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柱監獄

主任教師 彭兆忠

由低設防及專門收押青少年在囚人士的歌連臣角懲教所到高度設防

及收押被判重刑在囚人士的赤柱監獄，不經不覺我已在懲教署工作超過二

十年了。因工作崗位的調配令我有機會分別接觸到青少年及成年在囚人

士，亦得以體驗在面對不同階段的在囚人士時不同的工作方式。

青少年在囚人士不論在那個懲教院所服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天

真」—那種少不更事的天真，他們雖然因為犯法而鋃鐺入獄，但仍舊是一

個不折不扣的少年人，例如他們愛看卡通片，別以為我在說笑話，這是我

在歌連臣角懲教所任教時發現的。當年那些教導所所員刑期一般約十至二

十個月，除了接受半天教育課程（中、英、數、通識教育及資訊科技教育

課程）外，也會鼓勵他們報考兩至三科專業考試。有一次因批改其中幾位

所員的練習時，想向他們更詳盡解釋當中的錯處，於是在晚飯前的「電視

時間」請他們到飯堂外進行個別輔導，雖然他們都用心聆聽，但我卻感覺

到他們的心不在焉，當時我沒有在意，覺得是少年心性不定吧。不過，改

天上課時，那幾位所員的臉上似乎仍掛著一絲納悶，我嘗試了解時，他們

當然沒有說甚麼，可是其他所員卻代為說出心聲，原來那次輔導讓他們錯

過了一套心愛卡通片的精彩情節，我頓時晃然大悟，別看他們都是因犯事

而入獄，但骨子裏其實都是與時下年青人無異。

之後我調任壁屋懲教所，那處收容的是罪行較嚴重及刑期較長的二

十一歲以下青少年，如其他收容青少年的院所，除常規課程外也會鼓勵他

們參加各種專業考試，記得到任後不久，在晚飯前的「電視時間」請一位

所員到飯堂外講解專業考試的練習，印象中他的評分不錯，講解完畢後便

請他回飯堂準備吃晚飯，但他仍站在那裏，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我以為

他還有甚麼不明白，我清楚記得他說：「我評分也不賴，老師，我想……

，我想你稱讚我一下！」我呆了一秒後，稱讚他作業的表現，事實上他真

的提醒了我讚賞的重要性，亦令我明白到，對於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一句

稱讚，原來是他們一直所渴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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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於最高度設防的赤柱監獄工作，這裏關押干犯嚴重罪行的

成年在囚人士，包括非常長刑期甚至無期徒刑的甲類犯人，我在這裏的

工作是協助他們報讀各類課程及公開考試，在此我遇到一直努力不懈進

修、默默地工作、一心等候獲得刑期覆核的在囚人士，我亦見證了不少

成功獲覆檢委員會批出刑期的成功例子。不過，我不能只說美好的一

面，在此我亦遇過令我非常感觸的事情。我曾重遇一位在歌連臣角懲教

所教導過的學生，為此我的心抽痛了一陣子。後來他主動要求面見並請

教我有關進修的計劃，我發現他這次真的成熟了，並懂得為往後的日子

打算，我才放下心頭大石，我有預感他這次必定會成功，不會再重蹈覆

轍。

希望這篇文章有幸讓有能力扶他們一把的有心人看到，給他們一

個浪子回頭的機會，讓他們重新為社會作出貢獻。

2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

義工 悟空

在特定場所裡，某些言詞會成為忌諱的。例如：在監獄裡，大家

都避免說「再見」、「再來」等，因為在監獄裡面再見，代表蓮友又行

錯路。人人都能面向光明，走上正確健康的道路，這是我們佈教的最大

期望。佛教講「回頭是岸」，人總會犯錯，但只要知錯能改，不再重

犯，則生命可以逆轉，人生可以重見光明。

我２０１３年開始佈教，地點為大潭峽及勵志懲教所，我所接觸

的都是青少年在囚人士。因我初次佈教，不太懂得控制場面及適時作出

回應，所以遊戲組織鬆散、講話離題，因此令在場人士未能掌握重點。

加上年青人較拘謹，所以當時的反應亦較冷淡，未能積極投入活動，甚

至有時太累會打瞌睡，或同學之間不斷談話等，因此佈教的初期確是面

對著困難。

面對同學皆屬青少年，於是我們將活動內容稍為變更以配合其年

齡層，以短片、小遊戲、唱歌等不同形式加強互動，再加上星雲大師人

間佛教提倡的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和四給：「給人信

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信念，建立同學的正確價值

觀。經過內容調整後，與同學之間的距離逐漸拉近，成功破冰。同學從

初時抗拒，到離開時問我們下次何時再來佈教，當中的轉變代表我們的

路走對了，也被他們接受，這是我們最大的得著。

同學有時會問我們，佈教是否有報酬，其實佈教不但沒有錢，還

要自己津貼車費，日曬雨淋，路途遙遠，還要犧牲陪伴家人的時間，可

說是辛苦的。但當見到同學因佈教而有所領悟，就覺得一切付出都是值

得。同學很聰明，雖然有時會表現得漫不經心，甚至打瞌睡，但當我們

重問電影或故事中的內容，他們都會記得。有時活動會教他們在紙上寫

上向佛陀的祈願，寫願望的時候因為採用不記名的形式，發覺他們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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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從「心」出發，寫得很好、很正面。

特別記得有一次我們教同學將許願的紙摺成一朵花供佛，原以為

男孩子手工應該不是這麼靈巧，那想到他們都很用心學，合作而投入，

而且摺得非常美。學員對摺紙花具天份，完成後非常有成功感。可見人

心雖有迷失的時候，唯只要善意引導，他們都願意洗心革面，所謂「放

下屠刀，立地成佛」，心靈都可以變得清淨善美的。

幾年的佈教經驗，最難忘的一次要說是在院所遇到一位前學生，

當時他主動叫我，表示中二已離開學校，但仍記掛著學校的老師，托我

代為問候。人生的路有很多條，沒有正確的指導，很容易走錯路。但就

如玩謎宮一樣，只要重新找一條光明善美的路，人生的出口就不會遠。

佛教指人人皆本具佛性，只要能循佛道而行，大家都能成聖成佛。

「願將佛手雙垂下，撫得人心一樣平」，佈教的工作已在蓮友的

心裡，種下了向上、向好、向善的菩提種籽，期待這些種籽早日發芽，

茁壯成長。不是「不要再見」，而是祈願蓮友能重新上路，找到人生意

義，未來在佛道上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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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柱監獄

阿新

我雖然不能預知明天，但我可以利用今天。在人生的旅途上，總

會有高低起跌和荊棘的攔阻，遭遇到不同的挫折或痛苦的經歷，又或是

各種離離合合，但這些都是磨練意志和毅力的考驗。

我本是一個普通市民，每天過著營營役役的生活，盼望的就是擁

有一個家，過著平實的生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犯罪，當然我有時也

會亂過馬路或隨地掉垃圾，但從未試過因為犯法而要上法庭。二十多年

前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上了法庭並且被監禁到現在。

這些年來我發覺每個人看問題的角度都會不同，有一些人很正

面，面對困難時會把它視為挑戰，要克服它、要戰勝它，不會因為困難

而退縮。但在我這個圈子裏的人，不知道是環境的影響還是心理的影

響，我們總是習慣從負面的角度去看事情，往往只會從黑暗面去想，面

對困難時我們很容易放棄以及很容易出現負面情緒。再加上無了期的等

待，那種空虛感以及不確定性令等待變得更痛苦、更艱辛。日子一日一

日地過，五年、十年、二十年，看著父母慢慢年華老去，從一個月來探

訪數次，慢慢變成數月才來一次，最後連說再見的機會也等不到，內心

的煎熬真的不是筆墨所能形容。每次刑期覆核的等待就如同發成績表一

樣，反映自己這些年來努力的成果，「同桌食飯各自修行」，有一些人

在更生的道路上努力改進自己，有一些人則隨遇而安，有些人更我行我

素，而我就選擇了努力。我在院所內參加各種活動、課程以及宗教聚

會。而每次發刑期覆核的結果時，往往都是由盼望有好消息到最後換來

一句「所服的刑期還不足夠」，即使如此，我也安慰自己只要努力做好

自己，下次覆核的時候就會有希望。

信念存在於我們心中，只要我們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有希望，

美好的事情就會發生。二十多年來當然有絕望、失落、迷失方向的時

454 



  

候，但我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一切唯心造」，「勿以善小而不為，勿

以惡小而為之」。最近我終於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成績表」，而我亦即

將展開人生新的一頁。自信是成功的基礎，努力更生是成功的步驟，當

你在更生的道路上努力，美好的明天自然會靠向你。忘掉昨天；努力今

天；期待明天，大家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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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下水那一刻，我感到水是冷的，但我知道，一定要游到對岸
！」好友說。

像是水運會甚麼的，我暗暗為他打氣，努力！加油！努力！加油！

「真的筋疲力竭了！」好友繼續說：「終於看到了五光十色的花花
世界，啊！東方之珠原來是這樣的！」

哦！原來他說的是偷渡。

在七十年代，這種事情時有發生，人們拼了命，向著夢想那邊游過
去。

有成功的，有失敗的，甚至因此而付上性命的，也有不少。

「好友」是我們赤柱的一名所員，也是我這次心理課堂的同學。

「跟我一起來的同村兄弟，今天都上岸了，我則差點被淹死！」說
到感觸處，好友不由自主地心酸落淚起來。「為甚麼會這樣呢？是命運
的安排嗎？是不是啊？」越說越離題，越說越激動，還激動得雙手握起
拳頭來。

「Cut！停一停。」

大聲喊「Cut」的，不是別人，正是我
們Stanley的臨床心理學家Dr.Lee。

說罷，Dr.Lee又停了下來。半晌，才
說：「好吧！今天我們談游泳！」

十多位同學你眼望我眼，大惑不解。

赤柱監獄

首良 

67



  

	

	

	

	

	

	

	

	

	

	

	

	

	

	 	

	

我們的「游泳課」就這麼開始了。

「游泳，當然要向前爬，我同意。但也得一呼一吸，浮浮沉沉，
是很正常不過的事。」Dr.Lee邊說邊作狀蛙式的浮沉動作：「重要的
是，你得學懂放鬆，越是放鬆，便越游得自在，便越能浮起來。老是握
著拳頭死死不放的話，就註定你要沉下去。」

在幾乎半句鐘的獨白之後，最後Dr.Lee問：「其實，大家又有沒
有想過，自己想游到哪裡去呢？好好想想！」

那天，嘴裡我沒有說甚麼；但心裡，卻多了一個夢。而且，開始
學游泳了。

接下來的個多月，我們拉筋、靜坐、做瑜伽……

「要慢呼……慢吸……記得放鬆……」幾位導師與同學們一起放
鬆，一起呼吸，一起鬥慢，我們互相鼓勵，同時互相競爭。

游呀游……游呀游……我就邊游邊想：我會不會有一天也能游上
岸呢？這，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肯定，永遠也不會再遇溺了。

因為，只要放鬆，便不會沉下去。

簡單的物理學原理、深奧的哲學，我都學懂了。

從前的歐洲人，無知地以為世上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直到十
八世紀的某一天，他們才在澳洲發現了第一隻黑天鵝。

我也一樣天真地以為，學游泳，要不在維園，就一定是在摩利臣
山的泳池。直到現在才發現，最好的「游泳課程」原來是在赤柱。

結業時，在親朋好友的見證下，Dr.Lee問：「你是否願意，今後

不論貧窮、富貴、疾病或遇上任何困難，也會堅持走這條更生路？」

我說：「I do！」

然後，我帶著希望，輕輕鬆鬆的，走向人生幸福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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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監獄

阿銘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本人因販運危險藥物被還押到荔枝角收押

所，當時心感憤憤不平，覺得販毒者與吸毒者之間屬「你情我願」，所

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那樣「何罪之有」呢？日轉星移，不知不

覺已過了一年多的時光，心情由當初被逮捕時的惶恐、憂鬱、恐懼，到

如今轉化為平靜、平和。當中我經歷過無數反思和覺醒，特別是與不同

背景的囚友相處，實在是一段特別的人生旅程。

世界本來就充滿著好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在監獄中的日與夜，

我們有時候看書、有時候看報紙、有時候看電視，生活不斷旳重覆著，

我們亦一邊汲取知識，一邊作出反思，到底這個世界是如何的呢？

這個世界，其實並沒有絕對的善惡好壞之分，每個人也各自選擇

自己的人生，為了金錢、名利、家庭、個人或身邊的人，為著不同的原

因而生存，那麼這個世界到底是為了甚麼而存在的呢？我不知道，但就

是因為世界的多姿多彩，造就出我們充滿著甜、酸、苦、辣，百般滋味

的人生。或許，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愛。

愛是甚麼？這有百萬個答案，如果你問我，我會回答是「創造」

。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但他不會開口說「我愛你」，同樣地植物

「創造」氧氣使我們和其他生物成長壯大，但他也不會說「我愛你」。

我們的父母不僅「創造」了我們的生命，更「創造」了我們的成長環

境，不論是否如同我們心目中的「理想人生」，也不重要，因為父母把

我們由不能自理的嬰兒撫養成人，這就是最偉大的「創造」。良師益友

為我們「創造」知識、智慧，在我們充斥負面情緒的時候為我們「創

造」正面的思想，適時的心靈慰藉。種種的愛，種種「創造」也不是可

以以金錢來衡量，卻造就了我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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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語有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簡單而言，就是「

愛己、愛家、愛人、愛世界」。我們第一步必須懂得如何「愛己」，以

前的我認為「愛己」不就是對自己好一些，賺多點錢，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嗎？這點其實是很正常，一般人也會這樣想，畢竟人是為自己而活。

可是，問題來了，我們真的清楚了解自己的想法嗎？就如健康，有多少

人想擁有健康和強壯的身體，但卻從不身體力行？有多少人知道不良嗜

好（煙、酒等）和高脂高糖食物會對身體有影響？有多少人身體或內臟

等出現問題卻也不願戒掉陋習？有多少人明明自年少時已有目標志願，

但長大後卻無疾而終呢？我們真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麼

嗎？

我鼓勵大家不妨在獨自一人時放鬆心情，聆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

音。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也有一個巨人，只是這個巨人被種種負面情感如

恐懼、慾望、嫉妒、怒火、沮喪、悲痛等所束縛，久而久之也令我們忘

記了「真實的自己」也是潛力無限的，我們想到的，實際上也能做到。

當然當中受很多因素如努力、堅持度、機會、時間等自我和環境因素所

影響，但重點是當你找到自己的目標或夢想，請不要輕易放棄，因為過

程中的每一刻，甚至每一件事也是難得的經歷，不論是甜、酸、苦、辣

的經歷，也將構成獨特的你。無人能預知未來，無人能控制命運，但我

們能創造自己的運氣　───　I make my own luck，這就是愛自己。

每個人也有自己的煩惱、問題和危機，

也有處於不幸或低谷的時候，

即使是身陷牢獄，也終有完結

的一天，所以我們要抱著愛與

感恩的心來面對一切，千萬不

要被過去所束縛。

今天的我，今天的你，

今天的我們正在創造各自的

人生，昨天已逝，亦不復

返，我們能夠做的是汲取經

驗和教訓，以愛改變人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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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監獄

劉雨

「人生已經完了！」當我被捕時，我感覺到絕望，感到人生已經

完了。我在囚禁期間，失去了方向和目標，更不知道怎樣面對家人和朋

友，因為我瞞騙了所有人，犯下了不可彌補的大錯。幸好在牢獄之中，

我遇到了不同的人和事，家人、朋友不但沒有離棄我，反而不斷鼓勵和

支持我，令我重拾人生。他們無私的「愛」，令我明白何謂珍惜，令我

可以重新出發。

我以前任職地盤管工，前途及收入也不錯。但由於我有賭博習

慣，還上了癮，最終欠下賭債，無力償還。當時我不敢與家人和朋友商

量，獨自解決問題，於是透過互聯網尋求賺快錢的方法，結果開始販運

毒品。當時我做事已沒有底線，一心只想解決問題，結果被捕及成了囚

犯。被捕後，我以為家人一定不會原諒我，但在收押所時，家人的第一

次探訪，令我感受到重新振作的「愛」。當時媽媽及姐姐前來探我，我

記得媽媽第一句說：「仔，你不要怕，全家人已原諒你，好好在獄中反

省，我們會等你，做錯事就必須承擔後果。」我聽後，已淚流滿臉，我

相當感動，她們不但沒有責罵我一句，反而不斷鼓勵、支持我，讓我真

正明白何為「愛」。

在收押所期間，媽媽風雨不改，每天也來探望我。我最深刻有一

次，當時已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但媽媽也有前來探訪，我看見她全身被

沾濕，她卻說沒問題，我非常心痛，及後得知媽媽因此而感冒，令我擔

心不已。我明白媽媽的苦心，她的堅持，就是要證明給我看，只要肯堅

持，什麼事也能做到，所以我也要堅持。牢獄生活雖苦，但也不及家人

因我而要承受之苦，因此我更要積極面對自己的人生。後來我得知祖母

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難過，祖母在生時十分疼愛我，但她去世時，我卻

不在她身邊，感到十分無助。所以我要更加珍惜家人，腳踏實地，不想

再令自己後悔，家人給予我的「愛」，我也要同樣地給予她們。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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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明白珍惜的重要，我明白自責是短暫，但我要將今次所犯的過錯銘記

於心。

除了家人之外，我也得到朋友的鼓勵，他們得知我「出事」，紛

紛與我媽媽聯絡，詢問詳情，及後更相繼來探訪我，叫我不要放棄，說

會等我出獄。我還收到他們寄給我的生日卡和書信，每次看完後都令我

充滿力量。在他們身上，我感受到的是友情的「愛」。

在獄中，我也認識了很多朋友，他們每個都有自己的故事，犯罪

原因各有不同，有不少也是為了家人才鋌而走險，當中也有不少因為貪

念或其他種種原因。起初我對監獄的印象是裏面大部分都是壞人，但自

己親身接觸後，原來是相反，他們本性不壞，當中更有不少成為好朋

友，大家互相鼓勵，可以說是監獄內大家互相扶持的人，也消除了彼此

的寂寞感，令大家有了依靠。我和其他囚友一起工作、捉棋、說笑等，

彼此也感受到「愛」，大家互相勉勵，互補不足。有趣的是我的媽媽也

跟其他在囚人士的媽媽成了好朋友。

經過了種種經歷，當中有得有失，也令我成長了不少，我會積極

面對人生，繼續進修，因我不想浪費時間，我也會報考下年度的中學文

憑試，想證明自己的努力，有部份在收押時期認識的朋友已重返社會，

他們來信表示已重新投入工作，沒有再從事非法活動，與家人開心地生

活。我收到消息後，感到欣慰及充滿力量，我也有與家人分享。我會努

力去面對日後的更生生活。

在獄中，我感受到「家人的愛」、「朋友的愛」、「囚友間互相

勉勵的愛」，這些愛推動了我去重新振作，勇敢面對日後的困境。我也

希望能感染到其他人，以「愛」傳「愛」，令大家不再孤單，達致「以

愛互勉展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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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監獄

阿亮

得知彩虹報開始徵文，於是我嘗試在此寫第一篇分享。由於我猜

測大部份囚友都會寫自己的人生故事及抒發情感，我無意重覆此類題

材，我會分享自己如何對待長期囚禁這回事。

在入獄之初，由於預計自己要在獄中生活三十年或以上，基本上

都已認為自己的人生到此可以畫上句號了，因為即使再有機會出獄，都

已是個滿頭白髮的老人家，到時能為人生做的，已相當有限。所以重點

是我究竟要如何看待未來三十多年的空白？

在這幾年的鐵窗生涯中，我發覺服刑的最大特質是每天也有很多

空閒時間，由於不像以往在外的花花世界，想起要在獄中看著自己的青

春消逝，內心極度絕望。直到有一日，我無聊翻看圖書館目錄，見到一

本美國教授撰寫的微積分，我感到相當好奇，因為這類數理讀物是極少

有人感興趣，我不明白為何圖書館目錄中會有此本英文著作。當下我才

想起，我在十多歲學習時由於怕找不到工作，最後選擇主修商學課程，

放棄了自己心愛的科學科。結果我連書也讀不成。後來我將時間和精神

都放在工作、打機和結識異性上，早就放棄自己的理想了。當年我的理

想是希望從事科學的研究，但身在香港的我，客觀環境是沒有條件讓我

這樣做。

我把這本微積分看了幾個星期，此書竟然是我三十多年人生中看

過最棈彩的一本，我不停用空閒的時間去看這書。過往想不通的數學和

物理題目，竟然在這個環境中想明白了。我相信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外

面其實有很多引誘、慾望和享受等著我，特別是我這種人，如果有女性

約會，是鐵定不會把時間和精神放在學習上。現在身處這種環境，不但

沒有外在的誘惑，連一日三餐的顧慮也沒有了，所以自己的腦袋才能再

次開發。就是這樣，我才能長期在無壓力的情況下，反思自已過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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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性格上的轉變和缺失。我發現自己由一個自我中心、缺乏自省能力

和不自覺地向身邊的人宣洩情緒的人，變成現今對自我情緒開始有控制

意識的人。

我必須坦誠相告，我實在不能保證在未來二十多年的思考中，能

使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這全由多年後自己的思考方式及對世界的理

解而決定。所以我認為在短短幾十年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自己花多大

的努力去認識和理解這個世界。上天給予了我們足夠的智慧（雖然我覺

得我自己的不太足夠），也創造了一個「可以被理解的」世界給我們。

如果由出生到死亡，都沒有嘗試努力理解它，那無論人生是多富有，有

多享受，有多長命，這種生命並沒有甚麼意義。

宗教人士及哲學家常提出，人生的意義不在於壽命長短，而貴乎

經歷，貴乎一個人做過些什麼。我需要謹慎地對此提出異議。到了現

在，我的經驗是人生最重要的是我們能達到什麼的思考層面，即我們能

理解到多少事物和想法，領悟參透了什麼，並把其理解傳給下一代。我

覺得此番理解是啟蒙自我，為自己開啟精神世界的一種開端。

小時候覺得學術和思考是一種懲罰，到人生這刻竟然變成自己人

生的一部份。我討厭用「恩典」這詞來描述這情況，這是種不客觀的情

感表達，情感不見得能使人的思考能力有所長進。我只會說，這情況是

一種不能預計的結果。謹希望各

位長期監禁的囚友可以領悟到自

己的道路，能尋找到自己精神上

的依靠，令自己精神不至被長期

的絕望和悲傷所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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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監獄

藍晨

監獄，一向予人感覺被束縛及冷漠的地方，內裡龍蛇混雜，爾虞

我詐，與「愛」這個字未能連上任何關係。相信這個想法已刻在大眾的

心中，對我而言，也是一樣。也許這個地方，大家都沒有想過會去，甚

至是社會上的一個禁忌，沒有人會刻意或真正想了解這個地方。我亦是

因為犯了錯才真正認識這個社會的「禁地」。

入獄後的第一個感覺，對每一位所員而言都一定是無助。由五光

十色的都市轉到去一個由白色、灰色與棕色組合而成的囚倉，予人空洞

的感覺。自由亦在我入獄當天暫時失去了。長刑期的監禁無疑帶來極大

的失落，隨著失落而來的就是迷失。在獄中我將會面對著怎樣的衝擊，

甚至是我的人生與將來也會是未知之數。

幸運地，這種迷失的感覺很快被囚友間的關愛洗掉。儘管監獄內

的所員都背負不同的過去，大家都比任何人更加明白監禁的感受，因此

彼此都會有同理心。有囚友生病時，大家會互相幫助，完成對方的工

作。在失意時，大家會互相傾訴，說安慰的說話。在這些日子裏，感激

他們與我分擔喜與悲。

除此之外，懲教人員都擔任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獄中的每一位

最怕就是在監禁的日子裡經歷喪親之痛。未能趕及與親人道別，見他最

後一面，帶來的除了是痛苦，遺憾也深深刻劃在我們的人生之中。這種

痛，不幸地發生在身邊的一名囚友身上。這名囚友的祖母因病入院，情

況危殆，當院所內福利官得知其家人狀況時，那家屬已差不多走到人生

的盡頭。有見及此，福利官立即為囚友安排與家人電話聯絡。儘管電話

只傳來對方的呼吸聲，雙方的飲泣聲成為唯一的內容，但他們都相信這

一席話已感受到對方的千言萬語。看似簡單的舉動，其實已經大大減少

囚友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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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的生活，很多時因為未能即時得到外間資訊而令我們胡思亂

想，走向死胡同，不自覺地向壞處想。我們會怕監禁的時間太長，會被

外間遺棄，思緒充溢著負能量。當懲教人員觀察到囚友有異常的舉動

時，都會上前關心及慰問。當情況涉及較個人的層面，就會將所員轉介

至心理組，透過悉心的輔導，囚友們都能跳出負面的框架。

為了讓囚友可以裝備自己，迎接出獄後的生活，署方安排了不同

類型的課程，而我便報讀了香港公開大學的學士課程。獄中的資源是有

限的，所以每一個課程的完成都得來不易。每當我或其他囚友有學習上

的疑難，校長(教育組)總會不厭其煩為我們尋找有用的資訊和成為我們

的橋樑，向香港公開大學的導師查詢。而且在每年買書的撥款中，會買

入課外讀物，讓我們在學習上盡可能得到最大的支援。校長對囚友的照

顧，勉勵了大家堅持學習的心，大家也會努力學習以成績作為報答。

除此以外，宗教義工們風雨不改，每星期為大家「給力」，囚友

們都一樣感受到。表達愛，不一定要用甜言蜜語，簡單的慰問與關心其

實足以表達愛。你們一個簡單的行為，便有機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盼

望這份愛得以傳承和延續，以愛互勉展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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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Prison 

Orlando

    

 

 

 

 

 

 A JOURNEY OF 
TRANSFORMATION 

Sometimes we overlook the reality of why we are incarcerated. 
If we don't open our minds, we cannot see why exactly we are 
incarcerated. For me, I came to see the purpose of my being only after 
I was in jail. When I look back to my past, I remember every single bad 
thing I have done. Being incarcerated is a blessing from GOD. I call it 
a blessing because if I had not been incarcerated, worse things would 
have happened to me. Perhaps I would have been killed for a long 
time? Who knows? 

My years in prison have taught me to be more compassionate, 
helpful and reasonable. I have also ditched all negative behaviour which 
is typical of wayward youngsters who are often th product of broken 
families. 

My growing maturity has made me more thoughtful, which has 
enabled me to control my hot temper and gradually learn to gravitate 
towards religion and GOD. 

I am so blessed with the fact that my children have grown into 
responsible young people because of my advice to them in letters. 
Having been incarcerated for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I can 
say that I've learned a lot in jail. I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me to 
become a good person - something which I could never have achieved 
elsewhere. Although I am not sure how many more years I need to 
serve before I can be with my love ones again, I will keep my faith 
in GOD. This is because I do believe that when the right times come, 
it means HE would have molded me into someone ready for my next 
journey in life. 

I do feel thankful for the CSD for their support and patience in my 
rehabilitation process. I believe that through their help and guidance, I 
am now a transformed person who is ready to join society again soon. 
Hope GOD hears my pr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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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更新會

李芳妹牧師

作為一位司鐸在懲教署院所內探訪所員已經有七年多，老實說，在

監獄內服刑的人並不如很多人所想像的一樣，都是作奸犯科的大惡人，

在我接觸的所員當中，不乏對自己所犯的事深感後悔的人，比較之下，

他們可能較圍牆外的人對「罪」的體會更深，更明白自己需要救恩，需

要幫助而努力改變。

記得有一位所員，因為自小父母離異，在缺乏關懷的環境下成長

而形成反叛的性格，在十七、八歲的時候便離家出走。在離家的這一段

日子，她認識了一些「新朋友」，他們帶她吃喝玩樂甚至教她吸毒。「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慢慢習染了這些「新朋友」的壞習慣。為了

維持這種生活，她需要錢，需要很多很多的錢，所以她選擇了販毒。她

亦因為販運危險藥物而被判監禁，服刑期間她透過懲教署聯絡母親，母

親知悉後便開始定期探訪她，得到母親的接納、關心，她明白自己過去

不理解父母的難處，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反叛離家是她一個最錯

的選擇。回想當初，自從母親離家再改嫁別人，她一直渴望得到母愛，

如今母親定期來探望，她感到被接納，感到關愛。她不再需要做傻事去

吸引母親注意了。另一方面，母親其實也很疼愛她，從前卻礙於照顧新

家庭的年幼孩子而忽略了她，現在孩子長大了，母親很想作出彌補，願

意多陪伴她，為她安排出獄後的居所。這樣，兩母女便因愛而和好了！

聖經說，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而她也定期參加我們宗教班，她因母親

的接納而積極更生：戒煙、戒粗口、積極投入宗教班。還有一年多的時

間，她便離開監獄，她說：「我知道自己有神，有人愛，會珍惜自己，

努力生活。」

其實人往往會因為一時失意或事情未如理想就選擇以負面行為來麻

醉自己，甚至自暴自棄，但其實靜下來換轉一個角度思考，我們改變不

了世界，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努力改進自己去配合這個世界，即使前

路黑暗，只要堅持信念，最終會步向光明。「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詩篇廿三篇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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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監獄

旭

早前，我發覺自己看什麼東西都總是「矇查查」的，未能看得清

楚，也許是人到中年進入「老花」的階段。如果是你，你會怎樣面對

呢？一是不理會它，二是接受它。深思之下，前者的情況不可行，皆因

它會對眼睛有損無益，損失的只有自己。於是我選擇後者，接受它、面

對它吧！配一副合適的老花眼鏡，這樣便能解決問題。同時，我也得認

老了。

及後，還以為眼睛的情況會有所改善，不會再過「矇查查」的日

子。可是，並非如我想像中的那麼好。於是，再去檢查一趟。喔！「白

內障」竟然在我身上出現？醫生，不要戲弄我吧！我接受不了的。「白

內障」不是只發生在長者的身上嗎？何以會是我呢？但是，事實就是如

此，認命吧！醫生說由於是初期的「白內障」，未能用做手術的方法處

理，也不用任何藥物治療，唯一可做的是觀察和等待。那麼要觀察到何

時呢？等到何時呢？既然要等，我又可以做些什麼？

這次的經歷，使我再次嚐到等待的滋味，「等待」總叫人痛苦難

耐。不過，等待的滋味是好受還是不好受，那麼就要看自己從那一個角

度去取態！若然我選擇從負面的角度看的話，我可以不用理會它，皆因

做手術也並不代表一切順利，無風無險，我變成瞎子的機會同樣存在，

到時候，我再也看不到色彩。如果我不斷將負面思想灌輸給自己，相

信，我每一天必定活在憂慮痛苦之中，我有這個必要去選擇負面的思想

嗎？

在思索期間，我腦海中卻浮現出過去聽過的一番話：「很多時人生

遇到的逆境是不能逆轉，不能改變的，如果你繼續用舊的方式和習慣去

面對這一種逆境，你往往就會一直停留在逆境裡。如果你願意改變你看

待事物的角度，再調整你的步伐、心態和習慣等，你便會慢慢發現，原

來逆境對你已再沒有負面的影響，反而會成為你面對生活時的動力，它

甚至還可以助你重新走上一條從未走過的路，經歷人生另一次的冒險，

19



	 	

享受一生中從未遇過的奇妙事情。」對，我為何要發愁和埋怨呢？不如

積極地面對它。雖然我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但我相信它必會過去。

我要活出精彩的人生，人活著不是為了製造困境或一直深陷困境當

中，而是竭盡所能，努力令自己活得更好。所以，我選擇用積極的態度

去面對任何的困難，朋友們，請謹記當你遇到難題的時候，不要灰心，

不要絕望，對一切都要樂觀，更需要有決心，這是最要緊的，有了決

心，一切困難的事都會變得容易。

20 



  

	

	

	

	

  

赤柱監獄 　 
Armani

「愛」這個字是否能夠由一句說話，一個動作或一種感覺來表

達，相信在不同人的心中也有不一樣的解釋。而不同的宗教信仰或中國

傳統思想，對愛亦有著不同層面的意義。例如在儒家思想中，仁與愛便

為中心思想，孔子教導學生愛人如己，孝順父母及兄友弟恭等，均是中

國人的思想根基。而基督教的愛更是最重要的元素，神的話語中也是教

導世人要愛人如愛己，於「哥林多前書１３章３節」中亦指出「如今常

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這信仰核心，展現

基督教的真正意義。

過去我經常忽略了愛，但如今愛卻重新以不同形式演繹。如家人

不離不棄的支持，令我重新感受親情的重要性，加上每月的恆常探訪，

更令我體會到家人對自己的愛是如何偉大。而懲教署署方、心理組及教

育組等，更是經常在更生路途上協助我，當中包括心靈上的引導和資源

上的配合，使我能於心理上有所改進，在知識尋求及人際溝通上也有莫

大幫助，堅定了我的更生信念。加上很多義工朋友與及教會弟兄姊妹於

心靈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關懷，以及在信仰及思想上的分享，使我對未

來的人生有新的期盼，努力堅持更生之路。

由於在家庭、署方及義工的支持下，我對更生加添了一份信心，

而且會堅持自己積極改進的決心。相信在囚的朋友們，每當夜深時也有

想及自己與家人和朋友的生活點滴，但大家有否領略當中其實是包含著

愛呢？我相信一個能夠感受愛的人，必然能夠發揚愛的真諦。祝願大家

也能在愛中開展美好的更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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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監獄 
JY

大家好！我是一名被判終身監禁，服刑已經有16年的囚友。記得

當初被判終身監禁的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我的人生已經完了，不知

道這生還有沒有機會出去。所以入獄初期，我每日好像行屍走肉，沒有

人生的方向，每次太太抱著女兒來探我的時候，我看著一歲大的女兒，

內心充滿後悔、恐懼和絕望！

直至有一日，我參加了一個宗教活動，認識了一位義工，他告訴

我就算被判終身監禁都不應放棄自己，就是這一句說話，使我從迷惘中

走出來。他鼓勵我重新讀書，努力裝備自己，將所學的知識回饋社會。

之後，我報讀香港公開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開始時真的很辛

苦，雖然自己很努力，但由於我初中也尚未畢業，所以第一份功課的成

績不合格，只有三十幾分，當時我真的有想過放棄。但是這位義工對我

說：「這個世界無聰明人，只有勤力的人，只要你肯努力下苦功，就沒

有事可以難到你。」就是他的一句說話，使我重拾信心，鼓勵我行正確

的更生道路。

另外，家人對我的不離不棄，亦是我改過自身的最大動力，他們

以愛讓我對更生的路充滿希望。其次，我亦很感謝心理小組的楊小姐、

李小姐、胡生及各位職員，這一年多的心理小組課程，他們不辭勞苦的

悉心教導，使我明白自己一直以來的犯罪思想是從何而來，讓我有正確

的價值觀念，不再被金錢所蒙蔽， 不再跌進犯罪的漩渦。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說話「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也」，這句說話是出自論語，意思是遇到有德行之人就該向他學習、汲

取更多學問；遇到不賢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是否也犯同樣的過錯 」。

我現在就是抱著這句人生格言去學習。在此衷心感謝一直以來支持及鼓

勵我的家人、朋友、神父、牧師、義工、各位長官及臨床心理學家，讓

我有堅定的更生方向，繼續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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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在囚人士組成的Confession樂隊為大家獻唱

不同國
籍的在

囚人士
同台表

演

在囚人士與同學們分享個人經歷

司儀介紹更生
先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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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機主持彌撒

樞機到醫院探望在囚的病人

親切的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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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與囚友分享音樂心得

嘉賓以弦樂樂器與結他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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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獨奏

嘉賓與囚友大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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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字題：

Any肥，又來到IQ題薯間，
今其IQ題分為４級製，俾大家try try自己的IQ…

請問以上一段文字，有幾多個錯別字？

２.熱身題：

現在委任你為愛心大使，
任務是把「互勉互愛」的精神傳遍整個地球，
但，唯獨不能到比利時和所有東歐國家，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

請問愛心大使叫什麼名字？

３.數學常識題：

請移動一根火柴，
變成另一條相等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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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頂級邏輯題：

有一幢大廈，
平排有５間不同顏色的房子，
分別住了５個不同國籍，
抽不同牌子的煙，
飲不同飲料，
及飼養不同寵物的人。

英國人的房子是紅色的；
瑞典人養狗；
丹麥人飲茶；
綠色房的人喝咖啡，在白色房的左邊；
抽Pallmall煙的人養白鴿；
黃色房的人抽Dunhill煙；
中間房子的人飲牛奶；
挪威人住第一間房；
抽Blend煙的人住在養貓的人隔壁；
養馬的人住在抽Dunhill煙的人隔壁；
抽Blue Master煙的人飲啤酒；
德國人抽Prince煙；
挪威人住在藍色房子隔壁；
抽Blend煙的人住在喝水的隔壁；

請問誰養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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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卡設計比賽冠軍 識食香港海報設計季軍

赤柱監獄: 振星 赤柱監獄: Sunny

赤柱監獄: 超

書法比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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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國人養魚。

國籍 :挪威丹麥英國德國瑞典

顏色 :黃色藍色紅色綠色白色

寵物 :貓馬白鴿魚狗

飲料 :水茶奶咖啡啤酒

煙 : Dunhill Blend Pallmall Prince Blue 
Master 

1.Any肥，又來到IQ題薯間，
今其IQ題分為４級製，

俾大家trytry自己的 IQ…

Any肥應該是“anyway”,
意思是我們廣東話裡面的“點都好啦”。

薯應該是“時”。

其應該是“期”。

製應該是“制”。

2.咪你自己囉！ 

3.

　　　　　

這個數學符號稱作 “PI＂,
是 “圓周率＂的意思，
數值是２２／７。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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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報編輯委員會》
主席：高級監督林兆明先生
成員：臨床心理學家李潔珊小姐

 更生事務組 2
 懲教主任胡振邦先生
 主任教師彭兆忠先生

排版：赤柱監獄數碼圖像設計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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