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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就是父母的一切，作為父母，你一定不惜一切給他們最好： 
一個充滿愛，健康與及滿載機會的未來。你會竭盡所能幫他們達至理
想。作為父母的你，相信也不例外。你將以關懷與愛感化他們，讓他 
們將來也成為一個擁有這些優良特質的人。

除此之外，家庭教育亦包含教育子女抗拒誘惑而免於誤入歧途，因此 
能絶早發覺子女有墮入歧途的跡象是非常重要，這樣才能及早阻止 
子女繼續沈淪。

學習如何認知幫派活動的徵兆對父母有很大好處。他們可以幫助子女
重回正途。

為了保護年青人可在一個安全環境下成長，免受不法幫派的影響，家 
長與社區保持緊密聯繫至為重要。

讓我們期望所有青少年都有一個光明和安全的將來。

信息來自 Dr. Gira Bhatt 和 Dr. Roger Tweed  

攜手合作:社區大學研究聯盟 
由加拿大社會人文科學研究委員會撥款

我們的年青人
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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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want Sanghera
的信息

南亞裔社區聯盟打撃青少年 
暴力主席

南亞裔社區青少年暴力聯盟一直
以來都致力於引導青少年走在正
途上，對此，該組織一向做了大 
量工作。這本小冊子是由卑詩聯
合警力特別執法組、社區大學攜 
手合作研究聯盟計劃，和昆特蘭
工業大學協作聯合編製，能在這
裡向家人推介是我的榮幸。

過去我曾是校內心理學家，當時 
我有好多機會和青少年、家長和 
教師緊密合作。當年是父親，如 
今是祖父的我，一直都非常關注
如何防止青少年陷入可悲和危險
的毒品交易勾當和愚蠢的幫派暴
力中。

預防青少年參與暴力及加入幫 
派，作為家長、教師和社區成  
員，我們應時常保持先知先覺的
態度，才能保護我們的青少年免
受幫派的荼毒。編製這小冊子之 
目的是向大家揭露本省幫派犯罪
集團如何運作，及如何招攬青少 
年進行犯罪活動，對此提供非常 
有用的資訊。這也不止，還向大 
家提供指引，如何辨識青少年涉 
及幫派活動的初期徵兆。

通過互相積極合作，互通資訊， 
例如傳閲這小冊子，是有助大家 
建立一個安全的社區。於此，我 
是感到樂觀的。

Kevin Hackett
的信息

卑詩聯合警力特別 
執行組主管

身為卑詩聯合警力特別執行組主 
管，能領導四百位警察和文職人 
員的團隊，以歇力打撃本省有組 
織犯罪及暴力幫派活動作為承諾, 
我是感到非常榮幸的。幫派份子 
通常冷酷無情，不理別人死活， 
當他們發生爭執，甚至一旦發生 
衝突時，我們的人身安全便受到 
極大威脅。

幫派及幫派暴力是跨越種族，社 
會經濟地位及地域的。幫派仇殺 
曾多次在卑詩省內的公共塲所發 
生，沒有一個城市能避免受幫派 
影響。對這現象，無論我、以至 
警察社群都不能接受，相信你亦 
有同感。

我希望這本小冊子能讓你更清楚
知道如何加入我們的行列，一同
為抵抗和撲滅社區內幫派組織及
幫派暴力事件繼續發生而努力。 
只有警方獨自打擊幫派及有組織
犯罪活動是不足夠的，每位市民 
都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社
區需要跟警察密切合作，一同干
預及防止幫派活動，才能為我們
的青少年謀求到最大的福祉。

當你閱讀這小冊子時，你已經為 
了解幫派的問題，及識別有警告
性的徵兆踏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我誠意鼓勵你跟家人及朋友分享
小冊子裡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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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幫派集團專門以青少
年為對象，使其參與幫派

犯罪活動?

犯罪幫派的収入主要來自售賣毒
品，如可卡因、狂喜及大麻等。因
此，為了保持交易蓬勃，他們定必
要維持毒品有一定的需求，而且能
將毒品及時送抵買家手上。

當一批毒品運抵時，幫派分子便需
要一些”銷售代理人”，他們從中間
人處取得小袋包裝的毒品，然後將
貨送到買家手上。

老練的幫派分子為避免在派送毒品 
時被警察逮捕，他們尊門會利用那 
些沒有刑事犯罪紀錄的青少年運
送，即使一旦被警察逮捕，由於攜

帶的毒品量不多，就算被起訴，判
刑相對軽微，甚至無需監禁。

在卑詩省，犯罪幫派喜歡招募那些
大約十六歲左右，持有駕駛執照的
年軽男性。年青人的性格特點總喜 
愛冒險，和樂意嘗試新奇和危險的
生活方式。賺快錢的誘惑對這個年
齡群具有很大吸引力。同時，風險
看似不大，他們只需要提取一小包
裹及將它送到一個指定的地點。

當一個青年人被說服去派遞第一個
毒品包裹之時，就是他走進幫派活
動危險之路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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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幇派頂層的成員一般比較資深老練，他們主
要的職責是協調毒品和武器的運送和財政， 
及聯絡進出口買賣毒品等等。

另外，他們也會僱用一些人以勒索、綁架等 
手法去迫使那些有欠債的低層次幫派成員， 
包括那些從事電召毒品的青少年償還債務。

大部份青少年的
幫派生涯由這裡

開始的

街道層面的電召 
毒品速遞員

青少年受保 
護範圍:

分拆中心

運作

首領

財務

分拆中心/拆家

分拆中心/拆家

分拆中心/拆家

運送

毒品分發傳送

幫派領導

家長及社區可以
把青少年留在這
範圍內。

拆家會向電召毒品速遞員提供毒
品，視乎電召毒品速遞服務的生 
意額，拆家每條聯絡缐能替拆家
每天帯來高達一千五百元的進  
賬。拆家一般使用安全屋供應毒
品。

通常安全屋是個別人士在收取 
一筆象徵式的金額後，用他們 
自己甚至家人的名義去租賃一 
個地方，家人甚至很可能對屋 
內發生的事全不知情，這些建 
築物通常是空置的，沒有任何 
事物會和幫派扯上關係。

加入幫派犯罪的 
第一步:

由電召毒品速逮服務開始

 » 電召毒品速遞的工作是不分早 
晚，將毒品送到指定地點。

 » 電召毒品速遞員通常是一個有
車可用的年青人。

 » 跟送薄餅服務差不多，年青人 
由幫會配給最少一台流動電 
話，當顧客需要毒品時，只要 
撥一個電話號碼，年青人接聽  
 

後就會馬上用他/她的汽車將 
毒品送到指定地點。

 » 毒品通常在電召毒品速遞員 
接到電話訂貨後，半個鐘至 
一個鐘內便會送到指定地點。 
電召毒品服務會向客戶/吸 
毒者提供一個專用電話號碼 
作為落訂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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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由警察部門從涉及街道層面

的電召毒品速遞裡得到的廣泛證

據而總結得來的事實，說明了如何

影響青少年

 » 電召毒品速遞員墮入幫派生涯是期

望賺大錢。

 » 電召毒品速遞員所賺的錢非常小。

 » 電召毒品速遞員會讓他們信賴的顧

客賒賬。

 » 電召毒品速遞員手上的毒品有被強

搶的風險。

 » 電召毒品速遞員幾乎要為所有損失

負責。

 » 儘管幫派領導對電召毒品速遞員有 

嚴格的操縱，但他們普遍都負債累

累。

 » 幫派領導不常認識他旗下的電召毒

品速遞員，而電召毒品速遞員也未

必知道他們為誰工作。

 » 電召毒品速遞員並不會受到幫派 

領導保護。

 » 基於幫派生涯見不得光，因此電 

召毒品速遞員不會因為直接的交 

易而使家人受到保護。

 » 差不多每個電召毒品速遞員都要 

持有有效駕駛執照。

 » 大部份幫派組織不會容許電召毒 

品速遞員使用偷來的汽車作為派 

送毒品之用。

 » 未被幫派任用之前，電召毒品速 

遞員需向敵對幫派偷竊以示 

效忠。

 » 儘管電召毒品速遞員在幫派架構 

內佔有低微的位置，但是他們若 

想離開，絕非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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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一個電召毒品速遞
青年常有的徵兆

據研究顯示,參與幫派 
的人士好大可能
活不過三十歲

加入幫派沈痛
的真相

 » 電召毒品速遞員一般有幾台手提 
電話。

 » 電召毒品購賣的過程，青少年需 
要不分晝夜地在短時間內暫時離 
開住處。

 » 電召毒品速遞員通常擁有名片。

 » 即使生活在債務纏身及恐懼當  
中，電召毒品速遞員通常攜帶大 
量現金。

 » 電召毒品速遞員通常保留財政紀 
錄。

 » 電召毒品速遞員普遍喜愛將房門 
鎖上或要求私隱，假如父母或兄 
弟姐妹要求知道房間內放的東西， 
或查詢要求私隱的理由，他們 
就會表現煩躁

 » 電召毒品速遞員承受巨大壓力， 
因此他們經常會表現緊張或喜怒無常。

 » 新加入幫派的人（大部份都是電召毒 
品速遞員階層的）常被誤導可以賺取 
很多錢，這種說法百份之九十九是假
的。

 » 很多人在加入幫派後比加入幫派前更
窮，因為他們往往欠幫派的錢（如過 
期未結的帳、毒品被強搶、讓顧客賒 
賬等。

 » 大部份幫派成員都是低層次的會員。 
他們在快餐店工作所賺取的錢可能比 
做電召毒品速遞員還要多。只是好多 
時有錢在手就會大事炫耀一番，其實 
他們大部份時間都是沒有錢，甚至負 
債累累。很多到頭來要向家人借貸, 
偷竊或變賣財產去償還債務。

 » 這還不夠，最後結果是幫派成員來到 
他們家人的住所勒索或恐嚇他們的父
母，或兄弟姊妹。

 » 幫派上層通常以綁架，毒打及嚴刑 
拷打的手法對付他們，也藉此警剔 
其他成員。

 » 他們會被客戶搶劫及毒打。

 » 他們會成為警察監視的目標，有可 
能被逮捕，被充公通過刑事犯罪得 
來的財產。他們會因為有刑事記錄 
而被禁止出國旅遊。

 » 其中一個普遍想脫離幫派的理由是厭
倦常被毆打。

 » 大部份幫派的青少年成員最都 終 
會脫離幫派的生涯，可是他們介入越 
久則越難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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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幫派滋生,

父母可以做些甚麼?

 » 隨時隨地關心子女身在何處，正在 
做甚麼和跟誰在一起. 向他們  
解釋你想知道並不只是單單對他們
的事感到興趣, 是愛護及關懷他們。

 » 輔助你的子女結交一些沒有幫派關
連及反社會行為的朋友。

 » 安排家庭同樂日，例如定期一起吃
晚飯、看電影或一起玩遊戲等，以
建立緊密的家庭關係。

 » 陪同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盡可能逗
留至整個活動完結為止。

 » 參與家長教師面談，及子女校內活
動。

 » 關心子女家課，督促他們完成。

 » 以身作則,鼓勵子女參與校內 
活動，並投入社區義務工作。

 » 在全面參與主流社會生活,  
社區活動的同時，亦讓你的子女 
保留自己祖傳的文化，信仰和語 
言， 並引以為榮。

 » 與子女坦城對話,讓他們能 
安心地傾訴他們的焦慮和煩惱,  
並鼓勵他們多溝通,  
儘管會令你擔心和憂慮。

 » 謹記子女的成長是從觀察中學習
的，因此我們應該建立一個良好 
榜樣。例如不犯法、不沾毒品和 
暴力，這是非常重要的。

 » 以你個人的經歷,  
對有關感激的人和事作為藍圖,  
藉以培養孩子有感恩的心。

 » 請給子女前後一致的訊息。雖 
然你給他們的愛是無條件的， 
但絕不會接受反社會的行為。 
並鼓勵能跟他們真誠對話。

 » 強調堅持自己原則的重要性,  
誇獎他們當他們能在朋友同輩間的
壓力下, 仍能作出正確的選擇。

 » 告訴他們寬恕別人遠遠勝過復仇。

 » 留意子女選擇電影，錄影製作和瀏
覽互聯網的習慣，如發現通常都含
有暴力及犯罪的意識，就要設法和
他們交談，並引導他們選擇其他健
康的娛樂節目。

 » 讓子女明白金錢雖然重要，但是人
生中持久的快樂是來自跟家庭、朋
友、鄰居及社區擁有良好的互信關
係。

 » 如 果 你憂慮子女或許有反社會及/
或自我摧毀的行為，請記着這些 
行為是可以改正的。

 » 盡量避免用強硬的方法，如停止 
給與零用錢，禁止他們外出等。 
取而代之，應持續讓子女明白， 
犯了過錯及作了錯誤的選擇都是 
學習過程的一部份。你一定會設 
法幫助他們改過。

 » 當你憂慮子女的身心健康並且需 
要一些輔導時，可以和教師、輔 
導員甚至警官傾談，及早查詢和 
行動，此舉可以幫助你的子女走 
往正途，及避免他們墮入犯罪暴 
力和幫派的生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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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家人、朋友、鄰社及 
社區有緊密聯繫的青少
年，會較少加入幫派組
織。

報告顯示那些家中有成年人 
（家長、親人、看護人）知 
道他們的行蹤，與甚麼人結
伴，及做些甚麼事的青少年， 
會有較豐盛的人生。

可保護青少年的潛在因素

青少年迷失方向的潛在因素

 » 不崇拜暴力 

 » 樂觀與希望 

 » 平衡的自專

 » 感恩的心

 » 寬恕

 » 謙遜

 » 真實性（堅持自己的信念）

 » 在校內的成就

 » 與家人和朋友有良好的關係

 » 有支持社區的朋友

 » 致力於學業

 » 與社區有正面的聯繫

 » 參與支持社交活動

 » 家長/家人參與校內 
及課餘活動

 » 對教師有高的期望

 » 反社會觀念

 » 衝動

 » 冷漠的/冷酷的人格特點

 » 早期有暴力紀錄/輕微犯過

 » 使用武器

 » 濫用藥物

 » 學業失敗 
 
 

 » 家庭暴力

 » 家庭中有濫用藥物

 » 不足的家長監督

 » 反覆無常的/不適當的紀律處分

 » 低微的社會經濟地位

 » 高犯罪率的鄰社

 » 違法的同輩

 » 受同輩的排斥

 » 感覺疏離

個人層面（內在因素）

個人層面（內在因素）

社交層面（外在因素）

社交層面（外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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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幫派對青少年
的滲透活動?

卑詩聯合警力特別執行組

 WEB : www.cfseu.bc.ca     
 WEB : www.endganglife.ca 
 EMAIL : inquiries @ cfseu.bc.ca 
 TEL : 778 -290 -2040

卑詩撲滅罪行組

 WEB : www.bccrimestoppers.com   
 TEL : 1- 800-222-TIPS ( 8477 )

青少年防止暴力熱線

 WEB : www. youthagainstviolenceline. com

卑詩防止幫派

 WEB : www. gangprevention.ca

聯絡:



這小冊子是經諮詢過CURA攜手合作計畫硏究員，警察，各社區服務提供機構，
家長及青少年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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