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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本人已在石壁監獄工作了七年，在這七年間，石壁監獄的學習

氣氛越見熾熱，報讀香港公開大學課程的在囚人士亦與日俱增。

本人日常的工作主要包括為學員安排考試、導修課、辦理報讀課程和協助

申請教育基金等事宜。學員在進修時遇上困難，我也會提供意見給他們，並代

為聯絡導師或在網上尋找資料。

今年，石壁監獄有4名及6名學員分別獲得學士學位及副學士學位，是獲得

學位最多的一年， 此外，更有4名學員考獲優異生獎。學員臉上的笑容或簡單

的一句道謝，就是我工作的最大推動力，縱然辛苦，也覺值得。

學海無涯，希望學員們能再接再厲，利用知識裝備自己，為將來重投社會

作好準備。

石壁監獄

主任教師　　張志明先生

教育組職員與本屆畢業的在囚人士合照

不同國籍的在囚人士表演更生歌舞劇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 
「請各位犯人注意，現正六時三十分，請整理衣著，等待值日官巡視……」

隨著廣播聲響起，各所員開始打理床舖及整理儀容。我睜開眼，視線卻好像仍

被遮蓋。我走到鏡子前，儘管反射出來的影像是扭曲的，但依然看到眼球佈滿

紅絲。忽然，我心頭一緊，「當天」的景像映入眼簾，假如我作出了另一個選

擇，假如一切可以重來，假如……

七年前，於著名男校就讀的我，回到學校迎接高考放榜的喜悅。由於校內成

績不俗，大家對我的成績抱有一定期望。分發成績單後，課室內有著不同的景

象，有些同學因努力得到回報而激動落淚，有些同學因成績未如理想而互相勉

勵，有些則沉默不語，孤單地離開課室。而我，是屬於後者。

在回家的路程中，我不斷收到來電，當中包括父母。然而每次從口袋裏拿出

電話，都只能凝視著屏幕上由電話號碼轉至「未接來電」的字樣，沒有接聽。

直到晚上，一家人共進晚餐，父母並沒作任何追問，只提議我到外國深造。我

拒絕了他們的好意，並提出報讀副學士，再銜接學士學位的想法。父母都同聲

應好，以表達對我的信心和支持。

不久，我便融入了大專院校的生活，可是玩樂時間比上課多。在新朋友的影

響下，我更不時到夜場流連，認識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早出晚歸更漸漸

成了習慣，直到「當天」……

一如以往，我於深夜準備外出，當我走到客廳時，眼前的景像令我止步。媽

媽正在把我的衣物及日用品放進行李箱，並以凌厲的眼神看著我說︰「假如你

今天為了損友離開這門口，那就不要回來。」我理直氣壯地回應︰「只要我堅

守自身原則和底線，他們都不能影響我。」媽媽激動地說︰「我的人生閱歷比

你多，損友們只是利用你！」長輩總愛用經驗說教，因此我決定用行動回應

她，走出這個家，走到另一個世界。門隨隨關上，背後傳來的只有媽媽的飲泣

聲，我握著門柄良久沒放。「叮」一聲，電梯門開啟，我的「朋友」正在向我

揮手。在情緒糾結下，我選擇了放手，踏進電梯裏隨「朋友」而去。

「犯人編號3……準備探訪。」到達探訪室，眼前的媽媽衣著沒多大變化，

臉上的皺紋卻反映歲月的流逝，這種有隔膜的對話不經不覺原來已維持了六

年。這天，我決定把多年的遺憾一一向母親細訴：「假如我當天不是自以為

是，一切都可以……」媽媽打斷了我的話，說︰「傻小子，重來不一定要回到

過去，作出不一樣的選擇，何不把『重來』放眼現在和將來，讓我們重新建立

愛？」我會心微笑道：「媽，我這個小孩，往後請你繼續照顧。」

石壁監獄  藍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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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來一次 ‧迎回美滿
我生於一個小康之家，與父母同住。由於我是獨子，自小在家裡深受寵

愛，物質生活也從不缺乏，而中五畢業後我便投身社會。在我十八歲生日那

天，三位同事說要帶我見識一下，為我好好慶祝這個步入成年的大日子。他們

都故作神秘，不告訴我到哪裡慶祝。下班後，跟他們乘坐的士前往港澳碼頭，

我才知道目的地是澳門。最初是有點不情願的，但為免掃興，遂跟他們一起乘

船到澳門。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澳門，對一切都充滿好奇。我們選了碼頭附近的賭場，

兌換了籌碼後便四處碰運氣。我在百家樂賭桌旁坐下，在那裡，我渾然忘了時

間，很快便到了清晨。這一次我贏得五千多元，是眾人中收穫最豐富的，回港

前我們還到酒店大吃一頓慶祝。

這一次贏錢的經歷，不禁使我覺得自己在賭博方面有天份，於是便有第二

次、第三次。開始時都很成功，我對自己更越來越有信心，投入的注碼也越來

越大。後來，我在白天上班時也心不在焉，常常於下班後往澳門賭錢，每一次

都是瞞著家人。有一次，我手風不順，接連輸光了籌碼，提款額也用盡，便被

游說借數萬元捲土重來。輸了一千，就想用雙倍注碼追回輸掉的錢，豈料事與

願違，我唯有帶著那些放債人回家要錢還債。父母得知我闖下大禍，痛罵了我

一頓，幾經辛苦才替我還清欠債。為此，我也後悔了一段日子，差不多兩個

月，每天下班後便回到家中，不敢放肆。但我始終心癢難耐，偷偷向公司告假

前往澳門，輸光了便回港向財務公司借錢。每次我也希望收復失地，但結果總

是輸多贏少，債務亦越滾越大，甚至到了連財務公司也不願再借的地步。我把

心一橫，竟偽造虛假文書騙取銀行貸款，最後被捕並被判監三年。那年，我才

二十歲，初嚐失去自由的滋味。一天晚上，我獨自在囚室哭個不停，我問自

己：「我為何會弄到這田地？我的人生是不是就這樣完了？」過往的片段不由

自主地湧現，想起孩提時父母對自己呵護備至的畫面和校園裡無憂無慮的日

子……

賭博，使我賠上了前途，也連累了家人。要已退休的父母代我償還賭債，

我實在虧欠了他們太多。從我第一次踏進賭場開始，已不知不覺把自己的人生

也押下去了。我但願可以重來一次，回到十八歲的那天，果斷拒絕同事的邀

請，迎回美滿的人生。
石壁監獄  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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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可以重來 
最近在電台節目中聽到美國一份調查報告，數據顯示於2016年因吸食

毒品「冰」及「可卡因」而死亡的人數竟有數萬人。聽到這裡，我不禁想

到，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一定不會販毒。

單單在美國本土，一年就有數萬人因為毒品而失去性命，這個數字是

多麼可怕。但是大家再仔細想一想，這些死亡的人均有父母、兄弟姊妹、

另一半甚至子女，所以當中真正因毒品而受到傷害的何止數萬人，而是數

萬個家庭。這些人當中，有些是為人子女的，他們由父母一手養大培育，

但就這樣因為毒品而離世，可想而知父母是多麼痛心。作為子女應該做的

是孝順父母，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一個小朋友從出生到學懂走路，直到

畢業後在社會工作，其間父母所付出的心血和與子女建立的深厚感情，是

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作為子女，因為毒品而斷送生命，離開辛辛苦苦養

大我們的父母，離開這個美好的世界，實在不該。有些則是為人父母的，

就這樣掉下另一半及子女，是多麼的不負責任。如果小朋友年紀還小的

話，另一半就要身兼兩職，既要賺錢養家，又要打理家務，照顧孩子，家

中遇到所有問題、困難都要由他/她一個人去承擔，摧毀了另一半一生的幸

福。單親家庭或多或少會對小朋友的成長帶來影響，例如學校開放日、親

子旅行，見到其他同學均有爸爸媽媽陪伴出席，小朋友心裡難免會有點不

快樂。現今社會，不只成年人會跟人比較，其實小朋友也會跟其他同學比

較，所以可能會導致他們因來自單親家庭而感到自卑。可能有人會覺得，

單親家庭令小朋友更堅強、更成熟，但是能讓小朋友健康地成長，不是每

個父母都應該做的事嗎？更何況，只要遠離毒品，就可以輕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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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2018年，本是一個新的開始，但很不幸地，在報章上見到兩宗很

悲哀的新聞，其中一宗是一個女人涉嫌殺死自己12歲的親生女，並將其肢

解。據報導指她有吸食毒品的習慣，試問一個正常人又怎會向自己的親生

骨肉下毒手？但如果她真的受毒品影響而殺死自己的女兒，那麼在回復清

醒時，她怎能面對這一切，怎能接受自己手刃親生女的事實呢？她一定會

非常後悔吸食毒品，斷送了女兒的生命。另一宗是一個年輕男子吸食冰毒

後用電鑽殺害25歲的女朋友。報導指這名男子吸食毒品已多年，家人也表

示他曾經出現幻聽、對著牆說話、自言自語等古怪行徑，可想而知，毒品

對人的傷害是多麼大。據說死者是一名單親媽媽，且育有四名子女，所以

這名男子不單殺死了一位年輕媽媽，也同時使四位小朋友失去了母親，這

是多麼殘忍的事。「如果人生可以重來」的話，我相信他們一定不會再選

擇吸食毒品。

　　有很多販毒的人都指自己從沒有叫人吸毒，亦沒有叫人買毒品，甚至

用毒品買賣只是市場供求現象等的藉口，以推卸自己遺禍社會的責任。但

是為甚麼要做這個間接的幫兇呢？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可以選擇不做這個

幫兇。寫到這裡，我非常慶幸自己當日所販運的毒品並沒有流出市面，沒

有成為一個幫兇。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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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f life gave a second chanceWhat if life gave a second chance 
Sometimes, we act without thinking about the consequences. Indulging in 

illegal activities not only has serious repercussions but also ruins our lives and 

affects our loved ones and the  society at large. 

In a big city like Hong Kong, among the huge number of offenders in all 

prisons, quite a number of them are re-offenders. Have those offenders been 

given a second chance before? A second chance is not about releasing a 

prisoner from prison but to equip an offender with living skills and provide 

free education since the majority of offenders have not finished their 

schooling yet. Tuition fee in Hong Kong is so high that most families cannot 

afford it. Rehabilitative process, such as education enables prisoner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ommunities as it is possible for them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communities and uplift their livelihood. Why doesn't the government give 

offenders free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living skills like other countries do and 

make it compulsory? 

Without proper integration program, releasing a prisoner with no living 

skills is not helping; especially in a society with discrimination and stigma. 

Communities at large need to be educated to give ex-convicts a second 

chance. 

If life gave a second chance, I personally would change one thing, I have 

thought before. Do more to uplift myself. In the past, I wanted quick riches 

and always took drastic decisions. If life gave a second chance, I would study 

more so that I can get a better job. However, this could only happen when the 

society meets us half-way and when most ex-convicts have skills in need and 

they can play a role in the community. 

Shek Pik Prison Good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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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f life gave a second chance

 

 

What if life gave a second chance 
What is life? To my understanding, life is a precious gift that you should 

appreciate and embrace gracefully as one day you must give it back. 

Have you ever thought why you need to give your life back, and to whom you 

need to give it back? I have thought it numerously and I could not grasp a clear 

meaning to explain it here. Perhaps you may also find that it is mysterious and 

difficult to answer objectively. However, you can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life when 

you learn to give meaning to it. 

Ironically, at some point of life, when you go through a phase of suffering, you 

start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life. For the past 20 years, suffering has been a part 

of my life and has become my great teacher. This prison journey is a way of learning as 

it helps me reflect my awful and messy past, teach me not to take life for granted and 

see life in a different perception. 

You would not realize the value of freedom unless it was taken away from you. 

Freedom is deprived of from my life. However, prison life is a valuable lesson for me 

as it helps me look into my life, to appreciate and enjoy the present moment. Now I 

take each day of my life as if it is the last day. I devote my self to create something 

that gives purpose to my life. 

The prime years of my life slipped away, I see a phase of emptiness in my life that 

has no trace of good memories to cherish about or recognize at and for retrospect. I 

question myself that how I wish to be recognized by the others, how I could start 

anew in a meaningful way so that when I fade from this world, other people can 

remember me as a better person. 

I wish I could change my past and redo my life all over again. If life gave a second 

chance, I would definitely live my life rationally. You may wonder that it is my wishful 

thinking. Who do not want a second chance to rectify their past mistakes? 

Though we cannot change our past, we can change ourselves. The change only 

comes from you and it begins with a decision if you are determinate and committed 

to make a change. 

Shek Pik Prison  Sa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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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開始，我被囚至今，已三年了，親身體驗到蹉跎歲月的艱難。

三年前，我像活魚突然被拋在泥路，天旋地轉後奄奄一息、精神恍惚、行事處處

碰壁、工作屢屢失誤，常累及前輩無辜代受責備。有一次前輩終於忍不住說：「我看

你一表人才，不像那麼差勁的。」我被刺進痛處，隨即反駁：「你看錯了！我本來正

是如此差勁的！」之後，我陷入沉思，究竟「本來的我」是怎樣的？

我竭力撕開記憶的封條，找尋歷史的片段，誰知真相卻慘不忍賭。我赤裸的靈魂

百孔千瘡，我一直不甘平凡，鋌而走險，任性妄為，以一家人的命運作賭注，追逐虛

幻的名利功業，執迷不悟。就如某天在院所內有二人商討公務，我因私事打擾，結果

被嚴斥一頓。此事表面看來，我只是無心之失，但卻反映我的本性習慣妄顧他人，從

來只以一己之意行事。我工作常出錯、失責，亦只因內心深處仍暗自不凡，築牆自保

自困，從未認真悔過，真正融入院所的生活。

蹉跎歲月雖艱難，但面對自己的不堪更難過。每段記憶，盡是羞愧和歉疚。當我

徘徊在無盡的自責和遺憾時，幸得塘福懲教所職員的體諒和開解，令我釋懷；亦喜遇

宗教班義工的關懷和鼓勵，讓我感恩。他們就如黑夜的繁星為我引路，像寒冬裡的焰

火送我溫暖。我摒棄昔日愚行妄為，還原「本來無一物」，重新洗煉靈魂，藉著學

習、閱讀、運動、繪畫和寫信充實自己。累月經年，我漸漸聽到清晨霧散的鳥鳴，看

到每年花開花落的無常和領悟每天囚者進進出出的因果。

彩雲易散琉璃脆，世間好事皆不耐折磨。愛惜自己，照顧親人和喜樂助人是我下

半場人生的目標和成就！

 塘福懲教所  鮮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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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於明天，實踐於今天 
我是一名被法庭裁定謀殺罪名成立的終身囚犯，我對所犯的罪行深感後悔，在獄

中努力改過自身，希望能有機會重回社會，而不是永遠淪為被囚的一份子。

　年青時不負責任、不顧後果的性格，驅使我犯下謀殺的罪行，對受害人帶來不可

彌補的傷害，同時使受害人的家人遭受失去至親的傷痛，以及對其家庭帶來永久的影

響，這一切實不容我輕視自己所犯的罪行的嚴重性。我在服刑期間，一直對所犯下的

罪反省，深感後悔和內疚。此刻，我最希望向受害人及其家人衷心說聲「對不起」，

以示我的愧疚和懺悔，雖然這句無力的道歉，無助減輕這個已造成的傷害，但我仍希

望藉著道歉，紓減受害人家人在精神上的痛苦。

入獄前，我從沒正視過自己生活及行為上的問題，也沒有注意到自己的不足。我

於窮困家庭成長，童年的我性格反叛衝動，完全抗拒家人對我的管束和教導，於求學

期間因無心向學而輟學，更在毫無管束的情況下，變得更放縱。結果，我在不良朋友

的影響下，失足沉淪，誤入歧途，最終犯下此嚴重罪行。

「終身監禁」這刑罰猶如在我的生命畫上休止符，我無法思考，前面只有灰暗和

絕望，因此在入獄初期，我對前途不存希望，於改過自身方面，也沒有目標。正當我

對前途感到悲觀消極的時候，一班義工朋友鼓勵和支持我，我的家人對我不離不棄，

使我在獄中鼓起勇氣，重拾人生。人非草木，我撫心自問，自己過去種種放縱任性和

自私的行為，實在傷透家人的心。

希望可以寄託於明天，行為必須實踐於今天，這是我覺醒到要對錯誤和失敗的人

生作出重整的新開始。無可否認，在更生的初期，我的進展並不理想，思想上不斷掙

扎，遇到適應上的困難，但當念及家人對我的關懷和期望，並以堅定的信心去支持我

時，我對自己的軟弱慚愧不已，於是我勉勵自己要堅強地面對挫折和困難，要正視過

去的錯誤和缺點，努力改過自身。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興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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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點再擁抱 
「我 遺憾抱緊你未夠  時候到了不可擁有……」

最近，每次扭開收音機都總會聽到這一首電台最近熱播的流行曲。感人的

歌詞、動聽的旋律，總是叫人不禁隨歌哼唱，今早也不例外，一扭開收音機便

聽到這句。我如常地哼唱著，等待出倉，迎接著新一天。六年刑期對我來說固

然很長，但也不是不能接受，因為犯錯就得承受後果。「我有的就是青春，就

是任性」，我本來是這樣想的，可是我今天才發覺自己要承受的不只是有限的

刑期，還有無限的遺憾，承受後果的更不只是我一人，還有所有疼愛我的人。

今天我如常的於監獄工作，期間突然被通知前往探訪室接電話。這裡不是

辦公室，也不是大酒樓，不會提供甚麼接線服務，能「享用」此項服務的情況

多數只有一個，就是要迎接壞消息。拿起電話，聽到的是一陣飲泣聲，那是媽

媽。她告訴我嫲嫲病情急轉直下，恐怕是時候要離開人世。此刻我腦內一片空

白，雖知道這幾年嫲嫲身體一直不太好，但從沒想過她的情況會變壞到這程

度，更沒想過她會那麼快就要離開。她說嫲嫲這些年渾身病痛，吃不下，睡不

得，生存也只為能見我最後一面。可是她最近病情急劇惡化，只希望在離開前

能聽聽我的聲音。隨後聽筒傳來一陣柔弱的呻吟，是嫲嫲，她正不斷努力地叫

喚著我。我鼻頭一酸，腦內由空白變成渾沌，有太多話想說，卻不知該說甚

麼。這可能是我跟她最後一次對話，可是面對一個將要離開的親人，我該說甚

麼？自長大後，我和家人經歷過生離，卻沒有經歷過死別，我的腦子焦急地空

轉著，最後只能不受控的重覆喚著她，加幾句沒甚作用的安慰說話。

「我也知要鬆手卻 捨不得你走……」

又是這首熱播的流行曲，可是今晚我已唱不下去。腦裡全是嫲嫲陪伴我成

長的片段，接著是無限的後悔與自責。為什麼要她來承受我犯錯的惡果？為甚

麼要她抱著遺憾離開？隨後便是無盡的淚水。

 「 我承諾過的會做到  望你遠方都聽得到  不必擔心 我定能安好……」

一整晚淚水洗禮過後，生活還是要過。不同的是，現在我心中多了一份

「遺憾」。這詞語雖然負面，卻是迫使我成長的重要元素，不斷警剔著我要更

珍惜身邊人。

嫲嫲，希望你能從病痛中得到解脫，希望你能在遠方看著我長大。我會把

遺憾化為成長的動力。我會變得更加勇敢，因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們會再重聚。

「從今以後努力做人 耐心等到  終點的那刻  再擁抱」

 嫲嫲，我愛你！

石壁監獄  鑽歡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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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被囚禁的路崎嶇難行，是什麼力量讓我在看似無法走下去時，

仍能繼續前行？簡單地說，填補心中的憾事是我能走下去的理由。

離開家門，走入監獄，一直是我鎖在心頭的憾事，我遺憾的不是走入監

獄，我遺憾的是離開家門。曾經有一段漫長的時間，我認為我的少年時代極度

不快樂。何解一個小孩子，要承受那麼多？那時我覺得自己十分孤獨、無助。

我不懂、不願、也不想表達潛藏在我心底的鬱結及不快樂的原因，只想盡快離

開這個令我透不過氣的「監獄」，追求自己認為的自由！

十五歲那年我終於離開了我認為的「監獄」，尋覓心中一直追求的自

由，但上天很懂得開玩笑，因為在家門外等候我的，是四面圍牆的監獄。 圍

牆內，時間並不存在，剩下的只有潛藏在腦海中的過去；圍牆內，時間是無盡

的，要想盡方法才能消磨掉。無盡的時間讓我可以無止境地翻閱過去，將回憶

打開，但除了家之外，其他地方都是一片模糊。原來，我所有快樂的片段全部

都來自家人：父親帶我去烏溪沙釣魚、母親為我煮的豉油雞、弟弟與我打機時

的默契 ……所有的片段都是支持我在四面圍牆生活的動力。除了家之外，根本

沒有地方能教懂我何謂愛，亦沒有人能帶給我安全感和快樂。原來，我從不孤

單；原來，我只是太幸福，幸福到承受不起任何逆境；原來，我一直擁有愛我

的家人和幸福的童年。我從不孤單，只是我將叮囑當作囉嗦；將父母的憂慮視

為多管閒事；將他們的苦心當作枷鎖。每次翻開記憶，後悔、自責、遺憾的感

覺不斷湧現，不受控制。我最大的憾事就是將天堂一樣溫暖的家，當作冰冷的

「監獄」。

遺憾是一種感覺，是對一些往事看透得太遲，當發現時流走的歲月已經

不能回頭。今天，如果有人問我，會用快樂還是悲傷來總結過去的人生，我相

信我會選擇快樂，因為我曾擁有幸福的童年。我充滿期盼，期盼有一日可以由

監獄回到家園，填補心中的遺憾。雖然，我在監獄中才意識到幸福童年的珍

貴，雖然這個期盼未知何日才能實現，但憑藉這些回憶，依靠這份期盼，我才

能走下去，抹掉遺憾。

鎖在心頭的憾

石壁監獄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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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生路上，我曾面對過不少傷心和沮喪，如前途問題、與家人分

隔及生活上的轉變等。今日能夠處理好過去的問題，重建正面的人生態

度，懲教署全面的更生計劃和專業的輔導確實是我整理人生、重建自

信、積極更生的導航明燈。

在署方的鼓勵下，我加入了石壁監獄的Striver樂隊成為主音。多年

來署方一直鼓勵我創作歌曲，抒發情感。在服刑期間，父母相繼離世，

失去雙親的痛，令我更明白親人的重要性，亦成為我決心改變、努力更

生的原動力，對父親的思念亦成為我創作「掛念」這首歌的原因，我更

因此喜獲與醫藝盟管弦樂團（以下簡稱「醫藝盟」）的合作機會。

認識醫藝盟是來自2004年他們初次到石壁監獄的義演，成員精湛的

技術，親切的態度，令初次接觸管弦樂的我如沐春風，發現原來音樂可

以如此壯麗，如此精彩動人！

自此之後，懲教署與醫藝盟有更緊密的合作，讓醫藝盟各成員能夠

有更多的機會到院所義演及探望，透過身體力行、音樂上的交流和支

持，令我們在囚人士對社會大眾有更多的接觸和更深的了解，真正感受

到人間有情。

在署方的鼓勵及安排下，Striver樂隊與醫藝盟在音樂上有多次合作和

交流的機會，例如2010年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辦的「醫藝盟繫心中

國醫者籌款音樂會」，創作大會歌曲「沿途有愛」，為內地孤兒籌款，

及多次在石壁監獄證書頒發典禮上與我們Striver樂隊合作表演。今次有

幸再次與醫藝盟合作，並選擇了我創作的歌曲「掛念」作為表演樂曲，

這對我實在意義重大，讓我深刻體會到圍牆內的我們都不是被拒絕、被

放棄的，只要我們願意努力改過，仍可出一分力，感染別人，回饋社

會。

石壁監獄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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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醫藝盟管弦樂團

首先非常感謝你們對在囚人士的支持，我是名被判處長期監禁的犯人，在獄中參

加由犯人組成的樂隊，隊中成員希望透過歌曲分享，帶出在囚者的更生信息。其後，

透過懲教署及文子安牧師的安排，使我們有幸認識「醫藝盟管弦樂團」，而透過和貴

樂團的合作演出，使我更了解音樂除可分享信息外，亦能治療別人心中的傷痛。

與貴樂團多次合作中，令我最為深刻的是2014年度證書頒發典禮的合奏演出。當

時所選的三首歌曲，包括「You Raise Me Up」、「不再猶豫」及樂隊自創歌曲「我信

可再飛」，各有不同的難度，所以這三首歌曲的合奏部分對我們樂隊確實是一大挑

戰。在演出當天，幸得醫藝盟管弦樂團的帶領，令會場氣氛十分熱烈，也令我們樂隊

明白何為專業的音樂演出。

我除了感受到貴樂團對音樂的專業精神外，也很敬佩貴樂團對社會公益不遺餘力

的貢獻。當中的顏先生、顏太太及鄧子康先生等樂團成員，為了支持我們，每年都會

出席在囚人士的證書頒發典禮。這份對別人的關心及支持，除了是我們更生的一大動

力外，也是要向你們學習的人生功課，亦令我明白到如有能力，應多關心及幫助有需

要的人。

石壁監獄 森仔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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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有情，信是有 愛》
 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

夜幕低垂，兩鬢斑白的阿民從睡夢中醒來，回想起他的前半生，感嘆

自己因為當初的年少輕狂而鋃鐺入獄，也奪去一條寶貴生命。

阿民生於黑幫家庭，由於父親崇尚武力，所以對阿民的管教都習慣以

暴力去處理；阿民做錯了事，被拳打腳踢是等閒之事。「和別人打架，輸

了便不要回家」這句話亦是阿民小時候父親常對他說的，自此暴力思想便

一直伴隨著阿民，深深地影響他的言行舉止。

從小面對父母和哥哥的打和罵，導致阿民的自我價值一直很低，覺得

自己是沒人愛的。早在小學時期，阿民曾數次離家出走，可是每次被父親

尋回後例必遭痛打一頓。嚐過苦頭的他也漸漸打消離家的念頭，縱然人留

下來，可是心中卻有一根拔不掉的刺。對「家」失去了感覺，對所有人更

彷彿都存有敵意。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阿民步父親後塵加入了黑社會，聯群結黨，吃

一口江湖飯。他認為萬事皆以利益為先，義字放兩旁，無需要理會他人的

感受。他吸納年紀比他小的人為手下，要是遇上任何反抗，必定依仗暴力

令他們屈服。手下們表面上對他恭恭敬敬，實際卻是誠惶誠恐。阿民策劃

了多次搶劫，天網恢恢，最終他因持械行劫及謀殺罪被判終身監禁。

縱使身陷囹圄，阿民依然故我。他習慣以負面的角度來理解別人的行

為和動機，抱著「以牙還牙」的宗旨做人。首十年的鐵窗生活，違反紀

律、聚眾生事對他來說實屬平常不過。當時的阿民好像對一切事都漠不關

心，完全封閉自己的情感。

 如果可以重來，阿民的人生是否又會不一樣呢？

後來，一位探訪義工風雨不改定期到懲教院所來探望他，不求回報地

關心他，更從沒有因為他所犯過的罪而看輕他，令他意識到暴力以外，自

己還有其他存在的價值。這位義工多年來無私的關心和堅持，深深觸動阿

民的心靈。因為愛和尊重令他再次願意相信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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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接觸心理組，在一個感到安全的治療環境中，阿民嘗試打開心

扉去了解自己過往的暴力行為和探索改變的可能性。他參加由心理組開

辦的「預防暴力心理治療計劃」，在臨床心理學家和職員悉心的協助

下，花上十年的時間去學習計劃不同單元內有關於衝突處理、情緒管

理、建立同理心的知識和技巧，並加以實踐。

現在的阿民雖然未能談得上是完人，仍有不足之處，但與入獄前比

較絕對是判若兩人。他明白人際關係是雙向、互動的，除了學懂了多從

他人的角度思考，更懂得虛心接納別人的意見。仰賴他的信仰和終生學

習的態度，阿民帶著正面的願景展望未來。

一個曾被傳媒廣泛報導為殘忍暴戾的殺人兇手，經歷了廿五載牢獄

生活，能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撇除歲月的洗禮和他自身的努力學習

外，慶幸的應該是人間有情，給予他改變的動力。

信是有愛！若是你願意打開心窗，便能感受到別人對你的好，說不

定你身邊的守護天使早已經出現了。

 共勉之！

石壁監獄

臨床心理學家  龔詠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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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人士也可當義工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在囚人士即使身在獄中，仍可以參加由義務工作發展局舉辦的「活得更精彩」送

贈心意卡計劃，成為義工服社群。在囚人士可製作一些心意卡、生日卡等，再經

義務工作發展局轉贈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一年內製作100張心意卡（50小時義務

工作）者，可獲銅獎；製作200張心意卡（100小時義務工作）者，可獲銀獎；製

作400張心意卡（200小時義務工作）者，可獲金獎。於2017年，石壁監獄共有

4人獲金獎，5人獲銀獎，14人獲銅獎。義務工作發展局表示，他們的服務對象都十

分喜歡在囚人士製作的心意卡。一些在囚人士更指出，他們在囚期間得到懲教署

職員和志願機構的關懷及協助，走出人生的低谷，因此深明接受幫助時的那份喜

悅，並希望在公餘時間略盡綿力，回報社會。署方亦十分支持在囚人士參與送贈

心意卡計劃，以表達對社區的關懷，並有助在囚人士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和對社會

的歸屬感。有意參加該活動的在囚人士，請向更生事務組查詢。

石壁監獄

二級懲教助理  俞國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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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監獄在囚人士的設計和手繪作品

中國畫 中國畫

聖誕咭

生日咭 紀念品

繪畫：正全

繪畫：子賢設計：阿南

繪畫：賢仔 設計：日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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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活動 

2018 離島區禁毒滅罪助更生嘉年華 Thank You NGO Month 2017 

2018離島區禁毒滅罪助更生嘉年華剪綵儀式 懲教署官員與佛光會代表合照

懲教署職員與嘉賓合照 懲教署官員與基督教更新會代表合照 

懲教署於場內設立攤位遊戲，宣傳禁毒、滅罪

和助更生的信息
懲教署官員與回教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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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牧愛會聯同堅道浸信會的教友於復活節

假期在石壁監獄舉行佈道會，教友以舞蹈配合

詩歌，將耶穌基督的愛帶給囚友

基督教更新會聯同置富浸信會的教友於

聖誕節在石壁監獄報佳音，向在囚人士

分享耶穌基督降生的信息

置富浸信會的教友與在囚人士玩遊戲

宗教活動
7.熟口熟面

8.好齋

9.有板有眼

1 0.該煨

1 1.悶極（M o o n c a ke）

1 2.嚇死人

1.唔捨（寫）得

2.有聲（腥）氣

3.無得彈

4.食水深

5.乞人憎（黑人僧）

6.引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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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動動
數獨

在九個3 x 3的九宮格內已經有一些數字，大家要把1至9各個數字填在空格

內，而在每一直行及橫行的數字也不能重複。大家別小覷它，要小心推敲

啊！ 

歇後語知多少

1.甩頭筆        

2.賣魚佬

3.濕水棉花

4.航空母艦

5.非洲和尚

6.撒路溪錢

7.火燒豬頭

8.鼎湖上素

9.脫毛牙刷

10.番薯跌落灶

11.番鬼佬月餅

12.棺材頭燒炮仗

（答案請在本刊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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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味趣
考考你眼力

以下兩幅圖，共有十個不同的地方，請你把它們找出來吧！

（答案請在本刊中尋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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