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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臺中看守所  張機謀

監獄管理工作的浩繁常不為外人道，尤其被

管理的對象又都是違背法律的犯罪行為人；

簡單的說，也就是這些被管理者的行為是國

家社會所不能容許的，包括無法諒解他們的

家人；可這並不表示這些繫閉牢獄者的人性

也該被五花大綁的禁錮！因為我深信，只有

讓他們認識自己，擁抱自己，停止與自己為

敵，並願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時，就已開始

擁有生而為人的主體性；也唯有如此，他們

才有重生的機會與理想！

喚醒
禁錮生命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大肚山的風，吹得

臉頰獵獵生疼，頷首合十佛珠，這是今晨第一百零八遍了。

等待放封運動的廊道上，透著山雨剛過的哀愁，看來同學們

應該已從電視或收音機裡得知昨晚阿強伏法的消息。

回到辦公室，桌上的輔導紀錄停在去年的8月7日……

阿強兩眼盯著地板，聲音裡透著疲乏：「我對不起我

爸，連他老人家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我作了喪盡天良的

事，造成施爸爸、施媽媽永難抹滅的痛苦．我害得家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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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過街老鼠，遭親鄰唾棄。」坐在小板凳的阿強，手裡拿

著父親去世的訃聞，垂頭喪氣的喃喃自語；我請阿強告訴

我：「除了悲傷之外，你覺得此刻還能為剛過世的父親作些

什麼？」他茫然的搖搖頭，開始啜泣；我拍拍他的肩膀，提

醒他：「阿強，這的確是遺憾，但遺憾不過是對已經發生的

過去感到失落和痛苦，雖然痛苦的感受可以說明你至少還有

反省的覺知，但也僅僅只是沒有作為的懺悔而已，你想減輕

痛苦嗎？」他似懂非懂的將視線離開地板看著我……

「主仔！主仔！有什麼解決痛苦的方法？」阿強的聲

音在耳邊響起。「有阿！當然有阿！不過你要再回答一個問

題，你每天抄經、唸經、打坐、為了什麼？」他拿起衛生紙

◎ 靜坐反省，想想有甚麼解決痛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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擤了鼻涕，眼淚卻又再次潰堤，嗚嗚咽咽的哭著說：「因為

沒機會說對不起，但我求菩薩的慈悲能讓那位小姐安息。我

不是好人，我想作個好人，我想讓爸爸知道，我可以是個好

人。」看著阿強哭得有點歇斯底里，我問他要不要繼續談，

還是回舍房休息？

說實在，那一刻情緒起伏最大的是我自己，看著眼前這

名隨時都可能被槍決的死囚陷入痛苦的懊悔及渴望能成為好

人的無助神情，我究竟能為他做點什麼？

我輕輕的拍他的肩膀安撫地說；「你知道嗎？要一個

作父親的老人，八年來經常探望隨時都可能被槍決的兒子，

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但只有這種殘忍的痛苦，才得以稍稍

減輕他老人家對施家雙親失去女兒的愧疚，這同時也是他表

達愛你的另一種方式，他陪著你，陪著你默默地在向施家兩

老陪罪，你能體會他的用心嗎？」阿強將臉從雙手中移開，

一副潰敗悲哀的樣子，點點頭說：「沒錯，我爸的確用這種

煎熬在懲罰他自己，但這不是他的錯阿！」「不，阿強，你

爸爸不是在懲罰自己，他是在給你力量，讓你有勇氣面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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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應付的責任，讓你更明白施家雙親的痛苦，如同你此刻不

能原諒自己一般，又何嘗忍心乞求施家兩老放下仇恨來寬恕

你？」我邊說邊再抽二張衛生紙給他。阿強接過後摀著鼻子

有氣無力的說：「沒有用了．現在明白跟後悔都來不及了．

我毀了施小姐的生命，也毀了自己．我是毫無指望了，我就

要下地獄了。」我故意提高音量睜大眼睛看著垂頭喪氣的阿

強說道「所以這就是你痛苦的地方？下地獄？你相信有地

獄？」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下地獄才能減輕我的罪惡

感！只有無間地獄，最好愈折磨愈好，這樣我才能贖罪！」

我轉過身嘆了一口氣，翻開輔導紀錄，拿起桌上的筆，假裝

作著自己的事。「主仔！您要忙喔？還是我說錯了什麼？」

阿強的語調心虛的像是做錯事的孩子；我沒有回頭，裝作不

在意的回答：「沒有什麼，等你心情平靜點，我就讓你回舍

房，你好一點時告訴我一聲」

「主仔！阿您剛剛為什麼嘆氣？」聽得出來阿強對我突

然嘆這口氣的興趣與不解；我索然的回他：「沒有啦！就是

覺得可惜，看你父親那麼辛苦的以身教來感化你，又看你每

天在房裡唸經、抄經、打坐，沒有想到你仍然只自私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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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唉～」說完，我又嘆了一口氣；「我哪有……我沒

有阿，主仔！我都可以坦然得面對死刑並捐出全部器官了，

我哪有什麼自私的」他孩子氣得愈講愈細聲的表示抗議；我

回過頭，盯著他嘴巴還未合攏的無辜表情說：「你說你相信

有地獄，你希望有地獄，是為了可以減輕你的罪惡感？也就

是說地獄的存在只是為了削減你因為曾經做錯事的痛苦？那

施爸爸、施媽媽的呢？你父親你母親的呢？那位無辜的施小

姐呢？他們的痛苦怎麼辦呢？你還說你不自私！」阿強聽完

後，把雙膝抱在胸前，前後搖擺著，沉默了半晌抬起頭，緩

緩說出：「對，我太自私了，我自私地只活在我自我苛責

裡，等待死亡後的一了百了，竟然忽略了仍活在痛苦裡的施

家雙親和我的家人，我太自私了．我還能作些什麼？」

我知道阿強開始認真的思考，什麼才是有作為、有意

義的懺悔，而不是沉溺在自我的痛苦裡；看著阿強求助的眼

神，我不答反問道：「你平時作課唸那幾部經？抄得又是什

麼經咒？打坐時可有觀想哪一位賢聖尊者？」不可思議的莊

嚴出現在阿強稚氣的臉龐，他坐直身子，恭敬又自然的雙手

合十，徐徐說出：「早課地藏王菩薩本願功德經，晚間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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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經及一百零八遍往生咒。至於打坐觀想佛聖很難，我

的定力還不夠，有想觀想地藏王菩薩，時而觀世音……不然

就是阿彌佛陀……常常唱著佛聖號，心念竟浮現父親慈祥的

笑容」阿強流利的說出每日功課，叫我訝異這孩子早已將連

在家居士都難以堅持的佛門課程內化為生活的一部分，看似

緊湊繁重的流程，竟然只是行住坐臥般的舒徐淡定，尤其令

我驚喜。

我請雜役拿瓶水給阿強，接著問他：「阿彌陀經和地

藏本願經講述兩種不同境界的極端，前者是美妙的西方淨

土，後者是悲慘的無間地獄，你每天持誦兩部領域截然不同

的經典，會不會有矛盾呢？」阿強吸了一口氣，肅穆地閉上

眼睛道：「不，淨土與地獄都是果報，非願力、業力不能到

達。我相信只有尚有一念之善，就算臨終前靈光乍現，終究

還是能往生極樂淨土。又縱然墬落無間地獄，倘迷途知返，

了惡報之因，終有得證涅槃之時，不然地藏王菩薩幹嘛那麼

辛苦下地獄調伏那些惡鬼？光目女之母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

子！」從坐在旁邊一直忙著算帳的福利雜役臉上驚訝的表情

就可以說明我們在場的人有多麼不敢相信聽到這些彷徨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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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妙語，竟來自於眼前這名死囚口中，我甚至分不清楚當時

聽到這段話的愉悅，究竟是分享到一名修行者對因果業報的

徹底領悟？還是因為一名極刑犯，看來已被教化成功的職業

成就？但無論如何，那一刻我的確有通體舒暢的感動！

「這是你讀完經的心得？」換我有興趣地問到；

「不，主仔！不只是心得，這已經成為我的信念！經

過每天持續不斷地唸經、打坐，加上了空師父和您給我的教

化，我已再也確信不過了」阿強講完後堅定的看著我。我再

問他：「什麼方法可以成就這樣的信念？跟極刑定讞的絕望

有關嗎？」阿強坐直身子，喝了一口水，用充滿自信堅定的

口吻答說：「不！跟自己會被槍決無關！佛法裡闡述的往

生，並非指死亡的結果，而是一種願力的延伸，我的理解是

往生可以說是一種新生的概念，這種延伸的願力，引領正信

且堅定不移的人到達圓滿美好的境界，它同樣慈悲地提供給

真心贖罪的人一種寄託，若不是這珍貴的信念，我可能捱不

到槍決執行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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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託？」我有點聽不大明白繼續的問他：「你願意

分享什麼樣的寄託嗎？」阿強大概看到我誠懇的提問，有點

不好意思的回說：「老闆，您在驗收喔……」我們倆相視而

笑，他的眼神柔和地轉向前方接著說：「主仔，謝謝您，如

果不是您剛剛提醒我太自私，我差點因為爸爸的過世，又重

新陷入八年前自暴自棄的困境裡。還沒參加宗教輔導前，我

沒有一刻原諒過自己，但當時我並不明白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的是死刑的恐懼還是做錯事的後悔？後來我發現都不是，在

我明白了任憑我被槍殺1百次、2百次，施家雙親的傷痛也永

遠無法平復，我的家人更不可能從此平靜，施小姐寶貴的

生命將不再復活的現實後，我徹底的崩潰了，活著也等於

死了……我不想想、不敢想、不能想……一想就痛……就

怕……就想逃……直到主仔您拿三本書給我，這一切開始改

變！」阿強說完看著我，期待我能記得那三本書名；「我知

道！是西藏生死書、熱情佛陀及佛門大孝地藏經，對吧！不

過那也要你肯看書阿！對不？」我會心的回應他的期待。

阿強噗哧的笑了出來說：「要不是您就像我們這些死

囚的親人一般，我還真想請雜役把書拿回去，但「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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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及「孝道」剛好是我當時最衝不破的關卡，也是死

刑犯最遙不可及的渴望，它們的書名確實引起我的興趣，就

這樣開啟我對佛教的好奇！」

好奇？跟你剛剛的寄託，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可見這

段旅程你跋涉的很久喔！輔導進行到這裡，換班的年輕主管

走了進來，我取下交接的鑰匙，阿強知趣地隨我走回舍房，

我邊走邊說：「剛剛那句太自私的話我收回，你別往心裡

去！」

「別這麼說，頭仔！我知道你的用心，我會更精進

的！」阿強善解人意的說完轉身進入舍房；「對了，頭

仔！您上次寫給我的那首詩，作者是誰？可以麻煩您查一下

嗎？」

「好！我會幫查，那你現在沒事了吧？」我隔著鐵窗問

到。「阿彌陀佛！」阿強面帶微笑，在窗裡躬身合十。

「報告主任！阿強的資料袋和保管物品整理好了，總

務那邊的主管催了好幾次」文書雜役的聲音將我從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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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篇記憶裡拉回現實；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

了！我知道阿強出所了」

連我都聽不清楚自己的聲

音……

大肚山的風！吹吧！

阿強，走囉！繼續精進啊！別耽溺在自我的自憐與苛責裡，

這會讓其他人生起憐憫的空間消失了。阿強！寬恕是實踐無

常的功課，千萬別與自己為敵。慈悲的菩薩會為你真心的懺

悔而感動的！祂會完成你的誓願的。

阿強……是「魯米」，那首詩篇的作者叫「魯米」；我

為你再唸一遍；

超越惡行與善行的概念之列，有一片原野，我們就在那

兒見吧。

當靈魂徜徉在那片草地上時，世界圓滿，難以言喻，

無論是概念、語言、甚至是措詞說法，全都了無意義可

言……

◎ 超越惡行與善行的概念之列，有

一片原野～我們就在那兒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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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臺中看守所  陳新東

一個懵懂無知的年輕人，在人生中最黃金的

十年間，窩在不到3坪的牢房內等待著死神的

來臨。這一天，教誨師和死刑犯一同迎接死

神的來到……。當我抬起沉重的腳步，陪著

他一步步邁向死亡之路時，我回憶起往昔一

幕一幕的情景……。生命隨著如雷貫耳的槍

聲消失在眼前，我祈願老天能給我力量來喚

醒禁錮已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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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種聲音，會讓人記住一輩子，渴望那是一種讓

人感到溫馨美妙而充滿愛、充滿希望、充滿歡笑的聲音。但

是，這個聲音卻讓人心碎，久久在我的腦海中迴盪而揮之不

去…。

那天晚間陪著極刑犯走向刑場，近在咫尺的路程對

我而言卻如此遙遠與沈重，因為，我們正在一同迎接死神

的到來，以不批評、不抱怨，不怨恨，就讓一切安然地放

下……，感謝用你的生命來告訴我「活著真好」。

傍晚間整個舍房早已瀰漫詭譎的氣氛，死刑犯似乎開

始出現不安的情緒，戒護人員早已就緒，接獲命令後前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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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舍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進入舍房內，立即命令他

（死刑犯）準備出房門。雖然他早已心裡有準備，但晴天霹

靂突如其來的噩耗終究讓他一時反應不過來，一回神已無法

控制顫動的身體了。

「請讓我換個新衣服」他向主官請求說。

「好，沒關係，慢慢來，冷靜下來，不要慌」 教誨師

說。

他不知道我也在旁，他聽到熟悉的聲音，看了我一眼後

情緒似乎安定了不少，在旁的戒護人員也不再催促，讓他換

上早已準備就緒的新

衣褲，著好裝後，主

管再次提示他：「有

沒有什麼東西要交代

的，現在趕快說」。

他無言地告別已居住

十年的房舍。◎ 生命的美好在於，你知道當你驚慌失措

的時候，總有人陪在你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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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一陣的腳鐐聲，似乎在向其他人道別，每經過舍房

總是見到那驚恐又無奈的表情，這就是另類無言的道別方式

吧！一會兒的時間我們已步上警備車，在車內我撫拉他那顫

抖不停的雙手，複雜的情緒在我們彼此心中不停的盪漾。此

時，不需用任何語言來安慰，他卻已感受到我的真心關懷，

當我把手中的佛珠掛上他的手後，他的眼淚終於流了下來。

「這個過程很快，你要勇敢面對，…」教誨師說。此時

再多的話都是多餘了，緊握雙手勝過千言萬語。

◎ 武裝的背後代表著許多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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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戒護主管圍繞著兩旁，一起踏上不歸路，每個人

無不帶著沈重的心情，在夜黑風高之下，覺得生命是如此渺

小。仰頭眺望天空卻不見星光，怎覺今晚的夜來得特別快，

陰霾早已籠罩整個天際，萬籟俱寂中的腳鐐聲陣陣刺耳，如

那銳利的刀子，一刀一刀割著我們的心。

第一次感覺死亡離我好近，近到好像與死神同在，而連

呼吸都困難。人總要面對死亡，但這些人每天必須承受死神

在招手的煎熬，而誰都不能保證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死神要

的人。

此時逐漸浮現以前和他談話的景象，認識他（們）是

一年前的事，起初我總是帶著批判的眼睛看待他（們），刻

板認知讓我看到的皆是缺陷的生命。這一些人因管理因素及

安全考量，無法同一般收容人一起團體作息，為了嚴格的戒

護，需時時注意每個極刑犯的安全，還需適時的輔導與安撫

情緒，這些人讓管教人員花費不少的精力，或許他們也找到

自己生活的方式，來對付這生硬又無情的銅牆鐵壁。極刑犯

中有些人早已被親人所放棄或遺忘，他們必須獨自面對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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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懊悔的歲月，承受痛苦的日子，或許是作繭自縛罪有應

得，才讓自己的生命如此無奈。

記得開始輔導他時，主管好意的提醒我說：「老師，他

的防衛心很強，不信任別人，很多人被他拒絕輔導。」主管

建議我換另外一個。

「不行～就是他，如果是外面進來的志工老師，他有權

拒絕，而我是他的教誨師他沒有權利拒絕」我堅持的說。

主管看我如此堅持立刻到舍房前：「2006，教誨師要

找你」，2006竟然二話不說，馬上跳起來著好衣服後出了房

門，主管對他的舉動有點感到錯愕……。

「為什麼別人

要輔導你，你都

拒絕，而這次怎

麼這麼爽快就答

應?」教誨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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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聽其他同學講，有一個新來的老師不錯，所以我

就出來了呀。」

當我不再以有色的眼光看待每個人時，就能以真摯關

懷的態度面對他們，相對的對方也能感受到彼此對生命的尊

重。他曾經告訴我他那不堪回首的過去，談到他人生過程所

遭遇的挫敗感受，偶爾也會抱怨對生命的無奈。半年前適逢

他父親過世，因他在待執行期間能接受教誨遵守規定，在長

官的同意下返家見他父親最後一面，這對一個死刑犯而言算

是寬容，事後個案對長官的體恤，表示相當感謝，現在想想

這一切也許老天早已安排好了。每個月他會寫出的一疊一疊

厚重的手抄經，請我把它交給師父幫他作功德迴向，我看到

他真誠求懺悔的心與懊悔的態度，如果不是的話，他大可不

用這樣做，因為，這些舉動無法改變他被判死刑的事實。

等待死亡竟如此折磨人，生死門1　雖還沒開啟，但大家

都感受得到死神離我們愈來愈近，這是我們最後談話的機

會，我問他：「你有什麼話要向家人說的嗎?老師可以幫你

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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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說再多只是讓家人傷心」

「謝謝老師及師父這幾年的關心與教導」他說。

生死門終於開啟了，法警接手後押送他一步一步走入刑

場，其實，當他一腳跨越生死門時，他的心早已經死了，因

為，他再也感受不到我們的關懷和溫暖，管教人員只能眼睜

睜讓他一個人獨自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

步入刑場時一切早已準備就緒，場內寒氣逼人凜冽刺

骨，直叫人不寒而慄，在刑場內有一莊嚴肅穆地藏王菩薩守

候在旁，慈悲的法相自然讓人生起悲憫心，管教人員有的恭

敬禮拜菩薩，因為，死亡的氛圍多讓人感到不安。最後一個

法律程序，就是由檢察官做人別訊問，確認是否為當事人，

詢問有沒有最後需要陳述及其他遺言，一般而言，對一個死

到臨頭的死刑犯最後的掙扎是無助於事的。

在旁已準備好飯菜及送行酒，就等待著上路人享用，

飯菜難嚥、送行酒只能獨飲，送行人卻不是沾襟斷人腸。醫

護人員拿著麻醉針在旁等候著，好似在催促著上路人，他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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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最後一次勇氣，站了起來緩慢的走向沙堆前的椅子坐了下

來，捲起了袖子讓醫護人員打下這一針，殊不知這一針打下

去，他從此再也沒機會睜開眼了，很快的只見他緩慢的低下

頭來，而前面的沙堆就是他的執行之地，當法警拿起槍的同

時，在場的管教人員無不屏氣，每個人似乎只聽到自己的心

跳聲，目光都在他身上，剎那驚天動地的槍聲劃破寂靜的黃

昏，如雷貫耳的槍聲也打碎了我的心，複雜的情緒全湧上心

頭，我默默的祈願這個世間不再有任何的殺戳與傷害，而一

切的恐懼和仇恨隨著槍聲就消失無跡吧！

佛偈言：「罪從心起從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他的

犯行雖罪不可赦，

但我仍願給予愛的

感化及關懷，因為

生命是平等的，而

我相信人是可以改

變，只要心存善

念就是另一個生命

的誕生，雖不能改

◎ 生命是可以用愛來喚醒蒙昧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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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以前造惡的事實，但當下的生命價值卻可以美好。從他身

上，我看到人心改善的事實，最後生命能對懵懂無知的過錯

而懺悔，對被害人真心的懺悔，對家人的懺悔，對世人的懺

悔，最後的結果也能讓處在執迷不悟中生命有所甦醒。

今晚的槍聲滲著複雜的情緒，我帶著失落感走在微微

的月光下，仰望天空時原來月亮已悄悄露出希望的光芒，似

乎在傳達我一個消息，生命必須讓它發光去照亮別人，時間

從不等待生命，每個人來到這世間都必須完成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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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明天的太陽依然會再升起，我必須調整我的情緒及心

態，才能以平常心來面對這些人，生命是必須給予希望與信

心，他們也不例外。我願以不對立、不批評、不放棄去喚醒

那禁錮已久的生命。因為，生命是可以用愛來喚醒蒙昧無知

的生命，作惡的人也會生起善心而立即放下屠刀而登善地。

管教人員可以用愛來關懷臨終的生命，給恐懼的無畏心、給

失敗的人勇氣、給迷失的人方向，這就是矯正人員的使命與

價值。

註1： 看守所與監獄共築一道高牆（五米），有一門係專為執行

死刑所設置，執行死刑時由看守所的戒護人員押送到該門

後，由監獄另一方戒護人員接押至刑場，此門被稱為「生死

門」。



拾回的慈愛

作者：高雄第二監獄  梁文光

這故事沒有譁眾取寵，而是在平實中道出一

位死刑犯的慈父之愛，在監所外是一般父親

極為平常的事，然而，對背負著生命的人要

讓他重新滋長，是經過多少的釋懷及諒解。

監所工作是要秉持著『人性關懷』，讓他們

從黑暗中爬起來，鼓勵他們走向希望。



四年前的某日，科長像往常一樣每天到我執勤的工場

巡視，平時他僅會問問工場有沒問題，或者交代一些需注意

事項就離開了。但是那天他在我執勤的工場停留比較久，第

一句話開口就問我：「你準備好了沒？」，我當時沒多加思

索就回答他說：「我隨時都準備好了。」其實，我剛開始以

為他是在跟我開玩笑的，科長看我沒什麼反應就接下去說：

「你去接重刑被告舍房好不好？」我看了科長一眼，其實也

沒有多加考慮就爽快答應說：「好呀！」或許，他只是在探

詢我的意見，正好我也沒有推辭。

第三天早上點名時發布科令，我於十一月一日起接任重

刑舍房，當時我才確定：「科長是說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同仁聽

到這消息時紛紛豎起大姆指

說：「好 ！」也有些同仁

跟我說：「那裡不好搞，要

小心點！」讓我聽了在心裡

面七上八下的，那時我心裡暗暗

在想：「我是不是上了賊船？放著好

◎ 經驗最豐富、年資最久的，最

適合擔任重刑舍房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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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日子不過，幹嘛去淌這渾水呀！」但是在這些工場主管

當中，一眼望去，經驗最豐富且年資也最久的，沒有別人，

就非我莫屬了，正如地藏王菩薩所說的：「我不入地獄，誰

入地獄。」

我在二審看守所一待就是十五年，從來沒有待過重刑舍

房，以前聽說很多前輩在那裡出事，有些人在那裡不敢管這

些重囚，讓他們自我放逐，只是把他們消極的關在舍房內就

什麼都不管，認為只要不死人了，什麼都好交待。也許，我

的想法跟別人不一樣，尤其是第一線的管教人員，一個單位

要管得好，他們又願接受你的管理，那是要下苦功夫的。不

像以前採打罵的方式，得到的是什麼，那些人在我們面前是

一個樣子，當你走開的時候又是一個樣子。正如大家說的：

「死不悔改。」、「牛牽到北京還是牛。」的想法。胡適先

生曾經說過：「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佛說：「種什麼

因，得什麼果。」除非你真的要放棄他們，那我們就可以自

圓其說，他們真的是一群無可救藥的人，放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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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後，所有的狀況陸續接踵而來，也許是蜜月期

已過，真正的磨鍊才開始。第一個發難的不是別人，就是那

些死刑定讞的收容人，他們有可能是要讓我知難而退，也可

能是要向我下馬威。有一天早上，在我桌上擺了一份訴狀，

當時我一看就知道是要寄給部長的，我一看內容真的不堪入

目，充滿謾罵的言語，其中不實的敘述著我們管理上的不人

道，每天把他們關在不到一坪的舍房內，不管他們死活，希

望部長快些執行死刑。在這裡第一次遇到這種問題，當時問

了很多人，他們都說：「給他寄，不要擋！」但是，我可能

是有那份執著吧！想試試看能否讓他不要寄這份訴狀。當我

走到舍房窗前問他：「你寫的訴狀內容不好看，可不可以改

一改或者不要寄。」他用睥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說：「我學

歷不好，不會寫。」當時我不想放棄，再次告訴他：「不要

寄了好不好？內容不好看。」他冷笑著說：「你不寄，明天



我就寫一份狀紙告到法院。」真的遇到這種問題，就像「秀

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連轉圜的餘地都沒有，有時在

想：「那些人真的很不可理喻！」真的很想放棄他們。

過沒幾天，另一個死刑犯也是一樣，他也是用訴狀紙寫

信給部長，希望快一點批准執刑令。信的內容大概是對人生

充滿了無望跟無奈，希望部長成全他，讓他能快些擺脫生命

的窠臼。

為了充分了解極刑犯們的想法，經過一段時間雙方面的

互信後，發現其中這位死刑犯身材瘦小，臉色蒼白，年齡近

五十歲，他原本有一個普通平凡的家庭，三個子女，在當貨

車司機，月收入也

有六、七萬元。因

當貨車司機時間

較長，疏於家庭照

顧，也許因為這樣

他的妻子開始往外

跑，時常晚上不

◎ 經過一段雙方面的互信後，才能充分

了解極刑犯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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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當時他苦苦規勸妻子要照顧好這個家。但是，妻子還

是常常徹夜不歸，就這樣吵吵鬧鬧，鬧到離婚。離完婚後，

他們還是同住一個屋簷下，同睡一張床，因為不想傷害未成

年的小孩，希望還是能讓他們擁有一個完整的家。但是雖然

同住在一起，還是常為妻子的晚歸而不斷爭吵，妻子常用刺

激性言語說：「我們已經離婚了，你管那麼多幹什麼？」他

本想同住在一起看能不能挽回二十多年夫妻感情，但他的一

廂情願破滅了，因此開始瘋狂的跟蹤前妻和哪個男人在一起

的行蹤，原來，「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這

種瘋狂扭曲的行為終於爆發，他拿著預藏的刀，跑去前妻工

作的皮革工廠理論，但是他前妻還是一樣對他冷嘲熱諷，還

刺激他：「有膽你就把我給殺了吧！」終於，他再也按捺不

住心中的怒火，拿著手中預藏的刀往他前妻身上砍殺二十多

刀，同時也把工頭砍殺身亡。



案發後，他原本想要自殺，但在親友的規勸下，他主動

去投案了，因為還有三個未成年子女，但沒想到，在檢警調

查時，這三個小孩都指控他的不是，讓他再也沒有活下去的

勇氣，在法院審理時大放厥詞，把所有的過錯都推給別人，

終於在九十四年十一月三審極刑定讞。

經過那麼多年，他想到一個好好的家讓他給毀掉了，

三位子女又無法諒解他，心裡的苦是無法排解的。有一次，

我在巡視舍房時，看他坐在房內窗前，拿著一張泛黃又有點

褪色的相片滿臉憂愁的看著，也許是在回憶，也許是在感嘆

吧！我問他：「你在看什麼？」他把相片拿給我，我看了相

◎ 恨，就是把別人的錯誤拿來苦苦的折磨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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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就問他說：「這是你的小孩嗎？」他點點頭，我又問他：

「他們有沒有來看過你？」他搖搖頭，看他眉頭皺起來，把

頭埋進兩手之中感嘆的說：「他們不會來看我的，到我死也

不會來看我的！」聽到他講到這裡心裡有點戚戚焉，讓我對

他產生了惻隱之心，也許就像證嚴法師所說的：「恨，就

是把別人的錯誤拿來苦苦的折磨我們自己，最後，毀了自

己。」當時我想幫他把失去的找回一些，就告訴他說：「我

去找他們來看你好不好？」他把頭抬起來看看我，然後搖搖

頭說：「他們不會來的！」但我不放棄，再次跟他說：「試

試看吧？」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充滿期待，但也害怕再受

到傷害。

◎ 試著放下，掛在心裡的恨才能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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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情形告訴了監內長官，也透過志工老師的協

助，終於找到他兩個兒子，經過不斷的開導溝通，他們終於

願意來監接見他的父親。會客時，我幫他們向長官申請辦了

特別接見，讓他們可以面對面去化解心中多年的誤會，由於

已七年多未曾見面，也可能有太多的話想說，那天我看到他

兩個兒子，已二十多歲了，長得非常壯碩高大，沒有叨著煙

吃著檳榔，也沒有自暴自棄，在外面親戚的照顧下過的還不

錯。見面時，他們還是說著那些不愉快的過去，害他們沒有

完整的家等等。當時我告訴他們：「試著放下，你們掛在心

裡的恨不覺得累嗎？」他跟一般的父親一樣，只要他的兩個

兒子在外面能好好生活工作，只要他們記得好好照顧自己，

不要學壞了。

◎ 費盡千辛萬苦，生命總會開出燦爛的花

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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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完畢時，我告

訴他：「你可以抱抱你

的兒子。」當時他不好

意思說：「不好吧？」

我認真的說：「沒關

係。」他在半推半就中

把他的兩個兒子緊緊擁

在懷裡，眼眶中還閃著淚水。最後他拍拍兒子們的肩膀說：

「要好好保重自己。」向他們揮揮手道別！看著他們走出這

一道道的冰冷鐵門。

帶他回舍房的路上他跟我說：「今天很高興，他會死

而無憾的！」我心裡在想：「你是不是又要作傻事了？」他

看了我一眼：「我不會自殺的，主任你放心，我不會害你

的。」我點點頭並告訴他說：「這次長官幫了我們很多忙，

也希望你能多多體諒長官們的苦心。」他點點頭說：「我會

好好過每一天的，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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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他開始在舍房內用毛筆抄寫佛經迴向給家人及被

害人家屬，現在又開始學畫佛像，作品大部分都送給來上課

的志工老師或由機關保存展示，現在遇到主管會帶著笑容主

動打招呼，遇有不如意時他也總會說：「算了吧！」。

曾經有一本書提到：「如果一個人是正確的，他的世

界也就會是正確的，想要改變你的世界，首先應該改變的是

你自己。」這份工作很辛苦又很乏味，不見得會有什麼成就

感，但要看你的價值觀是什麼？你真正要的是什麼？曾有

長官對我說：「你到處拜佛求平安，不如在這裡多作些善

事。」這正如同我們現在戒護科中門所張貼的二句醒語：

「入門行善，出門造福。」

145拾回的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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