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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不是失敗；改變，正是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高肇良，和許許多多人一樣，曾經迷航，曾經偏離生命軌道。

高肇良，用勇氣、智慧、毅力，決心改變，及時返航，揮別 20

年荒唐歲月，飛出七進的監獄。

高肇良，以身心靈完全的改變，打敗毒品的誘惑，贏回生命主

導權。

高肇良，以逆轉人生的改變，全心全力投入「有毒無我．有我

無毒」1400多場次分享，贏得 60多萬人喝采惕勵！

高肇良，掙脫「一日染毒．終身戒毒」無窮無盡漩渦的改變，

正以「阿良的歸白人生」，搬上大愛劇場螢幕，轟動全球 5千多萬

人觀賞按讚！

由是，唯有改變，才能記取失敗教訓；唯有改變，才能成功創

造生命無限價值。誠邀大家人手一冊《我改變了》繪本自傳，大家

一起讀懂一顆改變的心，大家一起讀悟一點改變的緣，大家一起讀

明一點改變的理，大家一起讀做一個改變的人。

我改變了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高肇良以身心靈完全的改變，打敗毒品的誘惑，

贏回生命主導權。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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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是政府第一要務，蔡總統曾提示，對於不涉及販運毒品的

毒品成癮者，應該視為「病人」、「被害者」，不能只是以定罪、

處罰、排斥的方式對待，而是透過政府幫忙他們遠離毒品，回歸社

會。行政院 106年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整合部會資

源，提供成癮者醫療、輔導及就業服務，使毒品成癮者能戒斷毒癮，

重新回歸社會生活。

為使毒品防制及緝毒作為更加精進，新世代反毒策略第 2期

（110-113年）將投入約新臺幣 150億元經費，除貫徹「減少毒品

供給、減少需求及減少危害」三減策略，亦借鏡日本「再犯防止推

進法」基本理念，規劃推行「貫穿式保護」措施，推動「再犯防止

推進計畫」，朝向「抑制毒品再犯」、「降低毒品新生」之雙重目

標全力以赴。

反毒工作千頭萬緒，需要更多夥伴、更多有志之士齊心努力。

周大觀的父親周進華，是法務部的同事；周大觀的母親郭盈蘭

律師，曾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服務 10多

無毒有我．有我無毒

法務部長

讓無毒的世界有我的角色，而有我的地方就沒有毒害，

全民攜手，迎向光明。

︱推薦序︱

【推薦序】無毒有我．有我無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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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們為了延續大觀的勇氣，創立了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5年

來不斷推動各項熱愛生命的公益活動，表揚全球 71個國家，包含

熱愛生命獎章、全球生命文學創作獎章及希望獎章等得主，持續扶

助國內外 31萬多位弱勢癌童化癌為愛、活出希望；同時義助出版

一百多種勵志圖書，讓熱愛生命的力量，能在世界上感染更多人。

本書由周大觀 2022年希望獎章得主高肇良口述、全球熱愛生

命獎章得主多藝喜憨天使陳舒妏繪圖、周大觀的弟弟保德信志工菁

英獎得主周天觀執筆，是另類跨領域反毒力量的結合，大家攜手共

譜一段生命交響樂章。

這本《我改變了》繪本自傳，記錄主角高肇良從吸毒、染毒、

戒毒、入獄⋯⋯浮沉毒海近 20年的血淚故事，也藉本書向所有未

來無限美好的青少年吶喊：千萬不要碰毒，遭遇終身戒毒的痛苦。

由衷期盼藉由這樣的生命故事，能激起更多共鳴與感動，讓無

毒的世界有我的角色，而有我的地方就沒有毒害，全民攜手，迎向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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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公路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

本書主角高肇良失足跌入毒海，前前後後掙扎了 20 年，

才追溯到生命意義的源頭，才找到此心光明的初衷。

只要做素直的事，行最寬廣的路，人人都有一條上天賜予的專

屬道路。在人生的公路上，難免一時迷惘而誤入歧途，步履艱辛、

險路遙遠。本書主角高肇良——失足跌入毒海，前前後後掙扎了 20

年，才追溯到生命意義的源頭，才找到此心光明的初衷，實屬難能

可貴，足得大家見賢思齊。

更生人的重生需要非常大的毅力和勇氣。罪與罰、身癮與心癮

不斷地交替，除了苦澀的鐵窗歲月，心靈亦飽受禁錮與煎熬，只有

絕對的悔改意志與堅毅向上的決心，才能喚醒良知本性、找回自信。

臺灣更生保護會協助更生人不遺餘力，服務項目包含安置收

容、家庭訪視、輔導就業、資助旅費、醫療補助、技能訓練、圓夢

創業貸款、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家庭支持服務、監所服務及社區

關懷活動等措施。

近年來在法務部各級長官的指導下，服務內容漸漸多樣化，保

護方式也朝向企業化、科技化及現代化發展，更生保護會 76年老

店新開張，所提供的服務更加專業化，為更生人量身訂做服務模式，

︱推薦序︱

【推薦序】人生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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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即早復歸社會。有鑑於國內毒品再犯問題，適逢行政院規劃

進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2.0」，本會配合推出「毒品更生

人社區處遇模式計畫」，協助更生人改變自我，減少再犯率。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25年來，承蒙國內外各界的支持與鼓勵，

永續推動「全球熱愛生命運動」，以提倡：和自己好——熱愛自己

的生命、和別人好——尊重別人的生命、和地球好——維護地球的

生命。迄今共表揚橫跨七大洲、來自 71個國家、416位全球熱愛生

命獎章得主，還有本書主角反毒英雄高肇良等 39位希望獎章得主，

並關懷守護 31萬多全球最弱勢癌童，深獲 CNN、BBC、NHK、

Yahoo、YouTube、Facebook、Baidu等新舊傳媒的認同與迴響，都

以「生命諾貝爾獎」擴大報導分享，哥倫比亞國會以 2019年第 61

項決議：頒發哥國國會最高褒揚勳章表揚，2021年聯合國 NGO組

織更以頒發世界和諧傑出貢獻獎章肯定。

面對近年網路宅配販毒成趨勢，毒咖啡包逆勢降價——殘害青

少年，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挺身而出，誠邀 2022年希望獎章得主反

毒英雄高肇良現身說法、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多藝喜憨天使陳舒

妏繪圖、周大觀的弟弟保德信志工菁英獎得主周天觀執筆，同時義

助出版發行，期盼在親子共讀中，讓所有青少年避免毒品誘惑，讓

所有青少年寬闊人生自然在握。

誠邀大家人手一冊《我改變了》繪本故事，大家讀出更多共鳴，

大家讀出更多感動，同時帶動更多人用愛陪伴迷羊，共同建立安和

樂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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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毒害

彰化縣長

疫情無國界，毒害也無國界，

戰勝毒害的決心與行動更無國界。

︱推薦序︱

從這一次新冠狀病毒，一夕席捲全球，讓我們深深反思：疫情

無國界，毒害也無國界，戰勝毒害的決心與行動更無國界。  

本書戰勝毒害的主角反毒英雄高肇良，是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2022年希望獎章得主，他的祖先世居我們彰化縣閩客一家親的永靖

鄉，他的父母非常感恩政府耕者有其田的德政，讓高家世代佃農，

一變為擁有土地的小農。

高肇良揮別 20年染毒，七進監獄的荒唐歲月，娶妻生女，戰

勝毒害，贏回生命主導權，以逆轉人生的改變，全心全力投入「有

毒無我．有我無毒」1400多場現身說法，深受 60多萬人喝采惕勵。

尤其，高肇良戰勝毒害的故事，以「阿良的歸白人生」，搬上

大愛劇場螢幕，轟動全球 5千多萬人觀賞按讚！

當初，周大觀的父母周進華、郭盈蘭律師以及友人加拿大中文

學校校長趙翠慧女士、美國燭光兒癌基金會執行長李伯曼女士、德

國血癌協會總裁柏德夫婦、日本兒癌看守會理事主席岩田敬治等國

內外各界愛心人士，為完成抗癌小詩人周大觀「熱愛生命、快樂生

【推薦序】戰勝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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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遺志，提倡：和自己好——熱愛自己的生命、和別人好——

尊重別人的生命、和地球好——維護地球的生命，永續推動「全球

熱愛生命系列公益活動」。

戰勝毒害，就是熱愛生命。

面對全球嚴峻疫情衝擊，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小額捐款雖然驟減

六成，但為幫助所有青少年掙脫「一日染毒．終生戒毒」無窮無盡

的漩渦，仍然挺身而出義助《我改變了》等一百多種勵志圖書出版

發行，極為難能可貴。

由是，惠美鄭重推薦這本勵志繪本故事，願大家人手一冊親子

共讀，大家一起把這個戰勝毒害的愛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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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宇宙最巨大的力量。

我們凝聚國內外各界愛心人士，於 111年 3月 12日，在婦聯

會美齡樓 8樓，大家一起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創會主任委員宋美

齡女士 125誕辰紀念禮拜。

大家除緬懷追思創會主委默默行愛，更要永續婦聯會慈惠公

益：婦聯社福基金會、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宋美齡兒童血癌研究

中心、慈暉長青關懷站之外，直接及間接服務的領域遍及教育、文

化、醫療、賑濟、婦女、弱勢、身心障礙、兒童與青少年福利、國

民外交等，默默發揮安定社會與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功能。且遇有

國內外急難，例如南亞海嘯、莫拉克風災、福島核災、花蓮震災災

後重建、普悠瑪翻車重大傷亡慰助、以及關懷慰問軍警消人員等工

作，婦聯會一定出錢出力，致上愛與關懷。

當我們閱讀這本勵志繪本《我改變了》，相信大家同心同理：

高肇良從國中開始吸毒、染毒、戒毒、入獄、出獄⋯⋯浮沉毒海 20

年，因母愛幫助他戰勝毒害。

用愛改變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主任委員員

高肇良在母愛千辛萬苦地呼喚下，決心改變，

他揮別 20 年的荒唐歲月，重新贏回生命主導權。

︱推薦序︱

【推薦序】用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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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度入獄的高肇良改變了！

銬鐐奔喪的高肇良改變了！

擦乾媽媽眼淚的高肇良改變了！

高肇良在母愛千辛萬苦地呵護下，決心改變，回頭是岸，揮別

20年荒唐歲月，飛出七進的監獄，打敗毒品的誘惑，贏回生命主導

權，還巡迴全國監獄現身說法，更積極輔導許許多多更生人揮別陰

霾．迎向陽光，不愧為「反毒英雄」，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2022

年希望獎章。

高肇良苦口婆心呼籲：大家都要理性堅持，千萬不要受同儕影

響；大家都要熱愛生命，千萬不要好奇誤用。

我的未來，我作主，大家跟毒品說 NO：堅持拒絕、告知理由、

自我解嘲、遠離現場、友誼勸服、轉移話題、反說服法、反激將法。

面對全球嚴峻疫情，特別敬佩周大觀文教基金會仍勇往直前，

永續推動全球熱愛生命運動——提倡：和自己好——熱愛自己的生

命、和別人好——尊重別人的生命、和地球好——維護地球的生命。

還義不容辭挺身而出——贊助出版這本反毒英雄高肇良活生生的繪

本勵志好書《我改變了》，相信一定能喚醒各界：用母愛、父愛、

同學愛、教育愛⋯⋯大家一起改變毒品施用人數持續攀升，年齡逐

步下降的現狀，讓全國各地都是健康校園．毒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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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繭新生

反毒英雄

感恩因為信仰讓我看見希望戒毒重生，

感恩生命中曾經陪伴及協助的貴人，

願做一個在黑暗中點燈，給予人光明，看見希望的人。

︱口述者序︱

回想自己從青少年時期，懵懂無知一時迷惘染上毒品，而走上

牢獄枷鎖的不歸路。父母家人擔心受怕，一而再、再而三的從「希

望、失望到絕望」，看著我在毒海中浮沉，好幾次伸手想要拉我，

而我卻一次次的鬆開手，選擇放棄 !

記得有一次，家人求助無門的情況下，我姐姐跑去警察局，拜

託警察到家裏來抓我，希望讓我能入監服刑戒毒！

警察跟我姐姐說：「妳弟弟染上毒品要改很難，就像掉在地上

的一塊錢，人家看到連看都不想看，連理都不想理！」

後來姐姐難過的離開警察局，心想：「不能放棄自己弟弟，因

為他不止是只有一塊錢的價值。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每一個生命

義意與價值都是無可取代的！」

曾經有親戚勸告我母親：「秀珍呀！妳總共生四個孩子，其他

三個孩子都很乖，不如放棄肇良吧！」而我的母親卻含淚回應：「他

是我的兒子，我心裡面還有希望。」

【口述者序】破繭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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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感恩父母親及家人永不放棄！家庭支持是我重新復

歸社會最大的後盾。

於監獄服刑時有幸認識慈濟，得遇明師證嚴法師並歸依座下，

聞佛法，懺悔改過，參與志工發願向善付出，讓我重新找回生命的

義意與價值，秉持師訓：自度而後度人，自利而後利他。

感恩因為信仰讓我看見希望，戒毒重生；感恩生命中曾經陪伴

及協助的貴人，願將有限生命發揮極致，讓愛蔓延；做一個在黑暗

中點燈，給予人光明，看見希望的人。

感恩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給予肯定，並協助出版生命故事親子閱

讀反毒繪本，為青少年建立正確生命價值觀念，將反毒、拒毒的觀

念向下扎根。

願透過發行繪本廣傳正能量，讓年輕學子見證毒害嚴重性進而

遠離毒品；讓身受毒品危害的家屬重建信心，永不放棄他的家人，

讓目前身陷毒海及身陷困頓逆境的人，破繭重生看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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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愛是世界上最好的藥

多藝喜憨天使

我在畫阿良師兄的故事時，

非常佩服他勇於改變翻轉人生的毅力，

更深深地被他的母親那份滿滿的慈愛所感動。

︱繪圖者序︱

雖說人不癡狂枉少年，但看到阿良師兄的青春歲月，因毒品而

虛度，還是覺得「歹路千萬不可行」啊！

阿良師兄誤入歧途，從抽菸、吸毒到因毒品而七次進出監獄，

更為買毒品像著魔一樣又騙又搶，在一般人眼中，他是一個不折不

扣無可救藥的壞孩子，但在母親心中仍是最愛的心肝寶貝。

就因為母親全然無悔的愛，讓阿良師兄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再

加上舒亞師姊真摯信任的愛，讓阿良師兄化癡迷為力量，持續不斷

的幫助更生人，以自己的真實案例來倡導反毒，讓年輕學子遠離毒

害。

我在畫阿良師兄的故事時，非常佩服他勇於改變，翻轉人生的

毅力，更深深地被阿良師兄的母親，那份滿滿的慈愛所感動，正如

我在圓夢心舞臺中所說：「父母的愛是世界上最好的藥」，希望透

過此書，提醒所有人要拒絕毒品，更要好好孝順父母。

【繪圖者序】父母的愛是世界上最好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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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道陽光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副執行長

高肇良追尋那道陽光，自己也成為光，

為更多迷途之人指引方向；

願我們都成為光，將溫暖照進每一個角落。

︱執筆者序︱

人生，從幾歲開始？

對高肇良而言，這個答案是 36歲。

因為毒癮，高肇良前後進出監獄七次，名字成為一串收容人的

代碼；也因為服刑，錯過見罹癌父親的最後一面，只能帶著手銬腳

鐐，在法警的戒護下為父親奔喪，使高肇良開始思考，這難道就是

自己要的人生嗎？而出獄後一場嚴重的車禍，更是讓高肇良認知到

生命的脆弱，下定決心告別毒品。

雖然日日以淚洗面，但高肇良 75歲的母親高羅秀珍，從來沒

有放棄過他，不斷嘗試著以愛改變高肇良，而高肇良也沒有放棄自

己，在旁人的幫助下，至今高肇良已然揮別毒品的挾制，高羅秀珍

也獲得彰化縣模範母親的表揚。

出獄後的高肇良甚至成為反毒大使，走進學校與監獄，舉辦了

1400多場次巡迴講座，向近六十多萬人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並

在彰化永靖開設素食餐館「阿良古味生活」，將收入的一成捐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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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貧困的更生人及受毒癮所苦的人，更獲得旭青獎，得到總統的接

見；高肇良的故事也被改編成電視劇，並且出版書籍《阿良的歸白

人生》，同時以反毒英雄，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22年希望獎章，

持續以生命影響生命。

人生，36歲才開始，遲嗎？

高肇良以自己的生命向世界證明，只要願意改變，即便有再多

曲折，人生也永遠不遲；如今高肇良除了永不放棄自己與母親，也

有了自己的愛人與家庭。

愛，是指引前路的印記，是在黑暗的夜裡依舊閃耀的星辰，引

導人走出黑暗之地，迎向光明。

高肇良追尋那道陽光，自己也成為光，為更多迷途之人指引方

向；願我們都成為光，將溫暖照進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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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一絲希望

高肇良二姊

反毒是肇良這輩子的志業，幫助了無數的學子遠離毒品，

幫助更生人，能夠看到一線生機。

︱家人的話︱

一個身體被毒品綁架，也因為毒品出賣了靈魂的人，如何重

生？肇良從小就是心善的孩子，很得長輩家人的疼愛，但是因為太

重視朋友，因為朋友的慫恿而抽菸再到毒品，為了毒品謊話說盡，

什麼毒誓都敢說，好好的手藝也因為毒品無法繼續，因為毒品近 20

年來，一再造成家人的痛苦與失望，父親也因而鬱鬱而終，因為父

親的離開造成全家人無法原諒肇良。

但因為父母的心願，當姐姐的我，也是不願放棄一絲希望，希

望他能回頭，但是染上毒品，要戒毒真的非常困難，什麼方法都用

盡了，卻是一再的痛苦輪迴，直到肇良發生嚴重車禍，差點失去生

命，他才知道生命是自己的，不應該由毒品去控制。最後一次出獄，

蔡天勝師兄無條件要帶他到台中，遠離彰化的毒友，家人也是抱著

一絲希望，只要不要再接觸毒品，就算出家也沒有關係，至少活的

像個人。

還好他自己也爭氣，努力改變自己，終於娶妻生子，立下重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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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是他這輩子的志業，幫助了無數的學子遠離毒品，幫助更生人，

能夠看到一線生機，但是戒毒真的是非常困難，自己必須要有強大

的信念及意志力，家人及善友的支持，才能成功！

現在家人對他放心了，也對他做的反毒工作非常支持，畢竟一

人吸毒，全家受害，救一個人就是救了一個家庭，但這是非常困難

的事，而且是一個長期抗戰的事。還好有慈濟這個大家庭幫忙，肇

良覺得對的事去做就對了，現身說法，幫助大家遠離毒品，回到當

年肇良善良正義的心，我們都非常替他開心跟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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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初心

高肇良妻子

堅持在反毒的道路上，一直努力往前，

誠如肇良所說：有些事不去做，不怎麼樣，

但做了，一定會不一樣！

︱家人的話︱

這幾年來，我曾經好幾次問肇良，你這樣馬不停蹄的去反毒宣

導，不累嗎？

他總是回答我，會啊，身體會累，但內心是滿滿的喜悅！

我問：那你從來不會想要休息一下嗎？

他總是回答我，不會啊，反毒是刻不容緩的事，我不想要有任

何一個學子身受我曾經遭受的痛苦！

身為肇良的妻子，這十年來，我就是這樣陪伴著他，每天充滿

活力的南北奔波去反毒宣導，有校園、有社區、有軍中等等，有時

開車二個多小時，講一個多鐘頭，再開二個多小時的車回家，他也

甘之如飴，只為了喚起人人要有反毒的警覺心。

從很多個案身上，我看到了毒品如何荼毒一個人，也如何毀掉

一個幸福的家庭，因此更讓我對肇良在防毒的努力上，感到他堅持

不懈走在反毒之路上，是多麼有意義而且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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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總說要把握每一次宣導的因緣，因緣稍縱即逝。像之前疫情

的影響，取消了近百場的講座，就失去了跟那麼多人面對面提醒毒

品危害的嚴重性，委實可惜。多一個人聽，就多一個機會在學子身

上安裝「防毒軟體」。

因此，我們會堅持在反毒的道路上，一直努力往前，誠如肇良

所說：有些事不去做，不怎麼樣，但做了，一定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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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種子

高肇良女兒

我跟爸爸一樣，我也是一個反毒種子！

︱家人的話︱

我覺得爸爸去反毒很棒，可以幫助更多人，可以提醒更多人，

不要吸毒品。

我希望我以後也可以這樣，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跟爸爸一樣，我也是一個反毒種子！



一良天下白

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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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染毒、戒毒、入獄、出獄⋯⋯

浮沉毒海近 20年。青春年華，幾乎在獄中度過，

名字，不是被數字取代，就是被稱為「毒蟲」。

爸爸罹癌無力的雙手，媽媽用淚洗面的雙手，

一次一次被高肇良甩開，但媽媽永不放棄，永遠張開淚濕的雙手，

時時刻刻擁抱愛子高肇良，還有及時的貴人相助，

終於，高肇良戰勝了毒品的誘惑，贏回了生命的主導權，

永續全心全力投入「有毒無我．有我無毒」。

巡迴全國 1400多場次分享，贏得 60多萬人喝采惕勵！

更以「阿良的歸白人生」，搬上大愛劇場！

轟動全球 5千多萬人觀賞按讚！

大家一起讚嘆：一良天下白。



耕者有其田子弟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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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田

1953年 1月 26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明令公佈「實施耕者

有其田條例」。

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餘由政府徵收交佃農

三七五減租耕種，附帶徵收地主供佃農使用收益的房舍、曬場、池

沼、竹木等定著物的基地，放領給現耕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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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地主補償：將地價的 30%，換算稻穀、糖的平均市場價

格，交付等值的公營事業股票，同時移轉地主土地基金，並鼓勵引

導地主發展工業。

這個改善佃農生活的政策，避免長久受高額地租的剝削，切實

扶植高肇良爸媽等千千萬萬佃農，擁有自己的土地，成為自耕農，

讓家家戶戶都活出一片小小的天地。

由是，雙雙提高農業生產和農戶收益，繁榮農村經濟，讓高肇

良爸媽一家六口等台灣千千萬萬農戶，都能得到自己勞苦結果，活

出生命尊嚴。

第一章  耕者有其田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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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客一家親

彰化縣永靖鄉，是地靈人傑的好地方。有全台最古老的灌溉設

備，有苗木、甘蔗、水稻等多角化經營高手。

清朝康熙末年，閩客分別由中國大陸福建、廣東遷徙至此定居，

曾歷經開墾爭地盤，閩客打鬥百年。

到了清朝嘉慶 18年，知縣楊桂森召集閩客大老協議：在關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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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莊前，置田十六甲，建為街市，命名為「永靖」，期勉閩客和平

相處、永久平靜。

高肇良的祖先等世居永靖者，七成來自廣東潮州府饒平縣的客

家人，奇蹟式與閩南文化完全融合，發展出閩客語言特殊的「永靖

腔」。

咱的永靖，永久安靖。

大家的永靖，閩客一家親。

高家全家族合照

第一章  耕者有其田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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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父母有大夢

彰化永靖高厝，是一個龐大的聚落。

早年，高家祖先從中國大陸福建，唐山過台灣來到永靖，蓋了

一座傳統大型四合院，落地生根。

隨著高家子孫繁衍，人口漸多，高肇良的爸媽結婚後，為實現

小康家庭的夢，率先離開四合院，向外發展。

幼時的肇良（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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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肇良的爸媽，非常感恩政府耕者有其田的德政，讓高家世代

佃農，一變為擁有土地的小農。

爸媽為養活高肇良等 4位寶貝孩子，不論冷熱寒暑、颳風下雨，

總是「透早就出門，天色漸漸光，受苦無人問，行到田中央；行到

田中央，為著顧三頓、顧三頓，不驚田水冷霜霜⋯⋯。」

農閒，阿良爸爸兼差殯葬以及載運砂石，為多跑幾趟，竟連高

速公路都開上去，成為社會頭版新聞；阿良媽媽養豬、嫁接苗木等

貼補家用。

直到阿良四位兄弟姊妹先後上小學時，高家已成為小康家庭典

範。

肇良國中時（後右）與父親合影

第一章  耕者有其田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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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良年輕時的照片

肇良的老家



35

茉莉花．手足情

1972年，謝東閔先生成為首位臺灣人出身的臺灣省主席，在他

任內最代表性的口號：「客廳即工廠」，希望家庭、大人、小孩，

都投入工作。

小學時期，高肇良的姊姊高錦珠、哥哥高郅傑、雙胞胎弟弟高

忠信，除了每天到學校上課，其餘時間，大家都必須到田裡幫忙，

採摘茉莉花。

第一章  耕者有其田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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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靖、花壇一帶都是茉莉花的故鄉，每年 5月到 10月開花，

農家趕在太陽下山前採收，好讓傍晚茉莉花盛開時，香氣正好可用

來薰茶。當時，茉莉花飲料廣受歡迎，中間商都搶著大批收購，秤

斤算兩地買走。

高肇良與姊姊、兄弟四人，都是採摘茉莉花的小小高手，總是

分工合作，手足情深，自家的摘完，就去幫別人摘。一樣是依斤兩

計價，他們歡歡喜喜為辛苦打拼的父母分勞，正如人人愛唱的那首

「茉莉花」民謠：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芬芳美麗滿枝芽，又香又白人人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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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改變了》反毒講座暨親子閱讀繪本推廣贈書活動巡迴宣導計畫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 萬妙教育基金會 

協辦單位 周大觀文教基金會、高肇良先生暨鐵窗外誠與情團隊 

活動時間 40 分鐘至 90 分鐘(可依學校課程時間彈性調整) 

宣導對象 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活動地點 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活動名稱 《我改變了》反毒講座暨反毒親子閱讀繪本贈書活動 

活動宗旨 

青少年是國家未來的棟樑，深感毒品危害莘莘學子甚鉅，防毒教育需向下紮根。

萬妙教育基金會秉持品格教育是一切的根本也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原動力。為

響應政府新世代反毒政策，提升學子對於毒品之防制知識，願藉由民間與政府

攜手合作，共同守護下一代免於毒害，建立正確防毒及察覺之知識，深入校園

宣導刻不容緩，共創無毒友善之校園。進而強化學子拒毒防毒的意識，增益防

毒能力具有即時性、正向、積極、有效益的生命價值和意義。 

活動內容 

1. 反毒講座：講座由榮獲 111 年度全國反毒有功人士高肇良先生，以其自身的

生命故事，從吸毒戒毒防毒之心路歷程娓娓道來，高肇良自 101 年起至學校、

監所、軍營等眾多地方演講，截至目前為止，已超過 1800 多場之防毒講座，

擅長以說故事的方式，為學子見證毒品危害之嚴重性。啟發珍愛生命拒絕毒

品，建立正確生命價值觀。 

2. 贈送防毒專書《我改變了》（適合國中、國小）：周大觀文教基金會以高肇良

之生命故事為主軸，所出版之《我改變了》一書，故事淺顯易懂，是一本很

適合親子閱讀之防毒繪本，從故事的閱讀中，可以增進親子關係並認識到毒

品殘害身心的嚴重性與拒絕方法。書中彩繪插圖是由生命鬥士喜憨兒所繪，

具有更深一層的涵意，可啟發學子珍愛生命，即使在逆境中也不向命運低

頭，勇敢迎向陽光。 

3. 贈送防毒專書《阿良的歸白人生》（適合高中以上）：以主角高肇良自身染毒、

戒毒、直到擔任反毒志工為終身職志的真實故事，寫成自傳後，忝經慈濟基

金會出版「阿良的歸白人生」乙書，截至目前為止，已銷售超過 26,000 本，

並經大愛電視台製播 24 集反毒教育劇場，於晚間 8點「大愛劇場」時段播

出，警惕世人；「阿良的歸白人生」播映後，觀眾好評不斷。 

贈書作法 

國中、國小：於反毒宣導講座後，預計贈每校 12 本《我改變了》書籍。 

高中：於反毒宣導講座後，預計贈每校 12 本《阿良的歸白人生》書籍。 

＊備註：依各校人數斟酌調整贈書數量。 

經費來源 萬妙教育基金會、高肇良鐵窗外誠與情團隊、周大觀文教基金會(學校毋須付費) 

宣導時間 每年度皆可申請洽談辦理 

聯絡窗口 

高肇良 0983-569857  謝舒亞 0966-346080   彰化縣永靖鄉瑚璉路 392 號 

萬妙教育基金會 郭芷伶執行長 台北市大同區華陰街 65 號 2 樓 (02)25521400  

0972-22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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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歷 

姓 名 高肇良 性別 男  

聯絡方式 
電話:04-8231382 

手機:0983-569857(同賴 ID) 

聯絡地址 彰化縣永靖鄉瑚璉路 392 號 

電子信箱 marskao201@yahoo.com.tw 

最高學歷 永靖高工肄業 

主要經歷 

經歷：曾因毒品案前後於彰化監獄、雲林監獄、嘉義監獄、台中監獄、彰化看守所、

南投看守所服刑近十年 

特殊事蹟 

 100 年度起走遍全臺灣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校園、監獄及軍中、社區反毒

宣導。至 2023 年 1 月，全國演講場次超過 1800 場，宣教總人數超過 65 萬人。 

 榮獲中華民國 104 年第十四屆「旭青獎」暨總統接見肯定。 

 榮獲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 105 年表揚無毒有我「反毒真英雄」。 

 連續三年(中華民國 103、104、105)獲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敦聘，為觀護人訓練

班學員講授更生人需求講師。 

 106-107 年度獲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表揚協助更生保護績效卓著。 

 106 年度偕慈濟彰化區防毒宣導團獲彰化縣政府表揚熱心公益團體代表受獎。 

 107 年度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辦理【防毒大講堂】敦聘講師。 

 臺灣更生保護會彰化分會辦理【戰毒聯盟】全國 51 間監所巡迴演講敦聘反毒

宣導講師。 

 109 年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表揚協助更生保護績效卓著。 

 著作《阿良的歸白人生》防毒專書。 

 110 年四月大愛電視臺八點檔播出共 24 集《阿良的歸白人生》生命教育防毒

反毒年度重點戲劇本尊主角。 

 111 年周大觀文教基金會 2022 年【希望獎章】得主。 

 111 年榮獲全國反毒有功人士總統親自頒獎表揚。 

 著作《我改變了》親子防毒繪本。 

現職: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署防制學生藥物濫用宣導種子講師 

 中、彰、投、雲、嘉、苗聘國小，國中，高中，及許多大學校園及社區防治藥

物濫用宣導講師。 

 南投縣、彰化縣毒防中心反毒宣導講師 

 國防部陸軍十軍團指揮部302旅新兵訓中心行文聘任106年至今每月公益常態

性反毒宣導講師。 

 臺灣更生保護會彰化分會更生輔導員(區督導暨入監輔導團團長)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女監、彰化監獄、嘉義監獄、雲林監獄、臺南第

二監獄、高雄監獄、嘉義看守所、彰化看守所、臺中戒治所… 等【科學實證】

戒毒班敦聘講師。 

 雲林、彰化監獄教誨志工 

 佛教慈濟基金會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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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 書函
地址：702006臺南市福吉一街18巷27號
承辦人：温燿旭
電話：(06)-2288585
傳真：(06)-2280242
電子信箱：ab3chinet@gmail.com

受文者：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6日
發文字號：南市軍訓字第11205000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活動計畫、《我改變了》繪本第1章 (函轉教育部「『我改變了』反毒講座暨親

子閱讀繪本推廣贈書活動巡迴宣導計畫」，詳如說明，請查照。
1_0500012A00_ATTCH1.pdf、函轉教育部「『我改變了』反毒講座暨親子閱讀繪
本推廣贈書活動巡迴宣導計畫」，詳如說明，請查照。1_0500012A00_ATTCH2.
pdf)

主旨：函轉教育部「『我改變了』反毒講座暨親子閱讀繪本推廣

贈書活動巡迴宣導計畫」，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2年2月24日臺教學(五)字第1122800808號函

辦理。

二、旨揭計畫邀請高肇良先生擔任反毒講座，巡迴全國各級學

校進行反毒宣導暨贈書活動，以期深化我國反毒教育，營

造無毒校園。

三、本活動屬公益性質，請學校即日起可依實際需求逕洽主辦

單位提出申請；隨案檢附『我改變了』繪本第1章供參。

正本：臺南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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