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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學 會 欣 賞 身 邊 的 事人 物 ，欣 賞 每 個 人 的 優
點，拋開心裡不愉快的事，這樣情
緒才得以排解。感到煩惱的時候，
不妨聽聽音樂，不但能帶來感官刺
激，還能給人一種精神享受，有助
將問題化解，消除煩惱。要真正享
受人生的每一天，只有放下心結，
才能快快樂樂的過生活。

每天翻開報章，都會看到駭人
聽 聞 的 家 庭 悲 劇 ， 如 以 暴 力 弑 父
母、肢解等，從行為失控到心理變
態，甚麼原因都有，社會充滿着負
面情緒。這些現象讓我引發一連串
的思考，到底這些人的心是被甚麼
所影響而導致「魔性」大發呢？而
我們又可如何化解？

現今社會網絡遊戲盛行，當中
多以暴力、打鬥為主，有的人長期
沉 迷 網 絡 遊 戲 ， 導 致 性 格 出 現 異
常。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類似
網絡遊戲的情境時，往往容易喪失
理智，在心魔作祟下， 便會毫不猶
豫地把遊戲中最暴力的處理方法運
用到現實的人際衝突中，因而導致
一些悲劇的發生。

另外，由於現代人生活常常處
於高壓狀態，容易導致精神負荷過
度。其實人人都有煩惱，人際間的
衝突是否已令你心力交瘁、煩躁莫
名，甚至鬱悶難耐？感覺無人能理
解自己？又或者一直為將來的事情
而苦苦思量？有些人遇到煩惱或委
屈時，會把負面情緒帶回家，對家
人發脾氣，激化家庭矛盾。而心魔
產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長期
形成的；有偶然發生的；有因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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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生 的 ； 甚 至 還 有 是 由 誤 會 引 起
的。面對種種莫名的戾氣和怨氣，
我們應如何化解呢？如何運用心理
輔導或信仰，運用自己一直忽略的
精神資源來衝破困局，將阻力化為
助力？

首先是要學會換位思考，發生
衝 突 時 要 冷 靜 處 理 ， 儘 量 大 事 化
小，小事化了。我常常規勸身邊的
朋友同事，遇事要換位思考，以不
同觀點來分析問題，儘量體會對方
的 感 受 ， 檢 討 自 己 態 度 是 否 太 自
私，是否令人家委屈不安等 而且我。

們一定要把心聲說出來，切勿埋藏

學會欣賞‧打開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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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心魔‧重獲新生
心底。可以的話，按長輩的提點，
將「當天的氣當天消」，跟親人是
没有「隔夜仇」的。如果有誤會，
本著以和為貴的原則，找對方好好
談一談，把事情都講明白，把心裡
要說的都說出來，一起討論，定會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對方不
可理喻，自己可先離開現場，或找
知心朋友傾訴，舒緩情緒，總之別
累積怨氣，更不要過度壓抑情緒，
否則一旦爆發，小則害己，大則損
人，結果只會是兩敗俱傷。

第二是主動尋求協助。遇到困
難或紛爭時，主動求助有關機構、

專業人士或可信賴的人，亦可以依
靠宗教信仰，釋疑解難，找出原諒
別人的理由，避免衝動行事，這也
是化解心魔的好辦法。在現實生活
中 的 刑 事 案 件 ， 因 小 事 鬧 出 大 禍
的，屢見不鮮，我們當引以為戒，
常言道︰「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
日之憂」。

第三是學會寬恕別人。寬恕別
人其實也是寬恕了自己，因為你寬
恕了別人，別人會感謝你，你不但
少了一個仇人，還同時多了一個朋
友，何樂而不為呢？

第四是學會欣賞。人一生總會
遇到很多令人生氣的事，把發怒的
心 轉 化 為 感 激 的 心 ， 化 怒 氣 為 祥
和，能教你修身修心。以感恩代替
憤 怒 ， 遇 上 傷 害 你 的 人 或 是 逆 境
時，同樣要獻上感恩的心，感恩他
磨 練 了 你 的 意 志 ， 增 長 了 你 的 智
慧，這樣就可以到達心境平和的境
地。因此，唯有清楚自己的困境，
才 能 徹 底 作 出 改 變 ； 唯 有 去 除 心
魔，才能重獲新生。

我希望將祝福送給每一個懂得
欣賞的人，祝福人人擁有一顆「平
常心」。世間一切，有也好，無也
好，都可以看作是鏡花水月，過眼
雲煙；得也好，失也好，能得是福
氣 ， 失 去 也 是 結 緣 。 常 懷 着 一 顆
「平常心」，在生活裡就不會因無
常而起煩惱。

一 旦 去 除 心 魔 ， 就 能 活 在 當
下，從容自在。

赤柱監獄　杞

去除心魔‧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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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官問我是否有興趣寫一當篇分享更生歷程，題為〈感
恩的心〉的文章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
了，因為我正正是一個內心充滿感恩的
人。

在羅湖懲教所這八個月，對於我的
人生來說是一場壯觀的「葬禮」，讓我
見證自己如何親手埋葬過往虛妄的靈
魂，奢侈的生活態度和「公主病」的性
格，亦給我一個從不負責任的人生和絕
望裡走出來的機會。在羅湖懲教所內，
身邊每一位「天使」真誠的接納與包
容；鼓勵與幫助，助我重建全新而完整
的人格，也同時改善了我的身心健康。

數年前，離婚後的我失去了工作，
只靠着積蓄渡日。開始時還會與朋友聚
餐出遊，但隨着他們一一拍拖、結婚及
生小孩，令作為「失業剩女」的我更添
一份憂傷，於是我開始逃避到網絡世界

裏，參與 speed dating（迅速約會），從
陌生男生處找安慰，一次又一次成為

one night stand（一夜情）的受害者。當
時的我，以一種完全失去了自我的狀態
生存，每天玩手機至深夜才睡，中午之
後才起床，每天只吃一餐飯，但胃藥卻
要每天吃三次。時間越長，我把自責、
憤怒演變成與家人的紛爭，性格變得越
來越孤僻、自卑。深深的內疚感使我不
時出現自殺的念頭。憂鬱症、狂躁症接
踵而來。時間一天又一天的過去，自卑
感也跟年齡一起增長。

剛入獄的時候一切都很不適應，床

很硬，天氣很熱又沒有冷氣。早上六時

起床，晚上十時睡覺，沒有手機，也不
是隨時可以看電視，每天還要工作及打
掃，而且跟一群膚色各異的人共處，與
一班背景不同的人共事，內心就更加焦
慮。短短兩三個星期就跟所員發生了幾
次爭執，每一次都需要職員出面制止及
勸解。她們每次都要花幾小時處理，之
後還要向上級寫報告，現在想起來都覺
得很內疚。懲教署這份工作並不容易
做，上班的工時長，責任亦很大，一個
人看守數十個犯人，天氣那麼熱，衣服
布料厚卻還需要一直奔波勞碌，再加上
處理所員間的爭執，真是難為她們了！

感 恩感 恩
數次衝突後，我就開始接受心理治

療，當時我的情緒很不穩定，但懲教所
定時定量的餐點，足夠的營養安排，短
短一個月，我的胃病就已經消失得無影
無踪。早睡早起的嚴格規管，令我的失
眠情況也明顯好轉，這些生理上的變
化，為我的人生轉變打下了重要的基
礎。心理導師李姑娘的耐心聆聽，用她
無限的包容打開了我緊閉多年的心窗。
伴隨着不斷湧出的眼淚，我向她訴說失
落人生的苦楚，而她就默默地在我的言
語中尋找細微的優點，不斷鼓勵我要重
新面對自認為悲憐的人生。

幾次輔導之後，在李姑娘的鼓勵
下，我終於勇敢地決定作出改變，她欣
慰地微笑着對我說：「我們一齊努力
啦！」其後，在她的專業知識幫助下，
我開始了解父母的價值觀，以及跟他們
相處的不安全感如何影響着我的人生。
我更加明白到作為一個成年人，是有能
力走出童年陰影，建立一個自主而成熟
的人生。首先我們一起確立了一個心理
健康的標準，然後一起找出達成目標的
方法，並調整看待事物的態度，一起回
顧我三十多年來的人生，從中找出自己
的優點，學習肯定自己，欣賞自己，找
出自身的價值所在。

往後幾個月，我持之以恆地建立正
面的態度，令我與懲教所所員之間的人
際關係明顯改善，甚至與來探訪的家
人、朋友也重新建立溝通，後來我更成
功地停止服用精神科藥物。在快將出獄
的時候，我跟李姑娘仔細地探討出獄後
如何面對親人、朋友，甚至未來僱主，
對於我曾經入獄一事可能持有的負面看
法，使我重新鼓起勇氣，懷抱着對自由
的憧憬，迎接美好人生！

偉大的人是平凡的，這是我在獄中
服刑的另一個體會。我不相信有人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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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心的 心
條件地奉獻出愛心，對平日所見的義
工，我心裡也覺得他們多數是為名為利

在做「Show」，又或者用花剩的錢作捐

獻來求個心安理得而已。心想要放下對
罪犯的偏見，跟一群毒犯、難民、黑工
和騙子近距離接觸，甚至做到尊重她們
但卻未必得到同樣尊重的同時，還要用
真誠及溫柔的心與犯人同坐同哭，真是
難以想像有人可以做到。但事實上就是
有這樣的一群人存在！

六十多歲的修女和七十多歲的牧
師，他們站也站不穩，但卻和更新會、
牧愛會的弟兄姊妹前來探望我們，還精
心準備分享的內容，不管距離遠近；不
管刮風下雨，都背着沉重的樂器來到我
們面前，帶領我們唱歌跳舞，聽我們訴
苦，更為我們一一代禱，分享她們親身
經歷過的各種痛苦和神的大愛的見證。
在聖誕節，他們會為我們表演節目，出
錢出力選購聖誕禮物包，簽寫一張又一
張聖誕卡送給我們，牧師們每個月還會
作個別探訪，為我們解答生活上與信仰
上的各種疑難。這些用行動來傳講的福
音，無私的奉獻，使我們對信仰更具信
心。有一天室友告訴我，牧師將會到肯
雅去見那些因為販毒而入獄的女犯人的
家人，告訴他們女犯人們在獄中的生
活，並游說他們不要再進行販毒活動。
聽到後，我的眼淚立刻忍不住掉了下
來，深深被牧師的行為所感動。即使給
再高的報酬，我相信也不會有人願意深
入非洲，深入毒品源頭的險境，為的卻
是一群與自己毫無關係的貧困非洲婦
女！但事實上就是有一批這樣平凡又真
實的人出現在我眼前，默默的做着如此
偉大的事情，月復月……年復年……

至於工作方面，對失業兩年的我來
說，早已失去信心，加上以前養尊處
休，又一身「公主病」，雖也曾報讀過

一兩個就業課程，但一個也無法完成，
所以就更不相信自己還能轉行做其它工
作。不過，在懲教所平等而嚴厲的工作
安排下，由於每人都要學習全新的技
能，結果在幾個月間，我的工作技能有
明顯進步。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親手縫
製完整的衫褲，感謝師傅手把手的教
導，每天的關注與鼓勵，這使我開始相
信，只要堅持就會有進步，重新踏入社
會並沒有想像中般困難。

入獄後，昔日的酒肉朋友都不見
了，前來探訪的永遠是對我不離不棄、
無怨無悔的親人—媽媽、姐姐和七十多
歲的叔叔，但以往我卻從不捨得把花在
應酬上的錢，那怕只是一小部分，拿來
孝敬老人家。不過，能在三十四歲看懂
人性的真偽和生命的價值，也算是件幸
運的事情。生命的美麗並不在於虛華的
物質生活，亦不在於傳奇式的英雄主
義，只要是平平實實的過生活，真真實
實的付出，已經是非常美好的了。

短短的文字實在無法細述我親身經
歷的感人片段，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
出一本書來記錄我的監獄生活，見證這
個完善的懲教系統的功效，感謝政府斥
資打造，花費不少人力物力來解救我們

這些看似毫無價值的trouble maker(惹事
生非的人)。在此，再次感謝每一位充
滿愛心的天使，不辭勞苦的來到我們身
邊，給我們無私奉獻。這裏是世人眼中
的地獄，但卻讓我遇上真真實實的愛﹗

羅湖懲教所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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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s not easy to be in this situation. If you are weak, you give up easily. ISometimes it is not a matter of how we want to be, as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is going to be like. We know that the good situation is not always on 
our side. That's wh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flexible in order to deal with  
both sides of this life. In times of our difficulties, we may start questioning  
why God allows us to suffer. But in times of our happiness, we do not 
remember him and do not even appreciate the daily life that he has given us. 
We do not realize that because of our disobedience and  the freedom we amuse. 
That is why we have lost our freedom. We really need to go deeper in our fait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life is  about.

If we admit our mistake, we can develop a positive mindset with very 
humble attitude and focus on God's perspective, it will be easy for us to accept 
and  enjoy our life here. If we can do this, just imagine the number of people 
we can inspire. It is easy for us to follow orders and rules, as we really need to 
live with the rules one day when we are released. Sometimes we accuse our 
fellow inmates or staff because of our own interes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ir 
side. For instance, when the officer turns off the lights at ten o'clock and we 
usually ask him to extend till 11 o'clock. When he refuses to extend the time,  
we get angry. But we forget to realize that he just follows the orders and 
implement the rules. Just imagine if there is no rules here, what will happen to 
us. So let us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rules and always remember to consider 
others.We should respect other first so that we can be respected.

We have to be thankful despite of the mistake that we have done as we still 
have chance to study and work. Knowing that not all the prisons in this world 
have this kind of privilege, let us try to imagine how boring our life would be 
when we do not work or study. Because of language barriers, sometimes it is 
very hard to open a discussion or even end a repeated topic and nonsense. That 
is why we should grab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nd look forward to our future. 
Otherwise, we will be a loser in this journey. Let us try our best to do 
something good. But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gaining knowledge and 
wisdom is not enough, it should always accompany with action as what Bible 
says. A promise without action remains a promise only. Let us not forget the 
second creation by putting into reality no matter what is in your mind, because 
that is what matters most. And also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ese three words, 
chances, choices and changes. We have a chance to choose to change our future 
and to be a better person.

Thank  You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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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so thankful to God for helping me to turn this situation into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change my way of thinking towards life. Because of  

my strong faith in God, I am able to think of thos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We 

really need to transform our way of thinking towards life, as mentioned in the 

Bible Romans 12:2.

 Being a foreign prisoner, I am grateful to the volunteers who visit me 

every month during their day-off. I am so blessed to have their time. Although 

they are very busy, they are willing to spend their time on me.

For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God, this life is a matter of how we 

believe and how we choose and do the things. For example, if we believe that 

no one cares, trusts, or accepts us, we will choose to be alone. If we do bad 

thing, we may attract bad situation, but if we do good thing, we attract good 

things. It depends on how we use our power of imagination. If we always 

imagine in a negative way, this place is really painful, but if we think in a 

positive way, we feel joyful in this place. As I learned from my course “Th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hat I took last year. It taught me that once the 

message has been delivered, it depends on how the receiver interprets the 

message. In other words we cannot change our situation. If we interpret this in 

a negative way, the outcome is negative. It doesn't help us at all. But if we think 

in a positive way, the outcome is positive. It can affect in many ways. So if we 

want to be happy, let us focus on the good side because life cannot be perfect. 

Take everything as learning process.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SD for their effort of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order in this small community. I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programmes in the future to help us enhance 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It could 

help us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nd al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patience from them. Let us do our best to make a better bridge from one 

another. May the peace and of the Lord will always in our heart.

God bless, guide and protect us all always including each of our family 

members.

　　

    Stanley Prison LITO

“�CSD�”“�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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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Your Heart 
With Appreciation

any people may think that we do not have freedom to enjoy life if we Mabide by the rules of Bible. But it's not true. Rules and regulation can in 

fact create freedom and enhance enjoyment.

If we do not have a referee in a football match, we may get hurt easily. We 

cannot enjoy the freedom of the game. In real life, when we do not obey rules and 

regulation, our lives would be painful and messy. So we have to open our heart with 

great appreciation and gratitude towards our Lord. 

We are constantly restricted by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prison. When we break 

these rules, the authority will take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us. On the Contrary, if 

we obe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open our heart with great appreciation and 

gratitude to the authority,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we will be able to find 

peace within ourselves, even though we are in prison.

We also need to appreciate things which seem bad for us. When we appreciate 

the roses, we should be thankful for the thorns as well. During hard times, we 

experience tests and trials, we can learn to be more mature and wiser. Everyone faces 

obstacles in life. When we understand the fact that everyone is suffering, then we 

naturally tend to be more  sympathetic to others . Through pain and sorrow, we can 

learn to be loving, ca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se pris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we can make ourselves better prisoners. It helps us build our character. 

Our character is the most valuable asset we have.

Even though we are pierced by the thorns at times, we should open our heart 

with appreciation and gratitude and surrender towards our Lord. Surrender doesn't 

mean that you are defeated, it doesn't mean giving up. It simply means accepting the 

process of life, our burden will be lessened.

Keep the faith and have the courage and strength to open our heart with 

appreciation and gratitude towards our “LORD” . 

  　

Stanley Prison  Pun 

Open Your Heart 
With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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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 of us lead restricted lives, but we are seldom sure of who or what is Min control. Many of us are required to do something meaningless. We 
are told that our children must be eager to learn.  We are told that our children must 
comply with social standard and values. We live to work rather than work to live. 
We work to give the best for our families.

You can take control of your existence, you can start doing things for yourself, 
instead of  a system.

You can be a family instead of a separate group.

You can raise your children to underst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self-
discipline, and  appreciate different values.

We feel trapped. There is nothing that we can really do to break social norm  
for our lives and our family, but that is wrong.

Our attitude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you 
enjoy doing good things or think that we are hapless when we are incarcerated. 

Why don't we open our heart with appreciation by thanking our god, when we 
are still alive and we can do all the things even though we are jailed. Dwelling on the 
past surely cannot help us.

To open our heart with appreciation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our own 
personal fulfillment, we usually ask self-centered question like what I want to do? 
Or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life.

But focusing on that question will never help us open our heart when 
circumstances come to our lives.

I know it takes time to open our hearts. Yet, if we try and ask our God for his 
guidance, it will definitely respond to us.

　

Stanley Prison  Bernard

OPEN YOUR HEART 
WITH APPRECIATION

OPEN YOUR HEART 
WITH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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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欣賞‧打開心窗
界之宏大，人類之渺小是不爭的事實。可是渺小的人類卻會想盡一世切方法去改變，甚至改造這宏大的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不斷被

開墾的土地，或是各種權力、政治、軍事上的鬥爭，都顯示我們人類無止境
的追求。但追得到卻未必滿足，因為人只會渴望追求更多。只要追不到，哪
怕只是欠缺少許，便會呼天搶地的埋怨。然而，若退一步來看，我們的追
求，相對世界其實只是極其渺小。我認同追求能使人類進步，是積極的表
現，可是我們學習追求的同時，也應要學會知足。雖然聽起來有點矛盾，但
道理是若然知足又何必追求呢？其實兩者是可以共存的，追求而不強求，追
得到的應學會欣賞、感恩；追不到的不勉強、不埋怨。畢竟人的力量有限，
慾望卻無窮無盡，與其為無止境的渴求花光力氣時間，何不好好欣賞自己已
得到的一切呢？

對我來說，能健康地活著欣賞這世界已是最大的恩賜。不論正身處於人
生的高山或低谷，能以健康的身體去感受這幻變的人生已是一種幸福。開心
與否不在於得到多少，而是我們能懂得如何去欣賞。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追
求，最常見的當然是財富。然而，富有的人未必快樂，因為他們正為如何變
得更富有而煩惱，卻不懂得欣賞自己已經擁有的。所以，要活得開心快樂，
並非以有限的人生去追求無限的慾望，而是要懂得調整自己的心境去欣賞得
到的一切。

石壁監獄　DJ

答案 動腦                        智趣

1。 ﹒ 我不考了

2 。 ﹒死貓

3 。 ﹒竹園

4 。 ﹒羅宋湯

5 D。 ﹒C

6 。 ﹒電話

7 。 ﹒水

8 。       ﹒五臟廟

9 NE WORD。 ﹒O

10。 ﹒信封 / 書信

11。 ﹒粉筆

12。 ﹒打瞌睡或呵欠

13。 ﹒因為救人要緊

14。 ﹒花 (花式溜冰)

15。 ﹒鷹 (英式桌球)

16﹒因為西經被唐三藏
取走。

17155 ﹒因為= ，所以亦
等於1。

18﹒四角形減去一角變
成五角形。

19﹒七粒，「伯伯淥十
粒魚蛋」，食了三
粒，所以還有七
粒。

20﹒十二個月，因為每
月都有二十八天。 

考眼力

學會欣賞‧打開心窗
猜謎語有趣數字

5

6 7 2

1 9

8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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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紛爭、饒恕衝突、紛爭、饒恕
學會欣賞，打開心窗」這個 題目，使我想起聖經裏的一段經文。路加

福音12：49-56 中，耶穌說：「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我
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紛爭……」第
一次讀這段經文時，感到非常困惑！在我的認知裡，信靠耶穌是為了得到平
安，並不是求紛爭，但這段經文切切實實告訴我，耶穌是叫人「紛爭」，而
且指明要分裂家庭，引起紛爭，實在令我大惑不解。

對人對事都不應斷章取義，讀經亦一樣，需要看清前文後理。路加福音

(12：57-59 )（現代中文譯本）是這樣寫的：「你們為什麼不自己判斷甚麼是
合宜的事？如果有人控告你，要把你拉上法庭，你就該盡所能，趁着還在路
上的時候，跟他和解，免得他把你交給法官，法官把你交給法警，法警把你
關進牢裏去。我告訴你，非等到你繳清罰款的最後一分錢，你是不能從監牢
出來的。」有人類的地方就有紛爭，有利益的地方就有衝突，這是神也不能
改變的事實。種族、宗教、政見、價值觀等的差異是很難改變，甚至無法改
變，差異造成紛爭，有紛爭就自然
會形成衝突。很多人說，忍讓可以
減少紛爭，但事實上，忍讓只是將
問題藏起而不是解決問題，要真正
減少紛爭，我們便要學會欣賞、打
開心窗。

耶穌問我們：為何不自己審量
甚麼是合理的？反而要一步不退，
由官員決定誰是誰非，解決「紛
爭」？耶穌當然明白，不同見解
（特別是在宗教上）的雙方是很難
和解的，但如果雙方都可以打開心
窗，盡力地了解對方、欣賞對方，
那麼衝突紛爭必然會少很多。

圍牆內，不同價值觀的人被迫
困在一起，衝突、紛爭在所難免，
我們沒有能力拒絕面對身處的實
況，但如果我們以所遭遇惡事的方
式來對待他人，以彼之道施彼之
身，最終傷害的，不只是他人，亦
傷害了自己。要消除我們的疏離及
受傷苦痛的記憶，就要學會饒恕、
懂得欣賞，打開我們的心窗，擁抱
平安，學會饒恕。

石壁監獄　三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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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亮新生燃亮新生
家好，我很高興有機會在大這裡和大家分享心聲。我

已經在赤柱監獄服刑二十年了，在
漫長的日子裡面，也曾經歷人生的
絕 望 和 對 前 路 的 迷 茫 。 於 入 獄 初
期，相信各位囚友也曾經有過一樣
的經歷，就是失去了希望，沒有了
夢想，對人生只剩下萬般的無奈。
每天的生活猶如行屍走肉，沒有了
生存意義。而人更漸漸變得自我，
在過度保護自己的意識下增加對別
人的戒心。以上這種種情緒，全是
因為面對困境時，對自己完全失去
了自信心所引致的現象，因而產生
放棄的心態。

但原來這樣的境況並不是人生
的終點，而是人生在錯誤中成長的
一個階段。可幸的是，雖然要為做
錯的事負責而在漫長的日子失去自
由，但期間家人的不離不棄，讓我
重新感受到親情的可貴，感受從前
不一樣的感覺，更令我對以往的生
活態度加以檢討。

在這段日子裡，明白自己在家
人心中並不是一無是處，更明白關
心家人的重要。漸漸地我開始學懂
以欣賞的角度面對事物，對人生也
有了煥然一新的感覺。

由生活中慢慢學會欣賞身邊的
人和事，學懂忍耐、包容、關懷及
支 持 ， 逐 漸 也 打 開 了 心 窗 接 納 別
人，從中領略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之道。而且得到懲教署教育組及更
生事務組的職員的引導及給予學習
上的協助，也開展了於空餘時間進
修之路。在過程中與朋友分享學習
心得，更得到學習上的幫助。而自

己於學習上的得着，亦能夠與人分
享，令大家能夠在打開心窗的情況
下，努力學習、互相支持，有着充滿
正能量的身心。

在生活中學會欣賞別人，令自
己的心靈及知識上也得到莫大的幫
助 。 而 且 努 力 的 成 果 ， 更 得 到 署
方、家人及社會的支持及肯定，原
來自己在欣賞別人的同時，亦是別
人對自己作出欣賞之時。所以打開
心窗的生活態度，正是令社會融洽
的基礎。

最後本人希望寄語各位朋友，
能開懷地打開心窗與人相處，學會
欣賞身邊的人和事的同時，亦能讓
別人欣賞自己的可愛之處。

祝願各位朋友能夠每天也生活

於幸福之中。

赤柱監獄　Ar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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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明天希望在明天希
有一年多便能重獲自由！還回想當初對自己的人生沒

有希望和抱負，到現在充滿信心，
積極進取，這段日子真的經歷很多
甜酸苦辣。當然，在身處逆境時，
心理上難免有很多重擔，包括反省
所做過的錯事，以及對家人的虧欠
等。「生命」是有價的，以前的我
從來沒有想過「生命」是寶貴，記
得以前有一次因和男朋友吵架，沒
有想清楚便走上高樓大廈，準備了
結自己的生命，但當時突然有一道
光 在 眼 前 閃 過 ， 令 我 即 時 清 醒 過
來，我第一時間想是誰救我呢？後
來我清楚知道是神，除了神有這樣
的能量，還有誰呢？但經過這次教
訓，我仍然不知悔改，認為每次做
錯事，神都會救我！於是我更變本
加厲，跟隨朋友吸毒，後來更染上
毒癮。母親知道後很傷心，不肯原
諒我，而我亦不理會母親，更離家
出走。到闖下今次的禍，才慢慢學
會珍惜。初入羅湖懲教所，仍然個
性暴躁，經常違犯紀律，與姑娘對
抗，家人也沒有來探望。直至有一
次，懲教院所長官認為我暫時不適
合群體生活，安排我在特別組，在
短短的四個月時間，神改變了我的
生命，教我深切的反省，令我的生
命不再一樣，令我知道生命是有價
的。

四 個 月 後 我 被 安 排 到 工 場 工
作，那時候我戒了煙，因我學會珍
惜生命，吸毒的後遺症令我有太多
的病痛，現在還要不停吃藥覆診，
但我沒有氣餒，反而更想和家人修
補 關 係 。 年 邁 的 母 親 不 能 前 來 探
訪，非常感謝懲教院所福利官代為
申請本人每三個月致電給母親，而

我亦好好利用短短的十分鐘和母親
溝通，告訴她我的近況。各位囚友
試想想，如果當初我沒有好好珍惜
「生命」，現在可能沒有機會和大
家分享。我非常感謝懲教院所曾經
幫助我、給予我機會改過的每一位
職員，尤其是我的福利官，現在我
報讀了多個課程，希望日後能夠學
以致用。

今天，我的生命充滿無限色彩，
我更有份參與「更生先鋒計劃」，
與青少年分享自己的過去，希望他
們不要像我一樣，走一條不正確的
路！媽媽：以前妳每天辛辛苦苦照
顧我和為我安排一切，可是妳一點
抱怨也沒有，但無知的我，卻不懂
得珍惜妳為我做的一切，但妳現在
可放心了，我已找到人生的目標，
只會向前走、向前望，忘記背後，
努力證明自己的改變。聖經說「在
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現在
每月透過宗教班去更加認識自己，
當中學會了包容，關懷別人。就算
有朋友感到生命一片灰暗，我亦會
積 極 鼓 勵 她 面 對 將 來 。 神 就 是 生
命，是祂帶給我無比的力量，不會
有負面思想，所以現在的我就算遇
到不愉快的事，都會禱告。

生命就好像一道七彩繽紛的彩
虹，神給予我們很美的生命，望各
囚 友 要 好 好 愛 惜 ， 讓 生 命 充 滿 色
彩！

「你將生命和慈愛賜給我，你

也眷顧保全我的心靈。」約伯記10：
12節。

羅湖懲教所　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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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會
家中有爸爸、媽媽和哥哥，我爸爸外出工作養活我們，他

會將所有錢都交給媽媽處理，媽媽是家
庭主婦，一家四口過着平淡的生活，假
期會一家人外出逛街。雖然有時我做錯
事，但被媽媽駡過後我都會很快没事。
記得我年幼時偷媽媽的錢，她知道後打
我，罰我站在家門前。當時我不停哭，
媽媽最後都溫柔地教我以後也不可以再
偷錢。只要是我和哥哥喜歡的，媽媽都
會買給我們。我們長大後，哥哥總是給
學校投訴，說他很頑劣，在學校又打架
又偷竊，媽媽每次都非常生氣，而我亦
會安慰她，在身邊支持她。直至哥哥因
為犯事第一次入獄，媽媽非常傷心，當
時我都會陪媽媽去探望哥哥。

直至我讀中學，我開始學壞，跟朋
友學吸煙，又經常說謊，說學校有課外
活動要外出，其實是跟朋友逛街，影貼
紙相。媽媽開始懷疑我，經常從我身上
嗅到煙味，我便會解釋指是到茶餐廳吃
飯，所以身上留有煙味。我亦開始說粗
話，成績很差，又染頭髮，在學校因為
與人口角而被記缺點，為此媽媽經常責
罵我，更指定回家時間，不准我跟朋友
外出。於是我倆時常吵架，我更會「駁
咀」。

之後我交了男朋友，更偶然不回

家，媽媽每次都會報警表示我失蹤，到

我回家就會去銷案。我對媽媽這樣做很

反感，於是真的離家出走，到朋友家暫

住，最終沒有朋友收留便唯有回家。那

次之後，我被判入住馬頭圍女童院，當

時我好憎媽媽為何要報警捉自己的女

兒。住宿舍期間，我真的變好了，我之

前因為常常逃學而要重讀中四，這次回

校仍是要留級，於是我没有再讀書。宿

舍的姑娘介紹我到餐廳當侍應，那時我

每日都準時回宿舍，住了一年多，期間

我有給媽媽家用，每個月都會回家留宿

一次。直到我離開宿舍回家，我還繼續

在餐廳當侍應，也有跟男朋友在一起。

可惜，後來我重遇舊朋友便開始變

壞，為了不想被男朋友管束，所以跟他

分手。我甚至開始跟朋友去Disco，吸

食毒品，亦沒有工作。由於無足夠金錢

食毒品，朋友便介紹我到酒吧當拳手，

每晚都一身酒氣回家，媽媽又開始教訓

我，便跟她吵架，她說我把家裡當作酒

店。許多時我待在家幾日没有外出，一

直睡覺，一起床便吃，吃完又睡，遊手

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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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閒，也没有給家用。最後媽媽把我趕
出去，以後也不准我回去，並把我的鎖
匙收起。我唯有到朋友家暫住，每天食
毒品。後來交上男朋友，没多久便同
居，更有了身孕。我很喜歡小朋友，但
很怕被媽媽知道，她一定不再認我作女
兒，但我的肚子越來越大，她遲早都會
知道，於是我決定告訴媽媽。她反對我
跟男朋友一起，覺得我尚未結婚，亦未
定性就不應該生小孩，但我最終都堅決
要把孩子生下來。

生產後，媽媽非常關心我，煮食物
給我補身，又探我和孩子，買了很多嬰
兒用品給我。但後來媽媽生日的時候，
原本我和男朋友約了她吃飯，但我倆卻
要她久等，最後她非常生氣，更叫我以
後不要再約她。

之後我再有身孕，但由於開支越來
越大，加上自己和男朋友開始有賭博習
慣，結果在朋友介紹下，我開始販毒，
每次有一萬元報酬。於是我開始覺得可
以很輕鬆地賺錢，結果一共做了十六
次，在第十六次時我就被海關拘捕了。

當時我非常不開心，知道自己可能要入
獄，女兒不知由誰來照顧，自己又正在
懷孕，不敢通知媽媽，剛入大欖女懲教
所還押時，找不到男朋友，又没有人來

探我，我的心情真的跌至谷底。直至我
生產後，福利官提議我通知媽媽。媽媽
探訪我時不停的哭，她没有放棄我，而

我一直在大欖照顧我初生的孩子，到差
不多宣判時才交給寄養家庭。期間，媽
媽買了很多嬰兒日用品給我，更常常來
探我、支持我。直到現在媽媽仍替我照
顧兩個小孩，更每個月帶他們前來探望
我，而我的朋友卻一個都没有來過，亦

没有回信給我。我的所謂朋友在我有困

難時根本没有關心我、探望我，只有媽
媽一直在我身邊。雖然當初媽媽經常管
束我，但其實她都是為我好，不想我被
騙，想我走一條更好的路，不想我做錯
事。

媽媽，真的非常多謝你一直都這樣
愛我、保護我，現在我知錯了！一直都
令到你這樣擔心，這樣傷心，我會好好
從今次教訓中學習，回家後會好好孝順
你。現在我作為人母，完全感受到你的
痛苦，對不起，媽媽，我愛你！在我心
中你永遠是最偉大的母親！

羅湖懲教所　芳

珍 惜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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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在單親家庭長大的我，自從來都不會知道什麼是家庭
溫暖。不論上學，吃飯或在家中看電
視，都是獨自一人，所以我的童年就
只能夠用兩個字形容—孤獨。

直至我讀中學，眼見其他同學相
處得很開心，放學後又相約逛街，我
便會問自己，為何其他同學可以外出
玩耍之餘，父母不會責罵他們，還會
提醒他們先回家洗澡，吃過飯後再
玩。而我呢？除了上學外，其餘每分
每秒都只可以在家中等。但等什麼
呢？其實只是等父親的一個電話，電
話內容很簡單，就是「已放學回家
了 ？ 記 着 先 完 成 功 課 才 看 電 視
呀！」，當時的我覺得父親很專制。
後來認識了某些同學，經常見他們吸
煙、逃學，看似很開心，之後便每日
跟他們一起吸煙和逃學，甚至開始離
家出走。因為在家經常都會覺得父親
非常囉唆，也因為父親經常報警找
我，令我覺得很丟臉，為何自己上街
要左避右避呢？所以我決定只要十八
歲，就會離開這個家，自己找一個開
心天地。

結果，我真的做到了，認識了一
個心儀的男朋友，跟他一起生活。但
開心的日子很短暫，皆因男朋友貪新
忘舊，我們每天都吵架，他甚至經常
不回家。我開始覺得自己很失敗，以
前跟父親同住時像一隻囚鳥，長大了
卻又被人欺騙感情。在我最失落的時
候，偏偏懷了身孕，當時我真的很害
怕，怕自己會被孩子拖累，曾經想過
把她打掉，又或者生產後不要她。但
是，當孩子在我肚裏一日一日長大，
我的思想亦好像跟孩子一樣開始變得
成熟，亦會想肚裡面是一個小生命，
雖然他的爸爸不好，但是我都不可以
傷害孩子，最終我決定要把孩子生
下。

浪子回頭金不換浪子回頭金不換
最初，很擔心被父親知道我懷

孕，但後來因為做錯事而被判入獄，
所以最終都被父親發現了。我以為一
定會給父親責罵，但他竟然没有這
樣，反而叫我小心身體，出獄後要補
身。終於孩子出生了，父親抱着孫兒
很開心。他經常都說，我現在已經有
女兒，當媽媽後要生性，不可以再好
像以往般任性。現在我終於明白，其
實每個父母都愛自己的骨肉，同時會
擔心他們學壞。但肯定的是，無論我
們有多壞，有多錯，最終父母都是一
直在身邊支持自己。所以，我將來一
定要做一個好母親，因為我希望女兒
可以在開開心心的環境下成長，就算
沒有父親，也可以在母親的懷裡得到
溫暖。不論以後的生活有多苦，我都
會堅持下去，因為我知道，只要我肯
堅持這份信念，將來我的女兒亦都可
以像生活在正常家庭一樣，開心地成
長，這樣我便沒有遺憾了。

羅湖懲教所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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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拳為何人所創立？這是一條千古難題，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答案。太一說是道教張三豐在武當山修練期間，洞識大自然間的相生相乘關
係，並將道教特有之陰陽五行，相生相尅理論全數融入他畢生所學之武術
中，去除雜式，只求精確，因而創立太極拳。換言之，太極拳是將前人及現
有之武術精華化後，輾轉傳到陳家溝（現今河南省溫縣），並漸而形成陳家
溝的獨有武術。由於此種武術威力無限，變化萬千，故命名「無極」，亦即
太空無極，尊稱為「太極」。

另一說是陳王庭將軍奉命剿平賊黨，黨羽被平定後，陳將軍納其首領蔣
發為誼子，並定居於陳家溝，其後人承先啟後，將陳王庭傳下之武術命名為
陳家溝專有武術，是為「太極」。但此傳說疑點甚多，首先，陳家溝太極採
用道家太極圖為標誌，如果陳家溝武術不是由張三豐流傳下來，為何不廢除
此一標誌？另外，陳王庭身為將軍，其功夫一定了得，但他本身的武術是從
何而來，實不得而知。而且，蔣發定居陳家溝後，是沒有後人的。最後，太
極拳並非由陳家溝人士所宏發，眾所周知，將其發揚光大的人是「楊式太
極」創立者楊澄甫，陳家溝人士只是因循守故而已。

﹙下期再續﹚

懲教署更生義工團
太極班張國良師傅

太極拳

故
的

事

太極拳

故
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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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謎語

1﹒  有一財主招募助手，過程如下﹕五位應徵者同被關在一間房內，門口由財主親自看
守，誰先令財主同意並讓他步出房間者，將被取錄。當中有一人說了一句話就被取錄
了，猜那句說話 。

2﹒  有甚麼「東西」別人請你吃，卻會令你很生氣？（與動物有關）

3﹒ 。 「捉象棋時，將軍無棋。」 猜香港地方名

4﹒ 命名的 。  用姓氏 餸菜名

5﹒  至Z有哪兩個英文字最動聽？A

6﹒  最多人講的話是什麼？

7﹒  「 」是 骯髒什麼 東西 越洗越 ？

8﹒ 什麼 是每個 也 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廟宇，有 廟 人 要供奉

9﹒  重新排列「NEW DOOR」使它變成「一個字」。

10﹒ 。」猜一文儀用品。 「在家清清白白，出門臉上畫花。走過千山萬水，找到親人說話

11﹒ 。」猜一教學用品。「小先生白身體，當眾人講道理，幫助大家學習，寧願犧牲自己

12﹒ 「打」甚麼東西是既不花力氣卻又很舒服的呢？

13﹒ 超人為何要穿緊身褲？

14﹒ 什麼植物「識」溜冰？

15﹒  什麼動物「識」桌球？ 

16﹒ 」呢？ 為何這個世界只有東「京」、南「京」、北「京」但沒有西「京

17﹒ 1 5 2 25 3 125 4 625 5 假如 = 、 = 、 = 、 = ，那麼 =？

18﹒  在甚麼情況下四減一等於五？

19﹒   「八百六十粒魚蛋」，吃了三粒，還剩多少呢？

20﹒  當 哪 是大月有三十一天，小月有三十天，那麼一年 中 幾個月 有二十八天？

赤柱監獄　小寶　

動��腦

答案請在刊中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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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趣

有趣的遊戲有助大腦的思考，
在不同的遊戲中，可以出現

不同而又有趣的遊戲結果，因此更能體
現遊戲活用大腦的好處。在上述的「動
腦」及「智趣」遊戲中，你又能否感受
到當中的樂趣呢？

赤柱監獄　亮新

考眼力

 以下兩幅圖，共有十處不同的地方，你能把它們找出來嗎？

答案請在刊中尋有趣數字

玩法︰

將數字 1 至 9 分

別填入右圖的圓

圈內，從而使每

條橫、直、交叉

線上的數字之和

都等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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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度
證書頒發典禮
2015-2016年度
證書頒發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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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道德經書法比賽2015年度「道德經書法比賽」

更生
先鋒計劃
2015-2016

更生
先鋒計劃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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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淺嚐大學之道」2015年度「淺嚐大學之道」

聖誕感恩祭 2015聖誕感恩祭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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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心
留

言
樹

勇敢悔改

重過新生

有心不怕遲

重新做人

一定能夠獲得

社會的接納

希望你可以早日

融入社會，給僱主

接納，有一個

更好的人生

努力做個正直的人，

熱心助人，守法，

堅持﹗加油﹗

珍惜生命

不要吸毒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做的事

負責，不管你成功與否，

所以做壞事一定要

三思而後行。

資料來源：

香港懲教署博物館訪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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