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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甜入心 母子心連心
年輕在囚者親手調配 媽媽見兒改過感欣慰

職訓更生 就業無憂

年近歲晚是親人團聚的日子，但身處懲教所內的青少

年往往要一個人孤單度過，在「每逢佳節」時更顯落

寞。為協助年輕的在囚人士改過自新，大潭峽懲教所日

前安排「親子日」探訪活動，讓年輕在囚者用行動及心

意卡向親人表達心跡，改善他們與家人的關係，親人亦

見證他們的轉變，感到欣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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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壞的
人，成日『蝦蝦霸霸』，偷竊、
打架、吸毒、販毒什麼都做
過。」民仔初初入住大潭峽懲教
所時，不但失去自由，又面對陌
生的院所生活，經常感到憂慮和

迷茫。「但好在當時有職員及囚友鼓勵
我，放下以前的事，重新開始。」
民仔說：「其中有個職員跟我說，
『我有觀察你，發現你其實很善良，本
質很好，你不應該在這裡。』」職員的
話令他感動了，開始嘗試走出陰影，重
新開始。

大潭峽懲教所一級懲教助理唐昌輝入
職25年，他表示，在囚的青年學員，大
多本性不壞，好多是由於缺乏教導及關
注而誤入歧途。「剛剛進來時，很多人
都會不開心、缺乏自信，對未來有很多
憂慮，但只要耐心與他們溝通，鼓勵他
們重新找回自己，找到自身價值，就能
有所轉變。」

學員重返正途 最感滿足
唐昌輝便是那個民仔剛入獄時，鼓勵

他、給予他認同及信心的職員。他稱，
懲教所職員的角色並不是要訓斥、整治
在囚的青年人，而是要關懷他們、信任
他們，令他們重拾自信。25年的工作
中，唐昌輝最大的滿足感源自「可以令
學員重返正途，不再走回以前的路」。
他又鼓勵在囚者「跌低就要起返身，

這裡不是終站。出去後，無論發生什麼
事都要相信自己，堅持下去。」

■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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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0 歲的民仔 2年前因販毒入
獄，於親子日即場調配「心」形

咖啡予媽媽品嘗，又彈結他向她獻上
一曲《真的愛你》，並送上寫滿祝福
的心意卡。民媽拿着這杯充滿「愛
心」的咖啡，感動地表示，冬至可以
與民仔一起度過並見證他的轉變，是
最好的聖誕禮物。

中二逃課打架 販毒入獄2年
民仔5歲時父母離異，民媽希望給予
民仔較多自由度來彌補對他的愧疚。結
果中二開始，民仔逐漸走上逃課、打
架、吸毒甚至販毒的歧途，更在2年前
被捕入獄。
民仔回憶，以往與媽媽溝通最多只有
3句話：「得啦」、「知啦」、「有分
數啦」，與媽媽一起吃飯的次數一年不
過2次。

調咖啡燙傷手 體諒媽媽辛苦
入獄後，民仔早睡早起，生活逐漸規
律。自小喜歡煮食的他在懲教所內報讀
「國際咖啡調配師技巧資格證書」課
程，經過8周的學習，他現在可以輕鬆
製作出一杯細膩香濃、有漂亮拉花的咖
啡。
民仔在學習過程中經常被燙傷手，自
言每一個花式都經過多次練習才能學

會。他明白工作不易，更加體諒媽媽的
辛苦，與媽媽的關係較以往更加密切。
民仔回憶入獄後第一次見媽媽時，看

到媽媽非常憔悴，令他十分內疚，後來
亦經常收到媽媽寄來的信件，信中媽媽
故作輕鬆，經常用心形、笑哈哈的圖案
來鼓勵民仔。
民仔明白媽媽的苦心，不禁反思自己

以往的所作所為，不但經常不回家吃
飯，還經常用「我唔返來了」、「你鍾
意點樣就點樣」來傷害媽媽。民仔更以
「簡直不是人」來形容以前的自己。

最好聖誕禮物 學會關心別人
民媽坦言，當日是民仔首次親手製作

咖啡及糕點給她吃，「好開心！覺得民
仔長大了。」
「他最大的轉變是開始學會關心人，

會問我的近況，辛不辛苦、身體有無唔
舒服。」民媽說，冬至可以與民仔一起
度過，並見證民仔的轉變，是今年她所
收到最好的聖誕禮物。
2年前民媽在收到民仔入獄消息時，感

覺是「晴天霹靂」，更自責「是自己做
得不好，沒有好好教導囝囝。」但現時
見證民仔的轉變，她亦逐漸走出陰影，
希望明年民仔出獄後可重新起步，做正
確的事，以後的每一個節日都能與家人
一起吃一餐飯，年年都一起過冬至。

犯錯就要承擔結果，在香港這個
「寸金寸土」的城市，在囚人士的生
活空間亦十分狹小，一張約1米的鐵
床、幾個人共用1個廁所、洗漱盆，
狹小的窗，令本性活潑的年輕在囚者
倍感苦悶。為了讓在囚者擺脫苦悶及

可以不斷進修，大潭峽懲教所開設了洗
衣、中式廚藝、辦公事務、糕點及咖啡店
運作等職業訓練，其中咖啡店運作課程最
受年輕在囚者歡迎。

民仔學習有成 民媽「眼濕濕」
民仔是第二期咖啡班中16名學員的一

員，經過8周的學習，他由一個不懂如何
沖泡咖啡的外行人，逐漸變為可輕鬆拉出
漂亮圖案的咖啡師。「沖泡咖啡要經過磨
豆、壓實、溫杯、打奶泡、拉花等多個程

序，要控制好溫度、角度及深度，才能打
出又香又滑的咖啡。」民仔在「親子日」
向媽媽及其他探訪家屬講解咖啡調配技
巧，民媽坐在下面嘴角含笑，已開心到
「眼濕濕」。
大潭峽懲教所助理講師陳家浩本身有十

幾年餐飲從業經驗，他指出，咖啡調配課
程每半年一班，每班16名學員，印象最深
的是學員學習能力很強，很快掌握技巧。

學習能力強 更珍惜上課機會
陳家浩亦曾教導VTC學生，他坦言，兩

邊學員最大的分別是懲教所內的學員更珍
惜上課機會，更加認真及守紀律。
懲教署置業訓練監督楊翠屏補充說，懲

教所內開設課程遵循市場導向，近年開設
的咖啡調配、寵物美容、餐飲及建造業相

關課程，均是市場上人手缺乏的行業。懲
教署會根據不同懲教所的設備、保安及在
囚者的興趣安排不同課程。首屆咖啡調配
課程的16名學員全部通過測試，並成功拿
到證書。

訓練口試面試 協助視訊面試
懲教署又會訓練學員口試及面試技巧，

提供視訊面試機會，讓在囚者出獄前找到
工作。
根據懲教署數據，可供追蹤的成年在囚

者出獄後就業率達82%，青少年在囚者的
就業率為95%，最多人進入建造、餐飲行
業發展，月薪約1萬至1.2萬元。楊翠屏表
示，明年會與培訓局研究推出裝修、花店
等職業培訓。

■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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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仔彈吉他向媽媽獻上一曲《真的愛你》。 陳文華 攝

■■青年在囚者正青年在囚者正
為親人調配咖為親人調配咖
啡啡。。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民仔即場調配民仔即場調配「「心心」」形咖形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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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仔在獄中學習民仔在獄中學習。。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聖誕假期本港天朗氣清，吸引不少
行山客遠足郊遊，享受香港美麗的大
自然環境。不料近日在行山徑發生兩
宗持刀搶劫案件，多名市民因此損失
財物，加上假期發生多宗入屋爆竊
案，反映進入年底劫案高發期，警方
確有需要投入更大力量打擊相關罪
案。由於類似案件或涉及跨境犯案，
警方應加強與內地合作，加強情報交
流，盡快將疑犯抓捕歸案，並嚴打偷
渡犯案行為，防患於未然，維護香港
良好治安。

昨日下午在長沙灣鷹巢山自然教育徑
發生連環劫案，兩批市民相隔7分鐘先
後遇上刀匪，損失現金及手機等財物，
匪徒犯案後逃去無蹤。早兩天亦有多間
獨立屋發生爆竊案，包括上水金錢村前
晚3間村屋遭連環爆竊，以及大埔和大
欖在25日亦有獨立屋遭爆竊。這一系列
案件接連發生，反映臨近年尾，歹徒作
案更加猖狂，對市民安全構成實質性威
脅，應當引起當局重視。

事發的行山徑並非人少的偏僻路段，
平日不少市民會選擇有關路徑遠足，反
映犯案的賊人猖獗。警方為保護市民人
身安全和社會穩定，應該盡快設法將疑
犯緝拿，並在市民行山地點增派人手加
強巡邏，防範類似劫案重演。

香港市民有行山的習慣，加上近日天

朗氣清，吸引更多市民趁假期遠足。面
對年底的劫案高發期，市民需要提高警
惕，行山遠足必須結伴而行，由有經驗
的朋友引領，並選擇較多人的路徑，切
忌進入偏僻地區或者獨自行山，以免給
賊人可乘之機。市民應該發揚守望相助
精神，遇上突發事件或發現可疑人物，
互相通報，盡快通知警方，合力打擊罪
案。

根據案情描述，昨日鷹巢山發生的
兩起行山劫案，刀匪操普通話口音，
不排除是內地非法入境者所為，本港
警方應與內地警方通力合作，及早破
案。當務之急，除了針對近期案件展
開抓捕之外，還要展開規模龐大的堵
截偷渡行動，以免非法入境者在年底
來港「發新年財」。

香港與內地只是一水之隔，交流頻
繁，跨境犯罪問題從來不容低估，有
內地罪犯來港犯案，亦有港人在內地
犯案。過去，兩地警方在滅罪、破案
和迅速拘捕疑犯方面，有很多成功的
案例，例如去年的飛鵝山2,800萬元綁
架案，就是在兩地警方攜手合作之
下，迅速破案並拘捕疑犯，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在「一國兩制」下，兩
地警方為了維護市民的安全並肩作
戰，盡心盡力保障社會治安，成效令
人欣慰。 （相關新聞刊A7版）

加強治安執法 保障市民安全
民陣發起元旦遊行，訴求包括反對人大釋法、撤回

對4名立法會議員的司法覆核等。人大釋法是依法處理
宣誓風波、遏止「港獨」氾濫的必要之舉，特區政府
對4名反對派議員提出司法覆核，是依法辦事的體現，
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了香港社會
穩定。民陣煽動反釋法、反司法覆核議員資格的遊
行，暴露反對派包庇自己友，不惜破壞法治、動搖香
港核心價值，不斷製造政爭矛盾，搞亂香港，以換取
生存空間。反對派為自己的政治利益，罔顧香港社會
利益，肆意煽動街頭行動，是與港人為敵。

今年立法會就職儀式鬧出辱國播「獨」的宣誓風
波，人大釋法一錘定音，為處理宣誓風波提供了清晰
權威的法律依據。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人大釋法、
本港相關法律，分別對不依法宣誓的梁頌恆、游蕙
禎，以及梁國雄、姚松炎、劉小麗和羅冠聰等人的議
員資格提出司法覆核。本港法庭兩度判決梁頌恆、游
蕙禎敗訴，喪失議員資格。上訴庭的判詞表明本港法
庭無權質疑人大常委會的權力，釋法對香港法院具有
約束力。政府的檢控、法庭的判決都是嚴格按照法律
行事，經得起任何法理的挑戰。

目前，梁國雄等4人的案件正在審理過程中，民陣無
視人大釋法和本港法庭的判決，竟然聲稱政府對4人的
司法覆核是「濫用司法程序」，是「惡意的政治檢
控」，說明民陣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煽動民眾上街
遊行，炮製所謂民意向法庭施壓，企圖讓自己友逃避
法律責任。民陣更赤裸裸地宣稱，戴耀廷早前建議，
反對派選委以提名換取特首參選人承諾撤銷對4名議員
的司法覆核，不是干預司法。這更加反映民陣目中無
法，只有對他們有利的才是法律。民陣和戴耀廷把法

律視為隨意操弄的工具，實在是對法治的褻瀆。
新一屆特首選舉即將展開，特首梁振英宣佈因家庭

原因不競逐連任。反對派一直以 ABC（Anyone BUT
CY）的策略干擾特首選舉，梁振英不競逐連任，頓時
令反對派失去攻擊目標，也亂了陣腳。民陣召集人區
諾軒聲稱，特首梁振英宣佈不連任，不代表他的行事
作風路線會消失，不應鬆懈，煽動市民參加遊行。

日前，特首梁振英到北京述職，國家主席習近平表
示，中央對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充分肯
定，讚賞梁振英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為「一國兩制」事業和香港
繁榮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習近平強調，「一國兩
制」符合國家利益和港人福祉，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
內的全國人民共同心願，中央政府、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香港社會要堅定信心、堅守底線、堅決維護，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在基本法軌道上向前推
進。由此可見，不論誰當特首，都必須捍衛「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都要堅守底線，確保「一國兩
制」在基本法的軌道上向前推進。

民陣聲稱梁振英不連任也不應鬆懈，反映反對派決
意對抗中央，反對捍衛「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
人當特首，即使梁振英不連任，他們也會製造新的攻
擊目標，挑起新矛盾，不斷散播恐怖氣氛。因為唯有
如此，反對派才能渾水摸魚，才有生存的價值。但
是，這種為反而反、政爭不息的環境，只會令香港虛
耗空轉，蹉跎歲月，日益陷入被邊緣化的困局。廣大
市民已經厭倦了無休止的政爭，民陣煽動、蠱惑市民
衝擊法治、激化對抗，必然會遭到民意的唾棄。

（相關新聞刊A10版）

民陣包庇自己友 破壞法治與港人為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