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離罪惡  重過新生  

專訪香港懲教署署長胡英明  

 
JT： Justice Trends Magazine 
 
JT：過去十年，雖然本港在囚人口比率顯著下降，但仍相對偏高，每

100 000 人人口當中約有 110 名在囚人士。你認為怎樣做才可降低在

囚人口比率 ?在這方面，懲教署可以在改革中擔當甚麼角色 ? 
 
胡英明署長：過去十年，本港的監禁比率持續下降，由 2009 年每 100 
000 人人口當中約有 148 名在囚人士，下降至 2018 年人口每 100 000
人人口當中有 111 名在囚人士。  
 
多年來，我們致力為在囚人士提供穩妥、安全、人道、合適和健康的

羈管環境，協助他們改過自新，重投社會，成為奉公守法的市民。為

確保懲教工作持續發展，懲教署於 2018 年制定了「策略發展計劃」，

以下列七大策略目標為發展重點：  
 
1.  建立一個綜合及可持續發展的懲教制度  
2.  加強對在囚人士的安全及人道管理  



3.  應對在囚人士的不同需要，減少他們再干犯罪行的機會  
4.  接觸不同界別人士及提升懲教署與社會上各持份者的協同效應  
5.  塑造工作文化和提升員工的能力  
6.  加強與其他懲教機構的合作和聯繫  
7.  擴大及深化進行研究工作的能力  

 
儘管專設的羈管工作已為在囚人士更生奠下穩固基礎，惟單靠羈管仍

不足以令在囚人士脫胎換骨。因此，懲教署制定了一套多元化及提供

全面照顧的更生計劃，包括罪犯風險與更生需要評估及管理程序 [註 一 ]、

福利支援及輔導服務、心理服務、與時並進的教育課程、市場導向職

業訓練及法定監管，務求從在囚人士收納進院所至重新融入社會，沿

路一直照顧他們的更生需要。   
 
我們亦與社會上不同持份者建立更緊密合作，包括全港各區的撲滅罪

行委員會、慈善機構、非政府機構、商界及學術界等。「延展關懷計

劃」會按更生人士，在離開院所後的需要及意願，把他們轉介至合適

的政府部門或非政府機構尋求協助。我們亦與社會企業協力為合適的

更生人士提供訓練，並轉介他們至相關行業。此外，懲教署亦主動邀

請不同持份者，包括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社會領袖、運動員和藝

人等，參觀懲教院所，以加深他們對本署服務的認識，並爭取他們支

持更生工作。  
 
本署特別通過「更生先鋒計劃」，積極向年青人推廣社區教育。該計

劃推出十個不同項目，例如思囚之路、綠島計劃、青少年座談會、創

藝展更生及更生先鋒領袖等，向年青人宣揚「奉公守法、遠離毒品、

支持更生」的信息。該計劃推行至今，廣受歡迎，反應踴躍。往年，

「更生先鋒計劃」合共舉辦了約 560 項活動，近 50 000 人次參與其中。

我們把服務範圍擴大至涵蓋社區教育，不單鼓勵年青人成為未來的社

會棟樑，亦有助預防他們誤入歧途。  
 
再犯率 (更生人士在獲釋後兩年內因干犯新的罪行而再被定罪的比率 )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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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滿足不斷轉變的需要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期望，懲教署會繼續高瞻遠

矚，積極創新，務求制定更多多元化的更生計劃及社區教育項目，並

且動員社區上不同的持份者，結為伙伴，互相協作，以發揮協同效應，

加強本署和社區的聯繫。  
 

 
 
「因此，懲教署制定了一套多元化及提供全面照顧的更生計劃，包括

罪犯風險與更生需要評估及管理程序、福利支援及輔導服務、心理服

務、與時並進的教育課程、市場導向職業訓練及法定監管，務求從在

囚人士收納進懲教院所至重新融入社會，沿路一直照顧他們的更生需

要。」  
 
JT︰統計數字顯示，香港的在囚人口包括 25%候審的被羈押或還押人

士及接近 30%的外籍人士。這些類別的在囚人士對監獄制度帶來什麼

挑戰及懲教署如何應對他們的特別需要 ?  
 
胡英明署長：準確來說，根據截至 2019 年 11 月的統計數字，還押及

外籍在囚人士分別佔總在囚人口約 24%及 20%。  
 
懲教署擁有專業隊伍專責處理還押在囚人士的潛在風險和需要。舉例

來說，我們設有綜合健康檢查和醫護機制，由衞生署派駐的醫生及具

備護理資格的軍裝人員管理，全日 24 小時提供醫護服務和監察在囚



人士的身心健康。此外，駐院所臨床心理學家會適時介入，協助在囚

人士處理適應困難和情緒問題。  
 
至於外籍在囚人士，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是導致他們對監獄管理和待

遇有所誤解的主因。懲教署已制定政策和程序，並通過與相關持份者

合作，積極回應外籍在囚人士的關注。我們以 27 種語文印備了資訊

小冊子，派發給所有新收納的在囚人士，以提供相關指引。該小冊子

有助不同族裔人士更清楚了解羈管待遇和規定，例如操行和紀律規

定、與外界保持聯絡的方法、身心健康資訊，以及投訴渠道等。  
 
為解決語言障礙問題，我們除了提供合資格的傳譯服務外，亦在所有

懲教院所推出平板電腦，利用電腦附設的工具快速翻譯多種語言 (目前

可翻譯 62 種語言／方言 )。懲教署更制定了人力資源策略，聘請其他

族裔員工。  
 
懲教署明白到外籍在囚人士有需要與親友 (包括海外親友 )溝通，因此

為他們提供郵遞、電話及探訪等各種可行的溝通渠道。  
 

懲教署與領事館及宗教團體保持緊密聯繫，方便他們探訪及支援相關

在囚人士，而他們的觀察及意見向來受院所管方重視，在制定政策時

定會予以適當考慮。我們也與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和義工團體合作，為

外籍在囚人士提供多類服務，包括本地語言興趣班、文化及體育活動

和不同國家的節慶活動等。  
 
 
 
JT︰香港的女性在囚人數佔總在囚人口 20.8%，按比例計屬全球最高。

她們大多是外籍人士，因干犯與毒品相關的罪行 (體內藏毒 )或違反入

境規例而被判刑。就本地監獄而言，女性在囚人士與其他在囚人士主

要有何分別？她們需要什麼特別照顧？懲教署又如何以嶄新方式協

助女性在囚人士改過自新？  
 
胡英明署長：懲教署致力為所有在囚人士提供公平和全面的待遇。與

男性在囚人士相比，女性在囚人士較大機會受情緒困擾，有創傷和受

虐經歷，又或有自殘傾向。她們往往亦因為家庭責任而有額外的需要。

為應對女性在囚人士的獨特需要，懲教署根據研究結果，設計嶄新和

合適的更生計劃。舉例來説，在羅湖懲教所設立「健心館」，提供結



合正向心理學的治療課程和藝術治療，供重犯機會較高或因個人成長

和情緒問題而需治療的女性在囚人士參加。  
 
有見及家庭支持是女性在囚人士改過自新的關鍵，懲教署推出以家庭

為本的更生項目，例如設立專為在囚母親而設的「親子園地」，內有

設備齊全的遊戲室和充足的育兒資源。懲教署鼓勵在囚母親與來訪的

年幼子女在「親子園地」共聚天倫，藉此履行家庭責任。  
 

 
 
懲教署舉辦了「更生家庭活動」，通過各類活動、講座及分享，協助

在囚人士改善溝通技巧，重建與家人的關係，從而增加他們改過的決

心。在羅湖懲教所開辦的「愛‧傳親音」媽媽講故事訓練班，是促進

女性在囚人士與子女互動的最新活動之一。這訓練班不但讓在囚母親

學習講故事的技巧，以促進親子關係，並且讓她們親自錄音，製作四

本發聲故事書。  
 
此外，女性與男性在囚人士獲提供的教育和職業訓練各有特色。為表

揚在囚人士的努力和促進自我增值，懲教署舉辦證書頒發典禮，為女

性在囚人士提供平台，讓她們與家人共聚，分享學習成果。  
 
在職業訓練方面，署方鼓勵女性在囚人士報讀專為她們而設、並與有

較多女性參與的行業相關的培訓課程，例如美甲、髮型及美容護理、

零售及商業、餐飲服務和寵物美容等。懲教署亦採用全新虛擬實境學

習模式舉辦「虛擬實境窗櫥設計及零售管理課程」，讓女性在囚人士



了解更多科技為本的知識。  
 
為照顧女性吸毒者的更生需要，懲教署在戒毒治療計劃加入「靜觀」

元素。2017 年，設備完善的「嘗靜閣」於勵顧懲教所啟用，通過靜觀

練習協助女性吸毒者紓緩毒癮。  
 
至於外籍女性在囚人士，除其他一般更生項目外，我們亦邀請非政府

機構及義工，例如懲教更生義工團，定期為非華語在囚人士舉辦興趣

班。  
 
為加強外籍女性在囚人士獲得的家庭支援，本署通過智慧監獄方案引

入「綜合智能通訊系統」及「在囚人士自助服務系統」等創新技術，

藉此突破現有限制，方便在囚人士與本地以至海外親友保持溝通。  
 
JT：請問可否講解受香港懲教署看管的在囚人士的更生過程 ?懲教署

如何通過教育課程和職業訓練盡量提高在囚人士的更生機會 ? 
  
胡英明署長：懲教署為 21 歲以下的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半日強制性

正規教育課程，並安排合資格的教師任教。青少年在囚人士亦可報考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以便取得必需的資格在獲釋後繼續升學或就業。 
 
我相信興趣能引發青年人投入學習。除了主流課程外，我們為青少年

在囚人士開辦 STEM 教育課程，通過有趣和互動的方式，讓他們學習

「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和「數學」 (Mathematic)的綜合 STEM 知識。這類課程亦有助他們培

養創新思維和解決難題的能力，這些都是在急速轉變的社會下不可或

缺的才能。目前，我們提供多項 STEM 課程，例如「智能人型機械人

程式編寫」、「紙橋製作」及「 3D 立體光雕」。  
 
懲教署亦鼓勵成年在囚人士利用工餘時間自發進修，按興趣及能力報

讀大學遙距學習課程。過去五年，共有 29 名在囚人士通過遙距學習

課程獲頒授 26 個學士學位和 5 個碩士學位。署方成立了多個教育基

金及資助計劃，資助在囚人士進修。這些資金來自慈善團體及社會人

士的捐款。   
 
懲教署的策略重點之一，是應對在囚人士的不同需要，減少他們再干

犯罪行的機會。為此，開拓和提供市場導向的職業訓練課程至為重要。

懲教署一直與僱員再培訓局、建造業議會和職業訓練局等多個認可培



訓機構合作，因應本地就業市場的情況為合資格在囚人士提供超過 40
個全日制及部分時間制的職業訓練課程。有關課程範疇廣泛，涵蓋建

造、商業、飲食、零售、美容、運輸、物流、洗衣、電腦應用及環境

服務等行業。  
 
2019 年，懲教署突破過往框框，運用虛擬實境技術舉辦職業訓練課

程。首個相關課程是在高度設防院所推出的「虛擬實境焊接課程」。

我們相信在職業訓練上應用新科技，不但可增進在囚人士的科技知

識，促進他們以嶄新的模式學習，並且可解決在監獄範圍開辦更多職

業訓練課程的保安問題。  
 
「我相信興趣能引發年青人投入學習。除了主流學習外，我們亦為青

少年在囚人士開辦 STEM 教育課程，通過有趣和互動的方式，讓他們

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綜合 STEM 知識。這類

課程亦有助他們培養創新思維和解決難題的能力，這些都是在急速轉

變的社會下不可或缺的才能。」  
 
JT︰ 2017 年曾有新聞報導指，香港的懲教制度沒有讓在囚人士上網。

不過，到了 2019 年，新聞報導提及香港懲教制度的科技革新，不但

引進高科技管理和監察懲教院所和在囚人士 (即所謂「智慧監獄」 )，
並且為在囚人士提供平板電腦等電子通訊設備。這項科技計劃是怎樣

的？在懲教服務中應用科技是如何演進的？科技應用在多大程度上

促進懲教署達致部門目標及改變在囚人士的生活質素？  
 
胡英明署長︰正如剛才提到，懲教署於 2018 年制定「策略發展計劃」，

當中包括「建構綜合的懲教制度，積極發展智慧監獄系統」，從而推

行現代化、信息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智慧監獄」由四個部分組成，分別為「發展智慧管理」、「推行工序

創新」、「培育知識型懲教人員及優化更生人士融入社會的能力」及「應

用智慧型院所設計」。不少項目已於各懲教院所的指定地點試行。所

有正在進行或已計劃的試行項目大致可劃分為 (i)保安及監察系統；(ii)
運作及管理系統；(i ii)在囚人士自我管理系統；以及 (iv)強化職員能力

系統。我們期望通過實施以上系統，提高羈管效率、院所保安水平，

以及為在囚人士而設的更生計劃的成效。  
 
長遠而言，「智慧監獄」有助署方有系統地收集數據，作策劃及行政

用途。相信隨後的大數據分析有助署方制定合適的政策，從而提高監



獄管理的運作效率；加強職員應對緊急情況的能力；提高更生計劃的

成效和在囚人士的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工作環境以有利職員招聘及挽

留人手；以及全面促進懲教署的長遠策略規劃。  
 

 
 
「『智慧監獄』由四個部分組成，分別為『發展智慧管理』、『推行工

序創新』、『培育知識型懲教人員及優化更生人士融入社會的能力』及

『應用智慧型院所設計』。」  
 
JT︰鑑於懲教界別不斷轉變，你認為香港懲教署在短中期會面對什麼

不同的挑戰和機遇 ? 
 
胡英明署長：根據當前環境，我們預期懲教署在短中期內，會面對不

同的內外挑戰，當中包括但不限於︰因工作性質困難和工作環境相對

而導致人手流失、招聘困難和挽留人手問題；經歷近期的社會事件後，

在囚人口日趨複雜多樣；公眾對懲教服務的期望不斷提高；社會對在

囚人士的權利和待遇意見紛紜等。為克服前面的種種挑戰，我們已開

始改革運作模式和所提供的服務，以確保部門持續發展。  
 
對內而言，有關工作包括妥善回應員工的關注和情緒，並適時凝聚員

工的動力，以迎接不同的轉變。我們相信發展智慧監獄方案及推行相

應的工序創新，將大大改善工作環境，促進改革傳統的工作方式，提

升懲教工作的專業水平，建立正面的懲教文化和增加員工的工作滿足

感，長遠有利招聘和挽留人才。  
 



對外方面，市民對在囚人士待遇及權利的期望不斷提高，而所需服務

亦日益複雜，包括因早前社會動亂收納的在囚人士學歷較高，或有暴

力傾向，為懲教工作帶來挑戰。有鑑於此，署方致力推行「策略發展

計劃」中各個項目，以確保羈管環境穩妥、安全、人道、合適和健康，

並竭力克服種種困難。我們會繼續通過社區教育向市民，特別是年青

一代宣揚守法及共融觀念，這亦可推廣懲教工作的正面形象。  
 
挑戰和機遇可說是一體兩面，轉變既帶來挑戰，亦衍生機遇。作為當

今的懲教人員，我們會致力發揮創新精神，突破傳統框框，以創新的

方法克服挑戰，在逆境中抓緊機遇。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我們不會

安於被動地接受轉變，而是主動策導改變，昂首迎接挑戰和機遇。  
 
胡英明先生於 1989 年 2 月獲懲教署聘任為懲教主任，其後於 2011 年

1 月及 2012 年 5 月分別晉升為懲教事務高級監督及懲教署助理署長。

自 2017 年 8 月起，胡先生擔任懲教署副署長，並於 2018 年 11 月出

任懲教署署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