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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犯如病　視病如親

那一年，我們一起來到這裏工作。

穿過了蒙受好奇與猜測的圍牆，

進入了重重關卡與檢查的鐵門，

面對了從未接觸與瞭解的族群。

從而，激盪出種種的感受與想法。

記錄下當初發生的事情，

提醒著莫忘「視犯如病、視病如親」的初

心。

這是在那一年夏天發生的故事……



教室裏，戒毒的受戒治人正認真的看著衛教資料。戒護

的管理員在後面警戒著。

已使用著有段時間的立式電風扇吹動著微風，並規律的

響著一段段微微吱吱聲。窗外偶而傳來鳥叫聲，及隱隱約約

的工作作業用的機器運轉聲。

「精神疾病方面的精神分裂症，症狀是思考方式及情緒

反應出現混亂奇怪的方式，常見的包括幻覺、妄想及胡言亂

語，嚴重者會有自傷及傷人的傾向，並會在社會或職業方面

功能出現退化。」前面講台上戴著眼鏡的商心理師，斯文瘦

弱，正為受戒治人介紹著各種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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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最前排的一位

壯碩年輕的宮姓受戒治人

突然小聲喃喃著。

商心理師稍微分神

注意了一下，又繼續介紹

下去：「患者通常於青

壯年就會顯現病徵，其中

約1.5%的患者會終身遭受這疾病折磨。精神分裂症的診斷方

式只有經過患者自述經歷以及觀察患者行為等來判斷，沒法

用儀器檢查。研究認為，遺傳、幼年環境、神經、大腦及心

理社會壓力是導致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因素；使用毒品也會誘

發——」

此時剛剛最前排那喃喃的宮姓受戒治人突然站起，把坐

著的折疊椅直接往商心理師頭上砸去。商心理師一閃，卻沒

閃開，敲到右耳旁，耳邊一片烏青逐漸顯現。坐在宮姓受戒

治人兩邊及後面的受戒治人趕快站起來拉著宮姓受戒治人的

兩手及肩膀，以免他再攻擊人。

◎ 犯罪者往往因為大腦額葉功能低落，

學習社會規範能力差，才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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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護的管理員在宮姓受戒治人站起時也已起身，但已不

及阻止。此時趕到前面，並用對講機通知中央台。

宮姓受戒治人掙扎著，並出口對商心理師大罵：「魔

鬼！你是魔鬼！神明叫你不要再騙人了！」

商心理師一手摸著頭忍著疼痛，開始安撫著宮受戒治

人。

跑步聲迅速由遠

而近，六位管理員趕

到，將宮受戒治人制

止，並拉走。商心理

師此時還不忘提醒：

「趕快通知衛生科，

安排他就醫。」

◎ 如果監禁受刑人而不加以教化，就跟以

往對待精神病患，只是監禁束縛，卻不

治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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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心理師原本還打算繼續把課講完，但管理員勸他先去

給醫生檢查一下。於是就提早下課，管理員把其他十多位受

戒治人帶回工場。此時監獄的其他職員也已趕到，開始現場

拍照、安排進行筆錄及調攝影紀錄等事項。衛生科人員協助

並陪同送商心理師到鄰近的醫院就醫。

商心理師到達醫院後，醫師安排做腦部檢查，並安排住

院一天觀察有無腦震盪。檢查結果發現右耳耳膜輕微破裂，

但幸好大腦沒有受創。

一週後，衛生科辦公室。

商心理師剛為受戒治人上課結束，右側頭部包紮著，和

政風主任兩人坐在會議討論桌上。

「這種收容人攻擊職員事件，一定要去告他傷害！我已

經幫你收集好各種資料及證據，你去申請診斷書，一定會勝

訴。」政風主任氣憤的說道。

商心理師溫和的回答：「那個受戒治人是因為疾病的關

係，他並無行為能力，這種行為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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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主任義正辭嚴地說道：「這種事件不容許再發生！

不能讓收容人有樣學樣！職員是為國家工作，不能讓職員因

此受傷害。」

商心理師有點自責的說：「當初知道他是列管精神病患

時，我應該要特別敏感注意的，我自己也有疏忽。只要保持

著警覺性，就不會受傷；管制好收容人，這種事就不容易會

發生。」

政風主任似乎有點被說服：「好吧！既然你不願意提

告，我也不勉強。如果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不要客氣，隨

時來找我。」

商心理師說：「謝謝主任。」

商心理師又有感而發的繼續說道：「我個人覺得，其

實犯罪者也是如此，往往因為大腦額葉功能低落，衝動控制

差，學習社會規範能力低落，才會犯罪。這也是為何通常矯

正收容人的學歷都偏低的緣故，可能因為他們的大腦功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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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導致學習力差。隨著現代高科技的進步，對大腦的檢查

越來越精細，發現犯罪與腦部功能異常也有著相關。如果監

禁受刑人卻沒有教化，就跟以往對待精神病患，只是監禁束

縛，卻不加以治療一樣。在現代研究已發現，精神疾病的發

生跟大腦功能的生理異常有很大的相關。」

幾週後，商心理師下課經過管教小組，戒護科教區科員

叫住商心理師。

「心理師！麻煩你一下。這個收容人打報告要向你說對

不起，所以我把他帶過來，在這裏等你下課。」

宮姓受戒治人戒護外醫住院密集治療乙月後，已經恢復

清醒。他向商心理師低頭鞠躬說道：「老師！對不起！我那

時病情發作，頭腦不清楚，才會這樣。真是對不起。」

商心理師搖搖手說：「沒關係。你現在覺得怎樣？」

宮姓受戒治人說：「還是會隱約會聽到神明在耳邊講

話，但我不會再理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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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心理師說：「從你的資料看起來，你這病很可能是因

為吸毒才誘發的。」

宮姓受戒治人很慎重的說：「我以後一定不會再吸毒

了。」

感覺到宮姓受戒治人是真心誠意說出來這句話，商心理

師覺得這次受傷已經值得了。

在監所工作，最大的成就感來源，不是來自於矯正收容

人的敬畏，而是在於他們的真心改變。



作者：桃園監獄　湯繼中

以這身制服為榮，做就對了

初踏入矯正工作，在一個茫然的環境中，巧

遇同鄉的學長，他勉勵我說：「看守（台

語）的工作是一個良心的工作，沒有師父，

只有用心，做就對了」。

常聽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在

一次勤務中，我與學長一起戒護一位收容人

外醫，當時看到他對於收容人的生命是如此

珍惜時，我終於明白『身在公門好修行』這

句話的意思。

生命是無價的、不分貴賤，矯正工作更是一

份可以讓我服務社會的工作，只要我們多用

一點心、多留意周遭的事物，我們就可以發

現許多無助的人需要我們的幫忙。

我常告訴自己，矯正工作是我最終的選擇，

身上這一身的制服更是我這一輩子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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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的九月十六日，是我從矯正人員訓練所結訓到服

務單位報到的日子，初到一個新環境，心裡難免忐忑不安，

尤其是矯正工作的環境與一般社會工作迥然不同，四周豎立

著高牆、封閉的空間、面對的又是刺龍刺鳳、兇神惡煞的犯

罪人；還好在這巧遇同鄉的學長，在他的教導及鼓勵下，很

快的就適應矯正工作的環境。記得有一次與學長閒聊中，他

勉勵我說：『我們都是南部來的小孩，沒有什麼，就是肯

做；不要管別人的眼光及閒言閒語，做就對了，凡事只要憑

良心去做，不要去計較後面的報償，工作就能非常愉快。看

守（台語）的工作是一個良心的工作，沒有師父，只有用

心』。這一番話我一直深記在心裡。每當工作遇到瓶頸或不

如意時，我就會想起學長說的這番話，並常常提醒自己，

『作應該做的事，把事情做好是本份，完成工作是義務，不

要給長官帶來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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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到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說實在的，

我實在無法體會其中之意涵，身為一個公務人員，除了做好

自己份內的工作外，那裡還可以去幫助別人，更何況現今公

務體系講求依法行政，我們的一切行政作為均依據法律規範

行事，就算是幫助了一般民眾，也談不上『修行』二字。直

到有一次外醫勤務時，與同鄉學長一起戒護收容人外醫，當

時看到學長對於收容人的生命是如此珍惜時，我終於明白

『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的意思。

記得當天傍晚正準備用晚餐，突然接獲中央台指派我

與同鄉學長一起戒護一位因心肌梗塞已休克的收容人緊急外

醫，因當時情況非常危急，在救護車上學長不斷的為收容人

施以心肺復甦術，很快的救護車到達醫院，我看見學長飛速

的下車打開後車門，直接將收容人推進急診室開刀房，當時

收容人心跳及呼息已經停止，醫生依急救程序施以電擊、強

心劑及心肺復甦術等急救措施，他看了一下手中收容人的個

人基本資料後，嘴裡唸著年齡43歲、竊盜案、刑期一年十個

月，看他滿臉凝重的樣子，他跟我說請戒護科通知家屬快到

醫院，隨後轉身往急診室開刀房走去，從他的言行舉止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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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情況不對，30分鐘後急救無效，醫生對著我們說：「病人

已經沒有呼吸及心跳，宣判死亡」，當時我感到非常難過，

心想生命為何如此的脆弱，正值壯年生命就走到終點，這時

我看到學長不斷的在與醫生交涉，希望延長急救時間，學長

提到收容人家屬尚未趕到醫院，請醫生幫忙延長急救時間等

待家屬到來，醫生在學長的請求下同意繼續為收容人施以心

肺復甦術及施打強心劑；當時，我和學長就站在急診室的開

刀房內，看著那位正在與死神拔河的收容人，時間一分一秒

過去，醫生也一再告訴我們急救無效的訊息，我們心裡也知

道這位收容人存活的機會渺茫，但我們相信只要不放棄就會

有希望，就會有奇蹟出現，一個小時的急救過去，仍然沒有

起色，當我走出急診開刀房時，突然有一位年約四十歲的婦

人及一位小女生朝我走過來，她向我表示她是這位收容人的

家屬，看她滿臉慌張的樣子，一股無力感湧上心頭，醫生再

一次告訴我們急救無效，決定放棄急救；此時的我們再也沒

有任何理由做出任何要求，在我感到絕望及放棄時，學長又

一次的請求護士小姐再檢查一次生命徵象，好心的護士小姐

從該收容人的手腕脈搏檢查到頸動脈處時，測到了微微的跳

動，她立刻請醫生進來急診開刀房，醫生檢查後告訴我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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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即開刀，當時我

看到學長的眼眶泛著

淚光，而我的淚水也

不由自主的從眼角流

了出來，我知道這淚

水代表著努力付出

的代價。當時悸動

的心久久不能自己，偷偷擦去眼角的淚水，這是我第一次為

一位陌生人流淚，也是第一次為搶救生命而盡力付出。當我

走出急診室開刀房，把訊息告訴在外等候的家屬時，看到他

們臉上露出希望的表情，我又一次忍不住的轉身流下眼淚，

此時，一股驕傲的感覺湧上心頭，驕傲的是我也可以為人付

出，驕傲的是我的工作是如此的神聖；這次我終於學會了

『做就對了』的涵義，也終於明白『身在公門好修行』的意

思。

看著牆上的時鐘，已經20點15分了，肚子不停的咕咕

叫，因急著將收容人送醫，所以當時我和學長身上都沒帶

錢。當醫生向家屬解說病情及討論後續醫療問題後，家屬同

◎ 看守的工作是一個良心工作，沒有

師父，只有用心。

64



意開刀挽救收容人性命時，這時我們知道下一個挑戰將要來

臨，它可能是體力及生理的一項考驗，但我想學長應該跟我

一樣非常願意接受這項挑戰，25分鐘後我們協助醫護人員將

收容人推進三樓的開刀房，學長指示我在開刀房外戒護，而

他隨著醫護人員進入開刀房，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突

然，開刀房門打開了，看著護士與學長推著病床往隔壁加護

病房推去，在一切安置好後，我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經過這次難忘的經驗，使我體會到生命是無價的、不

分貴賤，我們在這次勤務中並無特別的付出，也無任何的損

失，所做的都是工作份內的事情。但我們卻挽救了一條生命

及一個家庭，這不就是印證了『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

嗎？矯正工作是一份可以讓我接觸社會邊緣人的工作，只要

我們多用一點心、多留意周遭的事物、多關心周遭的人及視

戒護工作為己事，我們就可以發現許多無助的社會邊緣人需

要我們的幫助。我認為矯正工作是最容易累積功德的一項工

作，只要憑自己良心，不計較回報，工作一定是快樂的。我

時常告訴自己，矯正工作是我最終的選擇，身上這一套制服

更是我這一輩子的榮耀，『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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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明德外役監獄  蔡承憲

人　球

曾在書信檢查中看到家屬訴說著所面臨的困

境，卻沒想過有一天會直接面對如此弱勢的

家庭。一直在想如果當時選擇一走了之，很

難想像這樣的家庭在求救無門的情況下，將

如何去面對未來的生活。處理的過程雖然辛

苦，甚至充滿各種不確定性，但是當事情畫

下圓滿的句點時，就覺得一切都值得了。最

後以一段話與大家共勉：如果你

矯正的是一項罪名，那麼你

的教化也許有成功、也許

會失敗；但是如果你教化

的是一個人，無論如何，

你都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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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每一段走過的歲月，都會留下它的痕跡，也許有

喜有悲，但是它豐富了生命的價值，以下就是一段真實的故

事：

幾年以前，我服務於南部某機關的名籍股，工作不啻

是一成不變的新收、釋放、出庭、還押、縮刑及移監，有時

候遇到人犯在監死亡，還必須至殯儀館處理後續家屬領回事

宜。還記得那年農曆七夕的前一天，戒護科收了一個年約60

歲中風無法動彈的人犯，直至下午地檢署書記官打電話來，

人犯因逾執行時效，應立即釋放，隨即將釋票傳真過來。因

人犯無法動彈，戒護科於是打電話通知家屬來帶人，剛開始

還有人接電話，隨後便無人回應，我馬上電話詢問書記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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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這收容人的家庭狀況，家住臺中太平，育有一男一女，是

小女兒把他帶到署立臺中醫院住院，因為他有案件通緝中，

後來小女兒報警捉他。因為這個收容人中風無法自理生活，

臺中監獄拒收，臺中地檢表示因為是高雄地檢所發布的通

緝，於是請警察將他送到高雄地檢，監獄就收了放在病舍。

該名收容人大兒子戶籍設在高雄，於是請當地管區查

訪，訪查的結果是間空屋，也找不到人。我心裏想這一定又

是監所界的人球案，典獄長指示應儘速安排出監安置，負責

協助更生保護的林婉瑜調查員聯絡更生保護會，更生保護協

會的承辦人也不知道怎麼辦，甚至想說把他放大兒子的房子

就好了，調查員說不行「這會死人耶！」，我則聯絡小女兒

居住在臺中太平的

轄區派出所，管區

答應支援一個警

網，但是他們只能

維持秩序，怎麼做

還是要看獄方這

裏。
◎ 如果你教化的是一個人，無論如何，你都

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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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聯繫的結果回報後，典獄長馬上指示名籍科員跟負

責更生保護的調查員送他回家，「這肯定是個苦差事。」我

心裏想，出門前總務科長說：「如果真的不好處理，就把人

帶回來吧！」於是我、林調查員和司機開著救護車載著這收

容人往臺中太平出發，我看了一下時間，是下午3點。

沿著二高到達太平已是下午6點，華燈初上，下班的、

放學的人群擠滿了熱鬧而狹小的街道，我卻沒有心思好好看

看這個從921地震後重生的城市。我們先至當地派出所瞭解

這小女兒的家庭狀況，一個約27歲的單親媽媽，帶著兩個小

孩，先生在中部某監獄服刑，她則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目

前是租房子，同時也是當地派出所列管的家庭；於是我們拜

託員警請她到派出所，沒多久她帶著兩個小孩到派出所，一

個年輕的女孩子，清秀而略帶稚嫩的臉龐卻帶著一種單親媽

媽特有的堅毅，我表達來意後，她表示因為工作及小孩因

素，實在無法照顧生病的父親，想帶他去醫院，於是我們就

帶她跟兩個小孩坐著救護車一起到署立臺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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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上我先安慰她：「我們這次來，並不是要責備妳

或是隨便將人一丟了之，我也知道一個女孩子帶兩個小孩，

要維持一個家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我們來主要是協助妳找尋

一切可用的社會資源，幫妳渡過難關，好好把小孩撫養長

大。」她問道：「你們找不到我哥哥嗎？」「我們有拜託管

區到他戶籍地去找，現在是空屋。」「嗯………」她回答，

接著她只是默默的看著兩個小孩，不發一語。

到達醫院後，我們把病人推到急診室，護理長問道「他

是什麼問題？」，我回答：「中風，先前已在署立醫院住

過」，護理長從電腦調出資料，「他之前有住在這裏，病況

已經穩定了，後來被警察帶走，醫藥費也沒付，醫藥費的部

分我們已經報請專案補助了，可是伙食費還有二仟元沒付，

還有一張健保卡在這，要先付二仟元才能把健保卡還妳們。

他現在不需要醫療而是療養，所以我們沒辦法收容他。」護

理長冷冷的說，旁邊的小護士則用誇張的語氣對病人說：

「伯伯，你病好了哦！好了不需要看醫生，要家裏的人好好

照顧就好了。」原來她們也意識我們是來推人球的。林調查

員帶兩個小孩去吃晚飯，我則將護理長帶到一旁，將她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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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描述一遍，「我們都曾做過善事，我大可把人一丟，就

回去交差了事，可是這樣的家庭就這樣在我們前面，只要我

們每一個人付出自己一點愛心，就有可能協助一個家庭改變

宿命，重新展開新的生活。」我這樣說，護理長於是答應協

助幫忙，她先聯絡醫院的社工師，才知道他住院時，因為家

屬不出面，社工已經要安排收容的地方，後來因為警察帶走

而結案。社工師於是請家屬聽電話，答應要安排收容的地

方，只是重新作業必須二至三天，這段時間必須先請家屬自

行安置。

後來沒辦法了，跟小女兒商量後，我們決定將病人帶回

她住的地方，那是一間公寓的頂樓，用木板隔的房間，當我

們把病人安置好後，房東跟房東太太跑出來，很生氣的說：

「她已幾個月沒付房租了，現在又把一個病人帶回來，萬一

出了事怎麼辦？」，我回答：「只是讓他暫住幾天，過幾天

社會局就會安置。」房東不肯，要求一定要里長保證，否則

連他女兒都要一起趕出去，於是我們一起到派出所請管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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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聯繫里長，經過里長保證協助後續安置後，房東才勉為其

難同意讓他暫住幾天，這時我回頭看看他女兒的眼淚早已不

聽使喚，流了下來。

當我們要離開時，林調查員跟他女兒小聲說：「我剛

剛拿了二仟元給小妹妹，記得不要讓妹妹把錢弄丟哦！」卻

見她蓄積一個晚上的情緒瞬間崩潰，趴在林調查員身上狠狠

哭了一場，淚崩不已。回程的路上，我對調查員跟司機說：

「或許妳不會記得這個月妳做了什麼事？但是妳永遠不會忘

記今天妳做了什麼事。」

夜已深沉，點點星光伴著救護車閃爍的燈光照亮了南二

高的道路，我彷彿看見黎明的曙光已在天邊泛白，指引著我

回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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