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壁屋懲教所刊物  第三十七期  二零二二年(非賣品)

 



 

常言道：「歷史是一面鏡子。」人們透過這面鏡子回顧過去，可以以自身或他人的經驗和教

訓少走彎路，進而了解自己應如何立身處世，建立正向人生。 

 

也許，回顧過去對於懲教所內每一個所員都不是易事。他們大都是因一時衝用、貪念、不

智……觸犯了法律，以致身陷囹圄，付上失去自由的代價。「過去」對他們而言，可說是不堪回

首。但是，逃避絕不是良策，而我們鼓勵所員回顧過去，焦點並不在於他們犯了甚麼錯，而是要

他們反思自己過去待人處事的方式和價值觀，找出令他們今天負上沉重代價的原因，從而能夠

對症下藥，開拓他們的更生路。 

 

當然，更生路不會是平坦的，當中難免會遇上顛簸之處。然而，過程中卻又出現一個又一個

令人鼓舞的成功例子：從未做過家務的超齡「港孩」把被單摺疊得頭頭是道；好吃懶做的「廢青」

在職業訓練工場裡成了職員的好助手、同儕的小領袖；離家出走多年從未工作過的少年親手為

家人烘焗包點；初中輟學的年青人用不足一年時間越級挑戰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他們的故事各

異，但在懲教人員、心理學家、師長、義工的循循善誘下，都能痛定思痛，下定決心在院所受訓、

學習不斷磨練，竭力克服

種種困難，迎來更好的自

己。 

 

「回顧過去，砥礪前

行」，正好是更生歷程的寫

照，但願每位在囚人士都

牢記這句話，在院所努力

為重投社會作好準備，在

離所之時能踏上正向人生

的康莊大道。 

 

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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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人生路上，總會犯下過錯。有些

人從不沉思當中的教訓，得過且過，餘生繼續

犯下相同的錯誤；有些人只會沉溺在犯錯的懊

悔中，沒有力求改變，結果永遠走不出犯錯的

陰霾；有些人則能夠時刻回顧過去，審視過往

的不足，奮力向前邁進，最終成就更美好的人

生。而我在進入勵敬懲教所前，就是那種輕視

教訓，不知悔改的人，最終重覆犯錯，身陷囹

圄。 

 

我有一位品學兼優的哥哥，從小開始，父

母常常期望我能像哥哥一樣出類拔萃，令我飽

受壓力。升上中學後，由於課程較小學艱深，

我對學習完全失去興趣，甚至荒廢學業，成績

表總是「滿江紅」，經常被父母責備。為了紓緩

沉重的壓力，我選擇了吸食毒品，利用毒品麻

醉自己，逃避現實。有一次，我在家中吸食毒

品以致神志不清，父母及哥哥始發現我有吸毒

習慣，哭勸我遠離毒品。當時因受毒品影響，

看到這幕哭哭啼啼的畫面，令我失去理智，企

圖向家人施襲。雖然闖下如此大禍，但家人毫

無保留地原諒我。或許是輕易獲得原諒，我竟

沒有沉思當中的教訓，不知悔改，每當遇上不

安、煩惱、委屈、壓力時，我便瞞著家人在外

吸毒，認為吸食毒品所帶來快感，才能令我獲

得片刻的快樂。為了應付毒品的費用，我更參

與販毒。最終，我因販運毒品被判入勵敬懲教

所。 

 

進入懲教所後，面對四面圍牆，以及刻苦

嚴格的紀律訓練，我幾乎崩潰。幸好，在家人

的不斷鼓勵及支持下，我努力克服在懲教所的

困難，並在這遠離毒品的寧靜空間反省自己。

回顧過去的人生，我沒有努力學習，反而選擇

逃避，放棄學業；我沒有努力戒除毒癮，反而

誤把毒品視為良藥，殘害身體；我沒有珍惜家

人的原諒，反而選擇重覆犯錯，傷害他們。回

想那不堪入目的過去，我曾一度只沉溺在這些

錯誤的悔疚中，而喪失鬥志。幸獲家人的不離

不棄，以及在老師及職員的勉勵下，我得以重

新振作，勇敢面對過去，從錯誤中學習。現在，

我已重新拾起課本，努力前行，計劃在離所後

繼續學業，不會再讓家人擔憂、失望，珍惜與

他們相處的時光。在離所後，我亦會時刻告誡

自己，必須遠離毒品，不可重蹈覆轍。 

 

過去的我雖然曾經迷失方向，犯下錯誤，

但我絕不會讓這股黑暗在我的人生蔓延。我會

時刻回顧過往黑暗的日子，提醒自己必須戰勝

黑暗，與家人和良師益友一起砥礪前行，在餘

下日子創造精彩、美好的人生。 

勵敬懲教所 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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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又是一個淒清寂靜的晚上，身處於囹圄的我，望著冰冷的鐵窗，滿腦子雜亂的思緒，令

我輾轉反側、徹夜難眠…… 

 

從前的我，自覺資質愚鈍，所以早早已放棄學業，出來社會工作。可惜因為學識不夠，又無

一技之長，更沒有理想計劃，只能從事一些低下的工作，工資也很微薄，甚至因為疫情關係而失

業，因此經濟方面一直都很拮据。由於我喜愛流連街上，結果誤交損友，後來因敵不過朋輩的引

誘，參與違法的勾當，最終我被判入了更生中心受訓。 

 

誰也想不到，在更生中心裡，竟然是我逆轉人生的一個契機。因為在這裡，我反思了很多問

題，為什麼我會落得如此境況﹖其實，一切都源於我忽略了知識的重要，而且我自以為能力有限，

更不願意付出努力，只是渾渾噩噩地過日子，甚至斷送了自己的前途。再加上，身處更生中心的

我，幸運地遇到了一位好老師，他啟發及鼓勵我，使我明白到知識就是力量，只要我肯努力，相

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必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而且，家人時常長途跋涉地前來探望我、支持我，

使我感受到他們的愛護和關心，我實在非常感動，覺得從前的我實在身在福中不知福。 

 

更生中心的訓練，需要學

員們學習有規律和紀律的生

活，因此，我漸漸地也感覺到

自己脫離了從前懶惰、散漫的

性格，學會了做事積極、認真

的態度。相信我離所以後，也

會抱著不怕艱辛，努力前進的

精神，面對將來的挑戰。 

 

現在，我的目標是想成為

一名家居設計師，為客人打造

出一個舒適而和諧的家居，使

他們擁有自己喜愛的安樂窩﹗正如我夢想一家人能夠融洽快樂地生活在一起，享受家庭的溫暖。

為可達成夢想，我一定要努力學習，報讀一些技術性課程，使自己有一技之長。雖然我知道學習

的路途是艱苦和困難的，但為了理想、家人和一直鼓勵我的師長，我一定會堅持和忍耐下去，決

心衝破任何障礙，砥礪前行﹗ 

沙咀懲教所 泳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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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我只是一個長期夜不歸宿的不良份子。即使犯了事，我也沒有改過自新的打算。

在保釋期間，我的行為更變本加厲，讓我泥足深陷。 

 

那段日子，我幾乎每天都會和母親吵架。在一次吵架過後，我還決定離家出走。我揹着一個

小背包，到朋友家暫住。我們每天都在喝酒抽煙，有時還會吸食毒品。一天，當我們玩得天昏地

暗時，我的手機突然響起——原來是我的班主任打來。他向我嘮嘮叨叨了大半個小時，一直苦苦

勸我回家。我暫且聽從了老師的勸告回家，但回家後卻又是和母親吵架。這次我沒有離家出走，

而是在同一屋簷下和母親持續冷戰。我們差不多一個星期沒有對話，直到有一天，媽媽終於心平

氣和地和我坐下，開始訴說過去的種種，向我講述了許多我未曾聽過的故事，例如當初她為甚麼

和我父親離婚；怎樣走出低谷；怎樣四處向親朋借錢把我們幾兄弟養大成人。她過去鮮有主動和

我提起這些事。聽到這些事後，我也沒有太激動，心情還好像格外的平靜，或許是一時之間接收

了太多的信息而來不及反應。我沉默了幾分鐘，和母親一直對望，最後終於向母親說了句「對不

起」。說的時候好像輕描淡寫，但我的內心卻感到非常沉重。 

 

隨着上庭宣判的日子逐漸逼近，我和母親也一早已有心理準備。然而，當聽到法官在庭上宣

判我入教導所時，卻仍免不了灰心喪志。在獄中我低沉了好一陣子，但在職員和囚友的開導和鼓

勵下，我終於振作起來，並開始為自己的前途打算。我申請了修讀所內的中學文憑課程。在初期，

我各科的成績幾乎都是班中倒數第一，但是我學懂了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漸漸跟上了學習進度。

雖然成績未必足以考上大學，但是我也會繼續向前，一直超越自我，向更高、更遠處邁進。 

 

我不知道未來還會發生甚麼事和遇到甚麼困難，但無論如可，我也會繼續走下去，克服種種

難關，努力讓自己浴火重生，做一個全新的自己。感謝每一位在我艱難時幫助和勉勵過我的師長、

懲教人員、母親和其他親友，我必定不會再辜負你們的期望，並會一直不屈不撓，砥礪向前。 

 

壁屋懲教所 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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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我的童年，父母要上班，沒空照顧我，我自小便跟婆婆生活。婆婆對我愛護有加，給

我很多自由。那時，我最愛跟鄰居玩滑板，在小區無拘無束地遊走。升讀小學後，每天坐在教室

的枯燥生活使我對學習提不起勁，學業成績也總是「滿江紅」，以至升中派位不理想——被分配

至一所第三組別中學，種種表現都跟父母的期望大相逕庭。加上我越大越反叛，終於弄得父母怒

髮衝冠，把我送到寄宿學校，希望以此管束我。可是，事與願違，我依然故我，更在那時開始濫

用藥物，結果在一次派對吸食毒品時被捕，淪為階下囚。 

 

我最終被判入勵新懲教所，失去了自由。往日的我，作息、吃喝玩樂都是隨心而行，但在懲

教所則事事受約束，這時我才明白自由的可貴，開始反省自己的過去，為自己的任性而後悔。 

 

失去自由真的很痛苦，或許這種當頭棒喝才是砥礪我前行的動力。我已決心不再沉淪，並承

諾家人會改過自新，希望能夠在獲釋後腳踏實地，努力賺錢，回報家人。 

         

勵新懲教所 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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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very darkness, there’s light 

 

On the day to the court, my father gave me a tight hug. Somehow, he had a feeling that I might be 

sent to a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while I had no idea what was going on. 

 

I was not too surprised, or to be exact, I was numb. My mind was not clear at all due to alcohol and 

drug abuse. Spending a few weeks to think more clearly, I realized I should not use those wrong ways to 

handle my emotions, and drugs only seemed to make my depression worse. I realized I am loved and 

adored by my family. I actually have some talents but I didn’t know how to pick myself up. After months 

of reflection, I have finally learnt to let go of my past and love myself. 

 

I knew I was immature. I did not handle my emotions in a proper way. My parents tried to help with 

my depression, so did my friends. However, I entirely gave myself up and got them heartbroken instead. 

Some of my friends drifted away from me because of my uncontrollable emotions at the time. I was mad 

and irresponsible. All I saw was grey. I was on the edge to hell. 

 

Maybe God just loves me. In the days in Lai King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surprisingly, I was cured. 

I have learnt to calm down and be patien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am loving myself more every 

day. I realized that the world is not so bad. It is important to surround myself with positive energy. I have 

grown to become a strong person. There are good days and bad days in life and it is alright to cry. We 

should not feel ashamed of having emotions. We all have our weak sid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fter wiping off our tears, we should hold our head up high and keep moving.  

 

Suddenly, I remembered how passionate I was with the guitar and singing. Music heals souls. I feel 

tougher than ever and my goal in life is not far if I go for it. I feel my life become better with a better 

mindset. It is all about my mind and how I choose to react to what happens to me.  

 

Today I would like to make my promise. I have planned to radiate loving energy through music and 

do voluntary work as much as I can. When I step out from the gate of LKCI, I will hug my loving siblings 

and my dad so tight like there will be no tomorrow. I will spend as many days as I can working beside my 

father to help his business while I will learn more ways to create music. I will fill my days with more 

activities, maybe waking up earlier and going for a run. I would love to live a normal and healthy life again 

and do not want to be stifled by drugs and alcohol 

anymore. Now I am grateful for what I have. 

 

With thankfulness, we can always retain the 

beauty and peace in our mind no matter how dark it 

seems.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as long as we 

believe in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find that there is light 

somewhere for us to 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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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King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Reflect on the past and step to the future 

 

 

 

As the saying goes, self-reflection is the school of wisdom. If you do not reflect and think of 

what mistakes you have committed, you will never grow up.  

 

I can say I was a typical Hong Kong kid. I took everything for granted. I just turned to my 

families when I ran out of anything. They were responsible to give me money and care. One day, I 

felt very bored and went out with some friends. I then got involved in drugs trafficking out of fun.  

 

From then on, my life became a lot different. Being prosecuted for the charge of drugs 

trafficking, I lost my hopes and freedom. Nevertheless, as I could not use mobile phones and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inside the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I have more time to deeply reflect on my past. 

Why was I sent to jail? Was it because my parents did not take good care of me? Or my ‘friends’? 

Plenty of question marks appeared in my mind.  

 

Reflecting day by day and week by week, I realized that I could just blame myself. Acting out 

of fun and curiosity, I did not even bother to think of any harmful impacts of taking drugs and drug-

trafficking on other people. Time did reveal the truth. Seeing that my parents travelled a long way to 

visit me every month, I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eir care. Honestly, they never missed any visits to the 

institution. My mum still visited me on the day that she caught a severe cold. I discovered that they 

actually cared about me. Moreover, I was blessed to have a disciplined living in the institution. By the 

half-day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half-day learning, I have gained much knowledge and developed 

positive attitudes, such as self-discipline, time manage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following 

instructions and orders. Thanks to the encouragements and support from the teachers, I am taking the 

HKDSE and confident that I will get good results with my hard work. I aim to further polish my 

proficiency in different subjects here.  

 

Upon deep reflection, I have set the 

target to pursue studying in university. I 

really hope to enter university to broaden 

my horizons. I will meet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university, so I can lear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m. More 

importantly, I can show my parents that I 

have grown up to be a more mature 

person.    

Anson 

Pik Uk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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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自 2020 年 7 月起推出「一切從歷史出發」計劃，透過多元化教育活動，讓青少年在囚人士了

解中國歷史和提升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今年適逢回歸 25 周年，懲教署教育分組以「回歸歷．

懲」為主題，透過「尋根篇」、「同行篇」 及「新里程篇」三個系列的活動，讓在囚人士認識中國源

遠流長的歷史與文化，鑑古尋根，反思現在，把握機遇，放眼未來。 

壁屋懲教所於 7 月舉行「尋根篇」的虛

擬博物館導覽活動，利用虛擬實景的技

術，帶領青少年在囚人士打破空間界

限，參觀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的鴉

片戰爭博物館。 

  

青少年在囚人士跟隨導覽路線，欣賞

「林則徐銅像」、「抗英群雕像」、等，認

識鴉片戰爭中的歷史人物及史事，體會

當時中國人民保家衛國、抵抗外敵的決

心及貢獻；又通過參觀「虎門銷化鴉片

紀念碑」及「林則徐銷煙池」遺址，認

識林則徐禁煙的過程和爆發鴉片戰爭

的始末，了解香港與中國不可分割的關

係，從而培養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加強對國家的歸屬感。 

虛擬博物館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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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洋紫荊廣彩技藝工作坊 

壁屋懲教所於 8 月下旬舉辦了「尋根篇」的活動─「手繪洋紫荊廣彩技藝工作坊」，旨在讓青少

年在囚人士認識廣彩及紋章瓷的歷史，了解古代瓷器的發展脈絡，從而感受清代嶺南廣彩工藝大

師們的精湛技藝，體驗中國藝術的博大精深。 

是次工作坊共有 8 位青少年在囚人士參與，他們分別在合共四節的課堂裡，了解到廣彩技藝的理

論、學習廣彩繪畫車線技巧，掌握繪畫金錢、狗牙、三線三款邊飾繪畫的方法。最後，青少年在

囚人士運用瓷黑繪畫技巧以勾線筆於瓷骨碟上勾線，然後利用羊毫筆在瓷骨碟塗上不同顏色的

廣彩顏料，構成奪目的洋紫荊圖案及色彩多變的邊飾。 

導師講解廣彩製作的歷史及技巧。 

所員在廣彩瓷器塗上紫荊花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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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旗和國歌的歷史演進》講座 

適逢七一回歸的大日子，本署邀請了香港導賞員學會顧問梁勇博士，於 6 月 24 日在壁屋懲教所以

「中國國旗與國歌的歷史演進」為題進行視像講座。梁博士透過講述由清朝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與國歌的演變，並播放了不同時期的國歌，讓青少年在囚人士認識當時中國在社會、文化、經濟和

政權等方面的轉變，深入了解國旗和國歌的涵義，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對國家的歸屬感。

   

 

 

 

《趣談香港回歸歷史》講座 
本署於 8 月 15 日在壁屋懲教所內舉行「尋根篇」線上

視像講座，並邀得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主席梁延敬

先生以「趣談香港回歸歷史」為題，向青少年在囚人士

講解香港回歸的歷史緣由。梁主席指出香港的命運從來

與祖國緊密相連，可是自鴉片戰爭後中國遭受西方列強

的欺凌，香港也在那時被迫離開祖國的懷抱。他講解中

央政府由始至終，視香港為中國領土的立場，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堅定不移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透過梁主席的

講解，青少年在囚人士不但更深入了解近代中國歷史，

提升了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亦對一國兩制的背景有了

更深的認識。 



 

 

 

 

 

 

 

 

 

 

 

 

慶回歸 25周年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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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周年，壁

屋懲教所特別舉辦一系列慶祝回歸活動，希

望藉此讓青少年在囚人士回顧香港在過去四

分一世紀努力的成果，以及提升國民身分的

認同，同時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培養他們的國家觀念、民族情

感和國民身份認同，在活動中共同感受慶回

歸的歡愉氣氛。 

 

在今年 7 月，壁屋懲教所舉辦「慶回歸

25 周年書法比賽」，透過書寫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 25 週年的主題——「砥礪奮進廿五

載，攜手再上新征程」，一方面教導青少年在

囚人士「一國兩制」是香港特區成立以來維

持繁榮穩定的基石，同時提高他們的文化素

養，陶冶性情。 

回歸 25周年標語創作比賽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周

年，壁屋懲教所於 8 月份舉辦標語創作

比賽，所員先了解標語的特色與寫作

技巧：言簡意賅，具簡單修辭，而且甚

少留下想像空間後，再以慶祝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 25 周年為題，自行創作

一標語，記下他們對香港的寄願。 



 

 

院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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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勇奪東京奧運會乒乓球女子團體賽銅牌

的乒乓女將杜凱琹，於今年 8 月為「青少年廣播

計劃」的「淺談更生」節目《SHALL WE TALK》

擔任嘉賓，接受青少年在囚人士以小記者的身份

進行訪問，分享其運動員生涯的種種挑戰與經

歷。 

杜凱琹 

中國香港 

乒乓球運動員 

杜凱琹與壁屋懲教所懲教事務監督余學明及

一眾職員拍照留念。 

嘉賓致送紀念品予壁屋懲教所。 



 

 

2022 年年初，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社區確診數字屢創新高，多個懲教院所的情況也變得嚴

峻。為截斷所內的感染個案及隱形傳播鏈，署方曾經暫停親友探訪服務及親子活動。慶幸地，自 4 月

底開始，本港疫情稍為緩和，更生服務亦逐步恢復，教導所的更生事務分組安排了多元化的更生活動

給予所員和家人參與，以維持所員和家人之間的聯繫。 

 

早前，懲教署聯同基督教青少年牧養團契為壁

屋懲教所內的教導所所員舉辦名為「『重生』出發返

屋企」的親子活動，讓教導所所員通過製作永生花和

心意卡向家人展示改過的決心，並且錄下一段段情深

對話送給家人。在永生花製作完畢後，更生事務分組

職員隨即將永生花連同心意卡，和所員錄製的對話送

到家人手上，讓他們可以表達對家人的謝意和祝福，

當中包括疫情期間對家人的關心和思念，藉此修補他

們的親子關係。 

 

臨近中秋節，我們亦籌辦了「彩燈天倫樂輝豪」親

子活動，讓教導所所員有機會和家人在院所內相聚，一

同製作花燈，並在花燈上互相寫上祝福字句。當日更有

由更生事務分組職員安排的專題分享，教授親子溝通

技巧，鼓勵家人打開心窗，增進親子關係。當日有不少

溫馨感人的場面，亦有所員的媽媽於活動期間感觸灑

淚。家長們都非常感謝懲教署提供一個機會，在這個一

家團圓的節日有機會抱抱很久沒有抱過的兒子。 

 

今年，絕對是香港艱難的一年，院所的運作也受到影響，但部門會把握機會，積極安排親子活動

予所員和家人參與，以加強所員和家人之間的聯繫，同時也藉著舉辦富有中國文化特式的活動，推廣

中國傳統文化，願家人和所員能從活動中感受到一家團圓的重要性，重建家庭關係，加強所員改過的

決心。衷心希望所員在離開院所後，能更珍惜與家人的相處時光，這也是我們更生事務分組職員的共

同願望。 

 

 

 

 

 

 

 

 

壁屋懲教所 更生事務分組 

懲教主任 陳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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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課堂上接受正規教育外，我們一生都在經歷不同的學習過程，不斷從四周環境中吸收知識

和資訊，從中學習到不同的事物。有些事物是對我們有益的，但有些則會令我們作出影響深遠的決定，

承受自己不想要的後果。 

 

在正規教育的領域，除了數理化等純科學知識外，今日人類很多的知識，都離不開價值判斷。例

如：一個社會應該怎樣運作比較好？和諧與鬥爭、富裕與貧窮、互助與自利、管轄與自由等，全都關

乎人類在歷史中無數次從實證經驗和思考分析中學習到「甚麼是常態與真相」和「怎樣是好與不好」

的道理，然後融合到既有知識架構和應用到現實生活中，以求達致更文明和理想的狀態。 

 

然而，不是所有資訊都導人向善。當正規教育完畢，人腦仍會積極接收知識，而對行為造成最大

影響的，往往是朋輩、互聯網和傳媒的資訊，它們已不知不覺成為很多人生活中「被學習」的知識。

這些「知識」，時常都難分對錯和摻雜了真假，當我們還未來得及分辨真偽，情緒已先被操控。它們

也常含糊地將「事實」與「意見」混淆。 

 

在這個社交媒體代替了報章雜誌的年代，很多人以不求真偽只求娛樂的心態面對新資訊，卻忽略

了人在吸收資訊過程中學習到的，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個人情緒和行為模式，甚至帶來不良後果。在今

日「有圖」、甚至有影片也無真相的網絡世界，一般人已越來越難以分辨資訊真假，或從主觀意見中

找出客觀事實。我們或會掉進別有用心的人設下的心理陷阱，在不知不覺中被人操控了情緒和意見、

接收了商業推廣、甚至干犯法律，或成為罪案的受害人。因此，我們絕不能對周遭「知識」可能帶來

的影響掉以輕心，過分自信可以駕馭一切。 

 

其實我們是可以控制自己怎樣接收資訊的。我們可以選擇朋友、管理社交媒體的使用習慣，有計

劃地運用工餘時間、以及更多考慮最愛的人的福祉等，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一個防護網，對外界資訊作

出更有智慧的篩選。要做到這一步，我們需要更了解自己，對未來幸福有怎麼樣的期許和計劃？因為

未來是自己的，甚麼結果也好，都是只有自己一個人

去承擔，而且還有機會連累所愛的人。 

 

今日，我們可以問問自己，甚麼東西對自己最重

要？甚麼人是自己最在乎的？甚麼事情會給自己和

所愛的人帶來長遠利益或傷害？對這些問題有了初

步的答案，我們就要身體力行，不要隨「資訊」逐流，

讓慾望、情緒、想法和行為不斷被環境牽制，做出令

自己將來後悔的事情。 

 

 

 

壁屋懲教所 

臨床心理學家 洪雪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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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提示，在下面的空格內填上適當的詞語。 

 

 

 

 

 

 

 

 

 

 

 

 

 

 

 

 

 

 

 

 

[答案請看第 6頁] 

 【曉角】編輯委員會成員 

懲教事務監督 余學明 

總懲教主任 陳天浩 

臨床心理學家 洪雪蕙 

教育主任 梁景元 

懲教主任 陳偉倫 

懲教主任 林家進 

助理講師 張志輝 

助理教育主任 黃德輝 

助理教育主任 戴青雲 

由左至右 

1. 形容人於學習中善於觸類旁通。褒義。 

3. 比喻人糊裡糊塗或頹廢消沉地活著。貶義。 

4. 比喻心意不定、反覆無常。貶義。 

6. 指苦難來臨，甘心承受。 

8. 比喻想要達到目標就必須冒險。 

9. 比喻以果斷迅捷的手段解決複雜錯綜的問題。 

由上至下 

2. 指舊時社會婦女必須具備的德性。 

3. 比喻別有用心。 

5. 比喻謠言再三重複，亦能使人信以為真。 

7. 比喻處理小事，毋需大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