影人物-賽德克．巴萊

（1件）、Q版-電影人物（9件），

估計14件作品皆委由本監木工自營

作業組、家具木工班、才藝工坊等

收容人43名。以稻草型塑各項主題

之形體，展現收容人編織精緻稻草

人成品之傳統技藝，在展出期間每

逢假日即有許多遊客駐足參觀，並

與作品拍照留念，也對於本監收容

人的才藝刮目相看、讚譽有加。

2011宜蘭綠色博覽會本監接受

宜蘭縣政府委託製作主題以水稻播

種迄收穫的稻草人作品，從開箱打

行、耙田趕工；選穀浸種、播希望

之種、插秧蒔田、二次覆草、添肥

加料、拔稗除害、倏倏鐮聲、抱穗

展顏、肩挑負重、捻禾拾穗、風車

風穀、紮禾稈、打穀脫粒及水牛二

頭（翻土；整平秧田），合計17

件作品。每件作

品皆栩栩如生，

呈現出宜蘭農村

生活的景緻，讓

綠色博覽會會場

驚艷不已，使參

觀遊客能藉此感

受到宜蘭農村之

美。

『2012年宜蘭

綠色博覽會』於

今年3月31日至5

月20日於武荖坑

風景區舉辦，宜

蘭縣政府亦委請本監製作5組以稻草

製作運動風綠博吉祥物，裝飾藝術

作品，展現稻草意像工藝，推廣宜

蘭縣休閒觀光產業。其中包括：運

動風綠博吉祥物（韻律體操）1組、

運動風綠博吉祥物（跆拳道）1組、

運動風綠博吉祥物（槌球）1組、運

動風綠博吉祥物（網球）1組及運動

風綠博吉祥物（游泳）1組。

由木工自營作業組、家具木工

班、才藝工坊等收容人35名，以

稻草型塑各項主題之形體，展現收

容人編織製作精緻稻草人成品之技

藝。製作時間自101年01月16日起

開始製作至101年03月21日止，計

9週40工作天完成。使用材料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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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建築鋼筋、鐵絲、稻草、草

繩、細麻繩、彩色尼龍繩、熱熔

膠、電子絲絨、木心板…等。依照

宜蘭縣政府提供平面照片，依照比

例用鐵絲、焊接骨架彎曲定型，稻

草篩選及編織、內部塑形、稻草體

形包紮、各項配件製作、頭部製作

及髮型剪修、整體外觀修飾。木心

板彎曲成形、底座面板成形、貼飾

電子絲絨布、橡膠底墊安裝製作成

橢圓形底座。

每組稻草人在完成基本架構後，

再依照圖樣噴上代表健康、運動、

活潑朝氣的色彩後完成。每組造型

各異其趣但卻能表現出活動主題、

收容人的巧思及細膩的工序，讓會

場增色不少，更讓所有蒞臨參觀的

民眾驚嘆不已。

藝文角落

金色的暖陽，自窗口斜灑而入，

坐在窗前看著青山環翠，梟梟生煙的矮房，

抬起頭望著藍藍的天空，天藍雲白，

朶朶的白雲，一會兒變成慈祥母親的臉龐，

一會兒變成可口的窩窩頭，不一會又變成棉花糖，

就像小時候躺在草地上，

幻想朵朵白雲是團好吃的棉花糖，

想起母親總在廟會時買的一根雪綿綿的糖花，

天空很大，就像母親的懷抱，

風把雲兒吹動，看起來就像天空在移動，

朵朵白雲隨風變化著。

我將思念寄給白雲，讓他帶給山另外一頭的家人。

雲的剪影是鬱鬱化不開的思念，

霎那間，雪白的棉花變成一輛南瓜車，

隨著風兒載走了我的思念，

好想家，好想回家，

其實你和我一樣都想重回家裡溫暖的懷抱。

思想起
文／游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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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如往常的到監獄執行佈教

的工作。坐定後，教誨師告訴我有

個憂鬱症的受刑人亟需輔導，希望

我能協助她，多與她聊聊。我毫不

思索的一口答應，心想著我們佛光

人就是「給人歡喜，給人信心，給

人希望，給人方便。」不是嗎？只

要是能對她們有些微的幫助，我就

會有滿滿的歡喜與深深的祝福。

一會兒，走進一位滿臉笑容的同

學，大約四、五十歲，看上去雖然

是滿臉笑容，卻可看出是苦笑，是

滿心痛苦、憂愁的笑。

她坐下來後急著開口：「老師，

我一直想再跟老師談談，所以我有

登記，剛才我下來的時候，得知是

游老師要來和我交談，我好歡喜。

我心裡想：一定要笑笑的給老師

看。」多溫馨的一句話，多期待的

一顆心。

我們在溫馨的氣氛中打開了話匣

子，從她談話中我得知她過去的點

點滴滴：

她在年少時是大家的開心果，是

親朋好友心目中的寶貝；可是在一

連串的打擊中，沒了親朋好友，沒

了兄弟姊妹（唯一最親的弟弟也因

生病往生了），更擔心八十多歲的

父親是否健康，擔心多病的丈夫在

哪裡？擔心，好多的擔心！

「心有千千結」，她病倒了。她

曾經多次進入精神病院，我必須協

助她將心中的千千結一一解開：

我試著說：「妳的兄弟姊妹離妳

而去，對妳生活有影響嗎？」

她說：「沒有。」我反問：「既

然沒有，愁什麼？解開吧！」

我再問：「爸爸有人照顧嗎？」

她說：「有。」我反問：「既然

有，擔心什麼？解開吧！」

我再問：「不知道。但是將來出

獄後，可以到社會處請求協尋。」

我再反問：「既然有方法可想，

愁什麼？解開吧！」

我們一一的聊，也一一的試著解

決（解結）的方法，談的甚歡。可

是當談及現在的生活時，她的心鎖

得更緊了。

這些是她和「室友」間互動的情

形：

「我不愛吃飯，她硬逼我一定要

吃飯，還幫我夾菜，每餐飯都被她

氣得連胃口都沒有了，我要坐遠一

點，她還把我拉回來一起坐，真的

煩死了。」

「我在寫心經，她硬說是運動

時間要運動，我寫完就去，她也不

肯，怎麼辦？我要乖乖表現才會有

好成績，所以我把痛苦都往肚裡

吞，我好難過啊！」

喔！真的有好多結呀！難怪一

副苦瓜臉。我問她：「可以換房間

嗎？」

她說：「不要，我怕又適應不

好。」我再問她：「妳不吃飯那肚

子會餓怎麼辦？」她說：「同學會

給我餅吃。」

我開始分析吃飯與吃餅乾的利弊

得失，她知道了吃飯的重要性，也

了解常接受同學施給的因果，她要

吃飯了。

接著我再問她：「當觀音菩薩要

來接妳的時候，妳正在抄心經，可

以跟觀音菩薩說，等一下，我抄完

才跟您走，觀音菩薩會等你嗎？」

她說：「不會。」所以，事有輕重

緩急，大家共同的時間表要先遵

守，空餘的時間才做自己的事。這

才是遵守規定的基本原則。

她一一的聽著，心中的結也一一

的解開了。這時，我們也談及更

多的佛經，我更為她背一段普門

品：「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

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

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

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

法……。」妳每天拜觀音菩薩，所

以菩薩派她來照顧妳，不是嗎？

她想了想說：「我要謝謝她，我

的室友，也要謝謝觀音菩薩，菩薩

沒有放棄我，我好高興，我會好好

配合大家的規定，我不再堆太多的

垃圾在自己心中，我要好好活出自

己。」

這又是一次歡喜的談話，回程中

告訴自己，我是個「給人歡喜，給

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快樂的佛光人，希望我的快樂能帶

給她更多的生活體悟。

轉 念
她是妳的觀音菩薩

文／游阿品（佛光山佈教師）

藝文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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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極為短暫而可貴的，人生

在世本無常，何謂生命的意義與價

值？常言道：「人生沒有所有權，

只有使用權。」如何才能發揮人生

的使用權？從撒下好命的種子一書

中，不僅讓我重新再一次體驗生命

的價值與意義，也從中學到了充分

的使用僅剩的生命。如果把希望寄

託於未來，那是極為渺茫而不可知

的，唯有尊重生命、把握現在、珍

惜當下，將每一分、每一秒都變成

永恆的人生，才是生命的真意。

回首前塵往事，因叛逆、好奇而

染上毒品，終日陷溺於紙醉金迷、

五慾六塵中，揮霍浪費不少寶貴的

生命。吸毒導致性情丕變，失去理

智甚至與家人的關係一再破裂，愚

癡的我終究選擇了酒肉朋友，在遇

人不淑受人利用之下，鋌而走險的

撒下
好命的種子
【讀後感】

文／曾佩影

流的傷口，用愛來感化再教育我，

讓我從悲傷中慢慢地走出來，將悲

傷化為力量。近期來姐姐因頸椎動

手術所留下的後遺症，導致頸部行

動與肢體尚有些不便，但她仍堅強

不放棄囹圄高牆內還有個小表妹需

要她的關愛。我倆對坐接見室，我

的眼淚不停使喚的往下掉，心亦不

停的翻騰絞痛，所有的難過與歉疚

襲湧而來，我告訴姐姐：「身體不

適就別來！」她忍痛依然帶著微笑

說：「不要緊！只要我還可以動，

我就是要來，也會等著妳平安、順

利的回來。」

撒下好命的種子是一本寫給年

輕孩子加持與祝福的書，然而我的

故事與書中「愛的力量最大」一文

擦撞出一道愛的火花，藉由我的引

薦、拋磚引玉提醒更多的人要知

福、惜福、再造福。

拜讀了此書讓我嘆為觀止，原來

自已的視野是如此狹窄，在書中不

僅讓我更加瞭解生命的課題，也在

最短的時間內找到人生的方向，並

且更加肯定自我價值，讓生活更有

定見，活出好命的人生，亦能呈現

亮麗的本性，發揮璀燦的良能。

 環境變遷
文／游婉君

簇簇金黃的野花，鳥在枝頭鳴叫，

蝴蝶優雅的翩翩起舞，犁田的人大聲吆喝著，

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際，幾種不同層綠的綠色，

推出了層峰翠綠的油。

從遠處看過去，山巒間飄渺的雲霧，

天和雲，山和做田人的倒影，

靜靜的在注滿水的田裡悠閒的平躺，

插秧了! 插秧了!

蒔田的人彎著腰，雙腳泡在刺骨冰冷的水田裡，

衣服和著泥土和那偉大的堅持，

鄉村的小孩在田裡抓泥鰍。

一陣強風吹過，科技的光照耀了整個農村，

打擾了農村以往的平靜，干擾了泥鰍的自由，

獵殺了兒童的田村之樂，粗壯的牛罷工了，

一束束稻草綑綁了那農村的做田人。

高樓大廈一棟棟爭相高聳林立，

轟隆隆的機械聲取代了大自然和諧的樂章，

科技世代的人們便撿拾了那農村的唾液。

犯下重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一念

之差，一步錯，卻鑄成永難磨滅的

污點，要回頭卻深感無力辛苦備

嘗。

入獄至今已十四個寒暑，一路走

來繁瑣艱鉅、崎嶇難行，面臨種種

磨難之際，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

噩耗，澈底地將我擊的一蹶不振，

我人生在一次陷入一片烏雲慘霧，

讓我在生命的路口迷失了自已，茫

然的不知所措，幾度有輕生的念

頭，徘徊遊蕩於生或死邊緣，整個

人變得死氣沉沉，似乎要放棄生命

了。所幸家人對我的不放棄，為我

枯竭的生命注入了新的動力，一路

支持我走到現在。

這五千多個日子以來，於指隙間

流逝，非常感謝我的表姐，是她撫

慰我心靈的傷痛，為我擦拭汩汩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