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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事務監督 朱遠明
小時候，長輩總諄諄教誨道：「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走每一步，猶如下棋，只要走
錯了關鍵的一步，整個人生可能就此改變。小心翼翼地走，固然可以避免了不少冤枉路。可是，
稍一不慎走錯了，這盤棋局都不一定是盤「死局」。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假如白紙不慎被濺了墨水，不論污點的大小，人們往往總是喜歡聚焦
在那污點上。因此，不少人一旦犯了錯，就會認定人生再沒有翻身餘地，於是終日活在陰霾之中，
特別是一些犯了事曾入獄的人。毋庸置疑，潔白無瑕是珍貴無比，
但能從黑暗中逆轉人生亦是難能可貴。

莎士比亞曾說過：
「最好的人，都是犯過錯誤的過來人；一個人
往往因為有一點小小的缺點，將來會變得更好。」即使犯了錯，只
要能下定決心改變，認清自己的缺點和過失，從污點中完善自我，
人生一樣可以逆轉。

在懲教署工作多年，我亦見證過不少所員能成功改過，活出新生。曾經有一名在囚人士，他
年少因生活苦悶，在好奇心驅使下接觸毒品，結果展開二十多年的吸毒及牢獄生涯。吸毒令他失
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婚姻。因為吸毒，他不是身處牢獄之中，就是毒癮發作，多年來亦無法
與家人吃一頓團年飯。他自知令母親十分傷心，曾經難過得親口勸母親放棄他。雖然懊悔，他卻
一直認為自己無法擺脫毒品的誘惑，無法改變多年來的生活模式，沒有翻身的機會。只要一踏出
監獄的大門，他便會感到徬徨無助，生活無依，只好一直輪迴在毒品的世界中，麻醉自己，尋找
他所認為的生活寄託。直至有一天，他急性中風，在驚慌、恐懼下，讓他停下來思考人生，決心
改變。藉著母親的支持及信仰，他最終成功戒除二十多年的毒癮，並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在工
餘時間當義工，幫助過來人。他後來更在義工機構裡，認識了新的人生伴侶。現在的他，已成功
改變，不再活在那二十多年的污點裡，重拾了自由、工作、朋友、家庭，徹底逆轉了人生，生活
變得充實精彩。

因此，只要認清自己的問題所在，決心改過，人生自然能改變。所員們，趁年青力壯，好好
計劃人生，重新振作，逆轉棋局。
1

壁屋懲教所 小陽
「本年度證書頒發典禮經已完畢，再次恭喜所有獲頒證書的所員。希望你們能夠學以致用，
同時亦能勉勵其他所員，來年繼續努力。」看着台上一張張流露着滿足感的笑臉，大家挺直着身
子，散發出一股自豪感，實在很難想像他們都有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有位所員，自小成績不錯，但因家境問題，初中未完成便已輟學，投身社會以幫補家計。奈
何他因為學歷不高，只能從事低收入的工作，無論如何賺錢，都是入不敷支。最後，他因一時貪
念，走上販毒的不歸路。

又有一位所員，自小父母離異，從小就由不同親戚輪流照顧，缺乏家庭温暖。他終日在街上
流連，因而誤交損友。他在一次爭執中因意氣用事，替朋友出頭，打傷了人並留下案底，隨後更
因此加入社團，成為打手，淪為黑幫的一員。

他們的過去並不如意，如果易地而處，你想繼續這樣過日
子，還是奮起振作，將不如意的人生徹底逆轉？來到院所的所
員，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重拾書本，為自己打下一定的學術基
礎。如果已達到一定水平，還可以在院所內報考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爭取將來重返校園，繼續進修，尋找更廣闊的升學路徑。

如果你想早日投身社會，在這裏你也可以學一門手藝。假如你對餐飲業有濃厚興趣，你可以
申請在這裏負責廚房工作或在院所的訓練餐廳學習餐飲知識，學習不同菜餚的作法以及咖啡的沖
調技巧，並且考取各項證書，獲得專業認證，讓你將來可以在飲食業中一展身手。

如果你想為家人親自製作家具，你也可以在這裏的職業訓練工場學習。期間能報考「平安咭」
、
「木工考試」等職業認證，為重投社會工作，建設社會作好準備。

如果你決定逆轉曾經行差踏錯的人生，將來等待着你的或許就是大學校園裏的一頂四方帽、
一襲黑色的畢業長袍；又或是在餐廳中品嚐完你奉上的佳餚過後感到滿足的顧客笑容；又或許是
正在你親手製作的嬰兒床上安睡的小臉。只要你決定改變，你的下半生將會變得不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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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新懲教所 小黑
我今年十八歲，但自十一歲起已不斷進出「六合院」（即由六所前兒童院合併為一的屯門兒
童及青少年院）、群育學校、戒毒中心，甚至教導所。在我十一歲的時候，爸爸媽媽因爲各種事
情天天吵架，令我很討厭留在家中，經常在外留宿。在朋友的影響下，我開始吸食大麻。當時的
我年少無知，覺得抽大麻很新奇刺激，而且在外國亦十分流行，不會有什麼問題。於是，我終日
與朋友結伴吸食大麻，並且逃學，大概有半年的時間沒有上學、沒有回家。後來，爸爸報警，我
就展開了進出「六合院」的生活。

離開「六合院」後，因為吸毒，我到過凹頭青少年中心戒毒，不久
又被送到盛德中心學校讀書，期間父母離異。經歷了那麽多，但我的心
態仍然沒有改變，大麻還是照抽無誤。我的人生就是大麻，大麻就是我
的人生。

幾年後，我入讀正生書院。現在回想起來，在正生書院的那兩年，
是我最難忘的兩年。那兩年令我明白到要用心做好身邊的每一件事，也
明白到要對自己做錯的每一件事負責，再也不能玩世不恭。在正生書院
的那兩年，我以為糜爛的人生可從此逆轉。

離開正生書院後，我以爲自己已經脫胎換骨。豈料，我又禁不住誘惑，以身試法，最終被判
入勵新懲教所。在被定罪的那一刻，我一度以爲我的人生從此完了。在勵新懲教所的日子，跟我
稱兄道弟的朋友消失了，在我最無助的時候，他們離開了我。絕望之際，是父母向我伸出了援助
的雙手，用愛心救贖我的心靈。他們更資助我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英語文法中階遙
距課程。

在未來的日子，我會努力學習，並下定決心改過，遠離大麻。我不會再讓大麻支配我的人生，
我定必努力逆轉這七年糜爛不堪的生活，讓每一分每一刻過得更有意義，以報答父母對我的愛護
和支持。我希望能用積極健康的人生答謝父母對我的不離不棄。是你們的鼓勵，使我重新振作起
來；是你們的支持，讓我有逆轉人生的勇氣。

3

勵敬懲教所 絲淇
自小在爸媽的呵護下成長，我深深感受到他們的愛，而我也非常愛他們。但人總是得一想二，
可能是獨生女的關係，我內心常渴望擁有能共患難的兄弟姐妹。

在學業方面，爸媽對我要求不高，我亦不求上進，學業成
績從來都只是徘徊合格邊緣。中四之時忽發奇想，與其坐在教
室中虛度光陰，倒不如走出社會年少輕狂一下吧！結果，我不
理爸媽反對，毅然輟學，經常在街上流連，結識了一班「朋友」
，
每天跟他們到酒吧找樂子，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覺。即使爸媽對
此大為不滿，經常罵我，我也依然故我，而且選擇了冷處理。
漸漸地，我與家人的關係愈見疏離，相反我對「朋友」的重視
與日俱增，甚至視他們為親人，以兄弟姊妹相稱，毫無留保的信任他們。這種信任不但填補了失
去家庭溫暖的空虛感，還為我帶來「實際利益」。

在好奇心驅使下，我開始接觸毒品，運送的過程不僅緊張刺激，而且豐厚的收入為我帶來華
衣麗服，滿足感與虛榮心油然而生，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可是，不幸也隨之降臨。我在
一次「送貨」途中被警察截查，當場人贓並獲，面臨刑責。爸媽來到警察局後馬上責備我，我卻
以自己有付家用為由，不知悔改，與他們大吵一場，氣得他們奪門而去。

後來，不論是上庭，還是被判至懲教院所，他們都沒有來探望
我或給我寫信，當然，我的「朋友」也如是。起初我的態度仍然強
硬，認為即使沒人來探望也沒關係，不肯認錯。但是，幾個月過去
了，仍未見父母的身影，我開始動搖。終於，我按捺不住向福利官查
詢，她只是說：
「給父母多一點時間，他們也很難受，多給他們寫信，
努力做好自己，他們必會回心轉意。」回心轉意？他們已放棄了我？
寫信？有用嗎？雖然滿腦子疑問，但我也深知別無他法，於是鼓起
勇氣，拿出紙筆，寫了一封又一封的道歉信。

「丁絲淇，去探訪室。」懲教人員笑着說。甚麼？叫我嗎？真的嗎？我當時不敢相信，左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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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盼。身旁的所員都向我報以微笑，我也差點喜極而泣。由於是首次探訪，職員沿途向我講解探
訪須知，但除了「時限為三十分鐘」
，其他的我都聽不入耳，因為在喜悅的背後我仍是忐忑不安……

探訪室的計時器開始倒數，爸媽和我也隨即潸然淚下。一開始，我除了
道歉就再想不到要說些甚麼，接着只是低頭，不敢凝視父母的失望與悲
痛，繼而再三道歉，直到媽媽說：
「你知我有多想你嗎？」我才抬起頭，
哭着說：「我也很想很想您們，我很害怕失去您們……」

三十分鐘轉眼流逝，然而這是我畢生流過最多淚水的三十分鐘，是
改變我人生的三十分鐘，是我這生最寶貴的三十分鐘，因為爸媽原諒了我。

失去父母的關愛，獨自活在鐵窗之下，我的世界是漆黑一片的，但這使我看清當日我行我素，
只知玩樂，甚至不辨是非，落得鋃鐺入獄的過去是何等不堪。等待他們來探訪那四個多月的煎熬，
更令我反思自己過去兩年無視在家待我浪子回頭的父母，經常流連在外是何等不孝。

如今，我明白到家人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支柱，我決不可再辜負他們，必須洗心革面，改過
自新。因此，我決心重拾書本，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為日後的生活作準備，報答雙親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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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ways want to have changes in our lives. It is
because changes normally mean a turn for something
better. When I look back now, there were two important
turns in my life. However, the first turn was not a good
one, which dealt a heavy blow to me.

Luckily, there

was another turn for me later, which led me to a better
and fruitful life.
Many people asked me why I got involved in drugs
trafficking and broke the law.

To be honest, at the beginning, I did not mean to do it. In

an afternoon after school, on my way home, I saw some of my
classmates in a park. They were having a chat happily.
came closer to them to see what they were doing.
were holding some powder.

I

They

They gave some to me and

said that taking such things would let me have a special
feeling.

Although I understood that such ‘powder’ might

be drugs, I did 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After that, I got

drugs from them every day and was finally involved in drugs
trafficking. If I had not gone to the park, I would not have had such sudden turn in my
lif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urn were more

serious than what I expected.
I got a sentence of two years in a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finally because of drugs trafficking.

I

was very hopeless and felt that I was in a hell.

I

could not imagine how my life would be like later.
After I entered the institution, I was arrang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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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education classes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every day.
I did not know why I still needed to study and learn.
day, a pastor talked to me.

One

He knew my story and told

me, ‘I know you made serious mistakes in your life.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must learn a lesson from it.
If you don’t help yourself, no one can help you.

You

should be in charge of your life,’ The sincere pastor led
me to another turn in my life. He gave me the Bible and
said, ‘God will forgive you and his promises are more
than we can expect. The God will lead our ways,’ I was
very touched at that moment. I burst into tears.

From that moment, I pray every day. I

have decided to make good use of my time. I work hard to take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I am determined to do my very best.

I am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my journey.
I will take the public examination soon this year.

I am confident that I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 turn given by God this time so as to improve myself and live a better and
meaningfu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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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no matter which type, is simply the same.

We

do it for this euphoric feeling that we can’t seem to find
quite enough. Getting high is an easy option.

I made

a life surrounded by it; a circle of friends who only did
drugs, spending my days getting high as time passed
without gaining anything.
left. Why?

The people who loved me

Because I grew distant; I stopped caring

about them; I became self-absorbed and I didn’t want to
stop. I constantly made excuses on why I should carry
on… but there was never a reason.
Fear drove me away from the illegal substances. I was afraid, mainly of going back
to prison. I’ve been in and out since fifteen. In prison, you get lost in your own paranoia
where you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You’re constantly depressed, emotionally unstable due to overthinking. You don’t
know what everybody outside is feeling anymore. You can’t tell if anything has changed
or not. The communication is poor. You wait for letters that rarely come. You want to see
your loved ones but you can only really stare at the
photographs. The feeling of warmth? It dies. You
crave it but it’s fading away.
My biggest but hardest realization is that time
truly does go on without you; and it takes everyone
with it. Because they will all move forward, no one
will wait for you to catch up. You feel lone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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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behind. They’re all near the end of the finish line but
you’re only at the start. Because in here, you lose your
independence; you lose who you are; you lose a lot of
things.
Finally I realize drugs will never give me what I want.
I want stability. I need it. I want a whole new life without
drugs. I reconcile with my mum. I can imagine living with
my boyfriend and going to work as a waitress; saving my salary to study in an art college
in the future, somewhere miles from here. I can imagine painting again and restarting my
photography; to find new hobbies and interest, to find who I really am and to live again. I
can imagine this beautiful life but one thing that has stopped me from accomplishing this
is—drugs.
I want to cut off each negative influence bit by bit; to get closer to my dream, which
overall is, New York. But there’re still all these small things that I need to get through. I
know that I’d be further away and going on the wrong direction if I don’t make a turn now.
Realizing the fear and hope; I can see th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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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主任 (更生事務)

羅文傑

年青人身陷囹圄，無疑是人生中的一個低谷。教導所受訓期由六至三十六個月，所員在訓練
期內當然需要付出努力，才能獲釋離所，但是真正的考驗卻是在離所後重返社會，於三年的監管
期內尋找人生的出路。

在過去十三年的監管工作，我見證過不少逆轉人生的故事。他們的身世、背景和遭遇各有不
同。一位自小進出監獄，已有十年吸毒習慣的年青人，曾經向我分享他自小看見父親在家中透過
靜脈注射毒品的童年經歷。他掙扎了多年，透過自身覺醒，在我負責他個案的那一年監管期內戒
除毒癮，其後更介紹工作給其他戒毒人士，協助他們更生。又有一位年青人因被同學欺凌，毅然
放棄了一個心儀很久卻僅僅開始了數個月的職業訓練課程。在輾轉兩次進出監獄後，終於能在數
年後重拾決心，再次報讀該課程來自我增值，向夢想進發。

我發現他們成功的關鍵是學會相信自己。

因此我在此鼓勵各位所員：你們要相信自
己值得過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沒有自由的生活；
你們要相信自己有選擇的自由，而不是走既定
的道路；你們要相信自己能戰勝自己，而不是
聽天由命。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但正是這種不完美才能磨練出更豐盛的人生。魯迅在《故鄉》曾寫
下這樣一句：「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所以，我希望各位所員能憑著信心，擺脫心靈上的枷鎖，走出低谷，探索屬於自己的人生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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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學家 許雅君
由犯事、被捕、判刑、接受教導所訓練到守監管令這段日子，每位所員可能都不只一次想過
自己是否可以改變，改寫自己的人生，不再需要在懲教院所渡過失去自由的生活。
要轉變不但要戒除舊有的不良習慣和放任的生活模式，還要建立新習慣和相對有規律的新生
活，這個過程需要極大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持久力。想到這點，不少所員已經有放棄的念頭，認為
改變自己是一項不可能達成的艱難任務，繼而回到以往「搏一搏」的心態，重返以往的生活模式。
要作出轉變，是否真的如想像中困難呢？以往的成功個案又是如何改變舊有的生活模式呢？
不少心理學研究對改變習慣，從而改變人生亦作出了一些有效的建議。首先，要了解舊習慣背後
的目的或功能，再找尋代替品。例如︰如果飲酒、吸毒是為了減壓和解悶，可以嘗試找尋其他健
康又經濟的減壓和解悶方法，如踏單車、追看電視劇集、行山等等。最重要是選擇自己真心喜歡
做的活動，愉快的感受可以推動你重複進行這項活動。
接著，就是要落實行動計劃，安排固定而有規律的時間進行活動。計劃越簡單，越清晰越好，
這可以令你容易養成新習慣，例如︰在每逢休假日的早餐後用大約兩小時行山。在執行計劃初期，
要時常進行活動檢討，看看是否可行或達到效果。假若執行計劃後，發現獨自行山不能達到減壓
和解悶的效果，可能要考慮結伴同行或選擇一些適合自己和較有挑戰性的行山路線。
定好行動計劃之後，下一步便是要持續地進行這項活動一段時間，直至令到這個行為變成生
活的一部份，不再需要刻意提醒或推動自己去做，使它漸漸納入你的生活常規，如刷牙和洗臉一
樣，自動自覺、輕鬆地定期進行。這代表你已成功建立了一項幫助你轉變人生的好習慣，同時亦
令舊有的壞習慣離你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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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提示，在下面的空格內填上適當的詞語。
橫向：
一、泛指在主流、傳統之外的類別，有特立獨
行，搞怪的意思。
二、語出《論語》，是六十歲的一種代稱。
三、柬埔寨的首都，商業發達，市內有不少皇
宮、寺院以及名勝古蹟。
四、也就是五十歲的意思。
五、在暴風雨中同船共渡，比喻共同經歷患難。
六、俗諺。指對期望的人不成器，感到焦急不
滿，而有所責求、惋惜之意。
七、常見於傳統技藝或魔術秀的一種表演項
目，表演者會把長劍直插入喉嚨，讓觀眾覺
得既驚險又害怕。
八、小說《西遊記》中，孫悟空專屬的交通飛行
工具。
九、成語。形容人衣衫破敗，拉整衣領就看見手
肘，比喻生活極為窮困，或是無法顧及整
體，照顧不周的窘態。
十、一種主要生長於熱帶的水果，又名天桃，其
果實長得像鈴鐺。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稱作
水蓊。

縱向：
1. 詩名。唐朝白居易所作的長篇敘事詩，描述
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
2. 稱呼別人或自己配偶的一種慣用語。
3. 俗諺。聽別人述說千百遍，不如親眼看一次
來得真確。
4. 日常用語。用以比喻對所聽到的事毫不關
心。
5. 鋼鐵滾壓製成的鋼條。跟混凝土同屬於建
築或土木工程常用的基礎材料。
6. 下雨天騎摩托車時會穿戴的一種雨具。
7. 形容抽煙的時候，吞吐的樣子。
8. 成語。出自楚人過江，劍掉到水中，便於船
舷刻一記號，打算等到船停止了，再從刻記
號處下水尋劍的故事。後用以比喻拘泥固
執，不知變通。

(答案在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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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樂隊
歌連臣角懲教所的所員於去年 11 月遷往壁屋懲教所，因應設施的轉變，院所暫停步操樂隊
的訓練，改為成立一隊新的爵士樂隊，讓隊員們能繼續接受音樂訓練。爵士樂隊和以往步操樂隊
的不同之處，在於爵士樂隊主要由爵士鼓、色
士風、單簧管等組成，有別於步操樂隊的蘇格
蘭風笛、低音大鼓和軍樂小鼓等樂器，演奏的
音樂亦以爵士及流行音樂為主。爵士樂隊所揀
選的歌曲風格比較輕鬆，旋律比較悅耳，例如
有 My Way、Despacito、Ode to Joy、天空之城、
龍的傳人等。隊員們都很享受學習爵士樂。

起初學習時，隊員們亦遇到一些困
難︰除了因為他們未曾接觸過這些樂器
外，他們亦可能習慣了以往步操音樂的
整齊拍子風格，而爵士音樂的拍子是比
較自由，旋律中亦有較多複雜的切分音
符，導師需要花一些功夫幫助他們適應。
經過數月不斷努力練習，隊員現在已經
能夠演奏樂曲，並得到嘉賓的讚賞，實
在令人欣慰。藉着學習音樂，使所員有一技之長，對他們日後的
更生路也有幫助。音樂既能陶冶性情，亦沒有分國界，是世界的
共通語言，希望隊員們不會輕易放棄，繼續努力，在音樂的道路
上找到快樂、成功感和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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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圓父子丼
為鼓勵所員與家人建立良好關係，院所會在特
別節日舉行親子活動，讓所員藉此向家人表達心意，
去年就舉行了一個名為「『豚』圓父子丼」的父親節
活動。

活動安排了正在教導所接受烹飪和餐飲業訓練
的所員與家人一起下廚，於餐飲訓練餐廳共同製作
特色食物「麵包焗豬扒飯」和進餐，分享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藉以修補及增進彼此的關係。另
外，曾考獲「咖啡拉花班」證書的所員更即席展示他們的訓練成果，以拉花技藝為家人泡調出暖
意滿溢的咖啡。

除了一起煮食和分享相聚的時光，所員更親手
向家人獻上已填寫心底說話的父親節卡和印有勉
勵語句的口罩套，並承諾將來重返社會後，奉公守
法，能夠為家人、為社會作出補償和貢獻。

活動結束前，院所更安排了由臨床心理學家主持的專題講座，與家長分享如何改善與所員溝
通的技巧，從而加強親子互信及關係，並透過簡單的互動遊戲讓家長了解所員的想法，減少雙方
之間的誤解，以提升所員的改變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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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
自 2020 年 11 月歌連臣角懲教所的所員遷往壁屋
懲教所後，所員在新的環境繼續接受職業訓練。

由於壁屋懲教所的職業訓練課程部份有別於歌連
臣角懲教所，因此所員可以學習更多新的職業技能，從
而提升他們的就業競爭能力，例如所員可在屋宇裝修
訓練工場學習鋪木地板、細木工、三維設計和打印技術
等。

在這數月間，部份學員已完成三維設計和
打印技術課程，並考獲課程證書。他們在課程
中學習利用 ZBrush 軟件設計三維模型，然後
運用三維打印機將模型打印出來。所員不但可
利用軟件設計所想，同時更可透過打印機製作屬於自己的作品，大大提升了學員的學習興趣和成
就感。

【角聲】編輯委員會
主席：

懲教事務監督

朱遠明先生

成員：

臨床心理學家

許雅君女士

懲教主任（更生事務）

羅文傑先生

教育主任

蔡霆熙先生

助理教育主任

莫文峯先生

所員

三秒

刊物設計與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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