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离罪恶  重过新生  

专访香港惩教署署长胡英明  

 
JT： Justice Trends Magazine 
 
JT：过去十年，虽然本港在囚人口比率显著下降，但仍相对偏高，每

100 000 人人口当中约有 110 名在囚人士。你认为怎样做才可降低在

囚人口比率 ?在这方面，惩教署可以在改革中担当甚么角色 ? 
 
胡英明署长：过去十年，本港的监禁比率持续下降，由 2009 年每 100 
000 人人口当中约有 148 名在囚人士，下降至 2018 年人口每 100 000
人人口当中有 111 名在囚人士。  
 
多年来，我们致力为在囚人士提供稳妥、安全、人道、合适和健康的

羁管环境，协助他们改过自新，重投社会，成为奉公守法的市民。为

确保惩教工作持续发展，惩教署于 2018 年制定了「策略发展计划」，

以下列七大策略目标为发展重点：  
 
1.  建立一个综合及可持续发展的惩教制度  
2.  加强对在囚人士的安全及人道管理  



3.  应对在囚人士的不同需要，减少他们再干犯罪行的机会  
4.  接触不同界别人士及提升惩教署与社会上各持份者的协同效应  
5.  塑造工作文化和提升员工的能力  
6.  加强与其他惩教机构的合作和联系  
7.  扩大及深化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  

 
尽管专设的羁管工作已为在囚人士更生奠下稳固基础，惟单靠羁管仍

不足以令在囚人士脱胎换骨。因此，惩教署制定了一套多元化及提供

全面照顾的更生计划，包括罪犯风险与更生需要评估及管理程序 [註 一 ]、

福利支持及辅导服务、心理服务、与时并进的教育课程、市场导向职

业训练及法定监管，务求从在囚人士收纳进院所至重新融入社会，沿

路一直照顾他们的更生需要。   
 
我们亦与社会上不同持份者建立更紧密合作，包括全港各区的扑灭罪

行委员会、慈善机构、非政府机构、商界及学术界等。「延展关怀计

划」会按更生人士，在离开院所后的需要及意愿，把他们转介至合适

的政府部门或非政府机构寻求协助。我们亦与社会企业协力为合适的

更生人士提供训练，并转介他们至相关行业。此外，惩教署亦主动邀

请不同持份者，包括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社会领袖、运动员和艺

人等，参观惩教院所，以加深他们对本署服务的认识，并争取他们支

持更生工作。  
 
本署特别通过「更生先锋计划」，积极向年青人推广小区教育。该计

划推出十个不同项目，例如思囚之路、绿岛计划、青少年座谈会、创

艺展更生及更生先锋领袖等，向年青人宣扬「奉公守法、远离毒品、

支持更生」的信息。该计划推行至今，广受欢迎，反应踊跃。往年，

「更生先锋计划」合共举办了约 560 项活动，近 50 000 人次参与其中。

我们把服务范围扩大至涵盖小区教育，不单鼓励年青人成为未来的社

会栋梁，亦有助预防他们误入歧途。  
 
再犯率 (更生人士在获释后两年内因干犯新的罪行而再被定罪的比率 )
从 2000 年的 39.9%大幅下降至 2016 年的 24.8%。  
 

                                                      
[註一] 除了一般的判前評估外，罪犯風險與更生需要評估及管理程序是以科學為基

礎的計劃，旨在識別有羈管和再犯風險的在囚人士，從而加強監獄管理，並因應

他們的更生需要提供配對計劃。  
 



为满足不断转变的需要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期望，惩教署会继续高瞻远

瞩，积极创新，务求制定更多多元化的更生计划及小区教育项目，并

且动员小区上不同的持份者，结为伙伴，互相协作，以发挥协同效应，

加强本署和小区的联系。  
 

 
 
「因此，惩教署制定了一套多元化及提供全面照顾的更生计划，包括

罪犯风险与更生需要评估及管理程序、福利支持及辅导服务、心理服

务、与时并进的教育课程、市场导向职业训练及法定监管，务求从在

囚人士收纳进惩教院所至重新融入社会，沿路一直照顾他们的更生需

要。」  
 
JT︰统计数字显示，香港的在囚人口包括 25%候审的被羁押或还押人

士及接近 30%的外籍人士。这些类别的在囚人士对监狱制度带来什么

挑战及惩教署如何应对他们的特别需要 ?  
 
胡英明署长：准确来说，根据截至 2019 年 11 月的统计数字，还押及

外籍在囚人士分别占总在囚人口约 24%及 20%。  
 
惩教署拥有专业队伍专责处理还押在囚人士的潜在风险和需要。举例

来说，我们设有综合健康检查和医护机制，由卫生署派驻的医生及具

备护理资格的军装人员管理，全日 24 小时提供医护服务和监察在囚



人士的身心健康。此外，驻院所临床心理学家会适时介入，协助在囚

人士处理适应困难和情绪问题。  
 
至于外籍在囚人士，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是导致他们对监狱管理和待

遇有所误解的主因。惩教署已制定政策和程序，并通过与相关持份者

合作，积极响应外籍在囚人士的关注。我们以 27 种语文印备了信息

小册子，派发给所有新收纳的在囚人士，以提供相关指引。该小册子

有助不同族裔人士更清楚了解羁管待遇和规定，例如操行和纪律规

定、与外界保持联络的方法、身心健康信息，以及投诉渠道等。  
 
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我们除了提供合资格的传译服务外，亦在所有

惩教院所推出平板计算机，利用计算机附设的工具快速翻译多种语言

(目前可翻译 62 种语言／方言 )。惩教署更制定了人力资源策略，聘请

其他族裔员工。  
 
惩教署明白到外籍在囚人士有需要与亲友 (包括海外亲友 )沟通，因此

为他们提供邮递、电话及探访等各种可行的沟通渠道。  
 

惩教署与领事馆及宗教团体保持紧密联系，方便他们探访及支持相关

在囚人士，而他们的观察及意见向来受院所管方重视，在制定政策时

定会予以适当考虑。我们也与不同的非政府机构和义工团体合作，为

外籍在囚人士提供多类服务，包括本地语言兴趣班、文化及体育活动

和不同国家的节庆活动等。  
 
 
 
JT︰香港的女性在囚人数占总在囚人口 20.8%，按比例计属全球最高。

她们大多是外籍人士，因干犯与毒品相关的罪行 (体内藏毒 )或违反入

境规例而被判刑。就本地监狱而言，女性在囚人士与其他在囚人士主

要有何分别？她们需要什么特别照顾？惩教署又如何以崭新方式协

助女性在囚人士改过自新？  
 
胡英明署长：惩教署致力为所有在囚人士提供公平和全面的待遇。与

男性在囚人士相比，女性在囚人士较大机会受情绪困扰，有创伤和受

虐经历，又或有自残倾向。她们往往亦因为家庭责任而有额外的需要。

为应对女性在囚人士的独特需要，惩教署根据研究结果，设计崭新和

合适的更生计划。举例来说，在罗湖惩教所设立「健心馆」，提供结



合正向心理学的治疗课程和艺术治疗，供重犯机会较高或因个人成长

和情绪问题而需治疗的女性在囚人士参加。  
 
有见及家庭支持是女性在囚人士改过自新的关键，惩教署推出以家庭

为本的更生项目，例如设立专为在囚母亲而设的「亲子园地」，内有

设备齐全的游戏室和充足的育儿资源。惩教署鼓励在囚母亲与来访的

年幼子女在「亲子园地」共聚天伦，藉此履行家庭责任。  
 

 
 
惩教署举办了「更生家庭活动」，通过各类活动、讲座及分享，协助

在囚人士改善沟通技巧，重建与家人的关系，从而增加他们改过的决

心。在罗湖惩教所开办的「爱‧传亲音」妈妈讲故事训练班，是促进

女性在囚人士与子女互动的最新活动之一。这训练班不但让在囚母亲

学习讲故事的技巧，以促进亲子关系，并且让她们亲自录音，制作四

本发声故事书。  
 
此外，女性与男性在囚人士获提供的教育和职业训练各有特色。为表

扬在囚人士的努力和促进自我增值，惩教署举办证书颁发典礼，为女

性在囚人士提供平台，让她们与家人共聚，分享学习成果。  
 
在职业训练方面，署方鼓励女性在囚人士报读专为她们而设、并与有

较多女性参与的行业相关的培训课程，例如美甲、发型及美容护理、

零售及商业、餐饮服务和宠物美容等。惩教署亦采用全新虚拟现实学

习模式举办「虚拟现实窗橱设计及零售管理课程」，让女性在囚人士



了解更多科技为本的知识。  
 
为照顾女性吸毒者的更生需要，惩教署在戒毒治疗计划加入「静观」

元素。2017 年，设备完善的「尝静阁」于励顾惩教所启用，通过静观

练习协助女性吸毒者纾缓毒瘾。  
 
至于外籍女性在囚人士，除其他一般更生项目外，我们亦邀请非政府

机构及义工，例如惩教更生义工团，定期为非华语在囚人士举办兴趣

班。  
 
为加强外籍女性在囚人士获得的家庭支持，本署通过智慧监狱方案引

入「综合智能通讯系统」及「在囚人士自助服务系统」等创新技术，

藉此突破现有限制，方便在囚人士与本地以至海外亲友保持沟通。  
 
JT：请问可否讲解受香港惩教署看管的在囚人士的更生过程 ?惩教署

如何通过教育课程和职业训练尽量提高在囚人士的更生机会 ? 
  
胡英明署长：惩教署为 21 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半日强制性

正规教育课程，并安排合资格的教师任教。青少年在囚人士亦可报考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以便取得必需的资格在获释后继续升学或就业。 
 
我相信兴趣能引发青年人投入学习。除了主流课程外，我们为青少年

在囚人士开办 STEM 教育课程，通过有趣和互动的方式，让他们学习

「科学」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和「数学」 (Mathematic)的综合 STEM 知识。这类课程亦有助他们培

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难题的能力，这些都是在急速转变的社会下不可或

缺的才能。目前，我们提供多项 STEM 课程，例如「智能人型机械人

程序编写」、「纸桥制作」及「 3D 立体光雕」。  
 
惩教署亦鼓励成年在囚人士利用工余时间自发进修，按兴趣及能力报

读大学遥距学习课程。过去五年，共有 29 名在囚人士通过遥距学习

课程获颁授 26 个学士学位和 5 个硕士学位。署方成立了多个教育基

金及资助计划，资助在囚人士进修。这些资金来自慈善团体及社会人

士的捐款。   
 
惩教署的策略重点之一，是应对在囚人士的不同需要，减少他们再干

犯罪行的机会。为此，开拓和提供市场导向的职业训练课程至为重要。

惩教署一直与雇员再培训局、建造业议会和职业训练局等多个认可培



训机构合作，因应本地就业市场的情况为合资格在囚人士提供超过 40
个全日制及部分时间制的职业训练课程。有关课程范畴广泛，涵盖建

造、商业、饮食、零售、美容、运输、物流、洗衣、计算机应用及环

境服务等行业。  
 
2019 年，惩教署突破过往框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举办职业训练课程。

首个相关课程是在高度设防院所推出的「虚拟现实焊接课程」。我们

相信在职业训练上应用新科技，不但可增进在囚人士的科技知识，促

进他们以崭新的模式学习，并且可解决在监狱范围开办更多职业训练

课程的保安问题。  
 
「我相信兴趣能引发年青人投入学习。除了主流学习外，我们亦为青

少年在囚人士开办 STEM 教育课程，通过有趣和互动的方式，让他们

学习『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的综合 STEM 知识。这类

课程亦有助他们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难题的能力，这些都是在急速转

变的社会下不可或缺的才能。」  
 
JT︰ 2017 年曾有新闻报导指，香港的惩教制度没有让在囚人士上网。

不过，到了 2019 年，新闻报导提及香港惩教制度的科技革新，不但

引进高科技管理和监察惩教院所和在囚人士 (即所谓「智慧监狱」 )，
并且为在囚人士提供平板计算机等电子通讯设备。这项科技计划是怎

样的？在惩教服务中应用科技是如何演进的？科技应用在多大程度

上促进惩教署达致部门目标及改变在囚人士的生活质素？  
 
胡英明署长︰正如刚才提到，惩教署于 2018 年制定「策略发展计划」，

当中包括「建构综合的惩教制度，积极发展智能监狱系统」，从而推

行现代化、信息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智慧监狱」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发展智慧管理」、「推行工序

创新」、「培育知识型惩教人员及优化更生人士融入社会的能力」及「应

用智能型院所设计」。不少项目已于各惩教院所的指定地点试行。所

有正在进行或已计划的试行项目大致可划分为 (i)保安及监察系统；(ii)
运作及管理系统；(i ii)在囚人士自我管理系统；以及 (iv)强化职员能力

系统。我们期望通过实施以上系统，提高羁管效率、院所保安水平，

以及为在囚人士而设的更生计划的成效。  
 
长远而言，「智能监狱」有助署方有系统地收集数据，作策划及行政

用途。相信随后的大数据分析有助署方制定合适的政策，从而提高监



狱管理的运作效率；加强职员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提高更生计划的

成效和在囚人士的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工作环境以有利职员招聘及挽

留人手；以及全面促进惩教署的长远策略规划。  
 

 
 
「『智慧监狱』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发展智慧管理』、『推行工

序创新』、『培育知识型惩教人员及优化更生人士融入社会的能力』及

『应用智能型院所设计』。」  
 
JT︰鉴于惩教界别不断转变，你认为香港惩教署在短中期会面对什么

不同的挑战和机遇 ? 
 
胡英明署长：根据当前环境，我们预期惩教署在短中期内，会面对不

同的内外挑战，当中包括但不限于︰因工作性质困难和工作环境相对

而导致人手流失、招聘困难和挽留人手问题；经历近期的社会事件后，

在囚人口日趋复杂多样；公众对惩教服务的期望不断提高；社会对在

囚人士的权利和待遇意见纷纭等。为克服前面的种种挑战，我们已开

始改革运作模式和所提供的服务，以确保部门持续发展。  
 
对内而言，有关工作包括妥善响应员工的关注和情绪，并适时凝聚员

工的动力，以迎接不同的转变。我们相信发展智慧监狱方案及推行相

应的工序创新，将大大改善工作环境，促进改革传统的工作方式，提

升惩教工作的专业水平，建立正面的惩教文化和增加员工的工作满足

感，长远有利招聘和挽留人才。  
 



对外方面，市民对在囚人士待遇及权利的期望不断提高，而所需服务

亦日益复杂，包括因早前社会动乱收纳的在囚人士学历较高，或有暴

力倾向，为惩教工作带来挑战。有鉴于此，署方致力推行「策略发展

计划」中各个项目，以确保羁管环境稳妥、安全、人道、合适和健康，

并竭力克服种种困难。我们会继续通过小区教育向市民，特别是年青

一代宣扬守法及共融观念，这亦可推广惩教工作的正面形象。  
 
挑战和机遇可说是一体两面，转变既带来挑战，亦衍生机遇。作为当

今的惩教人员，我们会致力发挥创新精神，突破传统框框，以创新的

方法克服挑战，在逆境中抓紧机遇。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不会

安于被动地接受转变，而是主动策导改变，昂首迎接挑战和机遇。  
 
胡英明先生于 1989 年 2 月获惩教署聘任为惩教主任，其后于 2011 年

1 月及 2012 年 5 月分别晋升为惩教事务高级监督及惩教署助理署长。

自 2017 年 8 月起，胡先生担任惩教署副署长，并于 2018 年 11 月出

任惩教署署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