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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一個寶藏中有金銀珠寶等﹐現在你手裡有一把寶藏門的鑰匙﹐但是這寶藏很特

別﹐它有各種嚴禁的鐵門﹐外面週圍都是鐵絲電網﹐許多警衛 24 小時看守。這寶藏

內還有很多寶貴的男女（金銀珠寶），他們都在等你尋找。 

你來救我 是一本監獄事工訓練指南﹐它提供許多你在事工上所必須的指導。 

1：如何與獄友通信。 

2：如何與獄友面對面。 

3：如何獄中舉行崇拜和查經班。 

4：如何幫助獄友的家庭。 

5：如何關懷獄友出獄後的事宜。 

安全上如何與獄友連上關係，又如何向獄友傳播福音，本書也是特別爲以下工

作人員參考和訓練編寫： 

1：從事牢獄事工的人員。 

2：教會開拓牢獄事工的訓練。 

3：社會工作人員和神學院學生。 

4：監獄事工和義工人員。 

5：社會福利團體。 

本課程每一章開頭都列出其宗旨和目的。每章後又列出解答題目測驗學習的進

度。書後的附錄中列出專用名詞和有關的經文和其他輔助教材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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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每位學員都應當在讀完本課後能夠： 

1：應用與監獄事工相關的聖經經文。 

2：解釋信徒爲什麽應當關心監獄事工。 

3：說明監獄事工與屬靈的關係。 

4：簡述福音對獄友的利益。 

5：確定在監獄事工上你所擔當的責任。 

6：監獄事工的人員靈性上的要求。 

7：指出監獄事工四個重要的應準備的部分。 

8：簡述監獄事工開始的步驟。 

9：指出監獄事工與社會的關係。 

10：如何能夠為監獄提供各種服務。 

11：提出監獄事工服務的計劃和建議。 

12：召選和訓練義工人員。 

13：解釋如何開始與獄友的接觸。 

14：與獄友接觸時的注意事項。 

15：解釋個人訪問獄友的重要性。 

16：解釋與獄友面對面時的有關事宜。 

17：簡述與獄友面對面時應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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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何在監獄裏舉行各種聚會。 

19：在監獄裏舉行聚會時的注意事項。 

20：解釋爲什麽獄友家庭常有危機。 

21：如何輔導獄友家庭。 

22：如何輔導死刑犯。 

23：輔導死刑犯需注意的事項。 

24：如何幫助死刑犯準備死。 

25：獄友出獄後所需。 

26：獄友在出獄後的分類。 

27：獄友出獄後事工準備事項。 

28：你對獄友出獄後應有的責任。 

29：如何與監獄安全設施配合。 

30：獄友在監獄裏的類別。 

31：區別獄友的各種特徵。 

32：如何處理無辜罪犯。 

33：監獄事工上對自己的安全。 

34：如何在人質（押品）下生存注意的事項。 

35：解釋與獄友建立關係的首要準則。 

36：與獄友建立關係的注意事項。 

37：如何鑒別防範與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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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內的寶藏 

--By Bill Yount 
 

在半夜時我常感到神問我的靈“Bill ,你可知道人在你上應當把寶物存在那裏

嗎？”我說：“主啊！通常人把值錢的寶物如金銀珠寶鑽石等藏在保險箱內。”神

又問“那麽，人是我在世上的寶物，也要把他鎖在保險箱裏嗎？”這時，我好像看

到耶穌基督站在一群犯人面前說：“這些人幾乎被敵人毀滅了，但是他們的靈魂非

常寶貴，爲了我的榮耀，我要把他們喚醒，回到他們原先創造的地方。重新賜給他

們恩賜。我要派給他們天軍（聖靈）衝破地獄的門。勝過撒旦的權勢，把他們帶回

我家來。” 

“去告訴我的子民，在那座圍牆（監獄）後面，是一群遺忘的器皿，我的子民

必須救這些生命。使他們在全能主的膏立下得釋放，爲我的國度重建他們得最後的

勝利！” 

然後，我看到我主手中有把鑰匙(Master Key)來到監獄，開了所有的門，又聽到

打雷聲，好像在爲屬靈爭戰。又轉過頭來對我說：“告訴我的子民進去把那些受傷

和殘弱的人救起來。”然後耶穌又自己進去將手按在每一位獄友的頭上，凡被手按

在頭上的都好像發一道金光，又對我說：“這些都是我心愛的寶貝。” 

我又看到上帝交代佩戴全副金銀銅鐵兵器的武士說：“去！把撒旦的一切攻擊

教會的權勢攻破！”然後我看到這批像巨人般的武士，沒有一個人敢攔阻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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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線與撒旦交戰。我又看到許多的事奉人員，把那些在捆綁中的人一個一個釋放

出來。沒有一個人或一個教會知道這些武士從何而來，他們重建了上帝的家，向牧

師慶祝他們的勝利。我又看到一批人好像被人舉著金銀財寶般的帶進來。可是這些

人都是被社會所輕視和拒絕的，他們是街上的貧民，又貧窮又痛苦。但是，豈不知

他們原本是上帝家所失喪的財寶？ 

然後，主又說：“去告訴我的子民，到那些大街小巷、醫院、監獄找那些需要

幫助的人，當他們去的時候，我的靈會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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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在監獄裏，你來看我” 

（聖經中的教訓） 

 

金句：馬太福音 25：36 

“我赤身裸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獄裏，你們來看我。” 

 

目標： 

本章的主旨是你能: 

1：與監獄事工相關的聖經經文。 

2：解釋信徒爲什麽應當關心監獄事工。 

3：說明監獄事工與屬靈的關係。 

4：簡述福音對獄友的利益。 

5：確定在監獄事工上你所擔當的責任。 

6：監獄事工的人員靈性上的要求。 

 

簡介： 

當你看到一處周圍有鐵絲網、鐵門、看守、帶槍的警衛，你馬上會知道是監獄，

是犯人去的地方。因爲： 

1：社會說“把他們關起來，鎖上鐵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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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家說：“我們需要擴建更安全的監獄。” 

3：統計學家說：“百分之八十的獄犯釋放後又會再回來。” 

大家說：“對罪犯不需要浪費時間和經費，因爲他們不可救藥。” 

但是耶穌基督說：“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 

今天監獄事業的成功是依靠這些在社會上失敗的人。今天監獄愈建愈大，通常

是人從監獄出來後比當初他們進入監獄時更糟，許多人犯的罪更大，最後又回到監

獄裏被稱爲“累犯”，像惡性循環的一道旋轉門一樣。 

問題不在監獄，也不在於把人關起來，也不是死刑，更不是爲了減少罪犯，而

是耶穌基督的福音沒有在監獄裏顯出他的大能。 

獄友需要重生不是復原。耶穌基督派遣他的子民向那些被關在鐵門和腳鐐手銬

的男女傳福音。 

1：聖經中清楚地闡述了監獄事工的重要性（太 25：31－40）。而且耶穌基督立

下樣式叫我們跟隨，在舊約中早已經預言他來要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

坐黑暗的出監牢（賽 42：7）。他自己又宣言說：“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爲耶

和華膏立我，叫我傳好的消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治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

放，被囚的出牢獄。” （賽 61：1） 

甚至於當他在各各他(Calvary)受難而死，他也到監獄裏藉著聖靈去傳道給那些

在監獄裏的靈聽（彼前 3：19）。 

但是，今天許多的教會領袖不顧耶穌基督的教訓和樣式，不願意去關心監獄裏

的靈魂，情願把頭偏向另一邊去。（參看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路 10：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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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爲什麽監獄事工重要？ 

監獄事工重要是因爲： 

 監獄事工不但在聖經中清楚交代，而且在整本聖經中許多的例子描寫了人在

捆綁中、囚掠時、奴役的詞字有 130 次之多。（參看附錄二） 

 耶穌基督也交代信徒要學他的樣式，監獄事工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監獄是完全合乎傳福音的工廠條件。凡喪失的人需要得釋放。 

 主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 3：9） 

 監獄牧師人手不足，需要外援助手。 

 許多監獄缺少牧師，也沒有宗教上的服務。 

 每一個獄友所牽連的家屬起碼五人以上，他們的家屬需要關照。 

 現在已有許多邪靈或假宗教開始向監獄進軍，福音工作實在不能容緩。 

 

3：監獄事工的目的： 

監獄事工在屬靈上的目的包括： 

 分享上帝的無條件的愛。 

 傳福音，領他們接受救主的恩典。 

 教導聖經。 

 教他們在禱告中得能力和安慰。 

 領導他們在聖靈的引導下改變生命。從他們在罪中、內疚裏、賭癮中、毒品

中得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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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照獄友的家庭。 

監獄事工對社會上的目的是： 

 幫助獄友如何在獄中過肯定性的生活。 

 在社會和矯正官員之間做連接性的工作。 

 預備獄友在出獄後如何適應社會（包括生理、心理、道義和屬靈上的準備工

作。） 

 幫助獄友家人如何接受事實。 

 獄友出獄後的協助與輔導。 

 
 

4：監獄事工與福音 

 福音可使獄友心靈上的罪得到赦免。 

 福音可供給悔改的機會。 

 福音可釋放獄友心靈上的重擔。 

 福音可給獄友被接納感。（被拒絕的一群） 

 福音可重建人的價值。 

 福音可克服情感上的種種困難。 

 福音可建立真誠的人際關係。 

 福音可重建人生的希望。 

 福音可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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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監獄事工中的職責： 

世上千萬的信徒中只有一小部分參與監獄事工。其實每個社區都有人或家庭牽

連到監獄上的事。聖經教訓對監獄事工非常的明確。 

因此，每位信徒應考慮監獄事工的問題，這並非你一定要被召去參與。差傳的

工作因人而異，起碼每位信徒應當關心監獄事工給予支持和幫助： 

 爲監獄事工禱告。 

 探訪獄友。 

 慰問獄友家庭。 

 獄友出獄後的協助如何重新適應社會。 

 在監獄中組織查經班、禱告會。 

 到監獄中發單張、刊物或其他有關福音的消息，或指名帶姓的寄給獄友。 

 贈送聖經和其他基督教屬靈的書藉。 

 經濟上支持監獄事工。 

 訓練成爲監獄牧師。 

以上的各種事工請你放在禱告中，求神賜給恩賜或引導你在事奉上願意獻出你

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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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友心聲” 

 

我是一個無期徒刑的囚犯，我深切明白當一個人失去所有一切的時候的心情。

但是，我從神那裏又得回一切，完全超出我能夠想像的所有。 

無論你是短期囚犯或是無期徒刑的囚犯，監獄是神重建他器皿的地方。我們應

終生的敬畏和讚美上帝。當你愈讀聖經，你愈想要認識基督。你愈在監獄中呆久了，

你愈想與上帝的兒女親近。監獄是我感受上帝的愛最好的地方。我想：“監獄不是

人生的終點，它是新開始。就是對那些判死刑的人也帶給他們新希望。” 

--（RS） 

 
 

問題解答 

 

1：本章金句對你的感想是什麽？ 

2：監獄事工在聖經教導上有什麽根據？ 

3：誰在聖經中是我們監獄事工最好的榜樣？爲什麽？ 

4：信徒應當參與監獄事工，爲什麽？又有什麽理由？ 

5：監獄事工在屬靈上的目的是什麽？ 

6：監獄事工對社會上又有什麽益處？ 

7：福音能供給獄友些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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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監獄事工的條件和須知 

 
 

金句：提前 4：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爲、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

的榜樣。” 

目標： 

1：成爲一位監獄事工人員必備的屬靈的條件。 

2：監獄事工在那四方面需注意和準備。 

簡介： 

監獄事工人員必需與基督建立親近的關係，因爲你在獄友的面前要帶給他們希

望，隨時要解答他們的問題並且做最好的榜樣。成爲一位監獄事工人員在屬靈上必

需遵照聖經上的一切教訓。本章的主旨就是強調一位監獄事工人員必備的條件和須

知。 

 

1．屬靈上的條件 

a)勇敢 

無論是一個人或是一群人，當你到監獄去訪問時你自然會感到不很舒服。尤其

是你面對那扇鐵窗、鐵門、警衛，你會馬上感到與普通的世界不同。記住，一個信

徒在事奉中上帝會關心他，也會保護他。一般在監獄裏也有聚會的設備，甚至有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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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小教堂，都很安全的。獄友在監獄裏其實也非常友善。當你害怕的時候，不是

上帝的靈使你害怕，恐怕是其他的事情，所以你要奉耶穌基督的名去克服他。 

b)合作 

監獄裏人很複雜，一個義工除了與獄友接觸外，還有警衛、監察人員和牧師等

都有來往。大多數很有禮貌，所以你的言行不能輕慢，也要有禮貌，稱呼別人的時

候，要用頭銜和適當的名稱。監獄事工的首要是懂得如何與別人合作，互相尊敬。 

一位義工最重要的是要瞭解監獄裏的工作人員的辛苦。有的工作時間也很長，

尤其是監獄牧師等於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加上每天所面臨各種人的危機。又爲每

人安排各種的科目來適應他們靈性上的需要。有時也會受到不可避免的挫折甚至在

失望中掙扎，這些都是監獄內的工作人員（包括牧師）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監獄內的全職牧師所受的訓練和工作與普通的牧師不同。除了要受神學訓練和

牧會的經驗外，他們也要接受監獄內一切的規章和訓練才可成爲一個被監獄所接受

的牧師。（各個監獄的情況不同，通常有自己的規章。） 

一位監獄牧師的職責是負責全部監獄內的宗教活動、聚會和儀式的處理和宗教

教育上的輔導、獄友輔導、義工督導等和一些有關行政上的事務。 

義工與牧師要建立良好的關係，如果互相失去信任，會造成許多牧師處理獄友

上的困難，也會損失牧師的名譽，或對他所安排的節目失去了吸引力。義工在監獄

事工上任何的問題先必需與牧師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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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真誠 

獄友最大的特徵之一是虛假。當訪問獄友時的動機要正確，因爲他們很易識破

別人的虛假，他們也很敏感。在訪問中他們可以看出你去是爲了好奇或是真的想幫

助他們。自私的動機與他們打“馬虎眼”（Holier-than-thou）都不應該在監獄事工

上存在。 

d)謙卑 

謙卑是美德。我們去監獄服務，在別人（牧師、警衛的監督）的支配下。 

e)寬大心懷 

凡事都是上帝的恩典，爲別人著想存寬大的心，上帝既然對最可恥的人也寬

容，那麽我們又算什麽。 

f)堅定不移 

許多罪犯非常的孤單，因爲他們的家人、親戚、朋友已經冷淡了他們，甚至放

棄了他們。他們不需要另一個人（義工）來批評或拒絕他們。所以一定要有耐性，

上帝在時辰滿的時候會收穫他的莊稼。義工是幫助鼓勵獄友而不是來打擊他們的。

在他們面前批評牧師或同工會給教會帶來不好的影響。 

g)忠心 

工作上忠心，不失言、守約、守時、可靠。這些可使獄友相信你，牧師也會依

靠你。一位獄友最大的期望就是有人去訪問他不要叫他失望。一個人在職責上忠心

是上帝所交待的特權。監獄牧師對待義工的標準也是按義工的忠信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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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爲別人著想 

把自己放在別人的位置想是一種能力。舊約的先知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與被擄

的人坐在一起。天就開了得見神的異象。（結 1：1）爲別人著想也代表你願意聽他

們，因爲你瞭解他們的感觸。 

i)使命感 

把你所定的事工（尤其是監獄事工）安排在首要地位。相信你的事工會帶來最

大的收穫。也帶來最大的滿足。 

j)靈性增長 

監獄事工不但是幫助獄友在靈性上增長，而且鼓勵他們在靈命上也渴慕的增

長，因爲這是一生的事。如果你感到你對所學所知的已滿足了，那麽也表示你還沒

有成熟，你還需要增長。 

k)成熟感 

靈性增長中顯著最大的是你在情感上處理的程度。當你生氣、消沉或情緒低落

時會處理得很不成熟冷靜。監獄本來就是叫人消沉和情緒不穩定的地方，所以他們

（獄友）不需要你把其他喪氣和傷感的事情帶去。 

l)愛 

任何的事工後面的推動力都是“愛”。監獄事工也不能例外。你若愛你的上

帝，就必需愛人。對待獄友的愛是無條件的。“愛”是上帝呼召你的使命。（林前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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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預備自己 

a)禱告的心 

任何事工必需從禱告開始。禱告也是你能力的來源。監獄事工上你應當爲： 

(1) 監獄牧師禱告 

(2) 每位獄友禱告 

(3) 獄友的家庭禱告 

(4) 監獄工作人員禱告 

(5) 監獄的警衛和監督禱告 

(6) 爲整個監獄內的安全禱告 

(7) 爲義工人員禱告 

(8) 爲假釋官員的決定禱告（也包括被假釋的獄友出獄後） 

(9) 爲獄友的靈命、學習禱告 

(10) 爲監獄事工的復興禱告 

(11) 爲獄友需要（尤其他們請求禱告的事項，一般監獄內備有“建議箱”收集

獄友的要求。） 

(12) 爲教會的領袖在監獄事工上的啓示禱告。 

b)聖經的教導 

監獄事工人員要有充分的聖經知識和以聖經教導爲原則。因爲獄友對神學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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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興趣不大，但是對他們自己的將來和生命卻非常關心。所以要把福音用最簡潔

而清楚的方法傳給他們。如果一位事工人員對聖經的整個教導原則不明白，也很難

把福音的真意很清楚的傳出來。 

c)認清職責 

準備你監獄事工所分配的職責，無論你所分配到的是什麽職責，（詩歌、教會

聖經課程、訪問、器材、音樂、放映等工作），都要充分的做好準備。 

d)認清環境 

每一個監獄的情況不同，每個監獄設立的對象也不一樣。（男監、女監，或青

少年，或半假釋、或短期監禁訓練等）。所以事工人員要清楚認識各種監獄的情形和

環境的不同： 

(1)清楚各種規章 

(2)清楚你負責的主管 

(3)清楚你所需攜帶的物品 

(4)清楚你的地位如何（信徒）與監獄中的系統配合 

(5)清楚目前監獄中提供那些活動以便自己做好準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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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友心聲”---“圍牆裏的女人” 

--By Kassie Logan 

一個寂寞的地方，找不到愛，也尋不到歡樂。 

一個消沉的地方，也找不到你的自由。 

牆外來來往往的車聲，使我驚異地想： 

爲什麽？爲什麽上帝把我放在這個地方？ 

爲什麽上帝把可怕的十架放在我身上？ 

是上帝的愛？還是上帝的公義？ 

時間又是那麽單調無味， 

但我知誰掌管我的明天； 

耶穌基督有個計劃，那就是 

一天，當我走過這個圍牆，在各方 

述說我的故事。這故事是關於 

“圍牆裏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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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答 

 

1：本章的重要金句是什麽？ 

2：請簡述一個監獄事工在屬靈上必需具備什麽？ 

3：你認爲“圍牆裏的女人”這篇小散文在說什麽？ 

4：監獄事工在哪四方面要預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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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監獄事工 

 

金句：以賽亞 42：22 

但這百姓是被盜被奪的，都牢籠在坑中，隱藏在獄裡；他們作掠物，無人拯救；

作擄物，無人說“交還”。 

 

目標： 

你從本章中可學到： 

1：監獄事工開始的步驟。 

2：確定監獄所需。 

3：提呈建議書。 

4：訓練義工人員。 

 

簡介： 

當你完全明白監獄事工與聖經的教訓有關時，每個信徒都願意參與監獄事工。

但如何開始？如何得到監獄的許可？本書就針對這個問題，教你如何開始監獄事工

的步驟，你也會發現監獄中你可提供哪些服務，如何呈送建議書和訓練義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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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屬靈上的條件 

開始一個監獄事工它有七個步驟： 

第一步：禱告 

燃起火熱的心必須透過迫切的禱告，讓那個監獄爲你開門，進去開始你的事

工，並且確定你應當負的職責。在禱告中開始建立一個基礎。 

第二步：教會同意 

你的教會和牧師必需同意你的監獄事工計劃，有以下幾個理由： 

1) 應當的禮貌。 

2) 教會領袖和牧師可提供建議和協助。 

3) 順服教會的指示和領導，不能忘形自驕。 

教會的同意非常重要，因爲教會可提供義工。主要的是要說服你的教會；監獄

事工與教會中各種的活動不會發生衝突，並且指出福音和監獄事工的關係和聖經中

的根據，從而贏得教會裏外的同意。 

第三步：分析調查 

以下問題必需回答： 

1) 教會周圍有那些監獄存在？ 

2) 這些監獄有那些教會已經在裏面開拓事工？事工的性質是什麽？或你可與

他們共同合作？ 

3) 監獄內由誰負責義工的安排？ 

4) 如何得到監獄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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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申請書。 

 找出監獄所要求的資格和訓練。 

 配合監獄安全設備或規章制度。 

5)從監獄有關人員找出所需資料： 

 監獄盼望教會提供什麽服務？或協助其他教會所缺？ 

 列出目前監獄中已有的活動和人數、人種、年齡、性別等資料。 

 監獄規章和政策。 

以上資料可從監獄有關人員取得。然後教會決定能提供什麽監獄事工上的服

務： 

1) 固定提供崇拜的時間 

2) 監獄牧師度假或生病提供替代 

3) 提供音樂會 

4) 提供查經班 

5) 提供就業班 

6) 提供戒毒計劃 

7) 分發免費的刊物和聖經 

8) 提供電影晚會 

9) 提供個人輔導，包括： 

 函授課程 

 提供筆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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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個人訪問 

 出獄後輔導 

第四步：提呈申請書 

申請書中應包括： 

1) 提供服務的宗旨和目的。 

2) 你服務的對象（年齡、種類、男或女）和特點。 

3) 你服務所需的用具和義工人員的數目。 

4) 提供服務的展望。（對獄友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和出獄後的利益） 

5）服務的組織： 

負責人：包括背景和資格、經驗和技能。 

義工：義工的資格和特別的訓練(配合該監獄所需)。 

設施：需要監獄提供什麽設施，例如：教堂、教室、訪問室等。 

時間：活動在晚上或白天舉行。 

設備：放映機、攝像機音響設備（有時監獄可提供）、影印機、電腦等。（事先

都需得到獄方的許可）。 

經費：所有的開支從何來？獄方有否經費預算？義工的車馬費等。 

一般監獄有自己特定申請書。按該監獄的需要、規章要求遵行。以下是美國監

獄事工申請注意事項和申請書內容： 

1) 服務對象  

2) 負責人的姓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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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活動目的 

4) 服務範圍（包括對獄友和對獄方的益處）  

5) 服務的形式 （授課方式或訓練或其他） 

6) 證書認可（授課畢業後的資格） 

7) 期限（爲期二個月或更多） 

8) 時間（每日、每周、從何時到何時共幾小時） 

9) 人數：每期限多少人 

10) 場地：需要場地的大小 

11) 效果：受訓練的展望和益處 

12) 個人資料：所有義工、教導人員，都必需填表登記，包括姓名、出生年月、

駕照號碼等。 

13) 推薦信：從其他監獄和社會福利機構等。 

範例：除了申請書內所有的信息，另附上一封申請信，這封信通常指出直接與

你有什麽關係。其內容和大致方式（舉例）： 

1) 日期 

2) 信頭，組織名稱 

3) 地址 

4）主旨，指出寫此信的目的 

5）敬啓者，（信給獄方負責人、姓名和頭銜，監獄名、地址） 

6）提供的活動服務，專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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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的目的是針對所有（或部分、或特別的團體）利益著想，同時請獄方能

安排特定時間（自由活動）讓獄友參加。活動（聖經班、輔導班等）性質應肯定顯

示參加後的人員在社會中變成良好的公民。尤其參加後的人員在獄中顯示良好的表

現和行爲也影響到其他獄友，並且防範或減少了許多獄方和獄友之間的敵對情形。 

義工人員都是受過特別的訓練，並且都必須遵照獄方的規章或安全指示，也爲

雙方的利益來執行他們的職務。 

當然，如果獄方有特別的要求，我們必定遵照獄方的指示。爲此，我們呈上（活

動）的申請書，請獄方考慮，安排會議，讓我們有機會做更詳細的報告。特此感謝。 

申請人（負責人姓名）簽署。 

如果你所申請的活動已經在其他地方（監獄）實行過，請附上推薦信，或你收

到獄友來信表示他在此活動所受的益處，也附上複印本。 

第五步：提呈申請書 

所有的申請書、信件、建議書在提呈到獄方之前，都必須複印給教會的牧師和

監獄牧師過目。不但要爭取他們的同意，並且他們或許能提供更好的建議或注意重

點。通常等一段時間後，仍無回應時，這時你可主動電話要求見面。 

如果獄方拒絕要求，不要失望，幾個月後再試。這也表示你有肯定的信念和奉

獻的精神和你的耐性。也許當時和現實的情形不同，獄方的調動、政策的改變，也

許又會重新開始考慮你的建議（據調查，凡對監獄有建設性的活動，無論是宗教性

或非宗教性的活動都在監獄裏非常受歡迎。除非在安全上受到影響，獄方才會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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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義工的訓練 

A．義工必須注意事項： 

1：對獄友：義工是管道，是獄友和獄友家庭的管道，是見證的機會。義工要

表現出真誠基督徒的精神和信念。 

2：對獄友的家庭：提供獄友消息，在屬靈上常爲他們克服困境。 

3：對監獄牧師：協助和幫助他所有的活動。 

4：對獄方：協助獄方幫助獄友今後如何在社會上立足，是獄方員工的助手。 

5：對義工之間：互相鼓勵、協助合作。 

6：對自己教會：社區中推廣監獄事工的需要，要社會對教會的活動協助。 

7：對自己：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能造福人群，更加增進自己的信心和價值。 

B．召募義工方法： 

1：教會內布告欄廣告。 

2：教會中事工報告提出。 

3：召集小組會議商討。 

4：爭取其他教會合作協助。 

5：籌備特別會議。召集各教會派代表參加，安排特別的來賓針對監獄事工需

要報導、簡單報告或見證。籌辦“監獄訪問日”，邀請各界人士，各教會派代

表參加。該日也要預先準備有關各種的推廣報導和信息，以致引起興趣者參加

義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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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召募義工注意事項： 

1：監獄事工經驗 

2：特別才能（樂器、專長） 

3：語言（幾種語言能交談） 

4：組織能力（組織小組、領導小組） 

5：個人見證 

6：屬靈恩賜（教導和輔導） 

7：前科犯記錄 

8：個人事工意願（通信、訪問、家庭、團體和獄後）。 

以上事項可列出義工表格記錄後以備參考。所有個人的資料都應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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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義工記錄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  

地址：      電話：    婚姻：        教會： 

 

以下服務的事項請按意願編號順序表示： 

通信服務   查經班 

交通工具   崇拜司會 

獄後服務   家庭訪問 

獄友訪問   樂器培訓 

你曾被逮捕過？如果是，請簡述被逮捕的原因和地點、日期。 

你曾是精神病患者？如果是，請簡述原因和地點、日期。 

你現在每天吃藥麽？如果是，請簡述原因。 

你有監獄事工經驗麽？如果是，請簡述之。 

你能說幾種語言？ 

你會那些樂器？請指出你的程度。 

你喜歡那幾種獄友服務？ 男 女 青少年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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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監獄事工無論男女、在穿著言行上必須合乎禮儀，鼓勵夫妻同伴最爲理

想，因爲可避免許多麻煩，同時也顯出家庭價值關係的模範。 

 

D．義工訓練： 

1：清楚明白“申請書”內容。 

2：討論如何與活動配合。 

3：印刷“監獄事工手冊”隨身攜帶。 

4：安排各種示範教育、個案處理的範例，以便義工學習監獄事工時所遇到的

各種情況。 

5：每位義工都應有進入監獄的正式許可證明。 

6：訓練義工如何與監獄牧師、工作人員配合（各個監獄的要求不同）。 

 

第七步：萬事開頭難 

出發前需注意： 

1：熟悉自己所訓練的事物（攜帶事工手冊）。 

2：穿著整潔。 

3：攜帶必須文件（許可證、個人的鑒別 ID 文件）。 

4：注意各個監獄情況和要求的不同，適應各種情況。 

5：清楚自己（每人）在監獄事工中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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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友心聲” 

 

裏面許多人同我一樣想愛我主耶穌基督，如果誰能在裏面找到他們，他們的一

切情況就會改變。以後如果能接納他們成爲教會（基督身體）的一份子，這個社會

也會改變。在圍牆內福音的復興，會使他們找到自己價值的可貴。 

――判死刑的 Karla Faye Tucker  2 月 3 日 1998 

 

問題解答 

 

1：本章的金句是什麽？ 

2：開始一個監獄事工需要幾個什麽步驟？ 

3：監獄事工可提供的服務是些什麽？ 

4：如何召募義工？ 

5：本章中對義工人員有什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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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獄友通信 

 

金句：約書（一）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目標： 

1：如何開始與獄友通信 

2：通信中須注意的事項 

 

簡介： 

本章主旨是對一些人想和獄友用信件來往以表達關心，並且提供一些在通信中

應注意的事項。 

 
 

1：如何開始通信事工 

首先，獄友通信應該遵守的事項一般監獄也許有各自規定。有些監獄許可你寄

郵票和文具給獄友以方便他們與你的通信。甚至有些監獄也許可寄書藉刊物、聖經、

影帶等給獄友。當然各個監獄的規定不同，在事先必須調查或詢問清楚。所有信件

或書藉，監獄都有權利檢查以防違法用品寄到獄友手中造成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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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事項 

1) 獄友大多數都存著一種憤慨、懷疑和孤單的心理。 

a) 他們懷疑是因爲他們曾被虐待或被人占了便宜。所以當他們收到來信時馬上

會想其動機是什麽？或是他們在回信中會問你：“你這樣做對你有什麽好處？”所

以首先要與你的獄友建立互相信任，尊重和瞭解。 

b) 他們的憤慨是因爲他們被社會抛棄。現在你站在抛棄他社會裏寫信給他，當

然他會非常的不平衡。所以你要以無條件的愛和關心給他。 

c) 他們孤單是因爲他們與社會朋友親戚和情人隔絕。甚至有的已經抛棄他們。

一星期他們如沒有收到任何的信，他們會好像在度日如年。所以你不但要勤寫並且

回信也要快。監獄裏把“來信”稱爲“紙上的太陽”。 

2) 每當寫信的時候，在禱告中求神讓你深知你獄友的心情。引領你寫出適當的

話語使他得益處。 

3) 如果可能，最好不要用自己家的地址與獄友通信，租一個信箱，或利用教會

的地址。這樣可避免意外的訪問。有時並非他自己，很可能爲其他的事托他的朋友

來找你，訪問你。 

4) 一開始要把自己的立場說明白，你爲了關心他而非有其他的用意。因爲獄友

幻想力很強，由於他們的孤單寂寞很快的會把你當成愛情的對象。他們也會誤會你

的好意，如果一旦在信上有這樣迹象，你下封信馬上就要糾正。但是言辭要得體機

智而堅定。最好的辦法避免與異性獄友通信。 

5) 不要與獄友談及你自己的事或情感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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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要與獄友錢財不清（獄友可能會藉此機會向你借錢）。或你爲了同情想寄

點錢。絕對不能用借錢的方式。直接告訴他是你的禮物，一次性的，不是固定的。

同時也要通過正式的手續寄給他。 

7) 不要承諾幫他找工作，找住的地方。在出獄後的照顧工作要透過完善的預備

和福利機構配合實施。你整個的通訊事工，目的是引導他歸回聖經，接受救主，不

是涉及到社交上的事宜。 

8) 信中也不要太說教（講道），先建立起友誼，然後分享屬靈上的益處，見證

你得救的經驗等。 

9) 一般通信上你可以利用的話題： 

1：報上的新聞（剪報） 

2：猜字遊戲 

3：風景信片 

4：收集郵票 

5：卡通報紙或書簽 

6：聖經金句卡或聖經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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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友心聲” 

每當我收到信時，我滿心的感受是無法形容的。我感到很幸運，我也衷心的感

謝你，有時我無法表達我的感觸，但願別人（其他獄友），也與我有此等經驗。 

――Karla Faye Tucker（死刑犯） 

 

問題解答 

1: 請簡述本章金句。 

2: 與獄友開始通信之前需注意些什麽事項？ 

3: 與獄友通信中你認爲那些事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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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問獄友 

 

金句：希伯來書 13：3 

你們要紀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

己也在肉身之中。 

 

目標： 

1：能解說個人訪問對監獄事工的重要性。 

2：能解說如何參與監獄事工個人訪問。 

3：明白個人訪問獄友必須注意事項。 

 

簡介：  

許多獄友根本就沒有人會去訪問他們，可能的原因： 

1：家人住得太遠，經濟上、交通上不方便。 

2：家人也許不以爲榮，放棄了他，或許他沒有家人。 

3：朋友們也放棄了他。 

所以基於以上的原因，監獄事工中個人訪問就成爲最迫切而有效的事工。本章

就針對這個目的解釋它的重要性和需注意的事項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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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監獄事工個人對個人訪問的重要性 

監獄事工個人對個人訪問非常重要，其原因： 

1) 聖經中教導：“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爲是他耽延，其實不是耽

延，乃是寬容他們。因爲主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 3：9）。 

2) 許多獄友一生沒有機會聽到福音，也許有的對基督教已有誤會，或不良的經

驗，有些人也不好意思參加公開的聚會。 

3) 許多的獄友從來不認識有位神，也不瞭解基督教真正的意義。也許他所聽的

都是些負面的事情。 

4) 通常面對面個人事工比團體活動簡單，而且面對面時所談的許多事也和團體

的不同。獄友比較容易在面對面方式中表達自己，你倆也可一同讀經、禱告，

建立兩人之間的靈性上的關係。 

5) 你可幫助獄友重新回到社會。當他出獄時，你是在外面等他的朋友。 

6) 做一個沒有朋友的人的朋友，不但你得到祝福，獄友因爲你，他也得到祝福。 

2：個人對個人訪問準備事項 

1)咨詢你想去的監獄有沒有訪問義工活動，一般監獄會根據你的申請表幫助找

適合的獄友讓你訪問。 

2) 如果監獄沒有訪問義工的活動，你仍可請監獄牧師替你安排一位獄友，或請

監獄行政人員替你安排。 

3) 避免異性個人對個人的訪問。 

37

 

 



                              Jail and Prison Ministry   監獄事工      

4) 經濟上不能有任何的瓜葛。如果你真心感動想經濟上幫助你的獄友，你也不

能利用自己的名義，最好透過監獄牧師和監獄行政部門以“無名氏”的方式。 

5) 與獄友建立友誼的關係最好以傳福音、分享見證、讀經爲目的。 

6) 獄友不需要你去教訓他，他所需要的是關心和愛心，在上帝的愛中與他分享

救恩。一旦他成爲信徒後，引導他讀經、禱告、操練自己。 

7) 通常監獄不會禁止你送聖經和書刊給獄友，不過事先須得到監獄方面的許

可。 

8) 每人有個人的恩賜，不要強迫自己去做不適合你的事。你去與獄友只建立友

誼關係，不是去做法律顧問，或其他專門性的輔導。 

9) 友誼之間需要信守保密。 

10) 監獄是個“非個人主義”的地方。獄友也不會受到特別的注意或關心，所

以你去訪問他，會使他感到特別，使他感到肯定，使他振奮，使他快樂。 

11) 雖然你去訪問獄友是帶著耶穌基督大使的身份，但是也不要只談屬靈的

事。不能忽略關心他個人的事情，把他當成個人的朋友，在各種事上平衡，開

暢胸懷，無事不談，分享喜樂，也分擔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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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答 

 

1: 請簡述本章金句。 

2: 爲什麽個人訪問對監獄事工非常重要？ 

3: 請列出在個人對個人訪問時所需注意的是那些事項？ 

4: 如果你對監獄訪問事工上有什麽經驗或有什麽特別的感想，請簡述之。 

5: 在你所住的地方（附近）有沒有監獄設施？或你願否與教會談論你監獄事工

的異象？如果是肯定的回答，你有什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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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小組聚會 

 

金句：馬太 9：36 

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爲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目標： 

1：認清小組聚會中有幾種小組聚會可推行。 

2：監獄小組聚會中注意事項。 

 

簡介：  

許多監獄許可小組聚會。監獄中有各種形態的聚會，我們需要知道他們各自的

功用，並且舉行聚會時需要知道一些注意事項： 

1：聚會的種類 

1) 崇拜聚會 

2) 查經班 

3) 音樂會 

4) 樂器班 

5) 戲劇班 

6) 寫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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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輔導班（各種性質包括戒煙、戒毒等） 

8) 家庭輔導（單身父母，或準備出獄後處理家庭問題） 

9) 聖經課程班 

10) 慕道班 

 

2：如何舉行小組聚會 

在監獄中籌備舉行聚會注意事項： 

1）時間： 

監獄中的時間限制非常的嚴格，開始和結束時間必須守時。 

2）音樂： 

監獄中聚會音樂必須帶鼓勵和振奮的內容和音節。獄友心理上很敏感，有些音

樂詞不當會引起誤會。反以爲在諷刺他。“拯救失意的人”“沒有人知道我的

苦處”，這些詞句都應當小心，如果你用放映機、音帶等預先都要小心檢查，

同時也要經過監獄和牧師的許可。 

3）禱告： 

 禱告時間不要過長。聖靈的工作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在監獄禱告會中禱

告太長使聚會單調無味。不但無益反而引起誤會。 

 禱告不必固定的形式，站著，座著，坐下，舉手都不要限制獄友。最重

要的，不要他們離開座位（爲安全）。 

 爲獄友的身心、家庭、管理人的利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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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的時候並非一定要把眼睛閉著，在監獄中禱告最好把眼睛開著禱

告。 

 

4）讀經： 

尼希米書 8：8 中說“他們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

所念的。”經文與當時講道主題要配合，在讀經之前確定大家找到經文所在（書

名、幾章、幾節），然後清楚的讀出（以大家在場的人都聽到爲准）。讀經時的

聲音和態度對獄友也會引起他們感動。 

5）見證： 

見證不是講道，也不是傳教派。最好不要用教條式的口吻，也少用教會中（各

宗派不同）專用名詞。避免用“在夢中耶穌對我說……”“上帝的靈引導

我……”“我今天所講的是聖靈的感動……”“我認識真理後……”等獄友

不習慣聽的言辭。請直接了當的說：“我成爲基督徒後……”或“我接受耶穌

基督成爲我個人的救主之後……”。 

見證要以基督爲中心： 

 信主後的生命，家庭如何改變，信心如何使你更堅強，爲人處事更有方向和

原則。 

 見證不要太長（2－3 分鐘）。不需描述你得救的經過，或你犯罪中的情形細

節，獄友要聽的是結果，你得救後你如何改變人生觀。 

 說話的時候要清楚，用詞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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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講道： 

監獄中講道也不能太長，因爲監獄裏時間都安排很緊。（除非聖靈感動你），許

多的獄友的精神集中力也不過是 30 分鐘。最好，還要留一些時間團契，團契

對獄友來說非常重要。 

講道內容一定與獄友生活有關，表示你深切瞭解他們的處境，表示你與他們並

沒有什麽區別，多用“我們”少用“你們”。以下是在講道中應注意的事項： 

 不能用指責的口吻，他們已被親戚朋友、監獄管理人員指責夠了，不需你再

來指責他們。 

 不能用危害安全的字詞，“只要你心安理得，你可做任何事”，這樣類似的

字詞會引起誤會。 

 不能當他們面批評其他宗教。 

 不能顯出你比他們更聖潔或神聖。 

 不能用挑戰性的口氣來激起他們憤怒。 

（例如：“世界上許多不公義的事，我相信各位是無辜的”） 

 小組座位最好排成圓形。 

 每人需用自己的聖經，鼓勵他們一同讀經。 

 對問題特多的獄友必須耐性，回答要客氣、肯定。因爲一個人的問題也許是

大家的問題。 

7）回應： 

每次聚會結束時讓感動的人接受救主的機會，說出得救的真正意義，當呼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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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最好請願意接受的人舉手（爲安全起見，不要請他們到前面來） 

8）獄友事奉： 

有時可請獄友參與事奉，例如請某人起來獻詩歌，讀段聖經，或做見證等。但

事先要他們預備，得到他們的同意。因爲時間上的限制，一次不能請太多的人

參與。最好安排輪流表。獻詩歌的內容、見證的題目和參與的事奉都要事先安

排。最好得到監獄方的同意，尤其不能讓獄友控制場面發表自己的意見。 

聚會中要小心不要讓獄友間發生爭執，或分群分派的現象。 

9）隨後工作： 

當獄友接受救主後（舉手表示），把姓名登記，把複印本交監獄牧師和獄方有

關人員。多鼓勵信主的人參加查經班或其他的聚會。 

如果獄方同意，也可安排替他們受洗。初信主的人要帶領他們靈命的增長。因

爲他們在一個特別環境裏也會受到別人的批評和反對，所以他們有鼓勵和禱告

上的需要，他們更需要： 

 儘量請他們參與各種的活動，配合他們的時間一同查經，禱告。 

 請他們也負擔一些事奉上的責任，幫他們找出各人的恩賜給上帝使用。 

 鼓勵他們參加各種崇拜和禱告會、查經班。 

 鼓勵他們如何去傳播福音，與其他獄友建立友誼，也會邀請別人參加聚會。

出獄後訪問別的獄友或與他們寫信。 

10）會場秩序： 

會場需保持一定的秩序。入場和出場都應事先安排。事後安排一些人留下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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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會場。有些監獄需要獄友入場、出場簽字追蹤獄友的一切行動。 

 
 

“獄友心聲” 

----無名氏 

 

你可看到十哩以外燈光，有時這燈光比西面太陽落山更明亮。道路上一邊有無

花果，桃子和各種的果子，你可每年豐收；另一邊又是那麽多的乾草。但是往前看，

在遠處的地方有個你向往的燈光： 

當你靠近這些燈光，你看到一扇鐵門，門上寫著： 

－你在此地不能帶槍，也不能帶刀，更不能帶毒品； 

－你要受到全身搜查； 

－你在此地可能受到艾滋病的感染； 

－你遇到暴動時，我們的政策不爲“人質”妥協。 

第一道門： 

首先，我們會在會客中心，你在金屬探測器前把全身口袋倒空，交出所有物品，

你的手錶、首飾和皮帶。然後搜查所有你攜帶的東西，包括聖經、書籍和刊物。 

第二道門：你手上列印蓋章和發許可證，進入訪問中心的另一個隔間。 

第三道門：你所聽到的全是金屬警衛的叮噹聲，這是控制中心。 

第四道門：你又再作一次全身搜查，查證手印、許可證。 

第五道門：你進入鐵絲網的高牆院子，這時，你所見的（收穫的果子）早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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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小隔間裏等你。 

沒有地毯，也沒有舒服的椅子，沒有窗簾。只有一排木凳，木凳上坐了一排婦

女，靠著牆，有的坐在地上。 

首先讓我介紹 AG，因她殺了一個毒販，被判了十五年。她是班長，因爲她在

神的感召之下改變了生命，許多人看到她的改變，一同跟隨她來到這個房間。 

SK 原是位老師，因酗酒開車，在車禍中她壓死了一個人，現在她也是得救重

生的基督徒。 

DL，她是吸毒犯，也是個拜撒旦教的門徒。小時候被繼父性虐待。12 歲懷孕

生個男孩。現在她不但得救，在監獄裏讀基督教大學學位。 

AM，是個妓女，也是吸毒犯。一生一無所有。但她在獄中也完成了學業，明

天她將被假釋。今天她要見證，榮耀上帝，她要與主同行，過一個新生活。 

因篇幅有限，我不能一一介紹，在其中有小偷、打劫、殺人、吸毒等等的囚犯。

我親眼看到有的不但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的也很富有。但是這些對她們沒有什麽幫

助，只有上帝的大能改變了她們。她們流淚悔改，她們高歌，她們在鐵窗內得自由，

她們找到了救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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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答 

 

1: 請簡述本章金句。 

2: 在監獄中有那些聚會你可以申請舉行？ 

3: 爲什麽監獄中對以下各項事物特別嚴謹或小心？ 

A：時間 

B：音樂 

C：禱告 

D：讀經 

E：見證 

F：講道 

G：回應 

H：參與 

I：隨後工作 

J：會場 

請用自己的話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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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關心獄友家庭 

金句：創世紀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詛咒你的，我必詛咒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

得福。 

目標： 

1：如何解釋獄友家庭也在危機中。 

2：如何安排關心獄友家庭工作。 

3：關心獄友家庭注意事項。 

簡介：  

每年成千上萬的家庭因爲他們的親友因犯罪關在監獄裏造成了許多困苦的危

機。大多數的家庭因此破碎、分離、孤單和憂慮，甚至感到被社會遺棄。很少人關

心到他們的處境，教會也忽略他們的需要。 

上帝告訴亞伯拉罕“地上萬物都要因你而得福”。今天基督徒都是亞伯拉罕的

後裔，也應當在這應許之內得福。本章就爲此解釋爲什麽你和你的教會需要提供關

心獄友家庭上需要的服務。 

1：危機來源 

當一個家庭裏的成員下到監獄時，通常給這家帶來很大的憂慮、懼怕。使家庭

兒女、家人失去了方向。全家都會被黑影所籠罩。由於危機隨之來到，造成了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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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喪失或遺棄。 

小孩因爲家裏有人被關在監獄裏而感到羞恥，或因此轉移到親戚家去住，或住

在寄養人家，甚至搬到孤兒院等。有的小孩也不許可去看被關在監獄裏的父親或母

親，或因爲經濟的關係也不許可他們去，在這些情形下造成許多家庭的危機。 

2：如何幫助在危機中的家庭 

以下幾個方法你可提供幫助： 

(1)交通工具：你願意帶危機家庭去看他們的親人，如果可能的話，你也可請那

些住在遠方家庭先到你家來過夜，以便第二天有更充分的時間看訪親人。據調查，

獄友家人經常去探訪的情況更容易獄後適應社會。 

(2)幫助信息：幫助許多家庭因家人忽然入獄，不知所措，也無從何處探聽消息，

訪問時間、規定，或請律師等。 

(3)社會福利：介紹危機家庭與社會福利有關單位聯繫，包括幫助申請領取救濟

金、輔導、教育等等事宜。 

(4)就業：幫助危機家庭找工作。 

(5)居住：幫助危機家庭交涉租金、搬家等。 

(6)輔導：輔導危機家庭如何度過危機或困難。 

(7)節期：幫助危機家庭如何度過新年、耶誕節等其他重要的節目。 

(8)教會：幫助危機家庭到教會來介紹給會友，使他們感到人間仍有溫暖。 

3：如何與危機家庭來往 

必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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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上有什麽限制和規定，或需要申請許可訪問權，這個可從監獄牧師或有

關人員事先得知。 

(2)必須得到獄友同意書後才能開始訪問危機家庭。同意書中必須注明，你訪問

的目的和動機。以下表格你可參考應用： 

訪問獄友家庭同意書 

本人非常高興同意你們訪問我的家屬，致而你們可提供我家人輔導和鼓勵，查

聖經和其他需要幫助的地方。 

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監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家庭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問人簽字 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獄友簽字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獄方許可簽字： 

獄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監獄牧師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我們無法對法院限制的獄友家屬做訪問，除非有另行申請許可。 

    

訪問家庭事工有時是獄友朋友的要求。當然可把同樣的活動或申請書請這獄友

的朋友填寫，並且可以鼓勵他們在獄中互相幫助屬靈成長。無論對家庭或對獄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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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行一致，實情向兩邊報告，不能傳達消極或沮喪的新聞。對一個家庭訪問長久

後自然會捲入家庭中的個人問題，要小心處理。最重要的，絕對不能一個人（男人）

去訪問男獄友的妻子，或一個人（女人）去訪問女獄友的丈夫。最好的辦法，帶自

己的妻子或丈夫同去訪問一個家庭。 

當然各家有各家的問題，絕對不能搬弄是非，要替各家保守秘密，除非得到對

方的許可你才能傳達。獄友的家庭之間如果有法律上的糾紛，你也不能參與任何一

邊。 

 

俄國“獄友心聲” 

--By Patricia Hulsey 
 

在一個又長又暗的走廊，順著天花板上是又銹又破的水管，我們來到又冷又臭

的地下室，後面還有猛犬吠叫。最後段是鐵門，鐵門後面是一長排的囚房。每個囚

房只有五張床，但塞滿了 15 個囚犯。他們輪流睡覺，沒有床墊也沒有毯子。這裏面

一切公開，沒有個人的東西，也沒有新鮮的空氣，臭氣沖天。沒有宗教關懷，沒有

書籍，免談電視、收音機。獄友每星期洗澡一次，每天只限 15 分鐘出來散步。囚房

的蝨子大批滋生。稀飯和青豆是監獄內唯一的食物。 

基督的愛推動我們進入這淒涼的情況中發單張、發聖經和其他刊物。剛剛在鐵

門快要關閉之前（我們這時都剛出來），忽然有個聲音（從獄友中）：“我們謝謝你

們帶來的東西，但是我們更感激你們到這種地方來關心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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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心聲”--監獄事工是上帝的心願 

--By Br. Bob Schwarz 

Dr. Schwarz 是國際福音工作男人團契中監獄服務主席，也是一位獻身的監獄

牧師。 

監獄事工是上帝最高超的心願。由一群被呼召而膏立的人來擔任這差傳工作。

它是必須在完全順服上帝的旨意下由聖靈引導來完成的事工。因爲這事工是我主基

督自己的負擔，愛和聖靈的憐憫呼召我們來擔負這事工，它也是我主基督最特殊最

寶貴的工作。 

監獄事工不但要榮耀上帝，而且上帝也應許賜予它所有屬天的福氣。在監獄事

工上我主吸引了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其實是全家來到他面前（有些監獄內單

身父母培養自己的小孩）。 

因爲監獄事工是上帝的心願。因此被呼召擔負起這事工的人也是上帝最親近的

僕人，他們才能在聖靈的帶領下藉著他啓示的聖經收穫他所新造的人。在監獄事工

上你可清楚的看到聖靈如何釋放那些被捆綁的人，如何教導他們在生命中得勝，又

如何使他爲主耶穌基督得人如魚。 

上帝最喜悅的是就是藉著福音的大能奉耶穌基督的名把人帶到他面前來。“你

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遇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

在肉身之內”（來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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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答 

 

1：請簡述本章金句。 

2：爲什麽獄友家庭會發生危機？ 

3：你如何去服務那些獄友家庭？ 

4：去探訪獄友家庭之前，有哪二件事你必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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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無期徒刑（死刑犯） 

金句：詩 79：11 

願被囚之人歎息，達到你面前；願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將要死的人。 

 

目標： 

1：解釋如何開始對無期徒刑或死刑的獄友服務 

2：對待無期徒刑（死刑）注意事項 

3：如何幫助死刑獄友準備死 

簡介： 

探訪死刑的獄友非常嚴格，通常探訪死刑獄友的許可手續不同。必需有監獄事

工上的經驗（或經過一段監獄事工之後），監獄牧師和監獄官方才可能許可你去看訪

死刑獄友。 

尤其死刑獄友不能參加任何團體活動。所以這種事工都是一對一，面對面的工

作。一旦你參與這個工作，它的功效會很大。因爲你們倆個人都會真切的分享福音

的好處，建立起誠摯的感情。通常一位心靈上重生的死刑獄友也許能被許可參加團

體聚會。 

如果獄方堅持不許死刑獄友參加團體聚會，也可採用錄影的方法。有些監獄已

經採用閉路電視設備或採用錄音帶。有些監獄也許可把所有死刑獄友集合在一起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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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注意事項 

如果你準備寫信給死刑獄友,你可參考第四和第五章，如果你想舉行團體聚會，

你可參考第六、十一和十二章。本章所注意的事項是針對死刑犯獄友： 

1) 爲了安全的原因，監獄對死刑的獄友完全採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事前你必須

瞭解這方面的特別規定。 

2) 許多在死刑中的獄友仍舊堅持說他們是無辜的。你的責任是爲他們禱告，不

是幫他們在法律上挑戰，求他們早日找到無辜的證據而得到自由。 

3) 由於長期分隔的關係，死刑獄友會非常的孤單、沮喪和失望。那麽你應在監

獄方可能的範圍內多幫助他們，多花時間陪伴他們（一同下棋、玩牌、手工、讀書

或寫信）。 

4)有些獄友本就因爲他們的惡行判了死刑，根本就沒有一點自責懊悔的內疚之

意。你也要能用愛心接受他們，求神的能力來改變他們。許多人也因此大大的改變。 

5) 聖經中教導我們“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了。”（林後 5：17）。法律上仍舊要他們負他們所犯的罪刑法。社會上也不赦免

他們的所作所爲。但是上帝會赦免他們使他們變成一個新造的人。這時，他們不會

再與從前一樣。 

6) 不要以爲死刑中的獄友接受救恩變成新造的人，他們就可逃避肉身上的死。

所以在希伯來書 11 章中就教導我們如何教他們瞭解這一點。聖經中許多例子，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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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神的人並非肉身上不死，有的勝過死亡而不怕死，有的從監獄中釋放而得自由。

上帝的恩典中有面對死亡的信心，也有在信心中得生命。 

7) 教導死刑獄友如何在信心中等待法律上無辜的證明，同時一旦到最後也要準

備他們如何面對死亡： 

(a)幫助他們如何寬恕別人（個人的仇恨）。 

(b)幫助他們如何向受害人（他犯罪的結果），表示後悔、抱歉 － 也包括對自

己的家屬和受害人的家屬。 

(c)幫助他們如何寫信給自己的兒女。 

(d)幫助他們結束事業上（商業上）的事物。 

(e)一位真信徒不怕死亡上的事，因爲死本身就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幫助他

們瞭解什麽是死亡，對死亡的觀念所不同的是信徒和非信徒之分。所不同的是

一個知道他什麽時候死，一個還不知道。它也有肯定和消極之分，所以要給他

們時間儘量表達他們的感想，對一位信徒，死亡是得勝的開始。 

(f)聖經經文的幫助請參考，哥林多前書 15：51－55，哥林多後書 5：1－4，8

詩篇 116：15，啓示錄 21、22 章。如果一位死刑獄友要你在他受死刑時去給予

屬靈上的幫助，如果獄方同意，你應該去。幫助他在榮耀中歸天家，你會發覺

一位信徒（新造的人），在臨死之前的態度完全與其他不信的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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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友心聲”--這裏沒有門柄 

--By Catherine Thompson 
 

她在加州等待死刑說：“我的朋友和獄友都要我把感想寫下來，他們想知道一

個在面對死亡中的人一點沒有任何的抱怨，而又一直微笑的原因是什麽？”其實沒

有一個人會瞭解我真正的喜樂是在 1990 年 6 月 13 日的那天，那天我才真正感受到

我身上所有的罪得了釋放，那天我真正的從心底裏感到我的喜樂，而真正從我臉上

笑了出來。因爲我在獄中學會了什麽是（3P）的真正意義：忍耐、堅定和聖潔（Patience, 

perseverance and purity）。這些都是我每日每刻在獄中所學的功課。 

我在獄中才真正的感覺到我們人把一生許多的事浪費了，現在我認爲它們（許

多的事）都是我的特權。打電話，呼吸新鮮空氣，甚至能用手把門窗打開，我都感

到是一種特權。因爲我在獄房中沒有門把柄，也沒有窗子。 

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我可以反對死刑，但是我認爲上帝已注定每人在地上的年

限，沒人有權改變。也不是社會上的法律或一個罪行可以改變的（謀害等）。我每天

等待，等待重新申訴的機會，因爲我沒錢買公義，因爲現今社會，公義是高價買來

的。 

現在我雖然失去了自由，我的心破碎，但是我的微笑和我的自尊沒有一個人能

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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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友心聲” 

--By Michael Ross 

等死刑的道路上是非常黑暗、非常孤單，也非常害怕。一個已判死刑的人等於

社會已告訴他“你的生命一錢不值”。自然的，你與其他獄友分離，關在一間叫“死

刑犯”的房間裏。最後這些被宣告死刑的男女，也被他們的親人家屬抛棄。 

我個人最明白這種感受，因爲我也是個被判死刑的人。但是當時我覺得很幸

運，我感到我是個例外，因爲我的家人並沒有抛棄我。我還有一些筆友，我不感到

我在死路上。但是我親身看到有些在死刑路上的人在監獄裏什麽都沒有。 

有一位死刑犯處死後根本沒有人來領屍，除了監獄牧師外沒有任何人去處理，

他被埋葬在沒有墓名的墳場裏。這已經算是不錯的了，起碼他還有一塊葬身之地，

還有一個號碼刻在他的墓碑上。以後，當然不會再有人來找他的過去，也沒有人來

服喪（哀悼）。 

在等死刑的人確實非常孤單，但是，你能改變嗎？能！你能帶一線曙光和希望

到這黑暗孤單的地方來。在人生的路上我們可以從各種的情況中得到許多的教訓。

監獄事工上也是一樣，在這個微小的曙光下我們可以看到叫人驚奇的事，許多的事

也打動了我的心。寫信很簡單，如果你寫一封信給獄中孤單的人，對這個人來說就

是一道希望的曙光。 

寫信給獄友的經驗所得的益處是雙方的，尤其對一個在等死刑的人，起碼叫他

知道在這世上也有一個人仍舊關心他。外人看來也許是多餘，也許誤會，也許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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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一位在等死刑的人會叫他如何面對他的處境，甚至改變他的生命。 

耶穌基督要我們去看訪在監獄裏的人，也許……也許你可開始寫信給他們。 

 

問題解答 

 

1：請簡述本章金句。 

2：請簡述如何對一個在等待死刑的人作關心的事工？ 

3：對等待死刑的人事工上有什麽注意事項？ 

4：如何幫助在等死刑的人面對死亡？ 

5：你對 Michael Ross 寫的“獄友心聲”有什麽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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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獄後事工 

金句：以賽亞 42：7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目標： 

1：指出獄友出獄後的需要 

2：指出獄後事工有幾種 

3：如何開始獄後事工 

4：獄後事工中所應負的責任 

 

簡介： 

獄友刑期滿—意思是他服滿了法律審判下的定期，不需要申請假釋就可以無條

件的自由釋放。假釋是有條件性的，要定期彙報，不能與某些人（其他獄友，或指

定的受害人）來往，或只能住在指定的住址。這些條件各自不同，看獄友的案情、

表現，由假釋團決定。 

當獄友期滿後回到社會的需要上，事先可從獄方、或監獄牧師那裏咨詢，然後

決定你可提供什麽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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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獄後的需要 

有的獄友滿期出獄後可回到自己的家庭，有的確實無家可歸。所以教會能針對

他們的需要籌劃一個協助的事工對獄友來說非常重要。當然，各人的需要不同，一

般上都會有些基本上的需要。 

(1) 他需要被社會接納，教會的工作可馬上邀請他到教會來給屬靈上的幫助，

邀請他來吃飯或探訪他。 

(2) 他需要衣食住行：準備適合氣候的衣服、鞋子，幫他租房子，或交通工具

（接送或腳踏車，或其他適合其他的交通工具。） 

(3) 他需要職業訓練或找工作。 

(4) 他需要經濟上的支持，或幫他預算他的基本收入（政府福利金）。 

(5) 他需要尋找已失去聯絡的親友，獄友在監中許多年，也許也失去了親友的

地址、電話（或親友已搬家），幫助他們如何與親友團圓。 

(6) 他需要輔導，有的獄友染上了吸毒或其他的習性，幫他認識基督的救恩，

在聖靈的能力下克服得勝。 

(7) 他需要別人替他決定某些事情，通常在獄中長期時間後，獄友已失去了自

我決定的能力。 

(8) 他需要一個支持團體來關心、愛護他，替他禱告，隨時遇到困難時他知道

在那裏可以找到幫助。 

以上的事項也是監獄事工的重要部分。有些事情在獄友釋放前可盡可能地替他

61

 

 



                              Jail and Prison Ministry   監獄事工      

準備（有許多監獄已設置了教育、職業方面的訓練或活動，或其他的職業訓練中心

也可代受訓練，收集準備好各方面的資料），與獄友討論各種的訓練或教育計劃時，

千萬不要承諾（應許或保證）你不能爲他實現的事情。 

2：獄後事工 

獄後事工有許多種類，這些都要看需要和能力來決定你獄後事工的準備和開

始。 

(1) 中途站：（Half-way House）這是個獄友期滿的過度接待站、旨在幫助獄友

正式進入社會前的訓練中心。通常在某種限制下（法院會監獄規定），提供輔導、訓

練和提供吃、住的地方。這個中途站的管理也很嚴格，獄友在中途站中必須完成所

規定的訓練或輔導，如果一個教會或你個人願意提供這種中途站的服務，你必須遵

照有關的規章申請，得到許可證之後才可開始。 

(2) 急救站：（Rescue Mission）這與中途站的服務類似，但都是政府官方設立

的。你可以以義工的身份參與工作，急救站中的活動都是暫時性的。 

(3) 輔導訓練中心：這地方只提供教育輔導獄友如何在社會上生存。有的中心

也提供職業技能訓練，但不提供吃住的問題。 

(4) 教會組織：針對獄友期滿後，動員會友幫助住處、找工作，或會友中的商

貿公司提供各種工作機會。有的教會備有自己的企業，或快速餐廳專門雇傭期滿的

獄友。 

(5) 聖經書院或學院。有些書院或聖經學院設置特別的獎學金，專門幫助期滿

的獄友做教會上的事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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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始獄後事工 

有 5 個步驟： 

第一步：禱告 

把你的心願、計劃（異像），完全交代，求神帶領。 

第二步：與教會領袖商討 

如果你自己是位牧師，你要與教會執事團討論。如果你是教友，你先要與牧師

表達你的心願。原因很簡單： 

(a) 禮貌上的需要。 

(b) 需要各方面的意見。 

(c) 可能教會早就有計劃，你可配合參與。 

第三步：收集資料和分析 

(a) 附近有那些獄後服務中心，如何與現有的中心配合提供你的服務。 

(b) 附近有什麽設施可幫助你發展獄後事工。 

(c) 你教會在那方面可提供幫助（不要模仿或競爭其他教會上已有的獄後事

工），來助其他方面（或現有的事工）所需。（這包括你附近已有的獄後事工）。 

第四步： 訪問類似的事工 

收集有關資料分析後需訪問各有關的單位，向他們請教或學習，助人之短，學

人之長。 

第五步：籌劃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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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經費的來源和預算。 

(b) 設施規劃，教會現有的設施，附近社團有什麽設施可租用或借用，或申請

政府許可。 

(c) 工作人員 ：需要多少人員和人員的資格要求，義工或薪水的要求。 

4：職責劃分 

(a) 爲了防止裏外串通，在職權的劃分上，有些政府規定在獄內的義工不能再擔

任獄後的義工。 

(b) 團隊精神：按各種職位特殊的需要選聘適合或專業的職工人員，這些工作

人員不但要配合你組織的宗旨，並且要表示參與完成的興趣。 

(c) 分工合作：工作人員中（包括義工）精力和時間都有限，不能把工作只限

制在幾個少數人的身上。不要怕做得少，但要做得好。無論你個人或義工人員上，

如果某些工作超出你能力範圍之內，你必須推薦到其他服務中心（有的服務中心定

期大家開會討論互助合作的事宜。） 

問題解答 

 

1：請簡述本章金句。 

2：簡述本章有關獄後事工的一般需要是什麽？ 

3：獄後事工有什麽類別？ 

4：如何開展一個獄後事工，它有那些步驟？ 

5：獄後事工在職責分配上需注意些什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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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監獄的規範 

 

金句：以賽亞 13：1 

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爲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

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目標： 

本章著重在： 

1：瞭解監獄各種安全層次 

2：討論監獄內各種設備 

3：討論監獄內各種典型 

4：如何處理無辜的獄友（獄友堅持他無辜的地位） 

 

簡介： 

獄友的個性不同，有些人被列為危險人物。監獄也是根據獄友的個性、案情的

大小分輕重等次。已判刑的和等待判刑的、個性不穩定、較危險的都與其他的獄友

會分隔。因此在監獄內“監”與“獄”就有區分。獄友的個性有區分，無辜的獄友

中也有區分，所以本章就針對這些來作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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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監獄的種類 

監獄通常根據它的重點分三類型： 

(1): 最大安全型：認爲最危險性的獄友（重犯）或獄友所犯案的性質，或本人

的個性（惡性），或判死刑者都監禁在最大安全型的監獄裏。獄友在這種監獄裏監

視得非常嚴格，自由限度不大，義工也受限制。 

(2): 中等安全型：普遍一般而不帶危險性的獄友在這種監獄上有較多的活動自

由，甚至可以參加各種的宗教活動。 

(3): 最小安全型：獄友都是在期滿邊緣，不是屬於刑法者，甚至有些可到外面

幫工，當然活動自由範圍很大。 

一些監獄三種型的設施都有。有些監獄，規定所有的獄友穿制服，並且用制服

的顔色來區分各種安全的層次。 

2：監和獄的區分 

監獄是統稱，監獄內分監和獄之分。監是對已經判了刑的人而言，獄是在等判

刑先關起來的人，或短期徒刑而言。 

在監裏的人多數比較穩定，因爲都是長期徒刑的人，因此比較容易爲他們安排

活動。反之，獄房裏的人都是在等待判刑的過度期，因時間有限，也較難爲他們作

長期計劃。 

因此對獄房中的人活動安排也比較簡單；而監牢中通常有多種活動，設備也較

完善，有的甚至於有教堂式的佈置，對崇拜、查經班都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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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監牢中的人和獄房中的人在身心上、感情上、心靈裏也不同。獄房中

比較沒有個人上的服務，比較大衆化，情感上較不穩定；監牢中的生活簡單，在懼

怕彷徨中摸索他們的將來。 

3：監獄中的其他設備 

(1) 小型工廠：職業性和生産性的場地，獄友白天在裏面工作得薪水，晚上回

到監獄中過夜。 

(2) 中途站：也是個過度站。獄方準備一個地方讓快滿刑的人在那裏利用地址、

電話、找工作或找住址，或職業訓練，或輔導教育。 

(3) 工作營：獄友有時去修公路；去救火、農場收割或保護森林，需要營地般

的設施。 

(4) 青少年感化院：這種設施主要的目的是把青少年與成年人分開以便管教。 

除了這些暫時性的設施外，其他還有許多福利機構提供各種活動。總而言之，

監獄是個收穫靈命最好機會的地方。你看當時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後幾分鐘，也

可拯救一位強盜使他改變了生命。 

4：獄友的典型 

每位獄友都不同，都是特殊的。神愛世人，不願一人滅亡而要人人得救。在神

的眼裏，人的生命都是一樣。但是每人又有各種不同的性格，通常都是受了以下幾

個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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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育：教育水準在獄友中一般來說較低。 

(b) 家庭背景： 獄友大多數從破碎的家庭出來，或在身體被虐待、離婚、教養

不夠等的環境中成長。 

(c) 技能：獄友中很少有特殊技能的，沒有正規的受過職業訓練，一般來說生

活都不很穩定，流浪各處。 

(d) 自卑：因爲社會、家庭或朋友放棄了他們致而造成了他們心理上的自卑。 

(e) 內疚感：因爲他自己的行爲造成親友或家庭的傷害，而感到內疚、沮喪、

甚至激怒。 

(f) 社會責任：獄友一般沒有社會責任感。因此對他的罪刑也不會太後悔，對

社會反有種報復的心，到監獄來反認爲是種機會操練。 

5：通常的罪刑  

大多數在監獄中的獄友罪刑是偷、搶、殺、毒，其他是性強暴、綁架、打架、

挪用公款、假造文書和欺詐。從以上的罪刑中獄友在獄中所表現的性格形態上也因

此而不同。 

(a) 激烈的辯論型：這種類型的人喜歡參加各種聚會。但在會中亂問不相關的

問題，甚至於當衆批評他對教會的經驗，把一些聽來的醜聞道出來，把見證時間變

成抱怨時間。而且這種人不離他的主題，也不願意聽別的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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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長年尋求者：每次聚會中的呼召他一定上來，不管他懂與不懂，一呼召就

上前來，好像討好人似的。或者，他永久感到自己罪孽深重。這種人要用熱忱的心

隨時歡迎他，每次要爲他禱告。當他一天感到與神的關係堅定後他才會真正的改變。 

(c) 玩弄者： 這種人很討人喜歡，什麽事樣樣都要同意你，但背後他想利用你

達到他的目的。下一章會再提到這種類型的人。 

(d) 教條化者。長期徒刑在監獄裏已養成監獄中的生活習慣，這種人很怕期滿

出獄，想盡辦法留在獄中。他們的行爲態度都很好，他們也會誠意的信主，但就害

怕不適應外面的生活，也沒有心願。 

我們要小心，以上這些形態並非所有獄友都有，有些也受過相當好的教育，薪

金也很高。有些家庭背景也很好。親友也非常幫助，有些也真正尋求上帝。 

最重要的，不要用蔑視的態度對待獄友，每位獄友都是上帝心愛的，都是上帝

的器皿。 

6：有些獄友是無辜的 

許多獄友保持和堅信他們是無辜的。有的確信罪有應得；有的不能面對事實、

怪罪他人；也有許多獄友在多次的求證下確實是無罪得釋放（這也包括許多在死刑

路上的）。 

所以我們作事工的不能胡亂論定一個人，而要用上帝的愛來關心他們，幫助他

們，爲他們禱告，求神爲他們伸張正義。 

聖經中有許多大有信心的人都曾經作過牢，約瑟被誤告而坐牢二年以上（創世

紀 39 章）。參孫在非利士人中坐牢（士師 16 章）、耶利米（32、37 章），撒都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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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使徒們關在牢裏（使 5 章），施洗約翰下監（太 4 章）、彼得（使 12 章）、保

羅和西拉（使 16 章，使 25 章）。 

教會歷史中也看到許多基督徒被迫害，今天的俄國、中國、印度、南非等各地

也不斷的迫害基督徒。 

耶穌基督也說，信徒會被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被鞭打，人要把信徒陷在患難

裏，也要被殺害（太 10）。我們要切記，就是你認爲最壞的地方（監獄），裏面也

有白衣天使。 

 

問題解答 

 

1：請簡述本章金句。 

2：監獄裏的安全層次是什麽？ 

3：監獄事工應按什麽態度面對各色各樣的人？ 

4：除了監獄之外，還有什麽設施可監禁作用？ 

5：獄友中大致上有幾種典型？ 

6：如何處理“自稱無辜”的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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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服裝和安全的規定 

 

金句：羅馬書 61：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爲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

所命的。 

 

目標： 

本章中你可以學到： 

1：所有監獄裏都有服裝和安全上的規定 

2：監獄裏的安全設施 

3：人質生存指南 

 

簡介： 

你必須知曉所有監獄都有服裝和安全上的明文規定，也要知道你自己被當成人

質時如何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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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當的服裝 

每個監獄都有服裝（制服）的規定。例如：義工人員不能穿上警衛和獄友相通

顔色的服裝。所以爲了免得被人誤認，以下是在監獄事工上服裝適當的概念： 

(1) 不要穿上緊身衣服  

(2) 不要穿短衣短褲、或坦胸露背的衣服 

(3) 不要穿戴口號或宣傳字的襯衫 

(4) 不要穿戴與黑社會有關的衣服和記號 

(5) 不要穿戴透明或引誘性的衣服 

總而言之，衣著要端正得體，因爲你代表萬王之王耶穌基督在做救人靈魂的事

工。 

 

2：安全措施 

在步入監獄事工之前，先確定該監獄在制度上有什麽特別的規定。一位好的義

工一定要遵守規定，就是你認爲不和情理的規定你也要遵守。往往一個不守規定的

人破壞了整個監獄中的制度。尤其一位信徒（基督徒）遵守規定也是他作見證的一

部分： 

以下是一般應該注意的事項： 

• 不要佩戴值錢的或搶眼的首飾、錢包之類的物品。 

• 隨身攜帶或佩戴證明身份名牌（最好附照片）。 

• 準備隨時被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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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單獨行動，與同工同進同出。 

• 服裝要得體端莊。 

• 不要擅自作主，要不恥請教。 

• 互相監看、隨時協助（男女同工之間）。 

• 不要急跑或追趕（急跑代表緊急或危險事件的發生）。 

• 不可擅自進入禁區，注意路上標記，不要走出限定的界限，或走捷徑。 

• 爲了個人的安全，要熟知所有的安全措施，警號、警鈴、口哨，絕對遵守所

有安全記號和指示，或緊急措施。 

• 要熟練所有的緊急救護步驟。 

• 現場不可擅動，保持冷靜。 

• 不可帶違禁品進入監獄，任何對象事先都要得到許可方可帶入。 

• 自己在藥物治療期間不可參與監獄事工。 

• 不可帶照相機、錄音機，除非得到獄方的許可。 

• 隨身攜帶的東西和衣服、外衣、大衣等不可亂放。 

• 不可帶金屬用品（任何可造成傷害，或用來做武器的東西）包括自己的鑰匙

等。 

• 不要做傳達信息的工作（尤其帶暗號的信息）。 

 

3：人質處理 

一旦你在監獄事工中被當成人質，必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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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充英雄，也不能盲從。 

• 冷靜而聽從指示（從罪犯）。 

• 找比較安全的角落防護自己。 

• 不要與罪犯辯論、爭執或面對面的衝突，儘量低頭，不要正視對方。 

• 不要威嚇對方，或表示今後你將會見證或識別對方。 

• 不要做任何的建議（自作聰明），替對方出主意。 

• 鼓勵對方告訴警方你是誰。在任何地點情況下，都讓對方認爲你有價值。 

• 如果一旦對方要你傳達信息時，必須正確而快捷。 

• 一旦你被當人質的地方被警方突破，在槍戰中要全身伏地，找安全的地方衛

護，或把手放在頭上，以免被誤殺，不可抗拒警方，儘快表明自己的身份。 

• 雖然你在人質中，你也要察顔觀色。注意你周圍一切的環境，可能以後會幫

助或見證事件的發生情形。 

除了以上應注意的事項外，最重要的是你要存一個禱告的心，求聖靈幫助你在

任何的情況中做正確的決定。記住，如果上帝不許可，任何的事也不會發生。 

因爲“上帝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所以你不需懼怕，

上帝會按他的旨意運行。 

最後，不要氣餒，監獄事工本當如此。只要你遵照一切的安全步驟，就可儘量

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我們無論在那裏，在公路上，在都市中一樣會遭遇到許多危

險事件的發生。所以不要氣餒，你在收穫上帝要你去收穫的莊稼，把一切榮耀歸給

上帝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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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答 

 

1：請簡述本章金句。 

2：你認爲在監獄事工中服裝穿著適宜有什麽好處？ 

3：監獄中的安全措施，爲什麽都要遵從？（有些甚至你認爲不合常理） 

4：當你被當成人質時你首先要採取的行動是什麽？或你自己有什麽獨特的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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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與獄友之間的有關事項 

 

金句：提後 2：25－26 

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們這已

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羅網。 

 

目標： 

本章中你可以學到： 

1：你會認識與獄友之間的首要法則是什麽 

2：什麽是與獄友有關的事項 

3：“入圈套”的定義 

4：解釋如何會落入圈套中 

5：如何防止“入圈套” 

 

簡介： 

監獄事工是你在代表耶穌基督，你是他的大使，所以你的言行、穿著都有代表

性的作用。 

人際關係本來就非常複雜，無論在監獄內或監獄外都是一樣，都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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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獄友根本就不喜歡宗教上的活動，會直接了當的拒絕你；有的反而會利用你達

到他們的目的。記得耶穌基督自己的比喻中那個撒種的故事嗎？監獄裏也是一樣，

也分故事中的那四種情況。所以本章指出與獄友之間有關的事項以便你參考： 

1：首要事項 

與獄友如何拉上關係是首要事項。各監獄規定各種特別需要注意的事項：訪問

時間的規定，攜帶物品的規定、禁區的規定、服裝的規定、安全的規定等等。本章

所針對的是關於當你與獄友拉上關係時應注意些什麽事項。 

2：與獄友關係上應注意些什麽 

獄友本身一生中已經遭遇到許多的挫折，有些已遭遇到許多失敗，所以養成對

任何事情上都會保持懷疑的態度。因此與獄友來往也有它一定的規律。以下是列出

一般性的事項由你自己用智慧去裁決： 

• 不要虛僞或以特別的姿態來對他表達自己。要坦誠讓獄友馬上知道你的誠意

和關心，因爲這本是聖經的教導原則。作爲一位義工人員，別人也在觀察你是

否誠意真實。獄友不認識你之前也隨時觀察你是否誠意真實。獄友不認識你之

前也不會聽你所說的，他們不會管你知道多少，他們只不過是要觀察你關心他

們多少。獄友對假冒僞善和虛僞的人非常敏感。 

• 瞭解獄友慣用的言辭，但是自己卻不能亂用，以免會錯意。 

• 福音要簡單明確，不要用深奧的專用名詞：“膏立”、“釋放”、“和解”

等等的言辭對他們並沒有什麽意義。 

• 對初入監獄的獄友要小心，在伸冤前後的時期中、集體假日等，都要小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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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情感上的不穩定。 

• 說話不要模棱兩可，是說是，非說非，做事公正要一致。 

• 你對他的幫助，友誼和關心要堅定而誠意。 

• 尊重對方的權利，蔑視和自傲最令對方反感。他們所關心的是他自己。你要

贏得他們的信任，他們才會對你開放自己。 

• 不要被他們玩弄你的情感，或講一些感動的故事贏得你的同情。當你聽完他

們的故事後，表示你也要告訴監獄牧師請他們來處理。 

• 在監獄裏不談政治、不批評官方或指責某種族、或宗派或獄內其他的有關人

員。 

• 不要提供任何關於法律上的建議，他是無辜的，他自己也會請律師申訴。 

• 少說關於自己的事，也不要說關於獄內管理人員個人的事情。（包括其他的

獄友，也許你認識他的過去）。 

• 只答應你能力範圍內能做的事。坦誠的解釋爲什麽有些要求你不能作而表示

你真誠的歉意。 

• 最好在監獄內稱每位獄友都是兄弟姐妹，當然在寫信時候可用“先生”、

“女士”等的稱呼。 

• 千萬不要亂透露你的電話或住址。如果你認爲需要給對方電話，也要說明限

度和最適當的時間你才能接他的電話。 

• 不要問獄友的私事，他如何犯的罪，如何會到此處等，有時對他來說難以啓

齒，或害羞。你與他見面的目的是把耶穌基督的救恩福音介紹給他。有些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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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的告訴你他們的情形，你要洗耳恭聽，並且表示同情、鼓勵，爲他們禱告。 

• 保持你與獄友之間的距離，尤其對異性，你與獄友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專業上

的，而不是私人上的。所以你要控制你的情感（如果你非常同情）。他們有時

候會採取主動向你作不規矩的行動，也不要大驚小怪，走開、報告給監獄牧師

和管理人員。也許他們也是試探你，來看你如何智慧的處理。 

• 絕對不要涉及到你與獄友有什麽個人生意上的來往。 

• 他們的言辭用語（三字經）也不要當場指責、大驚小怪的表示不同意。 

• 不要想幾天的功夫就可以改變獄友一生的宗教思想。你去是分享你在福音中

的好處，當日期滿足，該改變的就會改變。 

• 預先表明自己的立場，立一個疆界，不要讓對方利用你。 

• 有時獄友沒禮貌也很粗暴，因爲他們自己在種種的困難中，所以要冷靜，不

要用同樣的態度對待他。你可以用不在意的態度。通常，當對方冷靜下來以後，

說不定會道歉。無條件的愛才是我們基督徒要表達的。 

• 不要把獄友的問題，困難帶回家擾亂自己的心情。過度的關心反對自己造成

綜合疾病“別人都不對，只有你對”的症狀。 

• 不要想獄友會感激你，或向你表示感謝。可能他心裏很感激而不知如何表

達。我們勞苦在上帝面前都會得到紀念。 

• 不要讓獄友迫你作些事是你心裏不願意的。定個界限。 

• 當你與獄友單獨在一起時，不要表現緊張態度。 

• 不要去糾正獄友的態度（坐相）或其他你認爲的不適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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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也許你不知從何開始，也不要表示出來。“對不起，我很緊張”，

“對不起，今天沒準備”等的言辭都會引起對方失去信心。 

• 如果對方很禮貌，態度可佳，馬上可表達你的謝意。 

• 如果獄友要你寫推薦信，你也要得到監獄牧師許可。 

• 如果獄友只講他自己的故事，不聽你對他的關心，也許他不想解決他的問

題。 

• 也許你有許多關於獄友方面的資料（檔案），這是保密的文件，不能向外人

透露，要得到獄方許可。這些資料是爲輔導上瞭解獄友背景和屬靈上幫助，不

是查他的前科記錄。 

• 每個問題都會找到答案，讓對方知道凡事上帝都會知道的。如果你認爲這位

獄友需進一步的輔導，鼓勵他向獄方請求。 

• 任何的情況下不能替獄友作決定。只幫助鼓勵他擔起自己的責任，爲的是萬

一不如他的心願，他也不能責怪你。 

• 獄友的任何事不批評。他的外表、用詞、態度、個人觀念，都不要批評他，

也不能假設他是屬於那種類型的人。 

• 不要打斷獄友說話，詳細的聽他說些什麽。 

• 如果你知道他們的過去，也不能藉此責駡他們（指責），說今天他落得如此

下場是因爲他過去如何。因爲他們現在落在這個下場自己已經非常沮喪了。 

• 凡事要有耐性，今天你的勞碌並非馬上就可以得到效果，需時間不能失望，

盡你所能，深切禱告，交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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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預防落入圈套 

“沉沙”在表面上看一點也看不出危險性，可是你一旦踏入，它會慢慢地陷下

去最後置你於死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人從表面上看和內心所想的是不

一樣的。當獄友在無犯罪的狀態中（被關在監獄裏），可能從外表上看，一切行爲

言談一表人才。因此，你在監獄事工上不要被人利用。 

(1)“入圈套”如何發生 

當你被引誘到一種情況中使你不能不妥協你的立場，甚至於妥協你的信仰。尤

其你被騙迫你必須妥協的情況中，然後不能拒絕獄友利用你幫他帶禁品（毒品）入

獄。獄友通常用的方法： 

 觀察期：首先他觀察你的能力，試驗你在壓力下的反應和耐性。看你守不守

獄內的規定。在困難的情況中看你如何處理等。 

 試驗期： 獄友會假設一些小事情來試驗你，比如請你帶一些個人日常用品

（無傷大雅的事）或其他的小東西給他，並且藉理由不要你告訴任何人（包括

警衛），完全是幫他忙。用甜言蜜語來玩弄你的感情。如果這點上你同意了，

那麽他會慢慢的把你當候補，以後做更大的事。 

 設圈套：如果你在小事上與獄友發生關係（或作不規矩的事。也許他幫你在

外面介紹一些你需要的關係，使你得到一些利益，或介紹女朋友、男朋友等的

方法叫你上鈎），當你入了他的圈套後，他也會叫你給他所需要的東西。這時

候如果你不聽他，他會恐嚇對付你。當你入了他的“圈套”，以後甚至會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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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聲。 

(2)如何預防入圈套 

 保持“專業化”的態度：專業化的意思是種公事公辦的態度，又是一種生活

水準很高的概念，使獄友離開你而去，因爲他們認爲高攀不上，也會認爲你這

樣的人是不會妥協的。 

 避免親近：在本書中已提過多次，你可保持專業化但仍舊是朋友。朋友和親

近有區別。如果過於親近就會越軌，然後失去你自己和自由。尤其在監獄裏一

定要正直公正，不能假公濟私。與獄友過於親近或應諾幫他忙都是越軌的行爲。 

 在任何的情況下不能犯規：入圈套之前先犯了規，所以拒絕違反規定是防止

落入圈套的先決條件。 

 立即報告上級：如果你懷疑或發現被設圈套，馬上要報告監獄牧師或獄方處

理。 

 

問題解答 

1：請簡述本章金句。 

2：與獄友建立正確的關係首要的是什麽？ 

3：請舉出幾個注意事項來發揮你對本章感想和經驗。 

4：什麽叫“入圈套”？ 

5：“入圈套”怎會發生？ 

6：如何防止入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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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個人指南 

 

本書提供一般監獄事工應該注意的事項，本章是針對你事奉的監獄（或指定的

監獄）你應注意的事項： 

• 監獄事工組織表，或監獄組織表。在這表中你可看到組織層次，包括各種活

動中誰是負責人。 

• 服裝和安全注意事項和規章。 

• 義工人員手冊或事工團體組織。內指明有多少種活動可供應，分查經班、小

組討論、送聖經、發單張聽磁帶和觀看影帶等部門。 

• 訪問獄友，包括時間、日期、安全和攜帶物品需注意的事項等。 

• 與獄友通信需注意的事項（查看什麽東西可以用郵寄）。 

• 監獄內的平面圖。 

• 監獄內的人員（獄友）印刷品和刊物。 

• 社區內各種服務中心名單。 

• 如果你是位監獄牧師和義工人員，也許也有自己的活動專案。 

• 如果你是神學院教授、查經班老師，也許可把教材介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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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們爲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提後 2：9）。 

耶穌基督曾用現身說法來表示他也曾在監裏，要我們信徒去看顧他（太 25：

36）。意思是說我們能把監獄事工當作在主內弟兄姊妹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等於作

在他身上了。（太 25：40） 

從屬靈的立場來看，人靈魂的價值是無價的。因爲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

的生命，有什麽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麽換生命呢？（太 16：26） 

從純錢財的立場來看，每一位獄友身上政府所投入的金錢是上萬。除此之外尚

未包括社會福利服務，家庭輔助金和其他各種關於監獄事工上所花費的金錢。所以

監獄事工對你的挑戰是你能不能大膽的越過那些鐵絲網、鐵門、警衛，爲上帝達到

那寶藏的深淵？ 

當然，在監獄裏有許多的人從來沒有聽過福音，也有許多人因此悔改，但也有

許多人得救後，又回到他們已往的日子中，但是不要忘記： 

1：上帝曾爲一對男女準備了伊甸園，但是這對男女辜負了上帝。 

2：當耶穌基督告訴門徒他將受難，門徒卻遠離了他們，因爲他們不願付出代

價。 

3：最後當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一個強盜拒絕了他，另一個強盜接受

了他。一個門徒否認他，另一個門徒出賣了他。但是仍有成千上萬的信徒擔起 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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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把福音帶到地極（使 1：8）。 

所以監獄事工不是估計（衡量）你的成功或失敗，而是你是否加入了改變世界

偉大使命的工作行列，把上帝的寶石一個一個的挖出來。監獄事工雖然很艱苦，但

收穫又是那麽驚奇，許多從事監獄事工的人常見證：“我把上帝的愛帶到那麽黑暗

深淵的地方，爲什麽我所得的比我帶進去的更多呢？” 

接受監獄事工是個偉大的挑戰，但你得到的也是意想不到的。因爲當年的耶和

華說“在我所定的日子裏他們必屬我，特特歸我，我必憐憫他們，如同人憐憫服事

自己的兒子。”（瑪拉基 3：17）。 

監獄事工是個堅韌不撓，有異象、有勇氣，有收穫的事工，因爲主再來的時候，

萬國都要來就上帝的光，君王也要來就你發的光輝。當上帝舉目四方觀看，衆人都

要聚集來到他這裏，他的衆子從遠方而來，他的衆女也被懷抱而來。（參譯以賽亞

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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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友心聲” 

 

在一個復活節主日，陽光正溫照著我們加利福尼亞城。今天是個慶祝新生命的

日子，但是我們一同邀請你進到一個死陰的幽谷中，看一次生死難忘的慶祝新生命

（在耶穌基督裏）大會。 

當我們經過幾道森嚴的鐵門後來到加州有名的婦女看守中心，當時有 4 千多名

婦女關在裏面，其中包括一些無期徒刑犯和死刑犯。就好像我們進入一個死陰的幽

谷來慶祝我主耶穌基督的復活。也好似在耶路撒冷在各各他山的陰影來到空墳墓。

我們四周圍繞的是兩層鐵絲電網，高臺上是虎視眈眈的持槍警衛，在廣場上已坐滿

了一群婦女。 

安排的時間聚會是上午 11 點。但是十點半他們已經排隊坐滿了廣場。甚至有

的站在後排，有的靠著牆邊，更有的在鐵窗內向外觀望。有的婦女看起來很兇猛，

有的手臂上全是刺紋，有的很沮喪，有的埋頭看地，也有的在擁抱接吻（同性戀）。 

奇妙的是當聚會一開始，全場歡呼，氣氛開始刺激興奮。有的獄友彈琴，有的

打大鼓，有的打非洲小鼓，有的用手鼓，也有的用手沙球，那樣的節奏，那樣的歌

聲，那樣的熱情又把我們帶到了另一個世外桃源的境地。 

“四個花園”就是今天的講道。當亞當夏娃在伊甸園裏上帝用寶血遮蓋了他

們，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園內淚汗如血的爲我們禱告，然後又在各各山上爲我們流

血死在十字架上，最後在花園裏的一個墳墓中復活。我看到我們大家的心在這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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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徘徊，耶穌基督的寶血在其中一一的洗淨我們。最後，幾乎全場跪下淚流悔改，

聖靈的大能把我們將死的靈換成復活的靈。整個廣場像似從死亡的幽谷中變成一個

世外桃源。 

當我們回到休息室時，我想到那些在廣場的獄友幾年來都坐在同樣的座位上，

我就曾是其中之一，也曾坐在那座位上許多年，現在我卻可回家。回想在過去監獄

的日子裏，我有機會從基督聖經書院提供的函授課程中得到學士學位，現在我結婚

在一家教會事奉。我所認識的愛琳，她現在是“尊高社團”的會員，也是商業學院

的團契主席，很快將獲得她的學位。還有路絲，現在是護士，已與家人團聚。 

有人常問我，“你爲什麽又回到那監獄去浪費你的時間？難道你真不知道許

多人他們出來後又落回監獄中嗎？你認爲他們真的可以改變嗎？”我的回答是

“是，我不能改變他們。但是我親自看到人在 100％的真理裏他的一生成功。現在

讓我們一同來分享約書亞書 1：8－‘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

使你謹守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你的道路就可享通，凡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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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與監獄事工有關的經文（請複印） 

 
Genesis 創世紀 39:11-41:14:  

Joseph falsely accused of attempted rape and his experience in prison. 
 

Genesis 創世紀42:15-20:  

Joseph imprisons his brothers. 
 

Genesis 創世紀 45:4-8:  

Joseph reveals himself to his brothers. 
 

Numbers 民數記 21:1:  

King of Arad imprisons some of the Israelites. 
 

Judges 士師記16:21-25: Samson blinded and imprisoned. 

 

1 Kings 列王記上 22:27:  

Micaiah imprisoned because of his prophecy. 
 

2 Kings 列王記下 17:4:  

Hoshea, king of Israel imprisoned by the king of Assyria for being a traitor. 
 

2 Kings 列王記下 24:10-12: 

Jehoiachin, king of Israel, taken prisoner by Nebuchadnezz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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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ings 列王記下 25:27-30:  

Jehoiachin released from prison by Evil-Merodach, new king of Babylon. 
 

2 Chronicles 歷代志下 16:7-10:  

Hanani the seer imprisoned by Asa King of Judah for giving a bad prophesy. 
 

2 Chronicles 歷代志下 18:26:  

Micaiah imprisoned by Ahab, king of Israel, because of his prophecy. 
 

Psalm 詩篇 69:33: 

The Lord does not despise prisoners. 
 

Psalm 詩篇 79:11 and 和 102:20: 

A request for the Lord to preserve those condemned to die. 
 

Psalm 詩篇 146:7:  

The Lord sets prisoners free. 
 

Isaiah 以賽亞書 14:17:  

Satan does not allow his captives to go home. 
 

Isaiah 以賽亞書 24:21-22:  

The kings of the earth are imprisoned. 
 

Isaiah 以賽亞書 42:7:  

The foretelling of Jesus’ coming to set free the captives in prison. 
 

Isaiah 以賽亞書 49:9:  

In the day of salvation the Lord will tell captives to come and those in darkness to be free. 

89

 

 



                              Jail and Prison Ministry   監獄事工      

 

Isaiah 以賽亞書 53:8:  

Jesus’ imprisonment foretold. 
 

Isaiah 以賽亞書 61:1: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Lord’s anointed to announce freedom for prisoners. 
 

Jeremiah 耶利米書 32:1-2:  

Jeremiah imprisoned in Judah. 
 

Jeremiah 耶利米書 32:6-15: 

Jeremiah buys a field while in prison. 
 

Jeremiah 耶利米書 33:  

The Lord speaks to Jeremiah while he is in prison. 
 

Jeremiah 耶利米書 36:5: 

Jeremiah dictated the Lord’s Word to Baruch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Jeremiah 耶利米書 36:26:  

Jehoiakim tries to have Jeremiah arrested. 
 

Jeremiah 耶利米書 37:4-38:13: 

Falsely accused of desertion, Jeremiah is beaten and imprisoned. 
 

Jeremiah 耶利米書 38:28: 

Jeremiah continues his imprisonment until Jerusalem is captured. 
 

Jeremiah 耶利米書 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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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iah is freed by the imperial guard. 
 

Jeremiah 耶利米書 52:11: 

Zedekiah king of Jerusalem, blinded and imprisoned for life by the king of Babylon. 
 

Jeremiah 耶利米書 52:31-34:  

Jehoiachin, King of Judah, released from prison by the king of Babylon. 
 

Lamentations 耶利米哀歌 3:34: 

God does not willingly crush prisoners. 
 

Lamentations 耶利米哀歌 3:53-55:  

Jeremiah pleads with God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Daniel 但以理書 3:1-28:  

Shadrach, Meshach, and Abednego imprisoned, thrown into the furnace and rescued by 
God. 
 

Daniel 但以理書 6:16-24:  

Daniel thrown into the lion's den and rescued by the Lord. 
 

Zechariah 何西阿書 9:11-12:  

God's promise to deliver prisoners. 
 

Matthew 馬太福音 4:12:  

John the Baptist imprisoned. 
 

Matthew 馬太福音 5:25-26:  

Advice that it is best to make peace with an adversary who is taking you to court. 
Otherwise, a prison term may be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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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馬太福音 11:2:  

John the Baptist, who is in prison, asks Jesus if He is the One who was to come. 
 

Matthew 馬太福音 14:3,10:  

John the Baptist imprisoned and beheaded. 
 

Matthew 馬太福音 18:30:  

The unmerciful servant puts a man who owes him money into jail. 
 

Matthew 馬太福音 25:35,39,44:  

Jesus states that people who minister to those in prison are ministering to Him and that 
people who do not minister to those who are in prison have not ministered to Him. 
 

Matthew 馬太福音 27:15-21:  

Barabbas released by the crowds. 
 

Mark 馬可福音 1:14; 6:17,27:  

John the Baptist imprisoned and beheaded. 
 

Mark 馬可福音 15:6:  

Barabbas released from prison. 
 

Luke 路加福音 3:20:  

John the Baptist imprisoned. 
 

Luke 路加福音 4:18:  

Jesus states His calling, the fulfillment of Isaiah 61:1-3. 
 

Luke 路加福音 12: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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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ce to reconcile yourself to your adversary so you might escape imprisonment. 
 

Luke 路加福音 21:12-13:  

Jesus tells His disciples that they will be imprisoned on account of His name and that this 
would result in their being witnesses. 
 

Luke 路加福音 22:33:  

Peter declares he is ready to follow Jesus to prison and death. 
 

Luke 路加福音 23:19,25:  

The release of Barabbas at the request of the people. 
 

Acts 使徒行傳 4:3:  

Peter and John imprisoned. 
 

Acts 使徒行傳 5:18-23:  

The apostles imprisoned then freed by an angel of the Lord. 
 

Acts 使徒行傳 5:40:  

The apostles beaten for preaching the name of Jesus. 
 

Acts 使徒行傳 7:54-60:  

Stephen stoned to death. 
 

Acts 使徒行傳 8:3; 9:2,14,21:  

Saul persecuting Christians, his conversion and his ministry. 
 

Acts 使徒行傳 12:1-2:  

James, the brother of John, put to death by the sword at the command of He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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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使徒行傳 12:3-17:  

Peter imprisoned and released by an angel of the Lord. 
 

Acts 使徒行傳 12:18-19:  

Herod puts to death the guards who had been watching Peter. 
 

Acts 使徒行傳 14:19:  

Paul stoned by the crowd and assumed dead. 
 

Acts 使徒行傳 16:25-39:  

Paul and Silas beaten and imprisoned. An earthquake erupts, the prison doors fly open, 
and the chains are loosed. The jailer accepts salvation and Paul and Silas are freed by the 
magistrates. 
 

Acts 使徒行傳 20:22-24:  

Paul predicts his imprisonment in Jerusalem. 
 

Acts 使徒行傳 21:11:  

Agabus, a prophet, confirms that Paul will be imprisoned in 
Jerusalem. 
 

Acts 使徒行傳 21:30-35:  

The crowd in Jerusalem seizes Paul with the intention to kill him. 
Paul is saved by Roman soldiers. 
 

Acts 使徒行傳 22:24-29:  

Paul testifies that he previously persecuted Christians. 
 

Acts 使徒行傳 23:1-35:  

Paul speaks before the Sanhedrin and is impris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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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使徒行傳 chapter 24:  

Paul’s trial before Felix and his appeal to Ceasar. 
 

Acts 使徒行傳 chapter 25:  

Paul’s trial before Festus. 
 

Acts 使徒行傳 chapter 26:  

Paul’s trial before Agrippa. 
 

Acts 使徒行傳 chapter 27:1-28:15:  

Paul’s trip to Rome while in custody of Roman soldiers. 
 

Acts 使徒行傳 28:17-20:  

Paul talks about his imprisonment. 
 

Acts 使徒行傳 28:16:  

Paul allowed to live in his own house with a guard to watch him. 
 

Acts 使徒行傳 28:17-20:  

Paul talks about his imprisonment. 
 

2 Corinthians 哥林多後書 11:23:  

Paul talks about his imprisonments and hardships he has suffered for Christ. 
 

Ephesians 以弗所書 3:1; 4:1:  

Paul states he is a prisoner of Christ. 
 

Ephesians 以弗所書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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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states he is an ambassador in chains.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1:11-18:  

Paul states that his imprisonment has advanced the cause of Christ. 
 

Colossians 哥羅西書 4:10:  

Aristarchus is a fellow prisoner of Paul. 
 

2 Timothy 提摩太后書 1:8:  

Paul asks that people not be ashamed of his bondage in Christ. 
 

2 Timothy 提摩太后書 1:16-17:  

Paul blesses Onesiphorus for his ministry to him in prison 
 

2 Timothy 提摩太后書 2:9:  

Paul says that although he is bound, the Word of God is not bound 
 

2 Timothy 提摩太后書 4:16-17:  

The Lord stood by Paul's side when everyone else deserted him because of his 
imprisonment 
 

Philemon 腓立門書 1:9-10:  

Paul requests mercy for Onesimus who was saved in prison. 
 

Philemon 腓立門書 1:23:  

Epaphras, a fellow prisoner of Paul. 
 

Hebrews 希伯來書 13:3:  

Remember those in prison as if you were their fellow pris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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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er 彼得前書 3:19:  

Christ ministers to those in prison 
 

2 Peter 彼得後書 2:4:  

God imprisoned the angels who revolted against Him 
 

Jude 猶大書 1:6:  

God imprisoned the angels who revolted against Him. 
 

Revelation 啓示錄 2:10:  

The devil will imprison some in order to test them. 
 

Revelation 啓示錄 2:13:  

Antipas, God's faithful witness, put to death. 
 

Revelation 啓示錄 20:7:  

Satan released from prison for a sho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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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其他關於監獄事工的監獄俗語/監獄俚語參考（美國地區） 
 

You do not need to know inmate slang to conduct jail and prison ministry, but some basic 
terminology used frequently in prisons is helpful. The following terms are common in 
prison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Note: If you are preparing this manual for use in another country, you may want 
to remove this section and substitute one more appropriate to your institution. 
 
Ad Seg: Administrative Segregation. Placement in a controlled unit for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institution. Also called the “hole.” 
All day: A life sentence, as in "He's doing all day . . ." 
Badge: A guard, correctional officer. 
Banger: A knife. Also called a burner or a shank. 
Beef: A disciplinary charge, as to "catch a beef." 
Big House: Prison. 
Big Jab: Lethal injection. Also called the "needle." 
Blanket party: Throwing a blanket over a despised prisoner, so he or she can't identify an 
attacker. 
Blind: Area where correctional officers cannot see. 
Books: Trust fund account. All money received by a prisoner is placed into a trust 
account and may be withdrawn for canteen purchases, special orders, postage, and other 
expenses. 
Box: A carton of cigarettes. 
Bull: Guard. 
Bunkie: The person with whom a prisoner shares a double bunk bed. 
C-file: The central file. The critical information maintained on each prisoner. 
Call: Time for specified events -- e.g., mail call or sick call. May be known in some 
jurisdictions as a call out. 
Camp: Minimum security facilities for firefighting and conservation work. 
Cellie: Cell mate. 
Chain: Used when an inmate is transferred to another unit. "He left out on the chain 
yesterday." 
Chrono: Informational notes by prison officials documenting classification decisions, 
minor 
disciplinary offenses, medical orders, and just about everything else that migh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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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ed on a prisoner. 
Commissary: Prison “store” for buying stamps, toiletries, cigarettes, and other items. 
Count: The institutional count, repeated at different times in the day. Everything stops 
while prison staffs make sure no one is missing. 
Date: The release date. 
Ducat: Prison passes for movement in the institution. Assignments for jobs, cell changes, 
sick-call, and other prison programs. Trust fund withdrawals for canteen draws. 
Fish: A new inmate. 
Fish Line: A line used to pull items from one cell to another. 
Fog line: When the fog is too thick for staff to keep a close watch, “fog line” will be 
called and prisoners will be restricted to their cells or unit. 
Good Time: Credits earned toward one's sentence. 
Hard Time: Serving a sentence the difficult way. 
Hit: A planned murder or stabbing. 
Hole: Solitary confinement, segregation, disciplinary detention cells. 
Homeboy: Another prisoner from one's hometown or neighborhood. 
Hooch: Homemade (or cell made) alcohol 
Ink: Tattoos. 
Inside: Behind the walls. 
Jacket: An inmate’s prison record. 
Jail: A county facility for pretrial detainees or prisoners serving short terms. 
Jailhouse Lawyer: A prisoner who assist others in filing legal actions. 
Kite: Notes or letters. Any message passed to a prisoner. 
Lifer: A prisoner serving a life sentence. 
Lock down: An individual inmate, a specific housing unit, or the entire prison may be 
locked down when there is a threat to security, count doesn’t clear, or someone is 
missing. 
Lock Up Unit: Segregated unit; the adjustment center; disciplinary detention. 
L.W.O.P.: Life Without Possibility of Parole. 
Mainline: Also called “general population”--as distinct from those housed on death row 
or in special housing units. 
Make Paper: Make parole. 
Man: Guard or authority -- "The Man." 
Man Walking: A signal that a guard is coming. 
MTA: Medical technician. 
Packing: A prisoner who is carrying a weapon or drugs for sale. 
PC: Protective custody. 
PHU: Protective Housing Unit. Unit assigned to prisoners who cannot program anywhere 
else in the system and meet certain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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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 Prison Industry Authority. 
Priors: Previous prison terms, enhancing one's sentence or affecting the classification 
score. 
Seg: Segregation (isolated or disciplinary unit). 
Shakedown: A search of a cell or work area. 
Shank: Handmade prison weapon -- generally a stabbing instrument. Also called a shiv or 
a piece. 
Short-timer: An inmate who will soon be released. 
SHU: Security Housing Unit. Segregation, the Hole. 
Snitch: An informant. One who has given up names or activities. 
Stinger: Appliance used to heat water, which may be created by attaching live electrical 
wires to a metal plate. Permitted in some prisons. 
Street: The outside world, as in "on the street." 
Yard: The exercise area. In segregation, the yard may be nothing more than a concrete 
"dog run" 
with no equipment. Other units may have a basketball court, recreation equipment, or 
grass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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