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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獻給所有影響我一生的囚犯的，他們在過往

多年來的團契中改變了我，也樂於與我分享，並容讓我在

他們經歷破碎時陪伴他們。這本書更是獻給那些曾參與監

獄團契的基督徒的，尤其是我的學生，他們令我當監獄牧

師的時光變得甚充實，將監獄牧師這「獨行俠」的工作，

化為羣體的事工。

我首次踏足監獄，是大約二十年前一個灰冷的冬日；

那裏是瑞士一所高度設防的監獄，我仍清楚記得，那兒令

人透不過氣來，中央暖氣系統抽乾了空氣，但又缺乏通風

系統，食物和身體散發出陣陣惡臭—總之就是一股異

常而陌生的味道。自那一天開始，監獄就成了我人生的一

部分，它深深吸引著我。我珍惜我所遇上的人的各種特

質，他們裝出來的粗獷，只為掩飾鐵漢柔情，他們交談時

又直言無諱，免得顯露其脆弱的一面；他們亦相當老實，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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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是因為深知其人生走進了死胡同。在監獄社羣的吵吵

鬧鬧和男性囚犯的魁梧身型背後，我卻遇上一些人，他們

是真心真意要尋求生命意義的。

在那所高度設防的瑞士監獄事奉了幾年後，我有機會

於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環境—香港—服事。儘管在

香港的監獄內的囚犯和職員皆是中國人，但香港的監獄卻

隨從英國的監獄模式，而且維持能媲美其他先進國家的監

獄之水平，在某些方面，香港的監獄做得比歐洲和北美還

要好，雖然也有一些方面是比不上的。由以獨立的基本法

為本之司法制度和同樣獨立的行政機構來管理監獄，令香

港監獄甚至媲美其他聯邦國家的監獄。

經過全面的語言培訓—包括廣東話和一些普通

話—我在香港一直以監獄牧師的身分事奉，主要探訪

男性成年囚犯。監獄牧師的體驗，讓我深思監獄的意義和

監禁的屬靈體驗。在監獄這極度受控的環境裏，監獄牧師

可能是惟一完全獨立於懲教機構，而仍可自由在獄中穿梭

往來的一位。他可以有效地與囚犯分享日常生活，而又毋

須服膺於懲教署嚴格的行政與規律。同時，他又有特殊權

限接觸外界的義工和參與監獄事工的教會團體。此身分填

補了裏面世界和外面的基督徒羣體之間的鴻溝，這就凸顯

了監獄牧師事工的部分特色。

在擔任監獄牧師時，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神學院任教。這學院看重學術批判的神學和事工實踐之間

的聯繫。我很榮幸自己能再次擔當搭橋的角色，這次是神

學院的神學訓練與監獄環境之間的橋梁，乃透過定期邀請

學生參加監獄探訪而達致。

這本書是我身為監獄牧師兼老師的雙重角色之成果；

這是一本監獄事工手冊，它覆蓋囚犯信仰生命和探訪事工

的各方面。我希望其中的資料，包括社會科學的洞見，能

讓大家更深入了解在囚人士，並揭示宗教生活在這類地方

的適切性。改變和靈性轉變的典型故事，能讓讀者了解坐

牢這驟變，如何展開人類存在的基本議題，並見證信仰改

變生命的能力。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孕育以監獄牧師為本

及以平信徒為本的事工的相互關係，共同建立上帝全民的 

事工。

探訪在囚人士的事工是一段邁向社會核心的旅程。

監獄所揭示的，一言以蔽之，就是社會的價值觀與規範，

監獄也隱藏著社會上很多迫在眉睫的問題。探訪者要面對

權力、公義和平等的議題—或面對它們的缺乏，這可

能比起其他事工更甚。因此，若撰寫一本有關監獄事工的

書，那就必須留意這些議題，並敏銳地回應之，而又不至

於忽略在犯錯、痛苦和疏離的體驗之中的個人層面。這

本書綜合了各方的洞見，從解放神學到適切於在囚人士的

牧養神學。雖然我自己未曾坐過牢，我也盡可能嘗試發

展出一套監獄神學，並以囚犯的體驗和生活現實作為其起 

始點。

這本書先帶領讀者跟隨虛擬的探訪者進入監獄，開

始認識到監獄的處境，並認識囚犯的日常生活、感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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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在生活各方面皆受控的環境裏的生存策略。第二

章用上外來的社會學理念，以衡量宗教在監獄裏的角色、

重要性和果效。囚犯何以參與宗教生活？他們期望得到

甚麼？又如何從中受益？第三章描述信仰如何改變囚犯；

這核心的一章，提出靈性轉化的心理學，並顯示出改變是

如何從坐牢這極端倒置的驟變體驗中開始，以及這生命中

的轉捩點，乃是如何觸發治療的過程。本書的第一部，以

解說監獄的歷史作為總結。第二部轉而談及基督教監獄事

工，並提出類似「如何做到」的指引。第四章介紹對於治

療性的監獄事工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態度和溝通技巧，而第

五章則分析探訪者的角色行為，並解答當他們在那極度不

公平的處境中，究竟該如何避免墮進表現得居高臨下的陷

阱裏。在第二部結束時，筆者會帶領讀者反思基督教監獄

事工如何從兩條不同進路發展出來，包括監獄牧師這傾向

神職人員制度的傳統，以及平信徒事工這傾向復興運動的

傳統。最後一部分則討論監獄事工如何實踐，並作為跨越

圍牆的神學運動。第六章展示探訪事工如何影響探訪者，

並透過他們影響外界社會。最後的第七章是神學結論，將

信仰體驗與基督教神學傳統聯繫起來；這就發展出一套從

一特定羣體—就是囚犯—之受苦的角度所出發的神

學，並回應他們的體驗。

這本書應該是雅俗共賞的；為求讓這本書比較容易

閱讀，我不妨建議幾種閱讀的方式。讀者當然可以順著這

本書的編排來閱讀。又或者，讀者可以採取較選擇性的方

式。如果對信仰與靈性問題興趣不大，卻想了解多些監

獄的世俗現實—監獄生活和宗教在獄中的角色—的

話，會發現第一、二章最具啟發性。讀者如對監獄事工

的靈性層面和改變的故事感興趣的話，應閱讀第一、三、

四、五章。第六章則描述與監獄事工有關的司法問題。

如果對神學，以及對牧養關懷與具政治意識的神學之間的

聯繫感興趣的話，就應閱讀第一、三及五至七章。

為了令這本書更容易閱讀，本書的註釋盡可能簡明扼

要，以免在那裏隱沒了重要的概念，因而所加的註釋大多

只表明引文或意念的出處；偶爾也有一些附加資料放在註

釋部分，為求不影響行文流暢。我亦於每章章末附加「延

伸閱讀」部分，以彌補學術上的不足，並為讀者建議那可

找到更多相關資料的地方。有一些段落是以特別的引文

的方式處理，這通常表明是囚犯的故事或與囚犯接觸的故

事，用以闡明論點。這些段落有時亦僅是加插引文，以深

化主要的意念。為了讓這本書在監獄以內和以外的教會事

工皆用得著，我在每一章的結尾，亦建議了一些用作小組

討論的問題。

每本書都自然有其限制。首先，這本書所集中討論

的監獄事工難免狹隘，對於釋囚和囚犯家庭的事工幾乎隻

字不提，但兩者皆屬於較宏觀的監獄事工。反而，這本書

強調將基督教信仰在特定地方處境化：就是監獄。然而，

這狹隘的處境，卻可能令體驗過其他形式的剝奪和覺得靈

性被困的人感興趣。此外，這本書是以一名與男性囚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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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獄事工難免狹隘，對於釋囚和囚犯家庭的事工幾乎隻

字不提，但兩者皆屬於較宏觀的監獄事工。反而，這本書

強調將基督教信仰在特定地方處境化：就是監獄。然而，

這狹隘的處境，卻可能令體驗過其他形式的剝奪和覺得靈

性被困的人感興趣。此外，這本書是以一名與男性囚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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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窗內的心靈世界

�

導言

�

事的男人之觀點寫成的，因此，女性囚犯的觀點未能充分

地反映出來。還有，這並不是針對司法或懲罰而提出的籠

統基督教觀點；這方面已有其他人做過—以聖經、神

學、哲學或心理學的基礎—我實在自愧不如。最後，

基督徒顯然不是惟一關心囚犯的人，其他信仰團體同樣委

身於此項事工。然而，既然基督教傳統於我內心根深蒂

固，而我也在基督的信息中找到意義，那麼我亦覺得無必

要保持中立。因此，這本書所反映的，是對於獄中靈性轉

化的基督教觀念。

我希望這本書所分享的反省和觀察，能表達監獄在我

們社會裏所佔的象徵性比重—包括其聲譽與現實。監

獄被千夫所指，但又令我們很多人著迷。它不為公眾所

見，大多數人都接觸不到，自然叫人好奇。既然不能真

正體驗到，它就令人聯想起無法無天的瘋狂世界。同時，

「監獄」的概念是我們的基本存在狀況的強力象徵，就是

我們人類的限制和有限性；我們的共同體驗，就是人可以

在肉體上被囚禁，同樣亦可以在靈性和思想上被囚禁。當

進入監獄的現實時，探訪者所面對的，不僅是那忐忑不安

的體驗，也是伴隨著的靈性和文化含義。他們在探訪在囚

人士途中，同時穿越了靈性的圍牆，就好像穿越實質的圍

牆一樣。他們一遇見囚犯，就發現其實只是在不尋常的

環境裏遇見尋常不過的人罷了。很多時，這樣的探訪會

轉化成啟示性的接觸，揭露了個人被囚禁而渴望得釋放的 

感覺。

這本書並不只是一名監獄牧師的軼事記趣；我希望可

以提供靈性上的鼓舞、神學上的洞見和輔導的工具，給所

有參與以信仰為本的監獄事工的人：監獄牧師、基督徒義

工及教會團體、懲教署職員，最後當然少不了囚犯自己。

以下的章節，僅讓讀者瞥見我與囚犯在團契中所體驗的大

喜樂和愛，以及我對囚犯的尊重，因他們都在沒甚盼望的

環境中掙扎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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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有義工首次參與監獄探訪，我都會循例問一問他

們的印象和感受，而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是：他們所接觸到

的人令他們感到詫異—原來囚犯並非甚麼野蠻人，反

而都是循規蹈矩、甚為友善的人；他們頗能夠表達自己，

又對義工感激不已。與真正的囚犯接觸後，人就會發現他

們並不如傳媒刻意塑造出來的形象那般駭人。

當然，第一印象並非現實的全部，但卻是重要的起始

點。囚犯都是普通人而已，他們都經歷過人生的起伏，只

不過他們犯了案，但最終敗露（或者可以說是倒霉），因

而被捕；他們或許是好丈夫、好爸爸、好市民，又或許不

是。在他們人生的某一階段，不論是早或遲，他們越過了

社會公認為可接受的界限而束手就擒。這一章會讓大家細

監獄裏

的

破碎世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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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窗內的心靈世界

1 �

第1章  監獄裏的破碎世界

1 �

看囚犯是甚麼人，他們有何感受和期望。

「他們」是誰？

犯罪學的文獻（criminological literature）甚廣（見章末

之延伸閱讀），只要瞥看一小撮，我們不難發現大量不同的

觀點和類型。有指囚犯是自我中心和利己主義的罪犯，犯

案是為了尋求刺激，滿足其貪得無厭的私慾；因此，囚犯

根本就有別於正常人。1 另有指他們是病人或精神病患者，

沒有自主的能力，故需要人幫助。2 又有指他們是社會上

的邊緣人士，是在社交和教育方面都被剝奪的人，因此他

們須要學習如何改變和調節；他們是被邪惡社會所腐化的

弱者。3 另有人在他們身上所看到的，是反資產階級（anti-

bourgeois）的英雄，他們拒絕服膺於不公平社會所訂立的規

則，4 又或透過打擊自圓其說的物質主義制度，來將主流制

度的真貌暴露出來。我嘗試將關於犯罪活動的一系列理論

系統化地劃分為：（1）罪惡源自環境之理論，以及（2）罪惡

源自犯人自身之理論。前者認為罪惡的根源在於失業、貧

窮、失學、暴虐的父母、朋輩的壓力，或濫用藥物等；這

種態度變相為囚犯的行為辯解，卻貶抑了囚犯及其潛能。

後者之理論則強調個人責任，認為罪犯是自主的；這種態

度令人對囚犯有較負面的看法，視他們為純粹出於自私的

動機而作出錯誤決定的人。這種看法乃適用於特殊情況，

例如當囚犯試圖逃避面對個人責任時。不過這看法亦可能

阻礙了良好的溝通，因為它忽略了同理心（見第四章）。

然而，世上並沒有甚麼典型的囚犯。引用國際監獄

團契（Prison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的始創人卓克．高

爾遜（Chuck Colson）的話：「囚犯和我們同樣是罪人，而

我們與他們都一同繼承了罪的遺產。」5 監倉裏的人代表了

社會的一個橫切面—大部分囚犯都頗為年輕、貧窮、

教育水平不高，很多時也缺乏社會責任的意識，又或只尋

求即時的滿足感。而兒時被忽略或被虐待的人，以及有某

種精神病的人，其數目更是不成正比地多。6 但這樣的描

述其實無濟於事，因為它只說明了概況。固然，囚犯並不

比監獄外面的人好，但整體而言，他們也不是相差很遠。

他們同樣也以小康之家作為其人生目標：有個好妻子或好

丈夫，孩子聰明伶俐，有豐厚的薪酬，間中可共敍天倫。

簡言之，他們尋求一個平靜安穩、和諧的生活。縱使有泛

泛而談之嫌，某些觀察卻容讓我們更深入、而又不偏頗地

了解囚犯。

首先，雖然「囚犯」（prisoners）和「罪犯」（criminals）

這兩個詞的中文意思是相若的，兩者卻不得混為一談。大

部分的罪犯，即犯了案的人，他們從來都不用坐牢，只有

小部分犯了案的人才最終被捕；而在這一小撮人當中，

最後被定罪的更是寥寥可數。7 再者，「罪案」（ crime）一

詞，並不止於其狹隘的法律定義；法律定義只包含和制裁

那些已被宣告為不合法的行為，但卻不包含合法的破壞性

行為，譬如在戰爭中殺人，還有對環境的破壞、損耗、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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