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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貧窮社會難容 長者犯罪圖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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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島監獄的教官在監管年長囚犯做運動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彭博社、路透社及共同社
報道：日本，這個全球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65歲或以上人口佔全國27.9%），如今正面臨
着意想不到的挑戰：長者犯罪。由於貧窮和獨孤
，被釋放後難以再融入社會等原因，年逾65歲的
日本長者犯罪率增加，而 「二進宮」 的比例增
加的幅度更令人警醒。這些老人小偷小摸或
者坑蒙拐騙，就因為只有監獄才能提供
「安定歸宿」 。有年逾70的 「慣犯
」 ，因盜竊和詐騙曾入獄7次，
惟出獄後沒有工作和住所，
便不斷重走犯罪之路。

▲德島監獄一名92歲的囚犯坐着輪椅放風

根據日本總務省2018年3月的最新數據，由於
醫療技術進步及體力提升，人們的壽命延長，日本
1.2652億總人口中，未滿15歲為12.3%，15至64歲為
59.8%，65歲以上為27.9%，其中75歲以上的 「後期
老年人」達1770萬，超過65至74歲人口的1764萬，
佔到老年人口總數的一半以上。

40%出獄半年內再犯

作為全球首個 「超高齡化社會」（人口超過
20%為65歲以上），日本面臨龐大的養老壓力，老
人犯罪也成了普遍社會問題。日本法務省去年11月
公布的《犯罪白皮書》顯示，2016年因涉刑法被檢
控的65歲以上銀髮罪犯大幅增加，達46977人，佔
所有罪犯的20.8%，遠超美國與韓國同期的6%和11%
。這些高齡罪犯中約60%已喪偶，近50%獨居，40%
屬於無親無故或與親友少有來往的無緣老人。有人
因為年老無依、窮困交迫，為了保證生活，而選擇
長留監獄，亦有人只因生活空虛，入獄尋找人生樂
趣。
統計顯示，超過40%高齡罪犯出獄後，會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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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歲的A女士，因偷竊衣服第一次入獄

高買以外的盜竊

彭博社

阿婆暴走監獄成歸宿
【大公報訊】據彭博社消息：日本長
者犯罪數目上升，尤其是女性長者犯罪的
數目正迅速增長。在被捕的女性罪犯中，
1/5是65歲以上人士。她們犯下的罪名都不
大——九成被定罪的女性長者都是因為高
買（店舖盜竊）。
這麼多本應遵紀守法的女性長者選擇
小偷小摸，有的是因為孤獨和貧窮，也有
的是為求一個 「安穩有慰藉的生活環境」
，更有覺得盜竊好玩刺激的。
根據東京政府2017年的一項調查，在
犯下偷竊罪的長者中，逾半是獨居人士，
40%要麼沒有家庭，要麼很少跟親戚交流
。這些人往往都表示自己在需要的時候無

依無靠。即便是有家可歸的女性也有覺得
自己存在感弱的。
「她們可能有房子。她們可能有家人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她們能有家的感覺
。」距離廣島約30英里的岩國女子監獄典
獄長村中由美（音譯）說， 「她們覺得沒
有獲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他們覺得自己就
被當做家政婦。」
此外，年長的女性通常經濟能力較弱
——將近一半65歲或以上的獨居女性生活
在貧困之中，男性則是29%。 「我的丈夫
去年去世了。」一名囚犯說， 「我們沒有
孩子，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去超市買蔬菜
，但看到了一包牛肉。我很想要，但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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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說負擔很重。所以就白拿了。」
67歲的A女士，因偷竊衣服第一次入
獄，被判兩年零三個月。她的丈夫在世，
有兩個兒子和三個孫輩。
在接受採訪時，A女士說： 「我在商
店順手牽羊了超過20次，都是衣服，沒有
特別貴的，大部分是街邊的打折貨。我並
不是沒錢。我第一次高買的時候沒被抓到
。我知道了我可以不花錢就弄到我想要的
。從中我體會到了什麼是有趣、好玩、刺
激。」 「我丈夫一直支持我，還定期給我
寫信。我那兩個兒子氣壞了。三個孫輩還
不知道我在這兒（監獄），他們以為我住
院了。」

監獄變護老院 教官成兼職護工
【大公報訊】綜合彭博社及路透社消
息：年長體虛的囚犯也為監獄增加了負擔
，去年稍早時，日本政府決定在全國84座
監獄內配置護老工人。在東京以西520公里
的德島監獄，為了照料年長的囚犯，當局
將一座大樓改裝成 「護老院」，成了日本
應對銀髮族犯罪的 「模範」。
「我心臟有毛病，曾在監獄的工廠暈
倒。」德島監獄一名81歲的囚犯說，他60
年前因為謀殺了一名的士司機並導致其他
人受傷被判終身監禁。監獄規定禁止公布
他的名字。他和其他大約20名囚犯，在這
棟 「護老院」裏生活，就餐和勞作，因為
他們無法跟其他年輕力壯的囚犯一樣造鞋
或縫製底褲。
日本司法部說，有關監獄如何就關押
年長囚犯作出的適應和改變，他們沒有相
關信息，這些決定由各個機構自身決定。
在日本13座主要監獄中，很少有能夠專門
為長者囚犯作出特殊安排的，但不少已經

▲教官攙扶一名年長囚犯坐下

路透社

有採取改進措施。日本西部城市高松的一
座監獄，在2010年建了一棟三層高的樓，
並將地下一層專門提供給年長的囚犯。不
過，在這一層的囚室和走廊之間並未設置
輔助設備，方便那些行動不便的囚犯走動。
負責高松監獄治療項目的山口健次（
音譯）說，監獄試圖確保年長的囚犯保持
健康，但也不能讓他們太舒適。在工作時

間，囚犯是嚴禁交談的，囚室裏沒有空調
，囚犯冬天每周只能沐浴兩次，夏天是每
周三次。山口說， 「有些人可能認為我們
對囚犯太好。但他們的自由被嚴格限制了
。這並非真的是舒適生活。」
此外，監獄的開支也迅速增長。年長
囚犯醫療開支的增加，推動懲戒機構在
2015年的年度醫療開支超過60億日圓（約
4.5億港元），相比10年前增長超過80%。
白天，監獄還要聘請特護幫助一些年長的
囚犯洗澡或者如廁，晚上這些工作就由警
衛負責。
在部分機構中，懲教官員更像一個護
老工作者。在東京以北60英里外的栃木縣
女子監獄，資深教官毛冢里美（音譯）說
，她現在還要負責犯人失禁後的清潔工作
。 「她們很羞愧，會把內褲藏起來，」她
說， 「有一些囚犯，我會讓他們拿給我，
我會拿去清洗。」是以，超過三分之一的
女性教官在選擇三年內離職。

路透社

奈。」為此，日本政府2016年推出 「再犯防止推進
法」，嘗試透過改善福利和社會服務系統，加強支
援，遏止年老囚犯出獄後再犯的問題，只是效果不
彰。

「心甘情願回去監獄」
東京未來大學教授出口裕之（音譯）說， 「如
果是年輕的（釋囚），還可以找到工作，有機會過
正常生活。」 「缺少就業機會，再加上被貼上有前
科的標籤，讓長者重新融入社會難上加難。」
一名因為盜竊和詐騙曾入獄7次的71歲前科犯
說，沒有工作和住所讓他只能重走犯罪之路。他說
， 「很少工作願意請超過65歲的人。有工作和住所
，日子還可以過。沒有的話，你就只能靠小偷小摸
餬口。」
「我認識有人心甘情願回去監獄的。」這名男
子說，去年10月他出獄以後住在一個（為犯人或精
神病人重返社會設立的）中途宿舍中。 「只要在監
獄裏，你還能有口飯吃，有張床睡。」
在東京以西520公里的德島監獄中，另一名因
為謀殺被判入獄13年的七旬犯人，已經服刑7年半
，他已經為出獄感到緊張。 「老實說，我只覺
得焦慮。」他說。 「我擔心很難適應外面的世
界。我一點都不懂智能手機。」 「（可是）
我不應該想着可能呆在這裏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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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監獄年長囚犯越來
越多
網上圖片

▶ 「天眼」 拍到全身
黑衣的 「平成忍者」
網上圖片

日74歲平成忍者
飛簷走壁行竊254次
【大公報訊】據日本《讀賣新聞》報
道：日本大阪一名能夠 「飛簷走壁」的慣
偷，穿全黑忍者服裝，身手亦如同忍者般
矯健，在8年間闖空門達254次，共偷走價
值 約 3000 萬 日 圓 （ 約 221 萬 港 元 ） 的 物
品。
這位被媒體稱為 「平成忍者」的神秘
小偷，宣稱只要是在沒人的地方，就能從
玻璃窗戶輕鬆潛入偷竊，只要10分鐘便可
以入侵任何地方。去年5月，他的面罩不
慎滑落，相貌剛好被 「天眼」拍下，警方
調查才有突破。
警方透露， 「平成忍者」白天與一般
老人無異，每次作案都先到一處固定窩點
躲藏起來，一到晚上，就換上和忍者一樣

的黑色夜行衣，把臉遮起來，開始四處行
竊。為躲避警方追蹤，他常利用建築中間
的孔隙逃竄，翻牆爬桿，身手矯健。
去年7月， 「平成忍者」先到一處舊
樓的空置房子內換上全黑裝束，潛入東大
阪市一間電器店，偷走約2.7萬日圓（約
2000港元）現金，並身輕如燕地在圍欄上
逃走，之後再換回便服。警方隨後在他的
躲藏處埋伏，並在他行竊後將他逮捕，才
發現這名闖空門的忍者，是已經高齡74歲
的光昭谷川。
光昭谷川被捕後表示，因為他討厭工
作，偷東西 「全為了生活」，並笑稱： 「
如果我再年輕一點的話，就不會被抓了，
看來是到了要 『退休』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