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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前僑光科技大學財法系吳正坤助理教授】 

 

本書＞【國外獄政管理軼聞】，亦可稱為；《國外矯正管理軼聞》，乃有矯正

界同仁於本會網站 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獄政的話」網頁專欄，詢及；

聽說過去我們的層峰當局，不叫「矯正」一詞，而叫「監獄司」旋稱「監所司」，

後來才叫「矯正司」，直至現在之「矯正署」，請問此項名稱之改變與理由何在？ 

時筆者覆以；本案緣起於 1980 年前，我國司法院監督管轄［最高法院］，［司

法行政部］（即現行［法務部］之前身）；統轄監督最高法院檢察署及高等法院

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內設［檢察處］，配置檢

察官，制度上採行審判與檢察機關合一，即所謂［審檢合隸］。 

嗣因審檢合隸，違反行政與司法分立之權力分立原則，且行政機關監督管

轄司法機關造成行政干預司法審判之情形，我國之立法機關為健全司法制度，

擴大司法功能，落實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86 號解釋意旨，即於 1980 年，是年

修法將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改隸司法院，並將司法行政部改制法務

部，掌理獨立設置檢察機關，落實［審檢分隸］制度與功能。 

緣此，爰於［審檢分隸］前，即於 1980 年前，原名為［監獄司］，1980 年

以後改名為［監所司］；理由是：［監獄司］ 文字上僅有［監獄］兩個字，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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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涵括［看守所］［少年觀護所］---等末尾有［所］字之機關涵意，故在實施

［審檢分隸］制度後，再改名為［監所司］。 

然而，由於時代演變，我國基於刑事政策>刑罰處遇［專業化］暨［現代化］ 

之［教育刑］理念需求；現階段刑事司法體系之犯罪矯正機關；包括有監獄、

看守所、技能訓練所（即保安處分場所）、戒治所、少年觀護所、少年輔育院、

矯正學校（即誠正中學、明陽中學）等，簡稱為監、院、所、校，統稱為［矯

正機關］，且在教育刑之理念下，所有受監禁人一律稱為［受矯正收容人］，所

有相關法令稱為［矯正法規］，所有相關軟體措施稱為［矯正處遇］，所有相關

犯罪矯正硬。軟體政策，稱為［矯正制度］，而對獄政工作人員稱為［矯正人員］，

而為了因應現代化［行為科學］軟體技術之運作，我國之矯正機關，編制內有

［心理師］、［檢驗師］、［社工師］（社工員）、［諮商輔導員］、［調查員］（ 心理

測驗）、［教誨師］、［作業導師］--等專業工作人員，從而矯正 correction 一詞，

水到渠成，油然而生>1997 年遂把［監所司］改為［矯正司］，以符實際。 

另外，2011 年元旦，我國成立「矯正署」，乃獄政同仁之共同志業，適逢建

國百年，緣此，成立矯正署，意義非凡；回顧法務部矯正司改制成立矯正署之

議案，最早可回溯 1984 年之初，往後的 20 餘年間，歷經多次的失敗與努力，

如今終於在 2010 年，立法院順利三讀通過，此為我國矯正制度之一大盛事，使

我國犯罪矯正體系邁向一個嶄新的紀元。 

以是，監獄等刑事刑罰單位＞在現代刑事司法「教育刑」的世界潮流下，

國內 49 座監、院、所、校之矯正機關，矯正工作人員，絕大部份學歷均是大專

畢業以上，且每年之碩士、博士生畢業者，加入矯正工作行列，人數比例逐漸

上昇，他（她） 們在高高的圍牆內，予收容人調查分類、教化、戒護、作業，

醫療衛生等「機構化處遇 」，守著陽光守著歲月，不但肩負犯罪矯治工作的神

聖使命，也是「社會工作」者的一環，故而熟悉內情者，稱呼之為「人性工程

師」，因為他（她）們默默的耕耘，朝夕與這些「社會邊緣人」相處，作之師、

作之君，以行為科學的態度，試圖化莠為良，改變囹圄之身的收容人，有教無

類，期使重新適應社會生活，工作精神可嘉。 

緣此，今年（2014 年）10 月 13 日，筆者於蘋果日報，瀏覽到署名小方╱新竹

者，寫了一篇「我在監獄教書，看到的事」，令人動容，誰說「朽木不可雕」？

爰轉錄如下供參： 

那一日在講台，講的最後一個故事是紀曉嵐的《菜人》。在那個鬧飢荒的年

頭，糧食缺得緊，人活得猥猥瑣瑣地，如爬伏在陰暗地面的螻蟻。吃不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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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只是另一個死亡的別稱。低賤的人們，被稱斤論兩地當作「菜」賣了，謂之

「菜人」。唉！荒亂時代裡一個微不足道的悲劇啊！突然心有所感地望著台下的

學員，我談著生命裡無可奈何的哀傷與悲愴，希望某種憫憐的情，能藉著話語，

流入台下學子的心。 

熟悉課本，不能輕心；他們不是普通的學生，他們是台灣某所監獄裡的重

刑犯。來這教書，起於偶然機緣。當時的我在空大兼課，某日助教問我願不願

意去獄所上課，我沒有考慮太久，便答應了。上課前，助教千叮嚀萬囑咐：「老

師，你一定要好好備課，監獄的學生幾乎都是領獎學金的，他們唸書是把整本

課本背起來，考試答案常一字不差哩。」 

走入監獄大門，首先映入眼簾的是電子的屏幕，一張又一張轉換的是精刻

的木雕或瓷塑的藝術品，造型多是神佛與菩薩，價格多在萬元左右，我盯著這

些美輪美奐的手工藝品，忖度著，該有多少時光消磨在這上頭啊，每尊威嚴或

慈祥的關公、菩薩雕出時，他們是否也隨著這些瑞祥的眼神，省視自己、懺悔

自己呢？除了昂貴的手工藝品外，監獄還售有較為平價的沐浴皂、糕點等小物。

門口換了證件，還不能進去，我需等到引領我的教誨師出來後，才能進到監獄

中。教誨師領著我，進了第一道的鐵門，然後我把身上的物品寄放，只帶必須

的課本與教材入內。然後，又是一道鐵門，證件須再查一次。 

手中的名單約莫 20 人，想來是個小班的課堂。可第一回進到班級裡後，我

愣住了，算算，少說有 70 多人，後面一排的學生還都站著，沒有椅子可以坐。

課間，一旁持著槍的戒護員才跟我說，真正修課的人雖不多，但只要獄所開課，

一般的犯人只要沒有排到在工廠輪值，都會申請過來聽課，因為這樣比較不無

聊嘛！戒護員還說，他們有課程時數限定，修大學相關課程而畢業者，最速者

也需 6 年半，所以能修我課的，皆是 7 年以上的重刑犯。那一刻，我有些矇了。

原以為教的只是犯人，竟不想，還是重中之重的犯人。 

不諱言，再次進監獄時，我很害怕。課外知識 比我豐富在監獄上課，師者

是很有威嚴的，沒有人吵鬧，但挑戰度也頗高，誠如助教所說的，他們個個對

教材都熟稔，且有幾個，其課外知識的豐富度，令人驚嘆。班上，有幾個學生

特別攫住我的目光，花白的頭，皺癟的皮囊，他該是我阿公的年紀吧，卻還在

這，蹲著苦牢。我不知道他犯了什麼事，總是帶些憐惜的眼神望著他，若當初

不做錯事，這年紀該是享福的靜好歲月啊！ 

知識在這，如投入荒漠的源泉，一點一滴都灌溉著他們極度飢渴的心靈。

除了幾個學生代表，我與大部分的學生，都沒有太多私時間的相處，當然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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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被允許。我不知道，他們悔過了嗎？對人生又體悟到哪個程度？我也無從

評判。可從他們交上來的作業，我看到某些人很真誠地面對自己的那個過程。

抑或他把書寫當作一種自我療癒吧。期末，我出了份作業，是「杜十娘故事結

局」的改編。我收到幾份厚厚的小說，沉的讓我有些心疼。有那麼一兩個，文

采飛揚地如俊逸的彩星，可困在了這個方池之地，江淹的夢筆寂寂地在這睡著

呵。 

教了一年，我便因為新工作的緣故，離開了該所監獄，可我一直記著在那

的最後一堂課，他們喊得震天響的聲音：「謝謝老師的教導，老師祝福你鵬程萬

里，還有機會，一定要再來教我們啊！」我的眼眶微微地濕潤，拿著他們親手

做的麵包、糕點，一步又一步地走出了監獄，在鐵門「砰」的一聲關起時，我

衷心地希望，下回換他們走出來時，心底是注滿對生命、對社會殷殷希望的。 

 

 

拜讀上揭佳文，亦讓筆者回想到；自警官學校（即現在的警察大學）獄政學系

畢業後，過去曾任職於台中監獄教誨師工作，類此情境，猶景然赴目，感觸良

多；當時，筆者曾以【由閱「活出意義來」一書，回憶某「教誨個案」】為題

撰文，刊於法務部「矯正月刊」第 174 期，茲轉錄拙作與之上揭「小方╱新竹」

作者；「我在監獄教書，看到的事」類似氛圍，異曲同功，分享如下： 

 
壹、前言 

「活出意義來」這一本書，對本人從事獄政工作三十餘年來，感觸良多，

我常捫心自問，吾人天天過著跟囚犯相處的日子，雖然這些囚犯與該書作者「弗

蘭克」因戰爭而入『集中營』歷劫，情境有所不同，然而，一樣面對「失去自

由」的空間與時間，不無異處，乃五公尺高的圍牆，囹圄之身，生命的意義何

在？生命的價值又如何？猶如「弗蘭克」所說：「人會為意義而生，也肯為意義

而死。」 

又從本書的啟示，也感覺出現階段全國各監、院、所、校，亦逐漸重視「行

為治療」，各監獄均除編制有教誨師外，另有臨床心理師、諮商輔導員、社工員

等、矯治工作員，逐漸邁入「教育制」措施，但本書作者弗蘭克博士因身為醫

師，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因猶太人為德軍所俘，自身長期陷入被囚禁的浩劫歷

程，研創「意義治療」，把精神官能症區分為數類，並把其中數類（ 譬如心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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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精神官能症 ） 歸因於病人無法由自己的存在中找出意義與責任感。這也是

監獄囚犯監禁心理所產生的「機構化處遇症候群」之具體象徵，值得我獄政工

作同仁深思。 

貳、「集中營」內生活與現代國內監獄的比較 
該書對「集中營」囚禁生涯的描述，形式上很像監獄的寫照，例如「酷霸」

囚犯中擔任監管之職，且擁有特權者，很像國內監所調用雜役、服務員一樣，

惟前者較兇狠，也無憐憫心，後者係依「調用雜役服務辦法」而產生，比較有

法治制度。該書中介紹，眾俘虜對集中營生活的心理反應，可分為三階段，即

入營後的階段、囚禁集中營例行生活的階段、釋放重複自由之後的階段。 

第一階段最顯著的徵狀與監獄雷同者，即是「置身囚牢，如夢初醒的震驚，」

經過一段時期，受刑人會在精神病學上所說，患了「緩刑錯覺」，幻想自己被釋

放了，然而「山在虛無飄渺間，祇緣身在此山中……」。 

第二階段是「由驚駭到視若無睹」，即監禁環境讓收容人過著機械化的呆板

生活，久而久之，習以為常，讓他（她）們面對現實冷漠，無動於衷，猶如該

書中所形容「達到了一種情緒死亡的境界」。惟由「心理自衛機轉」角度以觀，

被囚禁的犯人，情緒上的冷漠，又是另一種「自衛的妙招」，但「冷漠寡憐」、「感

覺鈍化」，自覺「什麼也不在乎」，當是出獄後再犯的潛在因素，以矯正工作者

而言，應該即時給予「心理矯治」。該書第 84 頁又說：「俘虜的冷漠，有其自衛

的功能，但冷漠本身，也是由其他因素所促成的，除冷漠以外，俘虜的精神狀

態，另有一個特徵，就是躁急易怒……大多數的俘虜都有一種自卑情結，並且

深以為苦……」。這一點，在國內現代監獄收容人來說，少部份也有相同的「情

結」形式出現的，值得探討。 

不過，該書第 95 頁又說：「任何人若想以心理治療或心理衛生方法，來抗

拒集中營對某俘虜身心上的不良影響，就必須為他指出一個可堪期待的未來目

標，藉以增長他內在的力量。有些俘虜出於本能，也曾設法自行尋找這樣的目

標。人就這麼奇特，他必須瞻望永恒才能夠活下去。這正是人在處境極其困扼

時的一線生機，即使有時候必須勉強自己，也一樣。」，這也是監獄行刑累進處

遇之精神所在。 

參、本書的啟示—引發過去本人從事監獄「教誨師」工作生涯的

回憶： 
猶如前揭作者弗蘭克博士所講，受監禁者往往出於本能，增長他內在的力

量，自尋目標，奮鬥努力，必須勉強自己有所作為。回溯 1980 年八月上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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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奉調台中監獄任職教誨師時，擔任第二教區教誨師工作，其中第五工場，有

一位無期徒刑收容人，僅國民小學畢業，可是他就有信心與毅力，慢慢研究國

學，深入淺出，經過幾年來的努力，在當時他已成為國內外有名的易經學者專

家。外界的易學雜誌競相他索稿。他利用晚上監獄收封後，在舍房撰寫「易經

新論」一書，發表後驚動國內外易經學者，連某些大學國文系教授，也都連袂

專程至監獄內探訪。迨發現他竟然僅是國民小學畢業的教育程度，卻能寫出「文

言文」的易經長篇大作後，實在令人嘖嘖稱奇。這就是受刑人祇要肯學習，肯

努力肯上進，就能在監禁環境中，獲得肯定成就的最佳寫照。也因為這位受刑

人在監接受「教育刑」的感化，使我在從事教誨師工作生涯中，特別引以為傲

的一件事。 

一、當時李姓受刑人服刑前之情況： 

緣有受刑人李Χ通先生，台灣省雲林縣人，民國三十六年四月廿八日生。

世家務農，父健在、母已歿。家有兄弟姊妹七人，四位姊妹均已出嫁，兩位弟

弟，一在台北任油漆工，一自幼小患小兒麻痺症，老父年邁，李姓受刑人入監

前時一方面務農（種了一甲八分田），另一方面仍需照顧殘疾的幼弟。 

李犯幼年就讀於雲林縣四湖鄉南光國民小學，即喜歡畫圖課及看故事書，

領悟力極強，在校成績優良，頗為老師讚賞。國小畢業後，家庭經濟環境影響

未能升學，一度與姊妹在某玩具工廠工作，以後輾轉至桃園定居，在桃園平鎮

鄉「台灣手套工廠」上班，工餘之時，喜歡看書，偶而不滿現在生活，亦容易

發牢騷，並有酗酒習慣。也許是長期性酒精的麻醉，致精神功能受影響。他在

二十餘歲時曾患「衰弱性精神功能症」且心中常有『懷才不遇』與「憤世疾俗」

的感慨。一九六九年在軍中服役時，右手臂刺青「捨身取義」，右大腿紋一鷹，

以表示與眾不同。 

退伍後，李犯繼續在該手套工廠上班。1975 年十一月某日，因工作遲到，

被該工廠管理組長開除。同月十八日晚上八時許。他向其組長要求復工被拒，

乃在當日晚上九時許，潛入該廠，將自己左手拇指弄破，以血在牆壁上書寫：「無

故開除，死之有餘」等語。之後隨手在工廠地上拾得一方型鐵棒一支，於當晚

十一時許，潛入組長寢室，以鐵棒向熟睡中之被害人頭部連續猛擊三下，經同

房的人驚醒呼叫，始離去，被害人雖經送醫，仍不治死亡。翌日，他知闖下大

禍，即自動至警局投案。 

李犯即因殺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1976 年四月二十日在台北監獄服刑，

同年九月十四日由台北監獄移入台中監獄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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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李犯入監服刑後由消極而奮發的經過： 

1980 年八月上旬，本人奉調該監任教誨師職務，恰巧李犯也在我的教區內

服刑。初於教區辦公室，經過幾次與他個別談話後，覺的他雖然僅國民小學程

度，但國學基礎頗佳，而且其心理測驗資料顯示出，屬於「上等智力」，不但學

習適應能力強，且對空間及理解，判斷、分析等能力，亦超乎常人。 

然而甫換新環境的他，免不了多愁善感。本人未到職前，據管教人員予他

之考核資料所載已違反監規三次。經查閱其過去的違規單，了解他犯規的事實

與心理上潛在因素後開始對他實施個別心理輔導。 

我發覺他自入監服刑後，由於個性奇異，始終未獲知音，致在監活動，獨

來獨往，慢慢的，自我狐立，而疏遠其他同學之結果，導致幻想別人看不起他，

加上他的潛能，始終無機會發揮，於是自暴自棄，以「犯規」來引起同學對他

的注意。同時，情緒上稍遇不如意事時，他會自認為是生活空虛，人生乏味，

然後搥胸頓足，以搗毀東西來發洩情緒；或撕棉被、摔茶杯，甚至採自殘方式，

以頭撞壁……等。 

開始與他相處時，正是他的「精神官能症」發作的時候。當時曾一度覺得

他似已「無可救藥」，然而又覺得如此之人才、犯罪已屬可憐，又何忍看他入監

後，再度沈迷？於是乎，我先啟其繪畫，試圖以他過去繪圖的專長，產生「移

情作用」，以繪畫令其忘掉他過去不愉快的往事。 

剛開始他拿「畫筆」時雙手仍會顫抖（因他過去入監前在社會上曾酗酒）

經我不斷予以鼓勵，漸漸地克服心理障礙，不再灰心。每次，他畫好的畫拿到

管教小組給我觀賞時，我都給予誇獎，並分析他的畫中人物景像之構思，對他

的作品，給予「心理共鳴」式的表白。而每次評閱後，看他高興而雀躍地離開

辦公室的背影，總覺得他「再生」了。半年後，他的素描，國畫、水彩畫等作

品，進步神速，在教區壁報比賽中，皆名列前芧。以後他又精通了油畫，當時

舉凡台中監獄之各項文康活動；戲劇比賽舞台背景布幕油畫，大型海報、水彩

畫看板……等皆出自其手筆。 

有一天，他突然又向我說：學了繪畫自信作品已在水準以上，希望改變口

味、學學樂器。剛好那時候一向注重受刑人文康活動的胡典獄長擊雷，囑教化

科籌設監獄軍樂隊而從樂隊服裝樣式設計、選人，組隊、覓人訓練、成果驗收

等工作，皆由我負責。於是乎我第一優先考慮選他入隊，用以發揮其潛能。當

詢其選練何種樂器時，他說：「『黑管』樂器的樂聲，可引發人的詩情畫意，我

就選這類樂器吧！」。組成新樂隊訓練一段時期後，出乎意料之外，他的學習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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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力驚人，三個月後，竟然吹出十隻樂曲。結訓那天，在司令台由胡典獄長主

持樂隊表演之成果驗收時，看他穿著「上綠下白」的樂隊服裝，著白色長筒鞋，

戴滾金邊高統帽，神采奕奕，樂聲悠揚入耳，令人難以想像，過去一向酗酒、

頹唐、消極沈淪的他，如今精神抖擻、意氣風發，判若兩人。 

次年春初，有一次他到我的辦公室與我閒聊。他說：「學繪畫、樂器均屬於

『動』態方面，已厭倦了，現在想『靜』下來看一些書」。我說：「您想看那一

類書？」他的回答令我嚇了一跳！他竟回覆以：「資治通鑑、史記、漢書、廿五

史……等我已熟練貫通，而四書、五經我皆得以朗朗上口！我想再看『易經』

及老莊哲學之類較有『深度』的書！」。我聽了，以為他的「精神病」又發作了，

才作如此「驚人之語」。因為我不相信一位僅僅是國小畢業者，竟然有如此「雄

心大志」？於是逕向「圖書室」借了幾本「史記」等古典文學，試試他的程度

與功力，果然他「有問必答」，毫無虛假，確實已到了上乘境界。我不得不向他

說：「很漸愧！這一方面國學，我身為『教誨師』，無法指導你，但我想瞭解的

是：你究竟如何有此成果？」；他慢條斯理回答說：「當我入監服刑後的前幾年，

其他受刑人皆看不起我，我就發誓要在監服刑期間苦讀，不但迎頭趕上這些高

中，大專畢業的同學，而且要『一鳴驚人』，所以每天在舍房或工場閒暇時，早

晚均查字典、看書，默默苦讀。我可以坦白向您說『易經』的道理我已經研究

得差不多了……。」我聽了楞了好久，內心感動得幾乎掉下眼淚，於是建議他

撰稿並對外發表文章。 

當他的首篇處女作「易經新論」，約貳萬餘字「草稿本」送到我這裡初核時，

洋洋灑灑一大篇，均是以「文言文」撰寫，令人拍案叫絕。我向他說這一方面

學問，我不懂，惟只要文章內容在不違反監規情形下，予以審核寄出投稿。 

稿件寄出次月，他終於一鳴驚人。「易經新論」獲刊登，連載發表於「龍在

田雜誌」，且各界之易經學者閱讀後，紛紛寫信向他求教。1981 年二月十六日，

他又撰寫發表「易經與道德之連貫性」一文，凡萬餘言。次年三月廿四日又參

加易經徵文比賽，題為「見龍在田、天下文明」；闡述易經與人類文明關係，約

萬餘字。難得的是，在眾多「大學國文系教授」投稿競爭角逐下，他竟然脫穎

而出，獲得優勝錄取。 

很多輸掉此次比賽的大學國文系教授，百聞不如一見，要求刊登其大作之

雜誌社社長，安排引見這位「大師級」的大作家，欲一睹芳顏，並探詢他究係

何所大學博士班畢業？拜誰為師？然而，當這些教授連袂來訪，發現他竟然是

監獄內一名無師自通的國小畢業受刑人後，莫不驚嘆「鐵杵磨成銹花針，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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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竟然有這樣的奇男子」！  

1981 年九月初，本人離開他，奉調升至他監服務後，尚不斷接到他的來信，

敘述他自己繼續努力用功情形。翌年秋，他來信表示「欲窮千里目，如何更上

一層樓？」我回信以：「『生之有涯，學之無涯』＞國父曾說：『佛教是救世之仁，

佛學是哲學之母』，您就看看佛學、佛經吧！」並寄了一些佛書、經典予他繼續

研究。 

如今屈指算來，他雖處無期徒刑，1976 年四月二十日入監，而我離開他時

已累進處遇進入二級，1986 年五月份，他在監服刑滿十年，現可能已假釋出監。

然而回想筆者在擔任其教誨師之二年內，他的監獄生活、起居作息，歷歷在目；

在此期間他共得到了三次教化優良獎狀，且曾有一次榮蒙「胡典獄長」犒賞頒

發「獎勵金」以示鼓勵。 

三、教誨個案之啟示與影響： 

「李」姓受刑人在監獄內的奮發向上，努力求學的精神，可以顯示一個人

祇要下定決心、深具信心、保持恒心，就有毅力克服、適應環境，甚至創造環

境，日起有功。 

因此，身為矯正工作者，不應該隨意放棄任何收容人，雖朽木難雕，終有

所用。而本案即是顯明例子。當時之其他在監受刑人，有些是高中或大學畢業，

也有少數碩士學位，各方面的條件會輸給李犯嗎？為什麼他能，其他受刑人卻

不能？ 

緣此，吾人可以鼓勵矯正機關之收容人，當一個人不幸斷了一根手指後，

應該慶幸還保留了九根手指頭，還可以發揮作用。倘若整天愁眉苦臉，瞪視自

已斷了一根手指，因而忘了利用尚能靈活運用的其餘九根，則豈不與雙手殘廢

者一樣！就像前揭李姓受刑人之遭遇，影響所及，似乎所有被囚禁者，也應該

「化憂愁為力量」，振作精神，發揮每一個人的潛能！ 

此猶如本書作者弗蘭克博士所云：「應予心理建設，超越當前的困境」。不

錯！人生是有苦有樂，然而「福兮禍所倚，禍兮福所寄」，「物不經寒暑者必不

堅凝，人不歷辛酸者不諳驗練」。李姓受刑人就是一位懂得在監禁環境中，克服

過去心理上所帶給予的種種苦楚，進而奮發有為的實際範例。對他來說，「賽翁

失馬，焉知非福？」是故，從事矯正工作者，用心良苦，引導收容人體會；人

生的意義，如同本書（活出意義來）的啟示，要知道花若不凋謝，怎以體會到

花開的興奮？月若不常缺，又怎能感受到月圓時的美好？人若不是失去自由，

又如何能讓他（她）去感覺到自由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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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受監禁人犯，期盼早日自由，尤需輔導予心平氣和接受事實的考驗。

昨非而今是，往事如煙，依稀中「受監禁者」雖然還有許多痛苦的回憶，那麼，

就協助讓它變成泡影，消逝無蹤吧！ 

也因此，獄政工作者，不斷的勉勵所有收容人；應該學習前揭「李」姓受

刑人在監培養興趣，擇一專精、苦讀、研習的精神！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走筆至此，謹題一偈語頌勉＞ 

「服刑贖過，寒月鐵窗拋今愁，修身養性，晴雲繞戶映心頭。」，祝福全國

受刑人早日新生。 

肆：結語 
本書作者；弗蘭克博士在該書第 99 頁曾說：「尼采說過，『懂得為何而活的

人，幾乎任何痛苦都可以忍受』」。這句話，對所有與囚犯或俘虜接觸的心理專

家、獄政工作者，都應奉為圭臬。只要有機會，就該給他們一個活下去的目的，

才能夠增強他們忍受任何監禁環境的耐力。亦祇有讓監獄受刑人一個活下去的

目的，他才有生命的意義，也才能「活出意義來」，願共勉之。 

 

最後，值此「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第六屆全體理、監事卸任，第七屆新任

理事主席暨理、監事，接掌新職，承先啟後之際，新人新政，編輯本書《國外

獄政管理軼聞》，用為紀念專刊，拋磚引玉，至盼日起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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