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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解

佛教聚會

佛光會進行浴佛節儀式

法師與在囚人士分享經文

宗教
穆斯林聚會

教長與在囚人士分享對可蘭經經文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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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長為在囚人士祝禱

基督教聚會

聖公會鄺保羅主教
主持見證儀式

主教帶領在囚人士一起頌讀經文

教活動
天主教聚會
在囚人士一起頌讀經文

夏志誠輔理主教主持聖誕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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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藝盟
「醫藝盟」，顧名思意就是由醫護人員所組成的藝術聯盟
。平日，他們為病人診治，但這天，卻來到赤柱監獄，為
的就是用音樂洗滌在囚人士的心靈。他們帶給在囚人士的
其實不只是音樂表演，還有愛和關懷。

醫藝盟成員落力演出，透過音樂將愛與支持帶
給在囚人士。

醫藝盟成員全神貫注地拉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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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頒發典禮
主任教師 彭兆忠
赤柱監獄每年都舉辦證書
頒發典禮，對於參與的所員來說
確是一件盛事，參加者全部都是
努力進修了一年，並考獲合格成
績才能出席，他們都非常盼望這
天的來臨。典禮前數月，院所上
下及相關所員已懷著喜悅的心情
著手為這一天作好準備：領取證
書的所員就要聯絡將會出席的家
人、試穿衣服、排練上台領取證
書等；負責表演項目的所員就要
反覆排練，希望屆時有理想表
現，以不負來賓的支持；職員則
合力準備場地布置、嘉賓接待安
排和當天的食物等。
雖然我已擔任典禮的工作
人員許多年了，但看著他們不論
有沒有釋放日期，都一樣努力進
修為將來打算，致力修補與家人
的關係，我想說，自己仍會覺得
感動。近年慶幸每次典禮都有所
員取得大學學位，看著他們穿上
畢業袍與家人拍照時，不期然感
到欣慰，亦默禱社會人士能再給
他們一次機會。

香港已發展成知識型經
濟，在囚人士雖然有一段時間跟
社會分隔開了，但透過懲教署鼓
勵進修，令他們奇妙地與外面世
界保持了一定的聯繫，我相信他
們進修所得的學問、知識和技
能，可以讓他們重拾自信，改過
自新，重建積極和正確的人生
觀，日後重投社會時定可為香港
盡一點點綿力。
各位所員，你們取得了好
的成績，也改善了與家人的關
係，還請緊記曾經幫助過你們的
家人、社會人士、義工朋友及職
員，不要白費他們對大家的幫
助，為你們的努力，我在這裏給
你們一個「LIKE」。藉這篇文
章，我呼籲大家把助更生的信息
廣泛傳揚開去，鼓勵社會大眾給
更生人士一個機會。

俾個
Like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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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earn
accept failuhow to fail and
the failure re, and discover
for success is a prerequisite
!

I am one of the so called “ON” (Other Nationality)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University of Stanley” since 2011.
Once upon a time, I was busy making money supplying the pure cocaine to my wealthy
customer. At the same time , having the most difficult time in her life, my wife was at the
hospital in labor expecting the baby. Suddendly her doctor called me and asked where I
was on my phone. I rushed to the hospital and I made it before my son was born. My wife
was giving me the kind of look which said “once I am out of this bed I’ll kill you”. But
me being a “King of arrogance” just ignored it but gave her a kiss instead, which brought
a big smile on her face. Our son was born and he was so cute. I immediately fell in love
with him. OH … wait! I almost forgot, at the exact moment my girlfriend whom I brought
along was waiting patiently at the waiting lounge area to hear the good news.
Am I a good father? Certainly most of you will say “No !”.
Have I been a faithful husband? And all of you will say “Go to hell !”.
Today, I’m bearing the “ON” title. I am divorced and my wife has left, so has my
lovely girlfriend. I haven’t seen my son since my enrolment and although I want to be
with him, want to see him growing up and be there for him as a father. I don’t have a
chance anymore. All the worries about my future, my family and about everything
pushed me into dispair and distress. I started losing myself.
Luckily, one day,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 saw that I couldn’t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anymore. He drew a card and handed it to me. A simple message was written on it but it
changed my life forever. And thanks to this card I’m able to share my story with you
today.

To : Arvi
Suffering is just a lesson.
What you have to do is “Learning”.
Only learning can guarantee your future.
From : Sau Leung
Learning can take place anywhere: Learning from books to gain knowledge,
learning from friends and even learning from the people around u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 think is learning from our mistakes.”
All of us have a story of our own, happy or sad, good or bad, a proud one or a
shameful one. It depends on whether you open your heart. Trust me, once you start
opening up, you will be a far better person than yesterday and much happier. So start now
and good luck !
Stanley Prison Sher Si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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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House
An ordinary day was orbiting
around the sun as usual as yesterday,
everything was normal, despite the fact
that my mind was bugging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exams, which would take
place the next day. Anxious as it sounds,
under the gravity of exams. one of the
inmates invited me to have a look at the
“Notice Board”, which I did. There was a
notice stating: “Rainbow” originated for
all of you and it will deÿnitely be
immaterial without your contribution. I
thought how it is possible in my
presence the “rainbow” is left immaterial.
When I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court to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at that time, I did not have
any hopes in my eyes, soul and mind.
Behind me was a life like a nightmare –
my crime was unforgivable – all of them
were scaring me like Dracula. In those
critical moments, CSD gave me a helping
hand in collecting my scattered tiny
pieces, when I only saw was the darkness
surrounding me from all directions. Th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became a ray of
sunshine in that period of my life. It will
not be wrong to say Hong Kong CSD is
one of the best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Last night, in Brother Bruce’s
program in ‘prison visitation on air’, Bro.
Bruce and his program also encourage
positivity. He invited a lady from
Tanzania on phone, and she said that she
got a good job as a teacher after getting
a degree in Lo Wu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It sounds fantastic, doesn’t
it?
To Build the Future with Love,
what I know is that build means
construction, future means a time yet to

come, Love means giving whatever you
have to achieve a good future in wider
sense. But, all of these are an invisible
condition. Recently, I read an article titled:
‘A Dream House’. The author was admiring
in his imagination an imaginary dream
house. Nevertheless, I thought if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can make a dream
house, why don’t I make a futuristic
blended virtual house?
Making a house, the basic unit is
deÿnitely a brick. In my case, I have to
assemble various numbers of virtual bricks
in my futuristic dream house for a few days,
years or decades to come. Of course, a
house is made of touchable bricks, but in
the case of Building a future with love we
have to invent virtual bricks. A virtual brick
could be a smile on your own face, a
helping hand to others, showing sympathy
and concern for others and enhancing the
knowledge by reading, studying and
watching TV. Developing a hobby like
learning to play the guitar or doing exercise
for good ÿtness could have a positive
in°uence to not only spirit but also health.
These are life changing bricks for a bright
futur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we forgot to
build a wall around our dream house,
which can hold out bad spirits, biases,
prejudicial
judments,
racist
and
discriminatory thoughts after that we are
saved from grudges, jealousy, anger and so
on. For the sake of best future, this could
be our castle with virtual bricks to keep us
away from wrong in°uence and thoughts.
Hail the future!
Stanley Prison Naw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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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出發
中學時期的我經常與家人爭吵，
與父親的關係尤為惡劣，以致我經常夜
歸，甚至離家出走。我與家人的關係十
分疏離，可以說，從少就不嚮往家庭生
活，亦討厭社交，只想獨自生活。
二十歲剛畢業的時候，由於我與
父親的關係已經到了不能互相忍讓的地
步，母親便在外邊租下一間劏房給我，
從此我就開始獨自生活，甚至與家人不
相往來。由於當時並沒有積蓄，僅靠打
散工的微薄收入過活，加上剛剛得到「
自由」的我十分揮霍，完全缺乏理財觀
念，還要面對租金壓力，生活十分困
難，以致思想扭曲，將所有問題歸咎於
沒有錢，包括與家人及朋友的關係，逐
漸養成「金錢至上」、「有錢使得鬼推
磨」的心態，甚至開始不惜犯險以得到
更多金錢，到最後因管有虛假文書被
捕。
由於保釋需要家人擔保，以及一
筆對我及家人來說十分龐大的保釋金，
在法院的看管下，我抱着一絲希望致電
給許久沒有聯絡的母親，我永遠不會忘
記在我步出法院的那一刻，母親紅腫的
雙眼，父親憂愁的面容，那一刻我深切
地體會到自己的錯。
兩年的保釋時間，我不斷試圖去
修補親情上的缺口，努力工作，搬回去
與家人同住，每晚都準時回家吃飯，然
而他們並不快樂，我能感受到他們的擔
憂每日增加，出於父母對孩子的愛，他
們並沒有向我訴說，以免增添我的煩
惱。
當判刑的結果出來後，在探訪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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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他們的強顏歡笑，我開始思考這是
為何？在保釋期間我已經竭盡所能，盡
力去維繫與家人的關係，無限次承諾會
改過自身，不會再犯法，然而卻未能讓
他們安心。
在監獄的日子當然不好受，沒有
電話、沒有冷氣，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
一樣，但換個角度看，我可以不受干擾
地思考，更積極地反思自己的過失，在
數不盡的失眠夜，我回想與家人的書信
往來及探訪，明白到父母其實並不只希
望我承諾不再犯事，奉公守法，因為這
是個人的基本責任。其實父母一直在為
我的未來擔憂，他們希望看到自己的孩
子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當然我亦會為自己的未來感到迷
惘，懲教署雖然有很多幫助更生的計劃
及活動，然而種種原因令我不願意踏出
第一步。絕望？懶惰？辛苦？相信不少
囚友都有類似情況，希望簡簡單單地在
這裡「捱時間」等出獄。我在剛判刑的
時候亦有同樣想法，然而家人的不離不
棄讓我得到動力，希望他們安心，不想
他們失望，所以我踏出了這一步，嘗試
去參與各種課程，當告訴家人自己的計
劃時，我能感受到他們心裡的安慰，我
很高興，雖然不是共同生活，但我仍能
在家人的愛護下創建自己的未來，走出
困境，積極更生。
如果你對未來感到無力，對自己
的更生沒有信心，不妨想想關愛你的
人，或是你所愛護的人，你一定能從中
得到動力。
赤柱監獄 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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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食飯、婆婆食飯、舅父食
飯、姨媽…爸爸…媽媽…表姐…表哥…
食飯」我說。然後，公公一聲「sit番﹗
」(正宗寶安客家音「食飯」)，一家人
才啪啪啪起筷食飯。
自小，媽媽便教導我論資排輩的
重要，千萬別亂了次序，亂了，便沒禮
貌。
半生過去了，公公婆婆早已「移
民外星」，現在地球由舅父帶隊，但豪
情不減當年的公公。年初時，一聲「出
發！」家裡上上下下，老老嫩嫩一行三
十餘人，浩浩蕩蕩的操到肇慶來。
鏡頭一轉，大伙兒在旅遊巴內，
唱著客家山歌，歌聲沿山上公路飄揚。
不知司機大哥是聽不慣，還是過分陶醉
於合唱團的優美旋律，竟喝醉似的，把
車子舞得左搖右擺。還是姨媽眼利：「
司機瞌眼瞓呀！」
說時遲那時快，車子已翻下山
坡，下邊就是深谷，離粉身碎骨就只差
數秒。
幸好，在一片光禿禿的山坡上，
居然伶伶仃仃的長著兩棵大樹，而且，
剛剛好托著車子的尾部。
時間彷彿停了下來，車內所有人
像被靜止在玩過山車時的上斜狀態，大
家都坐定定。
「好彩呀！」媽媽來探我時憶述
這趟大難不死的經歷時仍猶有餘悸：「
大家都說兩棵大樹一定是公公婆婆種下
來的。」
姨媽插咀：「唔係，嗰兩棵樹就
係公公婆婆囉！」
一直沒出聲的弟弟最後說：「嚇

死我呀！我最後一個爬出來。」
「點解呀？」我問。
然後就是弟弟的獨白：「當救援
隊一到，大家都喊『舅父、舅父』，舅
父坐在車尾，離車門最遠，但大家就一
手牽一手，把最遠的舅父牽上去。舅父
脫險後，大家又喊『舅母、舅母』，坐
在前面的人又把舅母一手牽一手的牽上
去。之後到姨媽、媽媽……一個一個『
論資排輩』的牽上去。我本來就坐在車
門旁邊，但最後才爬出來。」姨媽和媽
媽聽著，淚水已噙滿視線。
在生死關頭，還能惦記著論資排
輩。但當中除了禮貌，一定還有更多，
我想：是人與人之間的愛，讓我們能井
然有序地，互相承托著彼此的生命。
其實，每次家人來探我，跟我分
享家裡的點滴時，不論喜與悲，都令我
回味很久很久，讓我有一種自己不是一
個人活在這世上的溫暖感覺。
最近媽媽又告訴我：「今年家裡
又添了四位新成員，剛剛兩男兩女—『
好好』！」幸虧家裡年輕一輩日夜不停
的努力，我們的愛才得以延續。謝謝您
們！
石壁監獄 Elton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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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has
gone away, watch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這首爺爺時代的英文歌，阿文哼
了一整晚。
「今天誰來探你啊？」我忍不
住，嘗試按停唱機。
「老婆」淡淡一句，久久才又
說：「以後不來了。」
阿文，是我的同期、同房、兼剛
剛開始變成同病相連。兩位自稱的浪
子，今天都變成失戀達人了。
那天，自太陽下山以後，大雨就
好像一直下、一直下，直到多年以後的
這一天。
「人生可以很美麗」
這句話並非出自德蘭修女，也不
是戴安娜皇妃，而是我們Stanley的臨
床心理學家Miss Lee。
十多位同學，包括我和阿文在
內，都一致帶著懷疑的目光。
「其實美麗就美麗，不美麗就不
美麗，怎麼『可以』很美麗呢？」阿文
抓頭，把「可以」兩字拉得長長的。
「就算美麗都是過去式啦！」我
嘟嘴慨嘆。
同學們一個接著一個，懂的在
說，不懂的也在說，人人在體現民主。
最後，一位同學問得夠學術性：
「請問美麗的定義是什麼呢？」說罷托
了托眼鏡。
「好！大家有沒有玩過puzzle？
」這時Miss Lee竟然話風一轉，像剛才
的事全沒發生過，然後按了幾下滑鼠。
投影屏幕上便立即彈出一堆散亂
的砌圖，東一塊、西一塊的。
Miss Lee 繼續說：「每人揀一塊，
你認為最漂亮的一塊。」語氣帶點命令
式。
大家大惑不解，但照辦，選了自
己心儀的那一塊。
Miss Lee 再說：「現在告訴我，
你怎麼會揀這一塊？究竟它有多漂亮？
究竟它對你有什麼意義？」說罷拿起水
杯咕嚕咕嚕在喝水。
同學們看著自己所選的一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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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看去，也看不出個究
竟來。
「是必答題！」 Miss Lee 放下水
杯。
「嗯…就這麼一塊，哪有什麼意義
啊！」實情如此，我只好據實回答。
「答得好！」Miss Lee突然提高了
分貝：
「就‧這‧一‧
塊，沒‧有‧

意‧義。好！」
說「好」後，
Miss Lee 又再按了按滑鼠，說：
「現在這一幅呢？」
圖中出現的是一幅完整的puzzle—
一個剛升起的太陽，騎在水平線上，是
「日出」，是剛才「碎片」的
「湊合版」。
「嘩！超正呀！」
「好閃呀！」
「日出見得多，拼出來的頭一次
見…哈…哈」。
的確，「日出」能予人一種想振臂

高呼的感覺。
不知不覺，大夥兒在你一言我一
語中，突然安靜下來，不約而同的看著
就在我們面前的「日出」。
後來，我才從一部韓國電影裡知
道一個法國鄉間傳說—熱鬧的眾人如果
突然靜了下來，便是有天使悠悠經過。
Miss Lee 說話了，她說：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像puzzle，如果東一塊西一塊的
話，怎樣也看不出個意思
來，問題是我們得學懂
怎樣把它拼湊起來。
」
我們細心聽著。
Miss Lee繼續
說：「每一個人都
是世界的一分子，
我希望在自己跌
倒時，身邊會有人
安慰，會有人叫我
加油，叫我不要放
棄；在做得出色時，
我也很希望有人為我
歡呼，與我一同分享喜
悅，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
人生。」
說著，Miss Lee 又走
到窗旁，指著外邊說：「我們的人生就
像這天氣：有時有風，有時陰天，有時
下雨，但如果你願意用心去拼的話，一
定會看到日出，人生是『可以』很美麗
的。」這次Miss Lee也把「可以」兩字
拉得長長的。
同學們都若有所思。
我就想：其實天使可曾離開過。
最後，Miss Lee望著窗外有感而發
的說：「雨停了，好！現在我們開始拼
日出！」

一聲令下，為期三個月的「人際
關係」課程就此揭幕。
那天，我們從喧喧鬧鬧開始，卻
以一幅名為「日出」的puzzle作結，為
接下來的課堂勾畫出清晰的藍圖。
往後的日子，我們這班同學也確
實將Miss Lee所傳授的「人生可以很美
麗宣言」一拼到底。
話說，學會唱「愛拼才會贏」的
阿文，竟一改過往固執的性格，以不停
的求情信攻勢，連續轟炸了太太好幾
年，不問成敗，只求付出。這種態度最
終也讓對方抵擋不住，願意坐下來與他
溝通。
就這樣，一個讓步，一個包容，
就拼湊出一條永久和平協議來。
說來也神，經此一役，「文軍」
連連報捷，最近，還成功得到「長委
會」的覆核結果，獲得重投自由世界的
機會。
Congratulations！My friend。
而阿文也因此多了一個名人綽
號，成了一代「赤柱求情信大王」。
我呢？我的女朋友沒有重回我身
邊，但她也沒有忘記為我打氣。有一年
的兒童節，我收到了她寄來的一張心意
卡，裡面雖已沒有了情情塌塌的句子，
但卻裝著滿滿的祝福，其中一句「跌有
時，起有時，哪怕重新開始」，讓我的
眼眶立即通紅。
我拿著那精美的手繪心意卡，暗
暗在心裡說：「我會，我也祝福您！」
但為什麼是兒童節呢？
我想，可能在她心目中，我只是
一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大男孩吧！
不管怎樣，我們都彼此祝福著對
方。或許，這就是我倆相處的最好方式
吧！兩個都放下了，也拼湊出一段永遠
的美好回憶。
今天重溫此事，早已沒有唏噓。
仍在努力中的朋友，我想告訴
你，每人都有自己不一樣的puzzle，但
只要你用心去拼，一定會看到日出，人
生是可以很美麗的。

赤柱監獄

RAINBOW

良

12

錯過了，但⋯⋯
「不如呢一對
…呢個月加啲
！」那天是媽
終於，我有愧

吖﹗」媽媽指

零用錢得唔得

媽生日，我們

於心地只送了

已經是三十年
了。那時我想
！但世事豈能

母子倆在店舖

前的事了，今

盡如人意？

打誤撞，撞進

呀？」媽媽說

「半對波鞋」

，將來發達了

出來社會工作

沒多久，我便

永永遠遠錯過
做得到的。

了送「一整份

如果時光能倒
飽，我也願意
沒有完。既然

送「一對波鞋

其實我很幸運
希望能聽得到

內選禮物，兼

天想起還歷歷

走錯了路。明

兩位小公主慶

禮物」給媽媽

」給媽媽啊！

，我這一生都

您們所有人的

祝第一個生日

的機會。這些

可惜，回不了

不孤單。在跌

為一個讓您們

的美好時光、

，本來我都應

頭。但，故事

倒時，一直有

該

還

您們從旁安

，我也很希望

很

的時間。
赤柱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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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

山的，卻誤

，我都會還。

感到驕傲的人

。

」那

學、就算是每

義，欠您們的

掌聲。

願上天保佑，

以送禮物給媽

明想去攀獅子

買

？因為錯過

堂，說「I DO

要每天走路上

就應活得有意

天，我能夠成

「討價還價」

在目，為什麼

日，每天也可

錢：「唔…

咪即係我自己

跟女友步入教

流的話，就算

選擇了活着，

慰。假如有一

道：「車！咁

過了看着弟弟

錯過了為弟弟

。我看了看價

給媽媽。

，每天都是生

了赤柱來。錯

難忘的一刻、

着心儀的波鞋

首良 上

The Author of Life
Every person creates his or her own reality. Authorship of your life is one of your absolute
rights. Yet so often people deny that they have the ability to script the life they desire. We are
the author of our life. Our own belief in ourselves and our willingness to create a life according
to our highest aspirations and seeing love as a dynamic positive force will determine who we
are.
I strongly believe our past character, trait, behavior made us the person we are today.
Likewise, what we are doing today will deÿnitely decide the person we will be in the future. So,
our deeds today have strong e°ect on our future. In other words we can almost predict our
future by seeing our present. So, why don’t we start building our future by applying the logic of
love and compassion now?
It’s hard to deÿne love. It’s so simple yet profound. I simply put “love” as a positive force.
The power of nature like gravity and electromagnetism are invisible to our sense but their
power is indisputable, likewise, the force of love is invisible to us but its power is in fact greater
than any power of nature. The Bible says love is patient,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is not rude and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nd always hopes(I Corinthians 13: 4-8). Love is being tender with young,
compassionate with the aged, sympathetic with striving and tolerant of the weak and the
strong(George Washington Carrer).
At some point we need to put down ourselves for things which we did or failed in the
past. If we want a productive, meaningful life we need to forgive the past and not blame
ourselves for events which have already transpired and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If we dwell
in the past, it solves nothing but only serves to lower our self-esteem. It will create the vicious
cycle where negative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feeling are reinforced which leads to more
negative outcome and negative feeling. I found that dwelling in the past does some good if we
visualize and think about past successes. It’s an excellent way of building conÿdence and
self-esteem. The hindrance to see love around us is when we dwell in the past and when we
have narcissism character.
Love is right there where you are! Love is in this very article you are reading. Sometimes
we have to allow ourselves to pause and re˛ect so that we might be more attentive to the
details of our life and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us. You can ÿnd love through CSD o˝cers who
provide us good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and medical facilities. Inside the prison they o°er us
many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like, art class, drama class,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y sessions and
drawing competition etc. We can improve our potential by participating in these activities. It
teaches us how to love ourselves.
Even though we are inside the prison we can train ourselves to apply this positive force
in our daily activities. This positive force called “love” is a language where the blind can see, the
deaf can hear and the dumb can speak. When you have love you can easily obey even the “TEN
COMMANDMENTS” of Bible.
Hopefully, this little article helps you to build your future with love and you can spread the
fragrance of love wherever you go and dare to become your own author of your amazing God
given life.
Stanley Prison P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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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去 愛
各位囚友，大家好！我很久沒
有在彩虹報這個創作園地投稿了，在
適逢其會下遇到這個主題，覺得這個
主題很切合我現在的處境，所以厚著
面皮地以有限的文筆和大家分享一些
生活點滴。
曾幾何時，我犯下了一宗令人
唾棄齒冷的風化謀殺案，在被定罪之
時，我感到非常徨恐和不知所措，進
入赤柱死囚室的初期，對於一個死囚
來說，人生已沒希望，愛的感覺對於
我來說更可謂遙不可及。我在死囚室
的生活有如行屍走肉，漫無目的，只
是等待著日子的過去，生活非常頹廢
。如是者，我在死囚室內渾渾噩噩的
過了幾年，最後判罪由死刑改為終身
監禁並轉去模範倉生活。自從被定罪
後，家人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和關懷
，風雨不改的來探訪，讓我漸漸地感
受到家庭溫暖。他們沒有因為我犯了
滔天罪行而離棄我，反而支持我在監
獄內努力學習，鼓勵我參加公開試，
在獄中的會考成績比我在學生時代的
好，多年以來已獲得了不同考試機構
的證書，並能與家人於每年一度的證
書頒發典禮中分享珍貴時刻。
經過職員多年來深入的輔導及
鼓勵，我積極參與更生活動，讓我重
新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正向的人生目
標，再加上參加心理專家定期開辦的
心理課程，更讓我慢慢了解自己犯罪
的原因及協助糾正我的犯罪心態，從
而令我跳出犯罪的旋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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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靈修上，我定期參加宗教活
動，聆聽牧師的分享、教友講解聖經
的寶訓和互相分享生活近況，在宗教
的薰陶下，我的內心得到平靜，這大
大幫助了我反省以往的過錯。雖然如
此，但並不表示自己從此頭上便有了
光環。在這三十多年來，我也有起起
跌跌的時候，特別是在獄中經歷父母
相繼患重病過身時，我的情緒也因此
而跌落谷底，同時也因一時衝動接連
多次違反紀律而被處分。我的負面情
緒也隨之而來，自覺多年來的努力也
是白費的，覺得自己是沒有明天的。
但雖如此，原來身邊的人也沒有放棄
我，福利官、工場主管、心理專家以
及各位牧師和教友都鼓勵我重新振作
，不要因一時的低潮而放棄自己，更
不要辜負家人多年來的不離不棄。
後來，我慢慢重拾內心的寧靜
，重新審視自己的弱點和不足之處，
慢慢改變自己的負面心態。
三十多年前犯下了嚴重罪行的
我，似乎與愛這個字談不上關係，但
在這三十多年間，很感謝家人的不離
不棄，以及每位關心過我的職員、牧
師、教友及在囚人士，他們多年來的
無私付出、關懷、包容和體諒，令我
明白到何謂愛。
現在我也會開始主動關懷身邊
的人去延續這份愛。
赤柱監獄 偉

不離不棄的愛
曾幾何時，我以為金錢是萬能
的。擁有金錢，就能擁有一切，包括
名譽、權力、地位、甚至乎親情和愛
情，統統也可以用金錢來換取。我以
為只要擁有金錢，就能得到真正的快
樂。
在被捕前，我已擁有一個美滿
的家庭，有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但
內心仍缺乏安全感，所以那時仍不惜
一切的拼命賺錢。為了賺取更多的金
錢，以帶來更美好的生活，我常在銀
行進行大額的高風險投資，心思意念
都受投資的盈虧所影響，因而忽略了
家庭生活，導致與太太關係轉差。後
來更因投資失利，欠下銀行巨債。在
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我不自覺地陷入
了犯罪的漩渦，更因此而被判入獄。
回想最初被關進囚室時，我感
到萬念俱灰，感覺自己的人生已經完
了，以為所有人都會嫌棄我，選擇離
我而去，眾叛親離。但原來這只是我
一廂情願的想法，我的妻子不但沒有
離棄我，更支持和鼓勵我，承諾會和
兒子等待我，而且她每個星期都風雨
不改，帶同一歲多的兒子前來探我，
令我感受到何謂不離不棄的愛。除此
之外，我的家人、親戚、朋友除了會
偶爾前來探訪，更經常寫信勉勵我，
給我帶來很大的鼓舞和力量，使我能
有勇氣繼續向前行。
在獄中生活的日子裡，令我有
更多的時間作出反省，思考自己的人
生。值得反思的是，原來過去我對金
錢的觀念是錯的。聖經說：「人若賺
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
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馬太福音十六26)從前我以為金錢能
帶來快樂，能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庭，
但原來金錢非但不能帶來快樂，更差

點摧毀了我的家。經歷這件事後，令
我領悟到最重要的是內心平安。金錢
雖能滿足人的衣食住行需要，但卻有
很多珍貴的東西是買不到的，如夫妻
關係、親情、友情等，更買不到健康
的身體和內心的平安。唯有藉著愛，
才能化解一切的怨恨和紛爭，才能得
著豐盛的生命。
透過不同團體的義工和教會的
弟兄姊妹不辭勞苦的恆常探訪，令我
知道何謂無私的奉獻。在他們當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亦是更生人士，透過
他們的見證和分享，令我深深體會到
只要我們能真誠悔改，努力改過自身
，亦能對社會作出貢獻。這種以愛還
愛的展現方式，以及將愛延續和傳承
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使我確信
只要我們能作出改變，亦能開拓出一
條出路。
此外，院所的心理組、工業組
和教育組的職員，在我們的更生路上
亦提供了很多的支援和幫助。除了為
我們提供心理輔導課程或職前培訓之
外，更鼓勵我們努力裝備自己，使我
們無論在心理上、技能上和知識上都
有所改進，讓我們為將來再次重投社
會早作預備，將所學的知識回饋社會
，共創一個美好的未來。
雖然更生之路會較崎嶇不平，
前路亦較難行，但由於得到親人、朋
友、署方、以及一班義工朋友的支持
和鼓勵，令我感受到愛的伴隨，不再
感到孤立無援，使我對更生之路加添
了多一份信心，對將來不再感到擔憂
，再次重燃希望。祝願大家將這份愛
延續下去，共創未來。
赤柱監獄 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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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家人
不經不覺，我在懲教院所已經
五年了！回想起過去的我「戀愛大過
天」，戀人和朋友是最重要，而家人
我就從不懂得珍惜。我相信很多人都
被父母寵愛著，當然，我也不例外。
小時候，無論事無大小，家人都會親
力親為去照顧我，都想將最美好的留
給我。久而久之，我就會覺得家人的
照顧及愛護是理所當然的，即使父母
為我做得再多，我也感覺不到他們的
愛，甚至覺得他們很煩厭，忽略了他
們的關心。隨著年齡增長，開始覺得
朋友及男朋友勝過一切。甚至乎會因
為義氣，為朋友兩肋插刀也在所不
惜，但結果最後換來的是被朋友利
用。
想起剛剛進入院所時，我還是
很天真的不停去聯絡朋友，出事後第
一個想起的亦是朋友，但最終一個酒
肉朋友也沒有出現。相反，在服刑的
五年間，家人一直對我不離不棄，風
雨不改，堅持每個月都會來探望我，
及給予我日用品，關心我的近況。其
實不只是我覺得難受和迷惘無助，在
外面的家人亦同樣地要承受心理壓
力，他們會擔心我吃不飽穿不暖，同
人相處如何，很多方面家人也會擔心
緊張。而我面對各方面的壓力和情緒
困擾時，會很容易收起自己不想面
對，怕接觸人。但記住面對家人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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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害怕，就算當初的你做得有多
錯，條路行得有多歪，只要你肯糾
正自己的過錯，主動向家人伸出手
來，承認自己的錯誤，我相信終會
得到家人的原諒，因為家人總是無
條件的愛我們及支持我們。
全因為家人這份愛與關懷，令
我下定決心，改過自新，絕對不會
再令家人失望。將來重投社會一定
會遇到不少困難、挑戰及引誘，但
我相信只要用心抓緊這份愛，在家
人的鼓勵及各方支持下，堅決不會
再行差踏錯，為自己及家人共創美
好未來。最後，有一句話想同大家
分享：「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
而親不在。」希望大家會好好珍惜
家人或者身邊的人！若果大家覺得
我所說的能夠引起你們共嗚的話，
就不要再浪費時間，快拿起筆來，
將心中一直想與家人所說的話寫在
紙上，將這封信寄到他們手上。希
望大家可以將這份愛延續下去，一
起共創美好未來。
羅湖懲教所 小敏

創造之母
我和現在所有人一樣，身處在二
十一世紀資訊傳播快速和透明的年代
，所以在2013年初次被收押時，不能
再依靠資訊科技去生存，實在極難適
應，恍忽自己走進了一個「平衡宇宙
」，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環境裡重新
學習生存一樣。
世界變得快，1983年出生的我反
觀這幾十年，當時的香港根本沒有多
少人有電腦，更遑論互聯網。現在，
人在不得使用互聯網情況下生活，就
像會死掉一樣，亦有人覺得如果世上
有事物在互聯網是找不到的，那樣事
物便不存在於世上。試問人可以如何
適應這個「平衡宇宙」呢？
這衍生出一個容易產生爭論的問
題：一個人在各項物質條件嚴重匱乏
時，人的思考和學習的能力會有何差
別？
人忽然遇到巨大轉變，要在匱乏
環境生存，意識到的通常着重在失去
資源而產生的感受。當日子久了，人
在新環境如有更多空間和時間思考，
便會觀察新環境的新條件而作出適應
，思考方式亦相應更新，並以此方式
創造不一樣的事物，長遠保持自己的
創造力和生存條件。如果是一般人，
這類事例是不明顯的。原因是在資訊
科技世代之前，不論勞動階級還是有
技術，甚至有大學學位的專業人士，
都受住自己產生的條件和實質環境所
限制，此制約是「職業分工」。不是
做老闆的話，大部份人一生都只有一
兩項的專業知識，靠這些知識幹活到
退休，就算環境迫令人必須改變，人
類也會極其抗拒，這是在正常環境中
培養出來的安逸心態使然。但如果是

？

有學者心態的人，便會結合新環境條件
而產生新的思考和事物，原因不是他們
求生意志特別強，而是因他們有喜歡思
考和尋根究柢的個性，這是他們人生的
重要部份。
十八年前一位慈祥的英籍語文教
師和我說的真人真事，就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一天，一位藝術家因某原因腦部
失去了分辨顏色的能力，基本上他只看
到一個黑白世界。隨著日子過去及科技
的進步，醫生們跟他說現在有方法醫治
他的色盲，但那位藝術家竟然說不想要
回看顏色的能力。醫生們覺得驚奇，他
說色盲後獲得一個嶄新的視覺世界，於
是有利他在全新視覺的感知裡，創造出
新穎的藝術品。這種突如其來的匱乏令
藝術家從新的角度與感知裡創作，令人
生的轉變和匱乏成為了禮物。
把匱乏條件和環境，轉化成新策
略和角度去思想，本來就是人既有的能
力，只要把學者的心態引進自己的個性
中，把思考變成一種永恆的習慣，這樣
即使巨變迎面撲向人生都可從中找到突
破。我敬祝囚友們也可以擁有自己的角
度，令自己的感知可超越牢房四方的牆
壁，窺看自己心靈中更深層次的東西。
赤柱監獄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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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聽見人說「我食腦㗎」、「我真係食腦㗎」，一
些好勝心強的朋友更可能一天說上過百次。但其實大家
是否真的「食腦」呢? 不用多說，現在就測試一下！

老友
請問您係咪「食腦」
㗎
Q1

「卡娃依」熱身題：

爛蕃茄難度指數：

請問有甚麼東西是爸爸、媽媽和妹妹都碰得到，而
哥哥和姐姐是碰不到的呢？
(提示：老實說，這題不需太多腦汁，其實只要你
眼耳口鼻運作正常，已有足夠能力找到正確答案)

Q2

初級數字題：

爛蕃茄難度指數：

請將數字1-9排進右面的方格，出來的結果打橫
、打直、打斜每行裡面的三個數字加起來的總和
都是一樣的。
(提示：每行三個數字加起來的總和都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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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進階數字題：

爛蕃茄難度指數：

請將數字1-25排進右面的方格，出來的結果打
橫、打直、打斜每行裡面的三個數字加起來的
總和都是一樣的。
(提示：每行五個數字加起來的總和都是65)

Q4

?

推理題：

爛蕃茄難度指數：

請根據以下4幅圖案，推理出第5幅圖案。
(沒有提示，因為給予提示等於送你答案。)

Q5

頂級邏輯題：

爛蕃茄難度指數：

答案
在
後
頁

Albert和Bernard剛與Cheryl成為朋友，他們想知道Cheryl
的生日。Cheryl給他們10個可能日期：

5月15日、5月16日、5月19日
6月17日、6月18日
7月14日、7月16日
8月14日、8月15日、8月17日
Cheryl分別告訴他們月份與日子，即A lbert只知道幾月，
Bernard只知道幾日。
Albert說：「我不知道Cheryl的生日，但我知道Bernard同
樣不知道。」
Bernard說：「一開始我不知道Cheryl何時生日，現在我知
道了。」
Albert說：「那我也知道Cheryl的生日了。」
到底Cheryl的生日是哪一天？

(提示：絕對可憑邏輯推出答案，沒取巧、沒爛g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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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人家怎樣看你，不重要；你怎樣看自己，那個才是真正的你。」這一類
哲學題，以往，只有亞里士多德和蘇格拉底才會關心。
不過現在，在香港天主教教友監獄福傳組織所舉辦的視覺藝術班中，在囚
人士也可以透過藝術，進入更深層次的思考領域。
下面，就是他們課堂的作品—「臉譜」，且看看他們探索出什麼來。
小時候喜歡矇面超人，現
在有機會，我也希望自己
造一個︱有鬚根的矇面超
人，你見過沒有？
錦成
﹁不造作、不矯飾、以真
面目視人﹂是我的人生座
右銘。
開
傳統文化﹁太極﹂強調陰陽平衡，海峽兩
岸猶如﹁太極﹂中的兩面。最近二者政治
氣氛趨向緊張，希望大陸和台灣能如太極
一樣平穩，真正實現︱和平共處。
左

Jarvis

面譜中的圖案所代表的是我的﹁時光旅程﹂，他帶
出了我由小時候至今所經歷的。當中包括：與家人
和朋友的回憶、思想情緒的起伏、曾經學習的知識
與及經歷人事變遷的高低起跌。這道﹁時光隧道﹂
的中心點雖然暫時仍然是空白的，但是未來的路相
信是充滿色彩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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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砌圖﹂只要把人
與人拼湊起來，這樣，不
論晴天雨天，也能看到一
幅有意義的圖畫。這是我
在赤柱﹁大學堂﹂裡學到
的最有價值的一課。其它
大學就未必有這一科了。
良

我的一生與電子和電腦結
下了不解緣。雖然未能在
美國太空總署工作，但能
為赤柱數碼圖像工場效
力，也是我的榮幸。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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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時 ，我只隨心 所欲的
畫 ，沒 有特定 目標。出來 的
效果，卻倒也像人生 ，有漂
亮的一面，也有不 漂亮的一
面。
森仔

梵高 、畢加 索這類抽象 派大
師 ，是我 學習的對象 。所以
我 也﹁不加 思索﹂地創作出
這個抽像的模樣來。 阿民
Every time, I create
a piece of ART, I
could see some
essence of my spirit
passing from my
hands into the
creation. It reflects
my emotions and
feelings. Every
‘Creation’ is
perfect. The
perfection, does not
come from its
flawless shape but
from its unique
identity and
authentic form.
There may be some
cracks or something
missing, but that’s
how it is. I feel
proud and great of
my creation.
Sunny

RAINBOW

22

Q1

是嘴唇。
因為當你說「爸爸」、「媽媽」和「妹妹」時，上下嘴唇是會互
相碰在一起的。而說「哥哥」和「姐姐」時並不會。

8 1 6
3 5 7
4 9 2

Q2
Q3

17 24 1 8 15
23 5 7 14 16
4 6 13 20 22
10 12 19 21 3
11 18 25 2 9

Q4

答案是

Q5

（其中一個答案）

（其中一個答案）
首先將「1」放在頂端正中央。然後，有沒有
留意到由1開始直到25，都是跟隨著一個有規
律的排列方法(跟著紅色箭咀自己研究一下！)

有沒有留意，其實每一個圖案都是對稱的，順
序四個圖案其實就是1、2、3、4。明白了嗎？

答案是7月16日。
在10個日子中，僅18日和19日只出現一次。如果Cheryl的生日在
18日或19日，Bernard便會馬上知道答案，但一開始時Bernard並
不知道，因此Cheryl的生日不在18日或19日。
但為何Albert知道Bernard不知道？如果Cheryl告訴Albert她的
生日在5月或者6月，他是無法確認Bernard知不知道答案的。只
有生日在7月或8月，他才能確定Bernard因為日子重複出現而無
法確定答案。由此可知Cheryl的生日在7月或8月。
Bernard在聽完Albert第一句話後，馬上就知道是那一天。7月和
8月都有14日，如果Cheryl的生日在14日，他不可能知道答案，
因此14日也可以剔除。現在餘下7月16日、8月15日、8月17日三
種可能性。如果Cheryl的生日在8月，Albert仍會疑惑是哪一天
。但Albert說他已經知道了，可以肯定Cheryl的生日不在8月。
所以答案是7月16日。

ers

A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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