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惩教制度对改造罪犯、协助他们更生和社区教育

均越来越重视，经过多年的发展，备受国际推许。惩教

署特为各类在囚人士，包括年轻犯人、吸毒者、初犯和

积犯，制订了多项周详的更生计划。 

惩教署的职员编制为 6 988 人，负责管理 28 间惩

教设施，当中包括有惩教院所、中途宿舍和设于公立医

院的羁留病房。惩教院所包括低度设防、中度设防和高

度设防监狱、精神病治疗中心、教导所、劳教中心、更

生中心及戒毒所。除 23 间惩教院所外，惩教署有三间中

途宿舍，以及两间羁留病房，合共收纳约 8 200 名在囚

人士。惩教署还提供协助更生人士重返社会的法定监

管，截至 2018 年底，约 1 400 人现正接受监管。 

为在囚人士的身心健康着想，惩教署积极配合政府

政策，推行反吸烟措施，通过教育、宣传、辅导及戒烟

课程等不同层面的工作，向在囚人士推广无烟文化。惩

教署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将东头惩教所设定为首间「无烟

惩教设施」，再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将白沙湾惩教所设定

为第二间「无烟惩教设施」，只收押不吸烟成年在囚人

士。此外，本署也在其他院所，包括赤柱监狱及罗湖惩

教所，将院所部分范围划为「无烟监区」。为鼓励并协助

在囚人士戒烟，本署于 2018 年首次和香港吸烟与健康委

员会合作，安排在囚人士参加该委员会与香港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及护理学院举办的「戒烟大赢家」无烟小区计

划。 

为了保护资源和减低污染，惩教署秉持注重环保及

关心社会的管理模式，致力减少院所厨余。惩教署于

2013 年及 2014 年先后在罗湖惩教所、大榄女惩教所、励

顾惩教所及大榄惩教所的年长在囚人士组别推出「真識

食－－珍惜食」计划，推广减少浪费、珍惜食物的文化

以示支持环保。除了减少浪费食物及厨余外，罗湖惩教

所、赤柱监狱及大榄女惩教所亦分别于 2013、2015 及

2017 年引入厨余机，将剩余食物转化为有用的有机肥

料。 

 

成年男性在囚人士：惩教署辖下有九间惩教院所专门收

纳成年男性在囚人士。荔枝角收押所收押候审的在囚人

士及刚被定罪而仍须等候归类编入适当惩教院所的在囚

人士。 

赤柱监狱是本港最大的高度设防监狱，囚禁被判终

身监禁或较长刑期的在囚人士。石壁监狱是另一间高度

设防监狱，专门囚禁被判中等至较长刑期的在囚人士，

包括终身监禁人士。 

塘福惩教所、喜灵洲惩教所及白沙湾惩教所均为囚

禁成年男性在囚人士的中度设防监狱。 

低度设防监狱共有三间，包括东头惩教所、壁屋监

狱及大榄惩教所。年老低保安风险的在囚人士（一般指

超过 65 岁者）均收纳于大榄惩教所。 

 

青少年男性在囚人士：壁屋惩教所是一间高度设防院

所，用作收押候审及被定罪的青少年在囚人士。歌连臣

角惩教所是专为 14 岁起但不足 21 岁的年轻在囚人士而

设的教导所。被判入教导所的青少年在囚人士训练期最

短为六个月，最长为三年，获释后必须接受为期三年的

法定监管。以上青少年在囚人士须参加一个半日上课和 

 半日接受职业训练的计划。 

沙咀惩教所为一所低度设防院所，用作收纳劳教中心

受训生。劳教中心着重严格纪律、勤劳工作和心理辅导。14

岁起但不足 21 岁的受训生在中心的羁留期限由一个月至六

个月不等，而 21 岁起但不足 25 岁的受训生，则由三个月至

12 个月不等。他们于获释后均须接受 12 个月的监管。 

励志和励行更生中心为男青少年在囚人士而设，合计

入住期由三至九个月不等。「更生中心计划」着重改造青少

年在囚人士，他们获释后须接受一年的监管。 

 

成年女性在囚人士：惩教署设有两间惩教院所收纳成年女性

在囚人士。大榄女惩教所是一间高度设防院所，用作收押和

囚禁成年女性在囚人士。罗湖惩教所是本港最新的惩教院

所，设有一个低度设防及两个中度设防监区以囚禁成年女性

在囚人士。 

 

青少年女性在囚人士：励敬惩教所是一间低度设防院所，用

作 14 岁起但不足 21 岁青少年女性在囚人士的收押中心、教

导所、戒毒所及监狱。芝兰和蕙兰更生中心根据「更生中心

计划」收纳女青少年在囚人士。 

 

戒毒治疗：惩教署施行强迫戒毒计划，为已定罪的吸毒者提

供治疗。法庭倘不拟判吸毒者入狱，可判他们入戒毒所接受

治疗。喜灵洲戒毒所收纳成年男性戒毒者，而励新惩教所则

收纳成年及年轻男性戒毒者。励顾惩教所及励敬惩教所分别

收纳成年及年轻女性戒毒者。戒毒者须接受戒毒计划治疗，

为期两个月至 12 个月不等。戒毒计划以纪律及户外体力活

动为基础，强调工作及治疗并重。戒毒者获释后，还须接受

为期一年的法定监管。 

 

精神评估及治疗：精神失常的刑事罪犯及危险凶暴的罪犯均  

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接受治疗。根据《精神健康条例》被

判刑及须接受精神评估或治疗的在囚人士会被囚禁于该中

心。定期到访该中心的医院管理局精神科医生会为法庭评估

在囚人士的精神状况。该中心收纳的男性和女性在囚人士均

会被分开囚禁。 

 

工业及职业训练组：惩教署安排已判刑的在囚人士从事有意

义的工作，使他们遵循一个有秩序和规律的生活作业模式， 

从而协助维持监狱稳定。辖下的工业及职业训练组秉持更生

为本的方针，通过提供职业训练及工业生产的技能训练提高

在囚人士的就业能力，以协助他们重投社会。 

在 2018 年，平均每日有 4 392 名在囚人士从事生产工

作， 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公营机构提供各类产品及服

务。产品有办公室家具、职员制服、医院被服、过滤口罩、

玻璃纤维制品，以及基建工程所需的交通标志、铁栏杆和路

边石壆等。在囚人士并为医院管理局、卫生署和消防处提供

洗熨服务，为公共图书馆和本地大学装订书籍，也为政府部

门提供印刷服务和制造文件夹、信封等。这些货品和服务的

总市值为 4.42 亿元。 

惩教署为青年及成年在囚人士安排具社会认可及市场

导向的多元化职业训练课程，以提高他们将来的就业能力，

有助重返社会。 

惩教署为年轻在囚人士提供半日强制性的资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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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服务行业课程。这些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有助

他们获释后接受进一步的职业训练。 

惩教署亦为成年在囚人士提供自愿释前职业训练，

包括全日制及部分时间制短期课程。此外，被定罪的成

年在囚人士透过参与工业生产，可获得所需的技能训

练。如情况合适，惩教署会安排他们参加职业训练机构

的相关中级工艺测试，或通过向资历架构申请参加过往

资历认可计划，以取得职业技能认可资格。 

 

法定监管：惩教署为青少年在囚人士及从教导所、劳教

中心、更生中心和戒毒所获释的更生人士，以及根据

「监管下释放  计划」、「释前就业计划」、「监管释囚计

划」、「有条件  释放计划」及「释后监管计划」释放的

更生人士提供法定监管，以确保他们继续得到照顾和指

导。监管人员与在囚人士的家人紧密联系，有助在囚人

士与其家人培养良好的关系，并协助他们做好准备，以

应付日后重返社会可能面对的考验及需要。监管人员会

定期与在囚人士接触，而在他们获释后，监管人员会经

常前往他们的居所或工作地点探访，予以密切 的监管和

辅导。 

惩教署设有三间中途宿舍，位于龙欣道的丰力楼，

主要收纳从劳教中心、教导所和戒毒所释放的年轻男性

受监管者；另外是附设于丰力楼的百勤楼，主要收纳根

据「监管下释放计划」、「释前就业计划」和「有条件释

放计划」释放的男性在囚人士、来自戒毒所的男受监管

者及根据「监管释囚计划」释放而有住屋需要的男受监

管者；位于大榄涌的紫荆楼则收纳根据「监管下释放计

划」、「释前就业计划」和「有条件释放计划」释放的女

性在囚人士及来自教导所和戒毒所的女受监管者。中途

宿舍可协助受监管者在离开惩教院所后，逐步适应社会

生活。 

法定监管的成功率，以法定监管期内没有再被法庭

定罪的更生人士所占百分率计算。就戒毒者而言，更须

在该期间内不再吸毒。2018 年，各类惩教院所及监管计

划的成功率分别如下： 

劳教中心 100%；教导所 79%；戒毒所 52%；更生中

心 96%；监狱计划下的青少年在囚人士 97%；「监管下释

放计划」100%；「释前就业计划」100%；「释后监管计

划」100%；「有条件释放计划」100%；「监管释囚计划」

95%。在年内监管期满的男受监管者有 1 272 人，女受监

管者有 249 人； 而在同年年底仍接受监管的男受监管者

有 1 146 人，女受监管者则有 266 人。 

 

福利及辅导服务：辅导主任负责照顾在囚人士的福利事

宜，协助和指导他们解决因入狱而引起的个人问题及困

难。辅导主任亦在院所内组织更生活动，例如鼓励长刑

期的在囚人士善用时间的「犯人服刑计划」、协助在囚人

士于获释后顺利重返社会的「重新融入社会释前启导课

程」等各项计划。 

惩教署与更生协作伙伴紧密合作，推行助更生工

作。2018 年，约 100 个非政府机构/慈善团体/协作机构/

社区持份者提供各种辅导、文化、宗教及康乐活动，或

服务以迎合在囚人士的更生需要。 

 

心理服务：惩教署的心理服务组为在囚人士提供心理辅

导，以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纠正犯罪行为。服务范围

包括就其心理状况拟备心理评估报告，以供法庭、有关

覆检委员会及惩教院所的管理当局在作出决定和管理在

囚人士时作参考之用。此外，心理服务组亦为在囚人士

提供多项辅导计划，包括为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的系统

化治疗计划「心导计划－－从少做起」以减少他们的重

犯诱因，为戒毒所所员而设的「滥用毒品康复计划」以

及为有暴力犯罪行为的成年在囚人士提供「预防暴力心

理治疗计划」；性罪犯会被安排于「心理评估心理治疗 

 

 组」接受系统化的心理治疗课程以改变其犯罪行为。部分惩

教院所更为成年在囚人士开展「预防暴力心理治疗计划」以

改变参与者的暴力行为。「健心馆－－女性个人成长及情绪

治疗中心」为女性成年在囚人士提供针对女性而设计的系统

化心理治疗计划，以帮助她们建立积极的生活。首个男士正

向生活中心「好望阁」已于 2018 年 11 月正式启用，透过提

供切合成年男性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疗计划，帮助参与计划者

远离犯罪陷阱和展开正向生活。此外，为鼓励青少年在囚人

士的家长参与子女的更生历程，心理服务组亦于 2015 年推

出新猷「家爱计划－－从心出发」，以便更有效针对现今家

庭和年轻在囚人士的心理需要。 

心理服务组亦顾及职员及其家人的心理健康及需要，

自 2010 年起积极推广健康均衡生活，提倡精神健康的重

要，并提供心理治疗及压力管理等训练。 

 

教育：惩教署为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半日制强制性普通科和

实用科目课程，提升他们的学历水平，有助他们日后重返社

会。该署亦鼓励在囚人士参加多项本地及国际认可的公开考

试。惩教署在收纳成年在囚人士的惩教院所开办由义工导师

主持的小组导修课程及兴趣班，让在囚人士以自愿性质参

与。此外，该署亦鼓励成年在囚人士参加各种自学或遥距专

上课程，以善用各认可教育机构的资源。 

 

促进社区参与：惩教署积极争取社会支持，促进社区参与在

囚人士的更生工作。在众多伙伴中，成员包括来自不同界别

领袖与专业人士的社区参与助更生委员会，就更生策略（特

别是宣传计划）向署方提供意见。 

惩教更生义工团举办多项活动以补充服务，务求切合

在囚人士的需要。义工团共有一百多名活跃义工，于年内为

惩教院所的在囚人士举办语文、计算机等研习班及其他文化

兴趣活动。 

助更生宣传活动自 1999 年起展开，为在囚人士与社

会建立一道桥梁。惩教署多年来通过各种活动，包括电视宣

传短片及电台宣传声带、电视特备节目、「全城响应助更

生」、更生人士就业研讨会、「聘」出未来－－更生人士视像

招聘会、在囚人士证书颁发典礼、非政府机构论坛、在囚人

士感恩活动、与各分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合办的社区参与活

动，以及惩教更生义工团义工颁奖礼等，让市民大众明白社

会的接纳及参与对在囚人士更生的重要性。 

 

更生先锋计划：「更生先锋计划」包括一系列的社区教育活

动，如教育讲座、面晤在囚人士计划、绿岛计划、参观香港

惩教博物馆、延展训练营、青少年座谈会、「创艺展更生」

话剧音乐汇演、思囚之路、暑期游学团及新成立的更生先锋

领袖等，向公众宣扬「奉公守法、远离毒品、支持更生」的

信息。教育讲座提供香港刑事司法体系和惩教署羁管及更生

计划的基本数据。「面晤在囚人士计划」安排青少年学生参

观惩教院所，并与在囚人士面对面交流，强化灭罪信息。

「绿岛计划」向青少年宣传禁毒信息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计划安排参加者与喜灵洲岛上戒毒所的青少年在囚人士会

面，了解吸毒的祸害。参观香港惩教博物馆可以加深参观者

对惩教服务发展的了解，尤其是大众的支持对在囚人士及更

生人士的重要性。「青少年座谈会」是另一项社区教育计

划，透过互动平台刺激学生的反思及参与，配合以更生人士

现身说法，让参加者对「灭罪」及「更生」信息有更深入的

认识。「更生先锋计划延展训练营」是一项三日两夜的纪律

训练项目，透过高度纪律的训练方式，藉以帮助青少年加强

自信心及建立正确价值观。「创艺展更生」话剧音乐汇演让

学生欣赏由在囚人士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及音乐表演，以启

发学生反思犯罪的严重代价，带出更生和共融信息。「思囚

之路」透过模拟监禁，让学生设身处地体验由被捕、审讯、

定罪、收押、训练到释放的一段模拟在囚过程，目的是加深

参加者对香港刑事司法制度及惩教工作的认知，以及促使参

加者反思犯罪的沉重代价。本署每年均会举办各类比赛，让 

   



 

青少年参加宣扬「奉公守法、远离毒品、支持更生」信

息的活动。比赛得奖者会获安排参加「暑期游学团」，行

程主要包括参观内地的环保工厂和大型基建设施，以及

进行助学，探访农村学校和家庭，这些活动能加深参加

者对国情的了解，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更生先

锋领袖是于 2018 年 7 月成立的青少年制服团队，以凝聚

具领袖潜质的青少年人才。本署会提供多元化训练，帮

助他们拓阔视野、发展潜能、培养纪律，加强对社会的

责任感，以及鼓励他们日后积极回馈社会，协助提倡守

法和共融观念，为缔造美好香港出力。 

 

宗教服务：宗教服务由一名全职专职教士策划及提供，

并获得多名自愿作探访及主持礼拜的义务专职教士协

助。不少其他宗教的志愿人士及更生协作伙伴亦在惩教

院所内提供各类灵修及社会服务。 

 

在囚人士的医疗护理：所有惩教院所均设有医院，由合

资格医护人员当值，并由卫生署派驻医生的协作下，提

供 24 小时的基本医疗服务。如在囚人士需要进一步检查

和治疗，他们会获转介予到诊专科或至公立医院继续跟

进。 

 

巡狱太平绅士：两名巡狱太平绅士每隔两星期或一个月               

共同巡视每所惩教院所，相隔时间视乎院所类别而定。

巡狱太平绅士须履行相关的法定任务，包括调查在囚人

士向他们提出的投诉、视察膳食，以及巡视惩教院所内

的建筑和住宿设施。太平绅士须在指定期间内巡视惩教

院所，但确实日期和时间则自行决定，事前不必知会有

关院所。 

 

职员训练：惩教署的职员训练院负责策划及举办各项训

练课程，向职员灌输有关的工作知识，让他们履行部门

的任务和实践所定的抱负及价值观。 

职员训练院举办的培训及训练课程范围广泛。新入

职的惩教主任及惩教助理须分别接受 26 及 23 个星期的

入职训练，当中包括惩教工作知识、虚拟系统及实境训

练、战术使用训练及惩教院所实习等。该院亦定期举办

各项专业发展训练课程；如复修课程、与职务相关的训

练课程、专业管理训练和指挥训练课程等，以加强职员

的工作效率及促进其事业发展。职员训练院亦继续加强

与外间培训机构的合作，包括本地及海外大专院校和内

地及海外训练机构，并委任相关的专业人士及学者为名

誉顾问。 

 为了进一步增强持续进修及终身学习文化，惩教署自 

2010 年起，开发及启用名为知识管理系统的一站式网上学

习丶经验及知识分享平台，利用培训科技提高惩教人员学习

工作知识的成效。于 2018 年，惩教署荣获首届香港区「最

具创新力知识型机构大奖 2018」及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知

识型机构大奖 2018」亚太区得奖者，于知识管理及创新方面

的表现备受国际推崇。 

  

关怀各方：除了履行日常职务外，惩教署亦鼓励人员参与各

项慈善活动，以加强他们关怀社会的精神。这些活动包括协

助筹募善款的义务工作，及向为更生人士提供服务的更生协

作伙伴提供意见等。 

惩教署于 2018/19 年度，继续获得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颁发「10 年 Plus 同心展关怀」标志，之前在 2007/08 年

度亦获得知名的「全面关怀大奖」，以表扬惩教署持续全力

关怀署内人员和家人，以至社会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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