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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如一個舞臺，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

上演；置身於人群裡，總有相遇相知的片段，

在其心中留下印記，有些人會把自己的所遇、

所感描繪出來與人分享。在2013年1月，矯正署

對全國所屬矯正機關展開了「尋找身邊溫馨感

人的故事」徵文活動，而本書乃彙集矯正同仁

與收容人良性互動下的所見所思及外界所不知

道的感人事蹟，經由評選委員審閱評分後，脫

穎而出16篇內容豐富、主題多元的稿件，充滿

人文關懷與柔性司法的真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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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悟」及「心懺」皆是管教人員

藉由關懷死刑犯、陪伴他們走人生的最後一段

路，從中啟發對生命價值的體悟。在教化輔導

過程中、管教人員用生命和宗教信仰與收容人

對談，帶領他們檢視自己的罪行進而懺悔認

錯，即使不能改變曾犯錯的事實，但至少留下

人心改善的美好。「歸燕」則是監獄內修復式

正義的具體展現，一開始被害人充滿恨意和心

痛的控訴，加害人則我行我素表達被關已經在

贖罪，對被追討賠償金亦感無奈且無力償還，

在新竹監獄各科室同仁的熱心輔導協助和勤於

奔走聯繫下，加害人終學會了自我反省，也釋

出和解的善意並主動提出償還，而被害人也願

意原諒，內心所受到的傷害也得到平復。最

後，被害人的回信中寫到「你們監獄真好，把

犯人教育成為一個有愛心的人，我從心裡敬佩

你們，感激你們」。現今矯正機關的功能逐漸

轉型，從單純消極的隔離監禁轉變為積極正向

的教誨處遇，矯正同仁每天面對不同背景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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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皆竭盡心力的給予幫助，協助收容人修復

與家人的關係、消弭與被害人的對立，這樣成

功又感人的情節不斷上演。

近年來矯正機關超額收容嚴重，矯正人力

極度匱乏，在面對日趨艱辛的工作壓力及負擔

下，矯正同仁仍始終堅持不懈、鍥而不捨地引

導這群迷途之人回歸正軌，這樣無怨無悔的精

神令人感動。期盼本書的出版能揭開監所的神

秘面紗，使社會大眾更加了解矯正機關的工作

內涵並進而認同、肯定矯正同仁們的付出及辛

勞，更期盼矯正同仁在閱讀本書後，互相勉勵

打氣，找到矯正工作的使命與價值並激發工作

熱忱，再創矯正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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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童年

作者：臺北少年觀護所  黃祥義

像小明這樣的孩子在少觀所絕對不是個案，

不禁要問一句，這些從小失養、失學、沒人

照顧、沒人教導的孩子，誰來替他們準備三

餐，最可憐的還是他們絕大部分都還帶著家

暴的陰影，面臨著隔代教養的問題。沒有人

希望自己的童年是灰色的，希望可以許他們

一個充滿光明、色彩繽紛的未來。

揮別
慘淡年少



一個夏日炎炎的午後，少年觀護所的業務依舊忙碌，然

而一聲稚氣的童音劃破了寧靜的中央台，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那位收容少年小明，「哇！好小喔！」、「好可愛喔！」、

「你幾歲啊？」當時他剛來的時侯看起來年紀很小的樣子，

從眉宇間透露著一股純真無邪的氣息，一雙無辜的大眼睛好

奇地環顧這陌生的境地，可是從少年與管理同仁對談中，還

是可以感受到他和一般兒童有所不一樣，因為他童言童語的

對話方式中，還是可以感受到他來自一個缺乏溫暖的家庭。

當時的景象在我的腦海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進而開始留意

起這個大約十歲左右的小小收容少年。

他當時第一次

來到少觀所，對監所

生活有些不能適應，

畢竟在他這個年紀的

孩子正值活潑好動，

對照之下難免會感覺

到沒有自由，可是由

於他年齡較小，對

◎ 少年在操場認真練習滑板，學習面對

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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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犯下的過錯似乎沒有什麼感覺，此刻，我不禁感到惋

惜，是什麼原因讓這樣的一個小朋友來到少年矯正單位？這

就要從他的家庭開始探討。

小明在他四歲時父母就離婚了，他當時經常聽到父母爭

吵和媽媽哭泣的聲音，而童年生活的印象就是在這樣環境裡

長大，由此可知他在家中並沒有得到妥善的照料與關愛，再

加上他父親是鋁門窗工人，對他的生活起居不聞不問，而且

還有酗酒的習慣，心情不好時，喝了酒也會對他拳打腳踢，

平均一個星期打個一、兩次，而且也從來都不給他零用錢花

用。

所以他在缺乏溫暖的童年回憶中，只能靠偷竊與搗蛋

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別人的關注。然而他的母親只在

他小學一、二年級時曾來看過他，還會帶他出去玩，我相信

那時應該是他最開心的時侯，因為每次他和母親離別時，母

親總會給他三百元讓他去買想要的東西，從和他聊天的過程

中，他提到三百元時的表情就好比是父母要帶小孩去遊樂園

般的興奮，可惜他母親再婚之後就沒有再去看過他了，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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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這裡他的雙眼馬上又黯淡了下來，難以置信，他還這麼

小就要經歷這本不該屬於他的一切。

在一次提帶他去接見的路程中，曾好奇的問他今天是誰

來看你阿？他跟我說是他的阿公，我當下只是和他說：「那

你要表現好一點，這樣子才可以早點出去看阿公喔！」想不

到無心的一句話，他竟然就在我面前哭了，後來他才跟我說

當天阿公哭著問他為何要偷別人的腳踏車？他和阿公說：

「看車子舊舊的放在那邊很久了，以為是沒人要的想說拿來

◎ 在團體活動中學習如何與人 

相處。

◎ 少年於教室吸收新知，以面對外界多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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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步。」我當時心想隔代教養的問題，他的外公應該很辛苦

吧！少年跟我說：「他看到外公哭的時候，心裡也感覺到酸

酸的。」

我便和他說：「所以，你要乖一點，出去之後不要再做

讓阿公傷心的事了。」雖然不知道他有沒有聽進去，但是我

真的覺得他阿公很偉大，因為他的外公都是早上八點多就出

門坐公車來少觀所，可是來少觀所的車子並不多，再加上他

阿公已經六十多歲了，每天都要這麼辛苦舟車勞頓，就為了

見他的孫子一面。

之後有一次和輔導小明的志工聊天，才發現其實小明

正一點一點的在改變，雖然不是很明顯的改變，但是在他的

內心開始會為了體諒阿公的辛勞，也嘗試著讓自己變得比較

會為別人想一點，因為他的志工說，他最近幾次輔導的過程

中，發現他不再像剛進來的時候那麼浮動了，甚至還會問一

些關心他阿公的問題：「阿公好像很傷心？又或者是阿公的

身體好像越來越差了？」志工開始帶著正面的心態，引導他

正確的做人行為，學習正確的觀念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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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老和尚和小沙彌救螞蟻的佛家故事來讓他了解尊重生命

的意義何在，祝福他可以保持下去走向正確的人生道路。

這樣的孩子在少觀所絕對不是個案，而是還有多少家庭

和他們存在著一樣的問題，不禁要問一句，這些從小失養、

失學、沒人照顧、沒人教導的孩子，誰來替他們準備三餐，

更不會有人晚上幫他們蓋被子，生病也不會有人帶他們去看

醫生，最可憐的還是他們絕大部分都還帶著家暴的陰影。而

隔代教養的問題，隨著社會經濟型態的改變也日趨嚴重，那

這些命運乖舛的孩子，最後還不多淪為偷、搶、拐、騙一途

了嗎？其實他們要的東西並不困難，就是那一份單純的愛，

一份來自家庭溫暖的愛，但那是他們心中遙不可及的夢想，

而我們矯正單位希望可以在收容少年身上貢獻一分小小的心

力，希望可以許他們一個重新開始充滿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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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麵包而迷失，為麵包再出發

作者：桃園監獄  小鍾

忙碌瑣碎的生活中，令人感動的事情並不

多，在一回逛街途中，巧遇一位曾被遺棄的

少年，緊握住我的手而不肯鬆開，頓時，令

人感動不已。溫馨動人、真誠深刻的生活故

事，最能帶給人們心靈的滋養與智慧的啟

發。一句鼓勵的話有如一顆珍珠，暗夜裡發

光，自此，他開始蛻變，擺脫命運枷鎖，突

破自己的潛能，充滿著信心和勇氣，挑戰那

美麗的夢想，願-美夢成真。



三個月前的一個晚上，我帶著妻小到中壢觀光夜市逛

街，逛著，逛著……突然迎面而來三位穿著制服的中學生，

其中一位衝到我前面擋住去路，說:「主管你好，還認得我

嗎？」頓時，我愣了一下，雖然我記性不是特別好，但對這

位特殊的學生，雖然三年多未見，還是叫得出他的名字，見

到「小安」我是又驚又喜，哇！他長大了，看他穿起帥氣的

校服，真想給他個擁抱，但因夜市人潮擁擠也無法停留太

久，只得往前繼續走，沒一會兒，那三位學生又回頭追上

我，小安拉著我的手。

「主管，走，你想吃甚麼，我請你吃。」

「不用啦，你是學生，也沒什麼錢，怎麼請我。」

「有，我和同學已湊到錢，我一定要謝謝主管，謝謝主

管那麼照顧我。」

「幹麼那麼客氣，照顧你是我的職責，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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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冷冷的看著我說「主管你是不是很討厭我？」

「不會呀，我怎麼會討厭你？」

「可是我想請你吃點東西，你為甚麼不肯？」

「等你畢業，長大了再說，好不好？」

「不行，我現在一定要謝謝你，謝謝主管把你以前的早

餐麵包讓給我吃，真令人回味」聽到這句話，我的心已被打

動，於是走到旁邊向老婆商量，不如我們請小安他們吃飯，

順便一敘。

席間得知他與曾經失聯的母親重聚並住在外公家，目前

正在桃園某所以餐飲聞名的私立職業學校就學，主修餐飲烘

焙課程，他興沖沖的告訴我會選擇餐飲烘焙的科系乃肇始於

因麵包而迷失， 
為麵包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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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初給他的一個麵包而激起他對烘焙的熱情，他並豪氣的

告訴我日後必定要成為一位頂尖的烘焙師傅。

思緒拉到三年前的歲末，一連多日的寒風陰雨，趁著難

得太陽露臉的午後，帶著老婆、小孩到附近的照門山爬爬步

道，傍晚到新埔街上的餐廳點了幾道客家菜正準備大快朵頤

之際，忽然手機響起，心想是誰打電話來呀！是否晚上要邀

我跨年倒數，仔細一瞧，是戒護科來電。

「喂，我是○○○，請問有甚麼事嗎？」

「少所學生楊○安疑似腦震盪，現今在桃園醫院急診

室。」

「天啊！發生了甚麼事啊？」馬上請餐廳老闆將桌上

的東西打包，立刻驅車前往醫院，開了50分鐘的車程到了醫

◎ 一個麵包激起少年對烘焙的熱情10



院，把老婆小孩留在車

上，自己衝到急診室探

視。

「小安，你怎麼了，哪

邊不舒服？」

「頭暈、想吐。」

「為什麼會這樣？是誰欺負你，告訴我。」

「沒有人欺負我。」

「確定？你的頭上為何腫一個包？」

小安難掩紅腫雙眼，哭泣道「是昨天晚上大約9點多，

已經就寢了，但我睡不著，聽到外面很多放煙火的鞭炮聲，

好奇就下床看看，一下床，剛好巡房的主管經過，我害怕被

主管發現，趕緊衝回床上，一不小心撞到床角，當時真的很

痛。」

「撞到時有無向主管反映？」

「沒有。」

◎ 一聽到少年疑似腦震盪，主管馬上
驅車前往急診室探望。

因麵包而迷失， 
為麵包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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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反映？」

「我想等到天亮就會好，沒想到起床後還是痛，一直到下午

還在痛，最後便向主管報告。」

「你說的是真的嗎？」

「真的。」他用很真摯的眼神看著我。

「肚子餓嗎？想吃點什麼東西嗎？我去買。」

「沒胃口，不用。」

面對小安的問題，總覺得不踏實，擔心他遭人欺凌而有

所隱瞞。為了瞭解真相，又開車回監獄到舍房詢問其他同學

昨晚就寢的情形，同學們所給的答案和小安說的情況是一樣

的，為了更確定小安受傷的原因再到中央台調閱監視畫面，

哇！有監視設備輔助任何事情皆無所隱瞞啊！監視畫面所呈

現出來的與同學們說的都一

致，總算鬆了一口氣。

回到家中已近晚間九

點，肚子也不覺得餓

了，但是老婆、小孩

都還沒吃，只聽到老婆冷

◎ 少年若得不到母愛的溫暖，便以逃學、逃

家，來報復父親。12



冷的一句：「你的小孩生病

都不曾看你如此緊張、關心

啊！」我說「沒辦法，這是

我的工作，我一定要第一時

間去處理、去瞭解，況且他

又是很特殊的個案。」之所

以覺得特殊，乃因他當初來

的時候，身形極為瘦弱且臉色蒼白，與他訪談後得知小安生

長於單親家庭，有輕微的過動傾向，國小五年級時父母離

異，母親不知去向，小安跟著父親及阿姨同住，因小安過動

的症狀很不討阿姨歡心，自此小安在得不到母愛的溫暖下，

便以逃學、逃家來報復父親，而父親在阿姨、小安之間無法

兼顧下，也祇得將小安送入中途之家。小安因不習慣而逃

離，偷了機車開始四處流浪，三餐以偷麵包果腹，最後被麵

包店老闆察覺送警查辦來到少觀所。

小安瘦弱的身形令人感到心疼，我把他教室的座位調

整到主管桌旁，以便就近照顧。上素描課，主題為香蕉、芭

樂、葡萄三種水果，但小安卻畫了主管桌上的麵包，我問他

◎ 其實我真希望有人可關心我、

鼓勵我。

因麵包而迷失， 
為麵包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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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畫麵包？他回答：「因為好想吃，但是吃不到，只好

用畫的。」聽到這句話使我內心不禁感到一陣心酸，馬上將

麵包給他吃，起先他百般推辭，一直說：「主管，那是你的

早餐，我怎麼可以吃？」但在我的堅持及麵包的誘惑下，竟

兩三口便把麵包解決了，並露出一個意猶未盡的表情，喃喃

自語地說：「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謝謝主管」

爾後，偶有帶麵包當早餐時，我便會將麵包分給他吃，

瞧他瘦小的身軀，怎麼看都像國小一年級的孩子呀！哪裡有

國中生的樣子。一日看他吃麵包之際就隨口對他說「你那

◎ 引進社會資源帶領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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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愛吃麵包，不如將來去做麵包

師傅，這樣就可以吃得更過癮

了」，他似懂非懂的看著我，

竟突然認真直點頭並冒出一

句，「主管，你要是我爸爸該

多好，真希望有人可以關心我、鼓

勵我……」聽到這句話又令我想起他的父母親為何如此狠心

啊！小孩受傷住院也不去看，尤其是他爸爸有一次春節前夕

來辦理接見，接見前我先叮嚀小安不可亂講話，務必要將其

受傷的情形清楚的告訴他爸爸，結果接見回來時看他一副愁

眉苦臉的樣子。

「過來、剛才接見時你跟你爸爸說什麼？有無亂講話？」

「沒有。」

「有無將你受傷的情形告訴你爸爸？」

「沒有。」

「為什麼不講？」

「因為沒機會講。」

「沒機會，為什麼？」

◎
 你祇會幹 我，我

怎
會

變
好
？

因麵包而迷失， 
為麵包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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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爸爸不讓我講話。」

「怎麼可能？難不成你爸爸把你的嘴吧給摀住？那你到底跟

你爸爸說些什麼？」

「我什麼都沒說，只聽他在幹 我。」

「怎麼可能？十五分鐘內你都沒講話？」

「真的，我一句話都沒講，一坐下，我爸爸一拿起話筒就猛

幹 我、幹 到我沒機會講話，主管，你不知道我爸爸超會

幹 人的，幸好隔了一道玻璃牆，要不然肯定會被他痛扁一

頓。」

「他在幹 什麼？」

「幹 我為什麼要偷東西、為什麼要逃跑？」

16



「為什麼兩手空著回來，他沒有寄菜給你嗎？」

「沒有。」

「有無寄錢給你？」

「也沒有。」

啊！可憐的小孩，為什麼要受到如此般的待遇呢？為人

父親者難得來會見小孩，不寄些菜、寄點錢也就罷了，開口

就幹 ，這是什麼樣的父親？怎麼想就想不通呀？啊！想通

了，原來小安的父親早就了解現今的矯正機關充滿人性化、

合理化、透明化、學校化，飲食營養、醫療保健樣樣兼備，

管教人員更是秉持著仁愛之精神、矯正之理念教育收容人，

期使早日復歸社會…等。所以，小安的父親可能認為矯正機

關「愛的教育」無法滿足其小孩的教育，因而猛幹 。知道

裡面的伙食很讚，所以就不須寄菜寄錢了，百思不得其解的

情況下只有如此解釋最為合理了。

再過幾天就是農曆春節了，翻閱班上同學的接見表、書

信表、保管金存簿後發現小安的人氣指數最弱，除了他父親

來探監幹 一次外，沒有任何人來探視，保管金戶頭存款是

因麵包而迷失， 
為麵包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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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書信表記錄是「空白」，從未與任何人發受書信，

算起來我可能是他最親近的人了，掏了一千元存到他的戶頭

順便向合作社買了一些餅乾及科學麵…等零嘴讓他好過年，

但又擔心其他同學知道後會讓小安遭到排擠，（認為他是主

管的人，是抓耙仔…等）所以特別囑咐他不得說是主管給

的，如此也是希望他在班上能與其他同學和諧相處。啊！多

麼期待他有一個正常的成長環境，也希望他周遭的親朋好友

能多關心他、鼓勵他、幫助他、愛護他，讓他的淚光變成歡

笑，走出自我的困境。

「上帝關了一扇門，必定會為你開啟另一扇窗。」改

變一生的力量，往往來自一個小故事的啟發，感謝逆境橫豎

在自己的前面，如此才能堅定信心、衝破逆境，把黑暗變光

明，把挫折變幸福，儘管堅持自己的夢想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只要堅持到最後的人都能實現它。傘外的世界終將有蔚

藍，我衷心的期盼小安能衝破逆境、迎向未來，有朝一日能

成為頂尖的烘焙師傅，完成他偉大的夢想。



義民爺的平安符

作者：臺北少年觀護所  朱志誠

對收容人一份真誠的關懷，有時就像寒冬的

暖陽，為他的改變在心裡埋下正向的種子。

故事的主角，從小缺乏愛，他有良好的生理

遺傳，卻缺乏心靈養分滋潤，一張平安符傳

達的心意，在少年心裡發芽，相信有感動就

有改變的契機，期盼這棵芽能繼續茁壯成為

希望的果子。



農曆七月義民祭是客家人最重要的文化節慶，廟埕上萬

頭鑽動，有人專程來看神豬比賽，也有虔誠的信眾捻香祈求

義民爺賜平安，香煙裊裊如入雲霧，金爐裡火蛇竄動香火鼎

盛。信眾對著義民爺喃喃自語，擲筊聲此起彼落，信仰讓心

靈得到安定的力量，也讓文化得以傳承，而我與義民爺的結

緣，要從那一年說起。

一休和尚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卡通人物，圓圓的頭，清徹

慧黠的雙眼，白裡透紅的雙頰，還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很難想

像在現實中竟然有人可以長得如此像一休，大家都習慣叫他一

休。一休是個成長在苗栗客家庄的小孩，義民廟的廟埕是他遊

戲成長的後院，他阿公是廟裡的廟祝。然而這樣可愛的小孩，

竟然有著坎坷的身世，他母親未婚生下了他之後，就不知去

向，有個酗酒父親，在他很小時，就飲酒過量而亡，他從小未

曾得到父母的關愛，由祖父、母撫養長大，或許是隔代教養因

素，一休從小就小錯不斷，是社會局高度關切的個案，少年法

庭的法官、保護官也很早就與一休有了接觸。經歷過許多機構

外處遇後，一休最終還是因為沾染毒品被送進了少年觀護所，

法官希望隔絕一休與外面誘惑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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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到他是在冬寒的一月，他雙頰被寒風刮的紅通通，

模樣惹人憐愛，但他似乎有著看透人性世故的能力，會察言

觀色主動的幫忙做事，人際關係也頗佳。但後來班上一直發

生不少事情，事後調查才知道是他在背後挑撥，製造同學間

的對立衝突，少年間慢慢發現是一休在從中作梗，大家就漸

漸的孤立起一休。與保護官談過後，才知他是一個極度沒有

安全感的小孩，這時我又聽到有關一休的另一個故事，原來

他的父親曾經有個同居女

友，父親常對同居女友施以

暴力，以致女友在家中上吊

身亡，年幼的他目睹到這一

幕，在他心裡造成了很深的

創傷烙印，他常講述一些所

看到的幻覺，有點詭異，不

知真的是他所見之事，或只

是他故意引人注意，以嚇人

來作為自我保護的方式，原

本我對他從憐惜到有點動了

氣，但聽到保護官一講，我

◎ 人生歷程所接受的能量會決定

一個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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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一個感想：『人生歷程所接受的能量會決定一個人的未

來』這個小孩以生理的特質而言，他有很好的基因，但心靈

成長過程中所汲取到的養分卻太少，生理上的養分可以從食

物、運動中汲取，但心靈上的養分須從愛中孕育，缺愛的小

孩很難讓他有健全的人格。

二月農曆年前夕，一休的阿姨帶來祖父去世的消息，

這原本活動力很強的小孩突然變得沉默寡言，嘴巴喃喃自

語。其他少年反應，一休告訴他們看到靈異現象，少年聽

◎ 臺北少年觀護所收容對象為刑事案件及保護事件的少年，

他們多數來自不健全的家庭，稚嫩的臉孔中隱含著淡淡的

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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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也感到毛毛的，他甚至拿

筆劃自己的手腕，一下子要

吞東西，一下子撞牆，自傷

行為陸續出現，晚上也不睡

覺一直在寫信，信件內容都

是寫給祖父的懺悔與想念。

『阿公我好想你，我對不起

您，我想去陪您…』，這些

字句在信中一再的重覆出現，輔導他時，他一樣對我說相同

的話，說看到他死去的阿姨，也看到他祖父來找他，我只好

請醫護室安排讓他看心理醫師，醫師診斷疑似分裂性人格，

並開了助眠藥物，但他竟然在服葯時將葯品移到舌下，再開

口伸舌讓主管檢查，等主管走後再將葯吐出晾乾，慫恿同學

服用，陸續有幾個少年神情萎靡不振才讓我發現這個狀況，

也讓我對這可愛的少年有著更多的疑惑。同事說他在裝，想

得到更多的資源，想博取同情，要我不用對他太心軟、太仁

慈，但我試著平常心來對待他，常聽人講，『人就是一面鏡

子，對方的反應其實就是我們的態度』，對這樣缺乏愛的小

孩，嚴厲恐怕只會激發出他內心自我保護的魔鬼潛能。

◎ 人就是一面鏡子，對方的反應

其實就是我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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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年前的最後一個上班日，一休又因自傷被送進了違

規舍，這次他不只自傷甚至有嚴重的情緒反應，一談話眼淚

就骨碌碌地流下，我覺得那種傷心是發自內心的憂傷，當然

傷心的主因還是因為祖父去世，也或許是因為祖父的去世激

盪出他內心壓抑的情緒。休假前我專程去探視一休，他請我

將信燒給他祖父，我想到他祖父是義民廟的廟祝且他從小就

在廟裡活動，因此，義民爺的信仰一定也深植在他的心裡。

於是我答應了這個請求，我告訴他我要去義民廟燒這些信，

如此祖父鐵定收得到，聽我不只願意燒信且還要去義民廟

燒，他問了一句，『你沒騙我喔！』我堅定的告訴他『我不

騙你』，他的臉龐突然泛起一股靜謐的神情，時間彷彿在此

刻凍結。



年初一，平時不上香，

遇事才求神拜佛的我，主動

要內子準備貢品參拜義民

爺，內子狐疑的看著我，問

我是不是作了什麼虧心事，

我將要去爺民廟金爐焚信及

求平安符的原委告訴了她，

內子回了我一句，『你就拿

個平安符給他，再將信燒一

燒就好了！幹嘛大費周章』。我告訴內子，『這是我對少年

的一份承諾，它代表信任』，我們管理少年時常有一個迷

思，少年不老實、很壞、很會騙、不壞怎會進來，所以我們

內心對待少年的前提是充滿懷疑與不信任，『當我們用懷

疑的心來對待人時，又怎能期望對方坦誠來待我們呢？』所

以少年犯錯時，一定是先說謊，因為說了你也不信，我們的

懷疑正好讓少年的偏差有了合理的藉口。所以，我想真誠的

幫這個小孩完成一件事。內子覺得我平日強詞奪理，為了一

個少年卻能鏗鏘有理，就陪我去了義民廟，客家女子拜起義

民爺挺能駕輕就熟的，只是金爐焚信必須忍受別人異樣的眼

◎ 對少年的一份承諾，代表

信任。平安符給少年安定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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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當然只好由我去執行，求籤時義民爺大概知道我心誠，

馬上許了一個聖杯，也讓我心裡更加踏實。

年初二開封日，我帶著求來的平安符及祭拜義民爺的貢

品去看一休，他沒想到我除了答應他去焚信外，竟意外的求

了一個平安符給他，雙手接過時，淚珠在眼眶中打轉，哽咽

的說出了一句：『謝謝！』一切感動盡在不言中！

或許是義民爺的神蹟吧！一休後續情緒得到安定，偏差

行為也改善不少，話也多了！臉龐少了初來時的一抹憂愁，

很快二個月過去，一休可以出所了，帶著簡單的個人物品，

這位曾經令我傷透腦筋的小孩要離開了！負責出所安全檢查

的同仁告訴我，這小孩很奇怪，一張符當成寶一樣，包了好

幾層他還以為夾帶了什麼違禁物品，我會心的一笑，真誠的

關心才是助人的最大力量，祝他日後一切順利，不要說再

見，一定要幸福呦！一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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