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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香港青少年犯罪：
探討邊緣青少年的犯罪之路

•	 邊緣青少年（邊青）自小得不到合適的教育，從而影響他們心理和技能

的發展，更會投入不到學校生活，在各方面問題的累積下，增加其誤入

歧途的機會。

•	 要有效預防青少年犯罪，首要是先改變他們一貫接受的教育模式，從而

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發掘及培育才能，和建立個人與社區的關係，

繼而重新反思人生的目標及計劃。

•	 政策建議旨在預防有較高機會演變成邊青或已經是邊青的學生（高危

青少年）日後會誤入歧途。大方向會從量與質出發，意思是讓最大數量

的高危青少年得到具質素及度身訂造的教育和支援。

•	 適當的教育和支援有助他們合理地評估自己的價值與才能，並可計算及

衡量犯法與否的利弊，再選擇及計劃一條令自己獲得最大利益的人生

道路，這可稱為合理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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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青問題增加犯罪機會
世界各國普遍關注青少年的犯罪問題，因為這對整體的治安尤關重要，而再深究其原因，

可能更會涉及部分青少年能否得到適當教育的問題。從訪問曾犯罪的青少年和與他們常

接觸的專業人士後，我們可以綜合出一套成長模式：在小學初期，青少年的成績大多屬中等

或以上水平，但受個人、家庭及學校等多方面因素的持續影響及問題的長期累積，於小學後

期開始出現行為問題，成績一落千丈，更被標籤為讀書不成的邊青。他們會離開學校，接觸

黑社會，學習犯罪行為，並靠販毒賺取可觀收入，以為可以尋回自我價值及人生希望，然而

被捕後這些希望就被破滅。有人會改過自新，重啟新的人生，但有人仍擺脫不了過去。犯罪

成因是錯綜複雜的，可以牽涉先天性格、家庭教育、學校環境、朋輩影響，及社會關係等。

無論如何，有效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方法之一，就是先找出高危青少年，然後儘早提供適當的

支援，減低他們成為邊青和犯罪的機會。

支援方向：由非理性狀態轉化成理性狀態

有效的預防工作就是運用各種方法，將高危青少年或邊青由非理性狀態轉化成理性狀態

(見表一）。各類支援的措施都是為了令他們有足夠的資料，例如有關於自我能力、自我

評價、興趣、可用資源等，從而能夠計算犯法與否的得失，再去計劃自己的將來。

心理上的自我錯誤評價 自我價值低、沒有自信、容易放棄

技能上的自我錯誤評價 技不如人、學校學習沒有用處

對犯罪的錯誤評價 被捕只是欠運氣、不計後果、得到比失去更多、是成功的捷徑

對不犯罪的錯誤評價 不能達到目標、沒有前途、收入不足夠維持生活

心理上的自我評價 自我價值高、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與別不同

技能上的自我評價 有獨特的優點、能透過學習而進步

對犯罪的評價 令關心自己的人傷心、不是人生的捷徑、刑罰會浪費自己的光陰

對不犯罪的評價 可以安心生活、努力就可以達到人生目標、與關心自己的人建立關係

表一：非理性與理性狀態的不同表現

非

理

性

狀

態

理

性

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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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支援的不足與改善建議	

表二列舉了現時支援高危青少年的問題，以及建議改善的方向和目標。簡單來說，主流學校

原則上應提供適合的教育，但現實上卻有部分學生不能適應主流教育，對其成長造成負面的

影響。這類學生理應會被轉介往群育學校，在較為適合的學習環境下繼續成長，可惜在

種種原因下，他們被逼要留在主流學校。非政府組織原本可擔當輔助的角色，但因資源上的

限制，可能只可間斷地提供支援，也有部分高危青少年未能受惠。因此，政策建議的方向是

以儘早提供適當的教育為主，目標是給高危青少年一個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使到他們能夠

成功升學或就業。

四大問題 1.	 主流學校教育對高危青少年的困擾，導致挫敗感

2.	 群育學校在收生上出現限制，使到部分高危青少年不能順利轉介以接受更適切的教育

3.	 輟學後較難接觸大數目的高危青少年，令到部分青少年得不到足夠支援

4.	 非政府組織在支援持續時間上的限制，使到其果效難以延續

三大方向 1.	 提前反思時間的出現時間，理想的出現時間是在「小學」及「中三輟學」之間

2.	 儘可能將主流教育的比例減至最低，相對地將為高危青少年而設的支援活動提升至最高

3.	 在特定場所內進行長時間的支援活動

三大目標 1.	 提供一個相對上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2.	 具備在主流學校升學或就業的能力（心理及技能上）

3.	 在社會上得到更多接納及發展機會

期望結果 希望減少高危青少年演變成邊青的數目，並且讓他們更了解及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走一條比犯罪

更有意義的道路

		表二：四大問題、三大方向、三大目標和期望結果

3 個特定場所 及
  1 個網絡綜合平台

＋ ＋ ＋

主流學校 共享中心群育學校

3個特定場所

網絡綜合平台

1個網絡綜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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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3＋1	平台
為有效達到建議的目標，我們建議運用三個實體平台及一個網絡平台（見表三）。

平台一：

主流學校

提供針對式教育和支援活動

•	 提供至少三個月的針對式教育，內容涵蓋社交、情緒及危機管理元素；形式包括個案示範

和模擬情境，切合不同場合的真實情況；方法要互動和有趣味，吸引高危青少年專心學習

•	 舉辦支援活動，包括聯誼和親子活動（如校長或輔導主任早餐會、校友學兄學姊同行

計劃、家長子女關係教育）以增加高危青少年對學校的歸屬感、改善家庭教育和關係；

以及與服刑人士或更生青年互動，讓高危青少年明白誤入歧途的後果

平台二：

群育學校

增加學生轉介和延長修讀時間

•	 主流學校和群育學校建立機制，共同評估和跟進每名學生的轉介事宜，包括擬訂適應課程

修讀時間，以及探討應否延長修讀時間（包括檢討現時審計署以兩年為表現指標的限制），

甚至直接將學生轉到群育學校

•	 主流學校、群育學校及其家長教師聯誼會加強合作，為家長提供更多關於群育學校的資訊

並協助轉介學生；有需要時由社工與家長溝通，減低他們的抗拒感

•	 政府檢討群育學校課程在銜接更高年級課程和資歷認可的問題，增強其認受性；並增撥

資源予群育學校（包括師資培訓、人手增聘和設備裝置），配合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

•	 群育學校將學生和舊生的成長故事結集起來，並透過不同媒體發放訊息，減低社會標籤

平台三：

共享中心

一站式發展支援和一對一關係建立

•	 在各區開辦共享中心

	 o	 特色：一站式支援（提供課程、活動、輔導關顧、就業支援和住宿）、開放式（全天候

24小時開放，包括冷暖氣和免費小食）、一對一建立關係（職員或義工與青少年最佳

比例為一對一）、資源共享（設施供非政府組織、學校和青少年租用）、充權和榜樣示範

(部分地方由較成熟高危青少年與職員共同管理，也邀請過來人擔當義工）

	 o	 課程：以小班形式提供多元課程，如具認受性和銜接性的正規課程、興趣和技能培訓、

職業教育，部分課程甚至可試讀

	 o	 活動：中心設施配合動靜皆宜的青少年，如滑板場和閱讀室；參考強項為本的方式，提供

能培養興趣、才能和關心社會的多元化活動，如義工活動、宗教活動、社區學習項目、

制服團體活動

	 o	 輔導關顧：專業輔導員帶領團隊提供輔導和關顧服務

	 o	 就業支援：制訂僱主名單，按青少年個人特質配對實習及/或工作，並跟進工作情況和

提供情緒支援；也設立模擬工作場所供訓練

	 o	 住宿：提供短期和長期住宿，分別針對新來的，以及要接受正規教育或針對式教育的

高危青少年

•	 制訂評估指引，分析適合高危青少年的支援和教育，並定期檢討及修訂指引。前線工作者

繼而根據評估及按高危青少年個別需要，設計行動計劃

•	 善用空置校舍用地和政府資助計劃在各區開辦共享中心

平台四：

網絡綜合

平台

資料集中管理和廣泛傳播分享

•	 建立網站整合與高危青少年有關的資料和數據，包括記錄預防青少年犯罪計劃項目、收集

並以藝術創作形式分享高危青少年和曾犯罪邊青的故事（如視像或書本）、就學和就業的資料

(包括過來人的分享），並透過多媒體宣傳吸引隱蔽高危青少年瀏覽網站

表三：3＋1	平台的實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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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學校提供針對式教育
在高危青少年較為熟悉的環境提供適切的教育，其好處是可避免因重新適應環境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也有助於協助他們融入現時的學習環境，增加其對母校的歸屬感。校方可以安排

他們接受為期最少三個月的針對式教育，並同時暫停接受傳統的教育模式及教學內容，藉此

重新建立學習的信心及動力，也可發掘到興趣與才能。不過，在主流學校提供支援都有其

壞處，可能是高危青少年原本已經難以接受母校的環境，或因被安排接受針對式教育而被

加強標籤，與同學間的關係變得更惡劣等。

增加轉介往群育學校就讀
傳統上這是一個適合高危青少年發展的地方，可惜部分主流學校和家長都不太願意轉介，

令群育學校持續有收生不足的問題。主流學校、家長及群育學校應多作溝通，也要加強宣傳

群育學校。另外，現時審計署以兩個學年為表現標準，或許會對群育學校構成壓力，如能以

學生的情況為本，適當地延長就讀時間，避免強迫高危青少年回母校就學，甚至協助其

就業，或許對他們的發展會更有利。此外，群育學校的師生比例相對較低，有助建立師生關係

和了解學生的個別需要，但是資源必須增加，才可維持此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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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空置校舍成一站式共享中心
共享中心會沿用青少年中心的理念，提供玩樂設施、指導和輔導、支援計劃、發展及社交

活動、社區參與活動，和住宿服務等，同時亦結合群育學校的優點，提供正規學習課程，

以便他們取得學歷認證，助其繼續升學或就業。共享中心另一特色是一對五，甚至一對一

比例的關顧及教育，務求令每位高危青少年均可接受度身訂造的學習內容及適切支援。中心

會以「先聚集，後分組」的概念運作，先吸引一班高危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再藉着關係

建立，按個別需要分為不同小組及接受針對式小班教育。

五樓

四樓

三樓 模擬工作場所：
• 生涯規劃課程     • 職業訓練及實習

二樓

一樓 圖書館及閱讀室 資料庫：
網絡綜合平台

輔導室：
就學及職業配對

禮堂：
可供表演、展覽、
電競等用途

地下 飯堂 小食部 多類型球場 塗鴉牆壁及
自由活動空地

寄宿地方 –供一般新來的高危青少年寄宿

寄宿地方 – 供已經恆常參加活動及課程的高危青少年寄宿

多間活動室（教學或不同活動，例如音樂）

多間課室
(心理及技能課程、正規學習課程、
職業及興趣課程）

圖一：共享中心的平面圖設計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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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綜合平台與大眾分享相關資訊
此平台會集結各方面的資訊，包括坊間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拖成效，以供各界參考之用。

除此之外，網絡綜合平台亦歡迎大眾以不同形式創作，例如透過視像形式來分享邊青的

故事，更生邊青亦可多分享他們的經歷，營造一個集體創作的空間，讓社會人士可對邊青有

更深入的了解，從而減少歧視。此平台也會收集就學及就業的資料，以助高危青少年在網上

作出即時配對。網絡的另一好處是可以接觸隱蔽高危青少年，且與他們即時對話，並鼓勵

他們多參與共享中心的活動。

3＋1	平台的互相聯繫
期望主流學校、群育學校與共享中心會互相合作及聯繫，網絡綜合平台也會與各界配合，

共同創建具質素及內容豐富的綜合平台，並促進社會各界，包括僱主可多給他們就業機會。

共享中心可額外擔當整合的角色，嘗試把學校、非政府組織、社區，和青少年融合在一起，

達到最有效互助互利的目標。至於下一步如何落實建議，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尤其重要，因為

前線工作者最了解邊青的特質和需要，可以協助其他持份者共同設計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均能

吸引邊青積極參與的課程和活動。最後，我們期盼政府、學校、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各界都

可以共享資源，為到每一個生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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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青少年犯罪問題

聯合國強調預防青少年犯罪有助處理整個社區罪案問題，是維持治安不可或缺的一環1。

除了從社區發展與社會秩序的角度出發之外，每位青少年都有健康成長的個人權利。由此

可見，預防青少年犯罪的課題涉及多個討論範疇，備受社會各界關注，各國學者為此亦

做了不少相關研究，務求可以找出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2-4。

香港不同界別同樣十分關注青少年的犯罪問題。多年來，各政府部門與社會組織，包括香港

警務處、社會福利署、教育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等，都致力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和實行各種

措施，成效漸顯。根據香港警務處提供的數據，2018 年有 928名年齡介乎 10至 15 歲的

青少年因犯罪被捕，而年齡介乎 16至 20歲的則有 1,841 名5。雖然此數目相比2017 年的

變幅不大，但與 2016 年比較，卻有 15.7%及 24.5%的減幅。數字上的減幅無疑是值得

鼓舞的，但背後隱藏不少問題，未必完全反映社會治安比以往更佳 6-8，也不代表青少年

犯罪問題已經得到紓緩，可以置之不理。無獨有偶，歐洲青少年犯罪率亦同告下降，有學者

認為，隨着車輛和居家安全設施的升級，犯罪變得越來越困難，加上教育改革令到學業負擔

加重，減少他們犯罪的機會 9。網絡的普及化是另一個解釋原因，丹麥犯罪預防委員會的

分析師表示以往年輕人在公共場所晃悠，犯罪率往往會增加，可是他們上網的時間比幾年前

增加了，不太愛聚在一起，同樣減少了犯罪的可能性 9。不過，一位英國犯罪學教授亦指出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那些容易參與街頭犯罪的年輕人，也越容易參與網上罪行 9。然而，

要撲滅這類罪行，在搜證及執法上都比較困難，或許都會導致青少年犯罪率有所減少。

值得留意的是青少年犯罪問題不只流於數字上的變化，所涉及的是青少年本質上的問題，

這正是我們必須處理的核心問題，究竟這時代的青少年面對甚麼難處，使到某部分人選擇

走上犯罪之路？有台灣學者指出，我們不應單看犯罪率來判斷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嚴重性，

卻要將焦點放在本身的特性與行為上。理論上，學校教導青少年遵守規則，他們自然會循規

蹈矩，不會做出偏差行為，但現實中仍然有青少年會犯罪，這正好反映了學校的教育出現

了問題。如果我們留意到學校欺凌的問題持續惡化，以及犯罪年齡有年輕化的趨勢，學校

的責任是無可推諉 10。觀察香港的情況，以上兩種現象確實存在。根據2019年出版的學生

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的報告顯示，香港有29.3%的學生表示每個月最少有數次被欺凌，高於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地區的平均 22.7%，而學生表示曾經常被欺凌的比例是

各地區中最高的 11，同時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學生（16.5%）表示非常同意需要出手幫助

被欺凌的同學（沒有自衛能力的），這比例是各地區中排行最低的 12。就本地的學校欺凌

第一章：簡介



13
預防香港青少年犯罪：探討邊緣青少年的犯罪之路

問題，有研究發現介乎20%至 62%的學生匯報曾於學校遭受欺凌 13，即每十個學生便有

二至六名曾遭受欺凌，情況相當嚴重（如欲了解有關反欺凌法例的詳情，可參閱MWYO於

2019年5月出版的專題報告“Making	a	Case	for	an	Anti-Bullying	Law	in	Hong	Kong”）。

至於青少年犯罪的年輕化問題，參考香港青年協會的2015年研究專題報告，最早犯罪的

年齡只有七歲，並有七成以上曾犯罪的青少年，皆表示第一次犯罪的年齡是15歲或以上 14。

有見及此，香港也許同樣出現欺凌問題惡化及犯罪年齡年輕化的現象，正如該台灣學者所

言，學校教育或者未能完全令到所有青少年循規蹈矩，避免出現偏差行為。不過，學校

是否單一因素呢？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因素有機會導致青少年走上犯罪之路呢？

外國不少研究指出學校因素與青少年犯罪存在統計學上的關係15-21，其他因素還包括家庭16-23、

朋輩24,25，以及心理與社會的影響26-28，均與青少年犯罪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不過，

同時有研究發現家庭資源缺乏而導致犯罪的相關性較弱29，意思是家庭貧乏的學生，未必會

犯罪。論到家庭，某程度上家庭教育會影響青少年的行為，但又不是必然的，最終選擇

犯罪與否，所涉及的因素可謂錯綜複雜，引伸到的可以是道德價值、結黨及學業問題30。

總的來說，我們不可能找到單一的成因31。因此，我們要了解青少年為何會犯罪，就必須從

他們整個成長的經歷出發，再去仔細拆解犯罪與各項因素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此研究會着重於被社會定義為最大機會犯罪的青少年，他們普遍被視為「邊緣化」的

一群，大意是指他們融入不到主流青少年群組，處於犯罪邊緣上，屬於犯罪高危的群組，

多被稱為「邊緣青年」或簡稱「邊青」32。他們通常會有不愉快的在學經驗，表現得抗拒

上學，例如不能投入學習、不遵守校規、多次曠課或逃學，嚴重的可能更會出現破壞公物

或欺凌的行為32。他們無論學業成績或操行都會比較差，結果可能要中途退學或輟學33。

有外國學者指出學校是造成邊青的罪魁禍首，從學業到社交上，都給學生製造很大的壓力

與失敗感32。這種歸咎於學校問題的論說，與上文提及台灣學者的說法相似。雖然現實上

有學業成績好的學生去犯罪，但絕大部分處於犯罪高危的都是邊青，如果我們能夠有方法

去幫助邊青，甚至預防某類青少年日後演變成邊青，這必然能紓緩青少年犯罪的問題，

因此我們會主要探討邊青的成長經驗和踏上犯罪之路的歷程。

當研究青少年犯罪問題的時候，我們不可忽略每個城市的獨有特徵，以免將所有城市一概

而論31，導致政策建議未能完全切合本地邊青的需要。香港青少年成長於此地，都會有其獨特

的問題要面對，也會形成不同的犯罪模式和慣常的犯案種類。參考2018 年的香港警務處

年報的統計資料，10 至 20 歲的青少年首五項的被捕原因以盜竊類為最多，其次是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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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打及刑事毀壞一類的暴力行為，至於販運毒品的人數相對上也不少34（見表一）。警方

數據有助我們集中探討 10至 20歲的青少年參與相關罪行的情況。不過，盜竊及暴力行為

的罪行可能與較容易搜證及入罪有關，從我們聯絡的數間相關機構中，他們所接觸的邊青

大部分都有接觸毒品，只是被捕的原因與毒品無關。除了犯罪種類之外，香港的邊青還有

甚麼特別的成長經歷，我們又應當如何去提供支援呢？這都是我們值得關注及探討的課題。

1.2			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

根據聯合國有關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指引，只要透過合乎法例（ lawful）及對社會有益

(socially useful）的活動，並能灌輸以人文價值主導（humanistic orientation）的社會觀

及人生觀，所有青少年都能夠建立沒有犯罪意圖的態度（non-criminogenic attitudes）1。

各種預防犯罪的措施都必須以這宗旨為原則，而每位青少年均有被培育正確的人生觀與

態度的權利，並應當從小接受適合的教育。不過，要把理念實踐出來，往往就要考慮到資源

有限的問題，在這限制底下，社會資源會依循社會共識而分配到主流教育上，而適應不到

主流教育的青少年可能就被忽略了。至於有關協助非主流青少年的支援措施，也會受到資源

所限35。有見及此，資源要用得其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香港政府一直都有撥款到警隊作為預防青少年犯罪之用。根據2020至2021財政年度的香港

政府財政預算案顯示，預算撥款的額度接近 53億港元作防止及偵破罪案之用，這筆撥款

包括防止青少年犯罪的用途，比去年增加了 8.9%36。警方承諾會繼續與各界緊密合作，

舉辦全港及地區性的防止罪案活動及青少年活動，並對邊青提供適當的指導，以提高在遏止

青少年犯罪行為及青少年罪案方面的成效及效率，特別是校園暴力和青少年吸毒問題36。

多年來，警隊一直舉辦有關預防青少年犯罪的項目，包括透過少年警訊舉行活動及設立警司

警誡計劃等。在警司警誡計劃下，一名警司或以上職級人員可行使酌情權，對青少年罪犯作出

犯罪種類 10至 15歲（人數） 16至20歲（人數） 總人數

其他雜項盜竊 178 189 367

店舖盜竊 179 182 361

嚴重毆打 132 182 314

刑事毀壞 43 142 185

販運毒品 17 132 149

表一：2018年青少年首五項犯罪種類及被捕人數（參考自香港警務處統計資料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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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誡而不提出起訴，而原則上涉案青少年或須接受警方監管，為期兩年或直至年滿 18歲

為止37。不過，有本地學者批評這些由警隊組織的活動，成效存疑，原因是警隊普遍都沒有

接受過專業的輔導與督導訓練38,39，加上這些不是他們的主要職務，都需要額外付出工餘

時間去進行，就更加難以寄予厚望38。事實上，其他國家由警隊推動或舉辦的相關活動都有

類似問題，結果成效參差40-42。另有本地學者曾提議加強轉介個案給社工，從而減低警務

人員的壓力，亦可使青少年得到更適切的服務39。現時部分接受警司警誡的青少年會被轉介

由社工跟進，此舉或許會有較高成效，但非政府組織也有其限制，下文會加以論述。無論

如何，單靠警方去防止青少年犯罪是不足夠的，為更有效運用資源及提升效果，社會各界都

需要各展所長，共同合作。

現時其他政府部門在預防青少年犯罪方面的服務不多，比較類近的只有社會福利署提供的

感化服務，但可能只涉及預防再犯的問題。因此，大部分預防工作可能就依靠志願

組織（third sector organisations）或稱非政府組織，該類組織大多有提供專門為到預防

青少年犯罪的服務，普遍具一定程度的質素。而由社工或專門組織負責可能會比警隊來得

更有效益，不過他們卻要面對財政資源有限的問題，也未必每個組織有足夠資源去制訂

完善的評估系統，以確保服務的果效43，加上因着各組織的資源分配不同，所設計的活

動可能會有良莠不齊的現象。另外，有研究指出某些活動如果只着重採取負增強（negative 

reinforcement）的策略，即是藉拿走青少年喜歡的東西，從而令到他們不再重覆犯錯，

效果並不會顯著44,45。更甚者某些活動若設計不好，可能會出現反效果，譬如當有類似犯罪

紀錄的青少年一同參與預防犯罪的活動時，有機會互相「傳播」失範的態度與行為，最後

反而增加了再犯的機會，學術上稱之為失範同輩傳染（deviant peer contagion）效應46。為

避免近墨者黑的負面效果，有學者建議邀請沒有反社會行為的青少年參與同一項活動47，

不過此做法可能會累及沒有反社會行為的青少年，所以此類活動需要嚴謹的監督與指導，

並進行有系統的評估。一個具有正面效果的活動是需要設計周全的，並且舉辦組織和參與

的青少年都要付出很長的時間，內容要包含改善社交及行為的元素48。現時社會都有

不少青少年服務及外展服務，旨在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去支援邊青，不過非政府組織始終

有資源上的限制。如上文所述，學校應當是最起初教育青少年奉公守法的地方（家庭教育

除外），原因是學校是每個青少年必經的學習場所，也是最多青少年長時間聚集的地方。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學校教育或許未能完全令到部分學生遵守規則，既然如此，學校是否

有甚麼地方可作改善？另外，政府、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各界又可以扮演甚麼角色？在有限的

資源底下，我們又該如何有效地分配及運用資源以預防青少年犯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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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及重要性

此研究旨在了解邊青（年齡介乎 10 至 20 歲）的成長經歷與在不同階段所面對的問題，

了解促成其犯罪行為（集中在與毒品相關和暴力的罪行）的各種原因，並從中找出預防

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方法。年齡的範圍是參考香港警務處對青少年罪行的定義。此外，雖然

根據香港警務處的統計數字，盜竊才是最多被捕人數的罪行，但這與被捕的容易程度可能

有關，而以非毒品原因被捕的，都有機會有吸毒或販毒的經驗。我們期望能夠檢討現存普遍

的預防措施，並作出切合邊青需要與可行的政策建議，希望能減低未來青少年走上犯罪之路

的可能性。

搜集的資料會用於解答以下的問題：
1.	 邊青普遍在成長路程遇到甚麼問題？

2.	為甚麼他們會遇到這些問題？

3.	成長過程遇到的問題與發展出犯罪行為有甚麼關係？

4.	怎樣才可以令他們返回正途？

5.	政府、學校、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社會界別如何支援邊青？成效與困難又如何？

6.	如何改善現存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

研究結果可讓我們反思邊青的成長問題，他們是否有些需要被忽略了？犯罪背後又是否

反映着學校教育出現了問題？這些問題都值得社會各界和每個家庭去思考的。此外，透過深入

了解邊青的成長經歷，從中會對適切的教育和援助有更多的啟示，並作為相關政府部門、教育

從業員、青少年工作者，和其他相關人士一些參考資料。最後，青少年可以作為借鏡，藉此

反思人生和計劃未來，過有意義的人生。



17
預防香港青少年犯罪：探討邊緣青少年的犯罪之路



18
第二章：研究方法及對象

每位邊青的人生經歷都是獨特的，亦可涉及生活上任何範圍，為讓我們能多方面及深入地

探討每一段故事，從中獲得更豐富的意義，我們會採用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

方法，運用深入訪談（in-depth interview）的方式去收集資料。每個訪談都在一個舒適及能

保障私隱的地方進行，以確保受訪者能暢所欲言，並展示他們最真實的一面。

資料收集方面會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我們訪問了六位邊青（受訪年齡介乎 10至 20歲，

我們會統稱為「受訪青少年」）；第二部分則訪問了四位來自不同機構和職責範疇的專業

人士（統稱為「專業人士」）（背景資料可參閱附件一及二）。兩者都是採用非機率抽樣法

(non-probabilistic sampling methods），透過聯絡相關機構，再介紹適合的受訪對象。

邊青會分享自己的成長經歷，而專業人士會分享他們曾接觸邊青的經歷和就研究課題

相關的專業意見，儘量從第一身及專業的角度獲得更廣泛的資料，並再作分析。第三部分

我們專訪了曾擔任馬來西亞青年和體育部（青體部）副部長特別官員–伍玥瑩小姐。

她曾是一名邊青，因着親身的體驗，對於邊青的需要及協助方法均十分了解。在任時，

她致力於推動馬來西亞的青年政策，並由專責部門去推動針對邊青問題的政策改革，亦收到

明顯的果效。就着其第一身的體驗與實際的政策制訂及推行經驗，作為個案研究，別具

參考價值。質性研究在受訪數量上沒有特定的標準49,50，而此研究的訪問總數已經足夠

作出詳細及有意義的分析。

有關訪問內容，我們不會預先設計指定的問題與用詞，但會以多個範疇作為框架來進行

訪問。訪問邊青方面，我們按着年齡的時間軸來訪問，於每個人生階段上，收集其在

家庭、學校、朋輩和其他生活範疇上的經歷與看法，並最後會以將來的計劃與對過去的

體會作結。至於與專業人士面談時，我們會從他們接觸邊青的經驗、邊青的成因及援助的

方法、現時預防措施的利與弊，以及改善措施的方法來收集意見。另外，有關馬來西亞

個案研究方面，伍玥瑩於 2019 年曾到訪我們的辦公室，分享了她的個人經歷與青年

政策，隨後我們亦透過電話形式，作更詳細的資料補充。除了第一身的資料外，她亦分享了

相關論文和報道給我們，作為二次資料（secondary data）的分析。

資料分析方面，我們會以時間軸的方式，列出邊青提及的問題，並統計出問題的個案次數，

從而整合出相似的模式。從模式中我們會觀察到他們類近的共同經歷，雖然每個邊青都有

獨特的經歷，但都有類似的成長模式。之後，我們會借鑑各種具科學驗證的犯罪理論，剖析

邊青的犯罪心路歷程，以掌握他們可能的犯罪成因。透過這些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其需要，

並找出幫助他們免陷於犯罪或再犯的方法。馬來西亞的個案分析正好再一次驗證該成長模式

第二章：研究方法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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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犯罪成因，以及突顯協助邊青的關鍵。繼而我們會就着研究結果，討論香港各單位的預防

青少年犯罪工作的成效及限制，並參照馬來西亞個案一些可學習的地方，整合出相關可行的

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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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邊青的訪談中，我們看到他們的成長歷程：由出世、就學、輟學、工作、犯罪、被捕、

服刑，至展開服刑後生活。雖然每段經歷也是獨特的，但亦有相近的地方，可整合出一個

共同的成長模式，即是大家走過相似的道路。這個共同的成長模式，讓我們了解處於不同

人生階段的邊青的經歷、轉變與感受（見表二）。

*註：Band	3	學校泛指一些在一般水準以下的學校；群育學校是主要服務有情緒與行為問題的學生。	

第三章：研究結果

出世 小學 中學 中三輟學 非法活動 被捕／再被捕 現在

先天性格

衝動	(4)

起初成績優異

(3)

就讀	Band	3*

中學	(6)

加入黑社會	

(4)

傷人／刑事

毀壞	(3)

仍有繼續吸毒	

(2)

從事合法職業	

(3)

家庭經濟

拮据	(3)

成績逐漸下滑	

(5)

成績差	

(6)

結黨	

(4)

販毒	

(4)

仍有繼續販毒	

(1)

有持續進修	

(3)

單親家庭	(3) 一直成績

欠佳		(1)

不留心上課	

(6)

工作收入

不高	(4)

吸毒	(3) 仍有與黑社會

聯絡	(2)

有明確的理想	

(3)

逐漸不留心

上課	(4)

課程內容

太深／太淺	(4)

想賺快錢	(4) 因傷人／刑事

毀壞被捕	(3)

從事合法

職業	(3)

有達到理想的

信心	(3)

慢慢覺得課程

內容太深／

太淺	(4)

逃學	(4) 懶於工作	(2) 因販毒被捕	

(1)

找到自己的

興趣	(3)

懂得珍惜

所擁有的	(3)

逃學	(3) 欺凌同學	(4) 有吸毒	(3) 有明顯受毒品

的副作用

影響	(2)

有明顯受毒品

的副作用

影響	(1)

沒有後悔

所做的	(4)

欺凌同學	(3) 被欺凌	(2) 有明顯受毒品

的副作用

影響	(2)

家庭關係

修復	(2)

被欺凌	(2) 被轉介群育

學校*	(1)

被轉介群育

學校	(1)

老師漠不

關心	(4)

沒有錢參加

課外活動	(2)

逃學只求

開心	(2)

家人不關心	

(3)

逃學因害怕

上學	(2)

被視為問題

學生	(4)

被視為問題

學生	(6)

每個人生階段的現實與心理狀況（人數）

出世																	小學															中學														中三輟學									非法活動									被捕／再被捕		 現在及將來

	表二：受訪青少年的成長及犯罪歷程（成功訪問了共六人，其中兩人還在中一及中三的就學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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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成長經過、犯罪歷程及更生轉變

表二綜合列出了受訪青少年各人生的成長階段及將來的展望，從每段人生的歷程，我們

可得出共有的成長模式，以下我們會以時間軸的次序去作出分析。

3.1.1			求學時期（小學至中三輟學）
受訪青少年的出生家庭背景各異，有小康之家，也有經濟能力較差的家庭，並且有部分是

來自單親家庭的。性格方面有些會較為暴躁，也有習慣以暴力解決問題的傾向。就學初期，

邊青的學習問題並不明顯，甚至與一般同學無異，但及至小學後期，學習問題逐漸浮現，

開始不能融入學校的生活。

起初成績優異，但隨後下滑

邊青在小學初期的成績未必會很差，有些甚至成績優異，不過隨着成長，各種問題漸漸

浮現，學習動機開始下降，導致於小學後期或轉升中學時成績一落千丈。

學習動機受到影響，原因各不同，有些覺得課程太淺，便沒有心機上課；有些覺得不明白的

地方越來越多，所以就選擇放棄；有些則渴望自由及快樂，不想被校規管制。這些大致都可

反映出他們逐漸不能適應主流的教學方式，問題如未能適時處理，便會日積月累，久而

久之，只會越來越抗拒學習，自我抽離學校的生活，成績亦隨之下滑。

“	當時成績好好，都有80至90分……我選擇上學都會聽課，但我 IQ有 130，
很多時候看一看都明白，所以沒有心機上課。	”

  （青少年2)

“	小學時數學成績好好，老師會讚賞，但是到小五時，我開始不能投入上課，
上課時經常睡覺，之後甚至會逃學，學校成績包括數學都很差。沒有心機

上課的原因是因為不是單對單教學，老師要面對一大班學生，我有問題問

不到老師，自己又不是一個很好學的人，不明白的地方又不會主動找答案，

久而久之就有很多問題沒有處理，很多地方不明白，便沒有心機上課。	”
  （青少年3)

“	小學成績一般，不算很差，都有前 10 名。中二下學期開始沒有上學，
覺得上學沒有意思。我會時常作弄老師，覺得好玩，我自己喜歡做甚麼

便做。我想要自由，不想被管束，想去玩去開心。中學識到一班人一起

去玩，受朋友影響，去不正當場所玩。	”
  （青少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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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影響正常學習（有關欺凌與被欺凌的問題）

大部分邊青在小學時期都曾經試過被欺凌或去欺凌同學。前者會造成對上學有抗拒及恐懼的

心態，影響正常的學習情緒及進度。此外，被欺凌的心理陰影對他們後期的價值觀發展也有

一定影響，可能形成日後以暴力去解決問題的傾向。至於欺凌者都會產生情緒及學校生活的

問題。

欺凌者的學校生活同樣受到影響，欺負別人的原因可能是情緒容易失控，後果是影響與同學

的關係，亦會被標籤為品行差劣的一群。此外，學校會用上課時間與學生處理紀律問題，

變相減少學生參與學科或非學科的學習機會，有些或會多次被轉介往群育學校，在主流學校

及群育學校間來來回回，不斷重覆適應學習環境及教學進度，都會有礙他們的學習。

雖然有欺凌者反映自己被視為壞學生，但是有部分表示他們甘願被標籤為壞學生。因為他們

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就會覺得開心，不介意做一個壞學生，於是就會貫徹地做壞學生會做

的事。

“	中小學有人會欺凌我，但當時我又不懂得反抗，只是害怕，會令我不想
上學。	”

  （青少年3)

“	小學經常被欺負，被人打又被人取笑，原因是我當時很肥，我自小就從上海
來港，不太懂說廣東話，所以就被人欺負，老師不會理會，加上自己

不敢舉報，害怕被人秋後算帳。我決心升到中學後，不再被人欺負，我要

變得強大，所以我變成一個去欺負別人的人。	”
  （青少年4)

“	小學時經常打交，很易發脾氣，試過用椅子打人，但又未至於打老師，當時
成績好好，都有 80 至 90 分，所以學校不會踢你出校……因為行為問題

被調去則仁中心（群育學校之一）……要重新適應環境……則仁的教學內容

好淺，不聽課都明白，令我沒有心機上課。	”
  （青少年2)

“	與人打架，因為開心。不會覺得被打的同學很慘，沒有覺得內疚，只是覺得
開心。曾經很用力地把波擲向老師，覺得開心……老師覺得我是壞學生，

我都覺得自己是壞學生。我不想變好學生，因為我喜歡做一些令人反感

的事，加上我覺得乖學生會被其他人取笑，以為我是想討老師歡心。	”
  （青少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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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課外活動的阻礙

家庭的經濟問題會影響他們的學習機會，例如因負擔不起費用而不能參與某些課外活動。

這是他們學習初期會遇到的問題，及後失去了學習動機，就不會再因參與不到而感到失望。

除了經濟問題，學業成績也會減少他們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始終校方普遍都會以成績

優先，將其他非學科的能力視為次要。結果，學生要先處理好成績，才會被安排參與課外

活動。上文提及過的操行問題，亦作同樣安排。

即使能夠參與課外活動，也未必能夠吸引到他們的興趣，或許他們放學後結伴在街上玩其他

活動，更能吸引到他們。原因可能是課外活動的選擇未能配合他們的喜好，或者活動的方式

未能讓他們體會到箇中的樂趣。	

“	小學時有一些課外活動都很想去參加，例如遊學團，但家庭環境不好，沒有錢
去報遊學團，那時只是交書簿費都要幾千元，負擔已經很重，遊學團要申請

護照，根本不夠錢。	”
  （青少年3)

“	回想起來都會有點後悔，因為讀書成績不好，籃球隊都退出了。自己喜歡
打籃球，想接受多點籃球訓練，再加上有啦啦隊，可以『識女仔』，因為

有型。	”
  （青少年4)

“	都有參加課外活動，例如話劇、魔術，其實我都沒太大興趣，只不過學校
要你選一項去學，我就選擇了比較沒那麼悶的，其他很悶的有中文、歷史

等等……平時一起玩的都是成績差的同學，我們會一起踏單車、打籃球。

放學就到處踏單車，因為我喜歡踏單車。	”
  （青少年5)

“	如果學校可以提供學科以外的課程，即是一些有關興趣或手藝，可以做到
自己喜歡的事，例如教剪髮，就會令我覺得上學比較有意義。	”

  （青少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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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採取放任的態度

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成績，但邊青卻不在乎，校方與邊青的期望落差變得越來越大。到中學

時期，邊青覺得校方對成績差的學生有點置之不理的態度，令到他們感到被遺棄，亦加強其

自我放棄的心態。他們覺得校方任由他們逃學，或將之轉介去群育學校便一了百了。因為

如缺席連續多天，校方便須向教育局匯報，所以他們都會偶爾回校報到，但老師們都甚少

理會，或只見家長便了事，有邊青指感到被人冷待及忽視，對他們的心理成長及學習進度

都有沉重的打擊。

抗拒回校學習，經常逃學

形成逃學心態不是一朝一夕的，由小學至中學，他們各有不同的經歷，加強了負面的想法；

或許他們渴望過着校外的生活，或許他們想有學科知識以外的追求。無論如何，他們就是

選擇了逃離學校，去尋找另一條人生的道路。到適當的時候，輟學就變得理所當然。

慣性逃學到最後就會演變成中途輟學。有關中學生的留校率（retention rate）問題，有研究

指出除了個人原因外，譬如學科的困難或在校的負面情緒等，青少年離校還會涉及家庭層面

的因素，例如他們需要輟學以應付家庭的經濟需要51。除此之外，對金錢的價值觀也會被

潛移默化，影響其人生目標及取態，好像會想儘快離開學校，然後便有更多時間去賺錢，也會

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態，想用最短的時間，賺取最多的金錢，於是販毒就成為順理成章的途徑。	

“	中學時仍然沒有心機上課，依然繼續上課時睡覺和逃學，但老師都不會
理會，訓導主任覺得不想處理，中二下學期就將我調去寄宿學校，他們不關注

我的情況，令我回想起都感到不快。	”
  （青少年2)

“	販毒之後，中途都有回學校報到，大概一個月一次，老師都不會理會，可能
有時見家長，但沒有作用，他們都抱着放棄你的心態。	”

  （青少年4)

“	小五時家人提出去寄宿學校，小五上學期去了則仁中心，都有經常打架，
下學期就返回以前的小學，但小六下學期又再返回則仁中心，但當時脾氣

已經改善了很多，因為中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去幫你改善脾氣問題……中二

時我又轉返去則仁，不知為何，那時我性格改變了，變得很內向，經常被

同學欺負，中二下學期我很少上學，去了做兼職，因為經常被人欺凌，

中三的中段已經退學。	”
  （青少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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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輟學後的犯罪之路（中三輟學至被捕／再被捕）

結黨與黑社會

學校不會是邊青寄託的場所，他們需要另找寄託，很自然會流連在街上，然後有類似經歷的

便聚在一起，當中可能混雜黑社會的人，與他們接觸多了，很容易便跟着去做一些非法

活動，包括打架、偷竊、刑事毁壞等，而販毒更可以快速地賺取數目可觀的金錢，成為

很大的引誘。	

“	上堂不留心聽課，一直都沒有心機讀書，不想上課，會與一班朋友到操場
玩，喝紅酒。我的心一直想賺錢，想出來社會工作，完全不想讀書。	”

  （青少年1)

“	唸到中三，15 歲開始就沒有再讀書，去水吧做兼職，但賺錢太少，想賺
快錢，就開始販毒。讀寄宿學校時都有出去玩，認識到一班販毒的人，我去

請教他們販毒的方法，我自己其實不喜歡毒品，所以我自己沒有吸食，純粹

為了錢而去接觸毒品。初期每日賺得很少，只有 200 至 300 元，但 17 歲

開始有老闆支持，可以賺到30,000至40,000元一個月。	”
  （青少年3)

“	中三退學後，我無家可歸，因為我沒有給家用，被家人趕走，於是夜晚到
網吧睡覺，之後有能力給家用，就可以回家了……有段時間過得很頹廢，

沒有心機工作，當時我已經沒有與之前的黑社會聯絡，但去遊戲中心又結識到

另一班黑社會，之後我第一次問黑社會人士找工作，想用快捷的方法，又不用

很辛苦就可以賺到錢。	”
  （青少年2)

“	學校都會有一班人一齊玩得很開心，但之後沒有讀書，就出去外面結交
朋友，一起玩。一起都是為了玩樂、開心。	”

  （青少年1)

“	沒有上學之後，就周圍去玩，去網吧，去酒吧，去『撩女仔』。因為好玩，
我想玩甚麼就去玩。因為懶，不想找工作，就跟黑社會人士賣毒品和吸毒，

一個月賺幾萬元，做了一兩年。	”
  （青少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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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職與販毒

中途輟學之後，他們不是立即就去販毒，普遍都會先找一些合法的工作，但因為賺取的薪金

太少，又不想付出太多勞力，就會很容易被眼前一條又快又易賺錢的門路——販毒所吸引，

而那些報酬是他們自認為窮畢生的精力，也不可能賺取的豐厚金錢。有部分受訪者亦坦然

承認，除了金錢之外，懶惰是販毒的另一原因。

販毒與吸毒

從事販毒者，大多數都會吸毒，而吸毒的後遺症甚多，會影響身體健康及心理情緒，並會

妨礙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些問題都會打擊他們的自信，令到自己不相信還可以從事正當的

職業。

犯事被捕

受訪者表示被捕的原因未必一定是販毒，可能是受吸毒的副作用影響、傷人或刑事毀壞，或許

因為販毒相對地不太容易被偵查。即使有青少年因而販毒被捕，都會覺得是因為被自己人

出賣所致，才會不幸被捕，只要下次小心一點，例如不將販毒的貨物放在家裏，就不會

被捕。

“	之前先做正職，當時15歲，賣貨品，上淘寶入貨，賣減肥藥、假波鞋等等，
有做過外賣，有做過倉務，派傳單，一直做到負責調配人手去派傳單，一日

有500至1,000元……做了兩年正職，因為想賺多點錢，便偷運私煙，一開始

是賺少了一半，但錢可以賺得好快，開始帶毒品，包括可樂（可卡因）、

香水（氯胺酮），可賺1,000至2,000元一日，很快就升做『蛇頭』，有一班人

幫你手帶貨……自己懶，不想太辛苦，販毒只要你付出少少，收入就多多。	”
  （青少年1)

“	賣毒品自己都會吸食，吸食得多自己身體開始出現問題，膀胱縮細、
痾血、思覺失調……做不到正職，經常都要去洗手間，情緒都令我不能專心

工作。	”
  （青少年1)

“	長期吸食大麻，令到脾氣很暴躁，很容易發脾氣，經常打架，有時為了錢
去打，有時為了女生去打。打到身體有很多處疤痕，有幾次被斬到流了

很多血，但都沒有去醫院，黑社會朋友有地方，有懂得處理傷勢的人，就

自己處理了。	”
  （青少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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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被捕後的生活（被捕／再被捕至將來）

被捕後的生活掙扎

被捕後，可說是人生的反思時間，大部分受訪者反思過後，都想重新做人，不過要擺脫過往的

人與事，知易行難，他們普遍會掙扎於再次吸毒與販毒之間。原因可能是覺得販毒不容易被

捕、仍然想心存僥倖、想不勞而獲、在工作場所遭受歧視，或擔心不能適應工作環境。另一方

面，他們會更重視家人和伴侶的感受，不想再令他們提心吊膽，這種懂得珍惜和關心身邊人的

心態，也會推動他們改過自新。除了內心的掙扎外，吸毒帶給他們身體的後遺症，令到在重新

做人的路上，百上加斤。

“	開始想戒毒，但都會繼續賣……不怕再被捕，因為很難捉到你……戒了
一年多，身邊朋友都有吸毒，自己又會開始再吸食，之後食到入醫院，

就被捕了，入戒毒中心九個月，現在正接受感化。	”
  （青少年1)

“	2017 年我與黑社會朋友一起在柴灣淋人紅油，被一班休班警察截住，同年
6月18日上庭，被判入更生中心，上年（2019年）2月22日被放出來。	”

  （青少年2)

“	有一日回到家，一開門就有一大班警察出來，可能是同伴或者仇家嫌你太囂張，
或者有同伴想保護自己，就出賣你。然後坐了壁屋（懲教所）11個月。	”

  （青少年3)

“	有一次打架，有人報警，就被警察逮捕了。	”
  （青少年4)

“	現在都會想繼續販毒，因為想多賺點錢，想住好一點，生活好一點，多點錢
會有安全感。如果不是被人出賣，其實都很難再衰，我又不會打架，除了

有時幫兄弟先會出手……做正當職業都可以賺到錢，但我自己性格問題，

我不習慣，加上我有思覺失調，因為吸毒引起，很難去做正當的工作。	” 
 （青少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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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重新出發

某些邊青於服刑期間會有所領悟，或許會計劃重新做人。被捕後的日子，也恰好提供一個

安靜的時間，有些會重新了解自己，反思過去與展望將來，然後會開始明白到有甚麼值得

珍惜，會關心身邊的人，並發現到自己的興趣與強項，訂下可以達到的人生目標。

“	在壁屋（懲教所）期間，我結識了一位外籍人士，經常與他交談，發覺自己
喜歡了英文。以前中小學時，我會覺得英文很難，沒有心機去學，但現在與

外籍人士溝通多了，開始找到竅門，原來學英文都不是太難，我計劃去報讀

一些英語課程。	”
  （青少年3)

“	決心戒毒是因為女朋友，加上人大了就會穩定了，計劃會較長遠。為了女朋友
會計劃存錢，會訂立時間表。不想再做錯事，做錯了就要重頭來過，就好像

潑出去的水，所以計劃要長遠少少……重新做人後，與媽媽的關係都變好了，

吸毒時經常與媽媽和爸爸吵架，會打他們，之後爸爸離開了世界，就與媽媽

發生爭執，現在沒有了，大家都變好了。	”
  （青少年4)

“	更生中心會安排工作給你，會幫你找工作，他們會給你兩個選擇，例如
廚師、髮型師、外賣等等……有時會做得不開心，因為會受到歧視……歧視

都沒有辦法處理，唯一方法是由中心安排轉工，他們不會教你應對方法，

因為都不能解決，別人要怎樣說都沒法子，唯有與人分享或者忍一下……	

出來自己找工作都容易，視乎你想不想做。	”
  （青少年2)

“	雖然都會想賺多點錢，但不會再次販毒，因為會怕家人擔心，也害怕有人
尋仇，現在『行得正企得正』，問心無愧，不需要經常提心吊膽。	”

  （青少年3)

“	入沙咀（懲教所）半年，出來就找工作做，一開始都是做一些低層的工作，
例如送外賣、侍應，但那時都繼續很容易發脾氣，很容易暴躁，一看到不順眼

就會罵髒話……出來之後都有繼續販毒和吸毒，但結識了女朋友後就沒有再

接觸毒品，因為她很乖，很純品，她要求我去戒，所以我就去戒，可以維持

三年沒有再吸毒。	”
  （青少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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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實踐自己的計劃

被捕後，這段時間就正好給予他們反思的機會，計劃刑滿後的人生。有些受訪者會找到人生

的方向，好好計劃將來的發展，然後腳踏實地實踐出來。他們會努力工作，慢慢存錢，報讀

課程自我增值，與被捕前的想法有着天淵之別。他們對將來變得有熱誠及盼望，並相信有一天

能夠達成目標。

昨日的教訓，成就今日的我

過去的錯或會成為某些人未來的絆腳石，但有人卻會從中汲取教訓，去成就今天的我，學會

珍惜自己所擁有的，關心他人，並且腳踏實地做人。這個轉變可以出現於任何時間軸上，

但我們的受訪者都是出現於被捕之後的時間，可能生活的衝擊才會令他們認真地反思自己。

“	我現在的目標是存一筆錢，然後去日本做小生意，開小食車……我現在都有
學日文，遲一點會去考試。	”

  （青少年2)

“	現在的計劃是去一間髮型屋做學徒，剛剛去小西灣見了一份工作。我希望
可以在香港學習三至四年，然後往上海發展，因為上海會有更多發展

機會。25歲前可以存夠錢與女朋友結婚。	”
  （青少年4)

“	沒有後悔過去所做的，因為我有這個人生，現在才會懂得珍惜，如果沒有
這些經歷，我反而不會懂得這樣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及前途……要多聽家人的

說話，不要太易受其他人影響，最重要的是親情。	”
  （青少年3)

“	從自己的經歷，我會學懂知足，我會寄語年輕人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就算
現在沒有，努力一點將來都會有。	”

  （青少年2)

“	工作時努力，玩樂時努力。不要太易受別人影響，要活出真實的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依靠人，要靠自己。	”

  （青少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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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小結–成長經過、犯罪歷程及更生轉變
總括邊青的成長路程，一開始可能校內成績屬於優異或中等水平，但隨着個人、家庭及學校

層面等因素的持續影響，不少問題會於小學後期逐步浮現，阻礙他們在學校的成長發展，

例如學習動機慢慢減退、上課不專心和逃學等，最後會選擇中途輟學，往學校以外的方向

發展。離開學校後，他們大多會先從事正當職業，但卻不滿足於現狀，想快點賺更多的

金錢，也可能是基於懶惰，於是就去販毒，在他們眼中，這或許是一條發達的捷徑，甚至乎

是唯一出路，成為讀不成書後的一絲希望。這個希望隨着被捕後就破滅了，人生的時間停在

這刻，成就了一個反思的空間，讓他們重新整理自己的命途，可以更了解自己，關心別人的

感受，以及開始好好計劃前面的路。這個反思的過程不是必然的，有些受訪者仍然維持

被捕前的想法，故技重施。因此，反思的過程是否有效，就好像成就了他們能否重新做人的

關鍵。以下我們會從犯罪理論的角度，進一步剖析邊青的成長歷程，綜合出一些可能的犯罪

因素。

3.2			犯罪誘因

邊青的犯罪成因錯綜複雜，難以找出單一的原因，以往有不少研究，發展出各種與青少年

犯罪相關的犯罪理論，嘗試從多角度去分析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從理論出發的好處，是我們

可以運用科學研究的成果，比較有系統地剖析複雜的成因問題，也避免過於武斷，忽視了

某些潛在因素。以下我們會先歸納四個範疇（見圖一）：個人、家庭、學校與社會（結黨／

黑社會），於每個範疇運用犯罪理論的多角度視野，協助我們整合受訪青少年和專業人士的

分享，剖析箇中成因。某些犯罪理論涉及多於一個範疇，故會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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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家庭

個人相關的因素：

•	性格缺陷理論：先天性格容易衝動、憤怒、或不愛

受管束。

•	中立化技術理論：經後天學習，能自我淡化犯罪感

和羞恥心。

理論的主要不足之處：

•	先天性格缺陷不能解釋所有犯罪行為，有些可能因

後天的經歷，造成性格上的轉變，或因其他非個人的

原因而去犯罪，例如家庭金錢問題、朋輩影響等。

•	性格特徵不能完全預測長遠的犯罪行為，例如為何

有些脾氣暴躁的人不會去犯罪、有些性格不暴躁的

人會去犯罪，當中可能涉及後天及環境的因素影響。

•	有些犯罪行為是不由自主的，即使知錯，但卻迫

不得已，例如覺得前路茫茫，只能去販毒，賺取

金錢上的安全感。

家庭相關的因素：

•	社會鍵理論：不能依附家庭或投入家庭生活，轉而

投向其他群體，可能是一些認同不守規矩行為的

群體。

•	控制理論：家庭管教不足，或與家人關係差，沒有

聽從或沒有適當的家庭教育去學習遵守規則。

理論的主要不足之處：

•	一些出身於管教甚嚴的家庭，其家庭關係過於

緊密，也許會造成壓力與約束，形成反叛或反社會

的行為。

•	家庭的角色會隨着年齡，被學校取代，與犯罪的

關係越來越不顯著。

學校 社會（結黨／黑社會）

學校相關的因素：

•	社會鍵理論：不能投入學校的學習及課外活動，也

不相信參與學校學習可以得到理想回報，繼而投向

校外的群體。

•	緊張理論：無法從學業去達到目標，就轉而採取學校

以外的方法去達到，也是逃離不稱心環境的方法。

•	差別接觸理論：未能與成績好的同學和老師建立

關係，反與違反校規的同學為伍，逐漸學習了他們

的違法行為。

•	標籤理論：被校方或同學視為滋事分子，就會持續

作出滋事行為，並與同樣被標籤的人聚在一起。

•	自我概念理論：自覺不是讀書材料，在學校也找不到

自我價值，便用違反校規的方法去尋找自我。

理論的主要不足之處：

•	某部分的邊青想繼續升學，有些表示熱愛參與

校隊，只是學科成績不理想而沒有機會。有些想

繼續升讀職業技能相關課程，但因家庭貧窮問題，

只好放棄升學。他們不是想放棄學校生活，只是

不同的環境因素影響，迫於無奈地放棄。

•	未能完全解釋自我概念與被標籤的成因，只能解釋

在被標籤後，強化了的反社會行為。

社會（結黨／黑社會）相關因素：

•	次文化理論：逃學的邊青聚集及組成小圈子，發展

出挑戰權威和傳統的行為，並互相支持及認同繼續

做出該類行為。

•	自我概念理論：自我觀念傾向負面，不重視自己，

並作出犯罪行為，例如幫兄弟打交或靠販毒而得到

黑社會重用，從中卻可以獲得正面的自我價值。

•	社會學習理論：犯罪行為是從學習黨友或黑社會

成員中得來，並獲得他們的認同及嘉許，繼而重複

和加強該類行為。

•	迷亂理論：對於中三輟學的邊青來說，社會提供

他們的合法途徑太少，要達到社會認可的目標則很

困難，被迫要以非法的途徑去實踐。

•	中和理論：從朋輩中學習了如何減低罪惡感，否認犯罪

行為是不負責任，覺得自己才是受害者，錯不在自己。

理論的主要不足之處：

•	某些邊青從事合法職業都有機會賺取足夠的金錢，

只是非法的途徑收入更吸引，而且是不勞而獲的，

犯罪就可能是個人慾望所致。

•	有些會因着個人原因去犯法，例如是從小到大灌輸

的價值觀、急功近利的想法等，與其說他們受到

別人的影響，更可能是他們自己主動去犯罪。

圖一：四大範疇內的犯罪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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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個人因素
犯罪與否是個人的選擇，有些青少年會走上犯罪之路，有些則不然，這可能與性格有關，外國有

研究發現有三大主要的性格特徵與犯罪行為相關，包括外向（extroversion）、精神病症狀

傾向（psychoticism）、與神經質傾向（neuroticism），即是一些先天偏愛感觀刺激、先天

性格較為衝動、和先天較為自卑的人，他們會較容易犯罪52,53。這類說法傾向以先天的因素

去理解犯罪行為，從我們的受訪青少年裏，亦不乏一些性格比較衝動的。青少年6表示他的

性格有點衝動，曾經有一次他在課堂時畫畫，老師突然走過來拍他的書枱，他便隨即起身罵

老師。此外，青少年 4亦試過當侍應期間，很容易就會脾氣暴躁，一看不順眼就用粗言

穢語去辱罵別人。不過，有些青少年不是天性暴躁，部分是因吸毒所致，或是因學習或工作

環境遭受歧視而作出反抗，這些都屬於後天的因素。曾經有研究指出，性格特徵不能太準確地

預測長期犯罪行為，當中還會涉及心理及環境的因素54，就我們觀察所得，受訪青少年

普遍都會受到不少環境因素所驅使去犯罪，包括家庭、朋輩、學業問題或經濟問題等。

從個人心理角度看，某些青少年會選擇犯罪，可能是因為比較容易去除犯罪感與

羞恥心，反而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是別人的錯，不是自己的錯。這種說法正如中和理論	

(neutralisation）所提倡，青少年學習了某種想法，改變了人性的道德約束和罪疚感，他們

可能透過否認犯罪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否認犯罪造成的傷害、反指受害者是錯的，以及譴責

那些譴責他們的人，來支撐自己持續地作出犯罪行為55。從分別與受訪專家與受訪青少年的

對談，我們了解到的確會有些青少年會刻意減低犯罪後的內疚感。

不過，此理論被批評未必能完全解釋犯罪行為，畢竟有些人犯罪後都會表現出犯罪感和

羞恥心55。的而且確，有受訪青少年覺得販毒是錯誤的行為，有一位受訪青少年甚至討厭

毒品，而大部分被捕後都會嘗試去停止接觸毒品。總的來說，先天的性格及後天學習得來的

心態，均未能完全解釋犯罪行為。

“	其實當時我沒有恐嚇別人，只是有位朋友叫我去，我去幫朋友而已。
我叫了那個人出來，只是好心叫他小心一點，不要再這樣對待我的朋友，

是奉勸他，語氣都很客氣，但他卻報警。當時我年紀太小，被警察追問下，

自己又認了罪。	”
  （青少年1)

“	有青年會覺得，我不賣毒品，都總會有人去賣毒品，亦都會有人買來吸毒，
我不會迫他們去買，所以不覺得賣毒品有問題，不覺得是害了別人。	”

  （專業人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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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家庭因素
自出世開始，家庭自然是最先接觸的單位，因此父母的影響應該是最起始而深遠的，

家長身教成為子女的學習榜樣，他們的言行亦會影響子女的價值取向。根據控制理論

(control theory）的說法，如要解釋犯罪原因，就先要解釋人為何會遵守規則而不犯罪56，

這理論假設青少年與家人關係良好的話，他們會願意接受正確的管教，並樂意遵守

規則，不去犯罪57，這是一個社會化（socialisation）的過程，從小培育遵守規則的

行為58。換言之，一個青少年與家庭關係疏遠時，他們就得不到適當的管教，從而就會

作出犯罪的行為59。因此管教就是決定青少年會否犯罪的重要家庭因素之一。就觀察

受訪青少年所得，大部分與家人的關係都不太理想，或者他們在有缺陷的家庭中長大，

例如父母離異或被父母遺棄，就自然沒有接受到完整的家庭教育。如果父母其中一方是

犯罪者，青少年不僅是欠缺管教，更會接收了錯誤的訊息。專業人士4坦言，普遍邊青的

家庭背景都比較複雜，父母可以是嚴重的吸毒者，甚或有黑社會背景，有時父母的朋友

都有不良行為，在這種家庭長大的青少年，他們的價值觀會出現很大問題，不懂得分辨

是非對錯。

如果青少年與家庭的關係脆弱時，便不想回家，但人總想找到一些依附（attachment）。

從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ing theory）的角度看，他們不能依附家庭，就會去尋找其他可

依附的對象，例如朋輩57。我們的受訪青少年和專業人士均表示不想回家的青少年，自然會

在街上流連，然後結識同病相憐的人，亦很大機會去與黑社會人士為伍，學習不良的行為。

專業人士4說即使他們很晚回家也沒有人理會，結果逗留在外，增加了接觸黑社會及毒品的

機會。專業人士2亦直言對於在缺乏父親的單親家庭長大的青少年，他們從小缺乏一個父親

的角色去模仿，就會去模仿外面比較年長的男性朋友，那些朋友可能是黑社會的前輩。

社會化的過程把焦點放在學習行為方面：錯誤的家教、沒有管教，以及學習朋輩的行為等。

錯誤的管教可以是因為家長是犯罪者，亦可能家長本身持有錯誤的價值觀。青少年 2

曾因為沒有給家用予母親，而被趕走，無家可歸，於是只好在網吧睡覺；之後有工作

收入，可以給家用，才准許回家。這種遭遇對於一個青少年來說，其價值觀會受到嚴重的

影響。事實上，出身於貧窮家庭的受訪青少年，他們都會較傾向急於賺錢，一來是要照顧

家庭的經濟需要，其次是他們會被灌輸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渴望以最少的付出來賺取

最豐厚的金錢，甚至不勞而獲。故此，有不少受訪青少年輟學後都接受不到低薪金的正職，

而選擇去販毒。另一方面，家庭的經濟問題會減少他們的學習機會，例如青少年3曾經於

小學時，因付不起遊學團的費用，甚至申請護照的費用也沒有，而放棄了一直很渴望參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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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團；青少年 1亦因為沒有錢繼續升學，就放棄學業，走到街上與其他朋友玩樂，虛耗

光陰，成為他們日後犯法的序幕。由此發現家庭因素在某程度上會影響青少年的學校經驗，

而學校因素正是我們稍後會探討的地方。

不過，就家庭因素而言，有外國文獻批評青少年犯罪未必與家庭因素有直接的關係29。

這方面的論說，確實在我們的深入訪談裏，找到類似的個案經驗。專業人士4發現出身於

黑社會家庭的青少年，會有兩種極端的發展方向，有些會從父母身上「有樣學樣」，但有些

卻堅決不要再走父母的舊路，這可能與性格有關。除此之外，不是所有犯罪的青少年都來自有

問題的家庭，專業人士2曾接觸不少出身於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因家庭管教過嚴，中學之後

就會開始作出反叛行為，他們可能是資優學生，但卻故意放棄學業，並去傷人或偷竊，目的

可能是想逃離苦悶的生活，或是對家庭管束的一種控訴。青少年3對家教太嚴表達出一種

逃避的心態，他想逃離家庭的管制和學校的束縛，於是就逃學和離家出走，結果家人要報警

求助。這麼說來家教過嚴又是否另外一種形式的錯誤管教呢？可能最後家庭在青少年的犯罪

之路，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影響。除此之外，家長沒有時間管教子女都可能產生一些問題，

例如父母都要全職工作，平日全靠外籍家庭傭工照顧子女，這些家庭太少親子相處的時間，

導致關係比較疏離，也會影響家教的質素。

家庭因素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管教過鬆或過嚴、家庭貧窮或富裕、父母的婚姻關係、父母本身

的行為、或管教的時間等，都有可能影響青少年的成長之路。儘管青少年有其自主性，可以

選擇是否重複父母的犯罪行為，但無可否認，家庭本身會對青少年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專業

人士4認為理論上當家庭不能給予青少年適當的教育時，學校是可以代替家長的角色，去作出

正確的教育與指引。不過，現實上學校是否真的能夠擔當此角色？現今的學校本身可能也存在

不少問題，有機會不但未能有效預防青少年犯罪，更可能成為推動他們犯罪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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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學校因素
理想的學校教育會有各種短期與長期的目標，例如學校能夠提供因材施教的課程，切合

學生的需要，助長他們的全人發展，以及灌輸他們正確的價值觀60，學生也能透過教育去

準備未來的事業發展及持續學習61。處於求學階段的青少年，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會在學校

裏度過，無疑學校對於他們的影響力甚大。可惜普遍社會都着重收集學生們的考試成績

數據，卻非常忽略他們在校的感受61，間接地令到某些學生積存的負面感受未能處理，或許

會對學校產生抗拒或逃避的心理，最後可能會影響學業成績，也不能達成最初的教育

目標，對於拒絕再回校的青少年，更有機會走上犯罪之路。

有研究指出緊張或焦慮與青少年犯罪有關，尤其以暴力相關的罪行則更為顯著62。事實上，

專業人士 4慨嘆這個世代的學生，每天都要面對龐大的學習壓力，十多年前，只有暑假

才會補課，但現在差不多天天都有補課，還要應付大量功課和考試，學生在校面對巨大的

壓迫感，很容易令他們作出反叛的行為。何況對於一些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他們要面對

壓力之餘，也多了一份挫敗感。根據緊張理論（strain theory）的解釋，當個人無法從合法途徑

去達成目標，他們便會轉向利用非法的方法去達到，或作為內心憤怒的宣洩63,64，當他們

處於不如意的環境，即使要犯法，也定意要逃離這負面的環境59。受訪青少年都承認他們曾經

逃學，最早是小六開始，他們感到學習沉悶，浪費時間，自覺不是讀書的材料，倒不如去做

一些令自己快樂的事。再者，投資時間和精神於學業上，也不會有理想的回報，正常升學就業

的途徑看似不是一條可以繼續走下去的道路，於是會鋌而走險，加入黑社會，反而得到成就感

和可觀的金錢回報。不過，與暴力相關的罪行方面，除了部分青少年會在學校欺凌同學，

普遍也不太與緊張情緒有直接關係，反而是因為加入了黑社會，所以就跟着大隊去打架毆鬥。

有青少年選擇逃學和輟學，可能是因為看不到學習的意義。有本地研究曾批評學校的單一

學習模式令到學生未能發揮所長，也導致課堂變得沉悶，令自己有讀不成書的錯覺。此外，

高中課程的學習目標，仍然以公開考試和大學收生為主導，這佔據着中學大部分的學習

生活，將學生的學習時間局限於應付試卷，變相剝奪了其他更有意義的學習65。專業人士2

同樣評論很多傳統的學校教育要求學生不停背誦，卻不着重思考，可能考試會很高分，

但其實不明白內容，而太多學科內容與日常生活脫節，不能學有所用。其次，學校很少着重

發掘學生學科以外的能力，尤其是校內成績低分的學生，更甚少被安排去參與課外活動，

因為補課已經佔據了他們大部分時間，但這類學生可能是不適合學科學習，或許他們在其他

方面更能發揮所長，例如體育、音樂和美容等，但他們得不到充分的發展機會，也得不到

學校的認同，自然就會離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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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被視為製造「失敗者」的教育模式，會令他們懷疑自己的價值，自覺一無是處，更被

認為是問題學生。自我概念理論（self-concept theory）把這種負面的自我概念與犯罪行為

連繫起來66，懷着負面概念的青少年會輕看自我價值，做出損害自己的犯罪行為，但他們

反而從犯罪行為中，獲得正面的自我價值67，就在這互動的過程中，具價值的自我概念被

建構出來，支持他們繼續作出犯罪的行為66。的而且確，大部分受訪青少年在學校被否定，

卻在黑社會的圈子裏得到重用，這方面會在下文社會因素部分加以討論。

有研究指出犯罪行為與智商是沒有關係的68。的確有些邊青在求學初期的成績是不錯的，並且

根據受訪專業人士曾接觸的大部分個案，他們都有獨特的才能，只是沒有被發掘出來，如果

加以培育，不乏成功的例子，譬如有邊青已成為專業的攝影師或音樂家。他們以往在學校被

視為「問題學生」，或成為被放棄的一群，這樣就構成了一種標籤的效應，加強了自我否定

的概念。從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的角度看，被標籤為滋事分子的人，會更容易持續

作出滋事行為69，他們會根據社會對不良青年的定義，作出相應的行為，並且將自己遠離於

主流社會的青年70。雖然我們年僅13歲的受訪青少年（青少年6）表示不認同他是老師口中

所說的「壞學生」，因為他覺得自己在上課時會安靜地畫畫，不會打擾其他同學專心上課，

但是標籤是會在持續不斷的社交互動中被加強，或許會因應歲月累積，而影響自我觀感。例如

當我們訪問一名16歲的受訪青少年（青少年5）時，他承認自己是一名「壞學生」，並十分

享受做所謂「壞學生」會做的令人反感的事，也會與其他「壞學生」一起去做反叛的行為。

這裏帶出了另一套理論的看法，就是差別接觸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此理論主張「壞學生」會聚在一起，形成獨特的社群，並持有與主流社群不同的規範及

價值觀，做出反社會行為，並透過互相學習，加強了社群內的反社會信念71。這方面同樣涉及

社會因素，會於下一部分再詳細探討。

邏輯上，邊青離開學校，有很大機會踏上犯罪之路，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離開學校，就很少

機會去犯罪了。這種推論方式近似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的說法，如果青少年

相信投入學校的學習是有價值的，意思是相信在學校學習會得到理想的回報，他們就自然會去

遵守校規、投入學習，及主動參與活動，變相他們就無暇去生事，也會認同破壞傳統

法治及社會規範是錯誤的57。不過，這又返回一開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學校的教育模式

或許不切合邊青的需要，也達不到教育原先的短期與長期的理想目標，青少年2自稱他智商

有 130以上，課堂內容顯淺乏味，根本沒有心機上課；青少年3則自小五之後，成績一落

千丈，因為他漸漸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老師要應付太多學生，他找不到機會問老師，

自己也就不了了之，最後越來越多不明白的地方，就沒有心機上課。此外，有時校方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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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問題學生」踢出校，但其實他們未必真的有問題。專業人士3指出，學校親自將「問題

學生」排擠，以保護「好學生」，但其實有部分所謂的「問題學生」都可以是好學不倦的

「好學生」。以下是他舉出的一個真實例子：

而「好」與「壞」的定義，有時可能是取決於學校能否提供一個適合的教育場所，意即是因材

施教的問題，這或可避免很多違規行為的發生。專業人士2曾經接觸一些患有過度活躍症的

學生，因自我控制能力低而去打架和偷竊，家長不懂處理，因此關係變僵，而學校只會

當作問題學生的個案去處理，可惜的是他們不是一班無可救藥的問題學生，只要配合適當的

教育，同樣是可造之才。例如有一位被診斷為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他不能長時間坐着不動，

否則會感到很辛苦，然後情緒失控，會發脾氣和講粗口，老師都說他是一名「壞」學生，

但當他被判接受警司警誡時，參加了一個書法班，警長見他不能坐得太久，於是便叫他去

跑圈，隨後他感覺好多了，便可再坐下來專心上課。原來運動對他十分有幫助，久而久之他的

過度活躍症也好轉了，可以不用再服藥。

不合適的教育令融入不到主流教育的青少年看不到將來，眼中只有失敗，他們最終會選擇

輟學，可能是因為想逃避，或對學習失去寄望，也可能是想在學校以外的地方找到可見的

將來。單一教育亦令到有另類興趣的青少年沒有發展空間，好像專業人士 2曾認識一位

對體育有興趣的青少年，但學校沒有給予發展空間，他在學校環境面對很大壓力，結果

情緒失控，要休學一年。專業人士3批評學校以商業的模式運作，沒有給予這類學生適當的

關愛，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疏離，也將他們推得越來越遠。邊青好像成為學校不完善教育的

犧牲品，推他們走上犯罪之路。專業人士4直言他們在這年紀是最需要找到可依附的東西，

離開學校就自然會外出結黨，在深夜的寧靜街道上，一起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此外，專業

人士 1說他們加入黑社會後，可以得到保護，不再受到欺凌，大家都是生死之交在一起，

得到身份認同。踏進黑社會的世界裏，邊青可以尋回自我價值，自以為犯法就可達成人生

的目標，例如賺取豐厚的金錢，然後脫離低下的社會階層，這條犯罪之路令他們覺得不需要

再在學校被人看不起，並且不用在社會裏一直從事沒有前途的工作。

“	曾經有位學生因在校內扔炮仗，校長說他會教壞同學，於是便趕他出校，
他來到我們的學校時，我們發覺他扔炮仗的目的，只是想做實驗，並沒有

違規行為。外面的學校沒有提供空間讓學生成長，但我們這裏會容許他們

嘗試，這位學生說出面很多不能做的事情，這裏都可以做。這才是真正培育

學生去學習。	”
  （專業人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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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社會（結黨／黑社會）因素
根據迷亂理論（anomie theory），當邊青在合法的路上看不見前途，感到社會不公平，便會

轉向走上非法的道路，務求達到社會認可的成功目標72，達到目標的成功感被視為更重要

的事，就算違背社會規範也在所不惜，利用合法手段的宗旨被捨棄到不重要的位置，失範

行為持續擴散，犯罪活動不斷增加73。事實上，受訪青少年都有嘗試去找正當的工作，但以

中三的學歷，他們會感到沒有向上流的機會。青少年3自15歲開始就停學，做了幾份正職和

兼職，但始終收入太低，便決定販毒，因為金錢的引誘實在太大。專業人士 1告訴我們，

社會好像只容許他們做低下階層的工種，沒有其他出路，例如侍應只能賺取與最低工資

差不多的薪金，但是有很多販毒的「成功例子」教曉他們，原來還有另一條路，可以

付出很少勞力和時間，就可以賺取第一桶金，然後可以自己做生意或買樓，未滿 18 歲

就可以擁有兩輛車，只要他們不怕以身試法，就會得到夢寐以求的東西。

當然犯罪都需要技巧的，如何開始販毒，是需要別人教授的，根據社會學習理論的說法，

犯罪者運用所學的去賺取滿足的回報，包括金錢與自尊，成為再犯的推動力74。現今黑社會

有組織制度及有系統的傳承方法，的確讓新入行的邊青很易掌握，就如專業人士 1所言，

這方面與數十年前已經不同，有專人教授技巧，有很多「成功榜樣」學習及模仿，都增加了

犯罪的動機。青少年1與3均表示他們在很短時間內已經可以晉升，帶幾個新人販毒，收入

亦迅速增加不少，更得到成就感和身份認同。加上專業人士 2 和 4 都透露，現今科技

發達，販毒者可以利用網絡傳遞訊息，運用自己圈子才懂的暗號與用語，也可以足不出戶去

溝通，不像以往只可打電話或於某處聚集，所以要搜證和拘捕就比以往困難，這都會變相

鼓勵他們鋌而走險。

一般選擇販毒的邊青可能主要都是為了金錢，但結果犯罪有其他附帶的非物質回報，即是

一種身份的認同感。根據自我概念理論的解說，這種由負面轉向為正面的自我價值，促使犯罪

行為的形成66,67。不過，專業人士 4表示為了身份認同而犯罪的，比起單純為了金錢的，

更加難去處理。因為只為着金錢的，社工可以協助他們反思要獲取很多錢的原因，是否為着

給家人穩定的生活？然後再思考一下，是否要這麼多錢才可以有穩定的生活？是否有其他

賺錢的方法都足以讓家人有穩定的生活？透過這一連串的反思過程，可以讓他們理性地分析

自己犯罪的意義與價值。但如果為着自我認同的，則需要更多援助，也更難處理。

這方面的身份認同，可以從次文化理論中得到端倪，邊青自我形成獨特的圈子，互助支持和

認可非法的行為，從前是被學校拒絕的，現今卻得到認同，此舉自然會加劇了向權威及傳統

宣戰的反抗心態59。受訪青少年在讀書時期已經在非學校的場所結識了黑社會的朋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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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快樂」的事情，專業人士 1說唯獨在這圈子裏，沒有人會視他們為「壞人」，朋輩

的影響支撐了犯罪的行為。這也是一種「跟大隊」一起做的心態，一齊去打架，一齊去刑事

毀壞。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受訪青少年都因着打架或刑毀而被捕，反而以販毒入罪的

則相對較少。

3.2.5			小結	–	犯罪誘因
邊青受着個人及環境因素的影響，形成錯綜複雜的犯罪成因，沿着人生時間軸上，日積月累

的問題沒有及時處理，便可能誘發他們走上犯罪之路。我們看到由個人心理、學校及社會

環境、以至到實際生活需要上，都可以成為犯罪的誘因。要幫助他們免於犯罪或再犯罪，

可能家庭、學校及社會都要反思一下邊青的成長需要，發掘他們的潛在價值，同樣邊青都要

思考一下，利用犯罪的手段去滿足各種需要，換來的究竟是得到更多，抑或是失去更多？

事實上，他們在合法的路上，是否真的一片黑暗，抑或是還有一份盼望？他們自認是無價值

的一群，抑或是仍未發掘的寶藏？其實他們的人生是可以有更好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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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預防邊青犯罪問題的關鍵：創造反思時間	
	 協助理性反思

邊青各自都有不同的原因，令到某部分選擇犯罪這條路，會否離開犯罪之路或何時才會

離開，往往視乎反思的出現時間。反思時間是一個反思的時刻，邊青會趁機進行理性化

(rationalisation）的過程，當中理性（rationality）的產生是經由計算不良行為帶來的風險

(risks），衡量得失後，為着避免風險和獲取更多利益，於是爭取時間去制訂另一種人生模式

(lifetime pattern)75。因為這個理性化的過程涉及整個人生的發展目標，所以預防的政策必須

能讓青少年考慮到長遠的人生方向75。然而，理性化的成效與年齡有密切的關係，年紀較輕

的青少年未必有能力可以從自身經歷中反思，亦不能有效地從負面的後果中學習，所以他們

需要較多的督導與支援75。

不過，不是每位學業失意的青少年都會去販毒或毆打傷人，正如專業人士4所言，不一定每位

邊青都會走上犯罪的路。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們在衡量風險和計算得失之後，最後決定

不去犯罪。這種臨崖勒馬的決定，需要反思時間出現的時間及理性化過程的配合，在犯罪

與否的交叉點前，可以及時反思成功，但不是每位都這麼幸運的，能在適當時候想得通。

雖然不是每位邊青都可以自動地作出反思，或可以及時清醒地作出理性的風險衡量，但是從

受訪青少年的個案裏，也不乏成功反思的個案。在犯罪被捕後，我們均發現會出現一個或

多個反思時間，這些都是反思的機會（進行理性化過程的機會），去重整人生，計劃將來，

下定決心去過另一種人生模式。反思時間可以出現於人生時間軸的任何一點，可能是於逃學

時期、輟學之後、被捕之前或犯罪之後，藉着某人或某事創造一個反思機會給他們，理性地

思考人生，例如受訪青少年被捕後被安排入更生中心或戒毒所，這些都是反思時間的出現，

或成就契機，寫下生命的休止符，締造一個反思的時間。而當中他們所經歷的環境、接受的

刑罰、經歷的訓練、和遇見的人等，所有接觸或遇到具啟發性的人和事，都能促進反思的

成效。

“	要決定犯罪與否，都要衡量風險，犯罪就等同於放棄自己，當下想起有沒有
重視的人很重要。例如有沒有一個愛他的老師或母親，如果一個能夠聆聽

他的心聲，不單是懂得責備他的母親，那是一個很好的	attachment（依附），

去影響他作不去犯罪的決定。	”
  （專業人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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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夠把握反思時間出現的時機，反思成功，並有相應行動去配合，邊青有機會選擇

離開犯罪之路，過着新的人生模式。例如青少年2被判入更生中心後，他反思到自己要學懂

知足，並珍惜所有，就算現在感到有所缺乏，但只要努力一點將來都可以得到。憑着

這信念，他積極投入更生中心安排的工作，刑滿後，可重新投入正當的工作，並躊躇

滿志，實踐去日本自營小食車的計劃。有另外兩位受訪青少年的反思結果如下：

從自身的經歷中，他們可能會反思到，犯罪奪去了親情、自由和真我，這是不值得的，於是

決心去重建自己的人生模式，然後一直向着人生目標直跑。

然而，不是每一個反思時間的出現，都能成就一個完滿的結局，當中可能會出現反思失敗

(或稱理想化失效），就算反思成功，又可能因着種種原因而有心無力，只好繼續走在犯罪的

道路上。如遇這種情況，便要等待下一次反思時間的出現，再嘗試去改變，例如受訪青少年4

的個案，他第一次刑滿離開沙咀懲教所後，有嘗試做正當的工作，但戒不了吸毒，副作用

令他很易發脾氣，影響工作表現，因被解僱而唯有再次販毒。母親屢勸不果，他更與母親

爭執，並出手打她，他女朋友見狀，只好報警，因而再次被捕，被判入戒毒所。女朋友

因這事與他分手，失去深愛的女朋友的痛，令他決心洗心革面，戒去毒癮，刑滿後腳踏實地

做人。不過，有不少青少年會像受訪青少年1般，仍然受制於毒品的影響，不能自拔，沒有

信心能夠投入正當的工作，於是只好繼續販毒，下一次的反思時間不知何時出現，又不知

能否成功反思，並落實執行新的人生模式。另一種會導致反思失敗的原因，可能是一些享受

犯罪帶來的好處，或在犯罪路上比較發展順利的人，就如一些以成功人士姿態，去教育新一代

販毒者的，他們不會去反思犯罪的後果，因為他們沉醉於犯罪的成果。故此，被捕會是其中

一個反思時間，但沒有被捕，就較難出現這些反思的機會，或許要靠別人主動為他們製造

這些機會。

總括而言，能夠成功進行理性化過程的邊青，他們能夠客觀準確地作出理性的計算。不過，

有時他們可能會接收了錯誤的訊息，例如家庭的不適當教育、學校裏被標籤、黑社會的「成功

案例」等，又或因沒有機會獲得正確的資訊，譬如缺乏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甚少與具正向

“	要多聽家人的說話，不要太易受其他人影響，最重要的是親情。	”
  （青少年3)

“	工作時努力，玩樂時努力。不要太易受別人影響，要活出真實的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依靠人，要靠自己。	”

  （青少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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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人溝通等。這些都會造成對生命失實的計算：過去的經歷會否令到自我價值過低？

會否忽略了自己的優點及技能？會否對達成目標過度悲觀？會否太重視錯誤的評價，同時

忽略了重要的東西？會否過於看重犯罪的得益，而輕視了犯罪的刑罰？表三列舉了處於非理性

與理性狀態下，邊青有機會出現的不同表現。

有見及此，我們要做到有效的預防工作，就必須運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務求將邊青由非理性

狀態轉化成理性狀態，要做到這種有效轉化，條件是他們有足夠的資料，例如有關於自我

能力、自我評價、興趣、可用資源等，從而能夠計算得失，再去計劃自己的將來。借鑑於

受訪青少年及專業人士的分享，我們相信反思時間的出現，會提供一個反思空間以進行理性化

過程，屆時邊青會衡量得失（包括犯罪令他們後悔的事，以及失去的東西、想達到的長遠

人生目標和使命等），重整生命（例如不再做以往錯誤的事情、計劃逐步達到生命的目標、

珍惜人與人的關係等）。但我們不能守株待兔，聽天由命，等待反思時間幸運地出現。為達到

更有效防止邊青犯罪或再犯罪，我們必須主動製造反思時間，並從量與質兩方面出發。

時間上，反思時間最理想是出現得越早越好，但越早便意味年紀越小，故所需要的督導與

支援就要較多，且訂立的目標要越能夠在短時間內實現。量方面，希望每位邊青生命的時間

軸上都能出現反思時間，以接觸到最大數目的邊青為目標。質方面，每個反思時間必須能夠

有效地進行理性化過程，做法可以從活動內容入手，例如能切合邊青的需要、發掘到興趣及

才能、增加學習動機、增強自我價值等，並且能夠把學習與人生的目標及發展連繫起來75	

(見圖二），最終目的都是使到他們重整人生模式，並有效地將之活出來。總的來說，防止

青少年犯罪會以量與質兩個方向出發。下文會參考來自馬來西亞青年和體育部前副部長特別

官員伍玥瑩的個案，見證她如何由一位邊青，到曾經擔任推動大馬青年發展的官員，並以

心理上的自我錯誤評價 自我價值低、沒有自信、容易放棄

技能上的自我錯誤評價 技不如人、學校學習沒有用處

對犯罪的錯誤評價 被捕只是欠運氣、不計後果、得到比失去更多、是成功的捷徑

對不犯罪的錯誤評價 不能達到目標、沒有前途、收入不足夠維持生活

心理上的自我評價 自我價值高、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與別不同

技能上的自我評價 有獨特的優點、能透過學習而進步

對犯罪的評價 令關心自己的人傷心、不是人生的捷徑、刑罰會浪費自己的光陰

對不犯罪的評價 可以安心生活、努力就可以達到人生目標、與關心自己的人建立關係

表三：非理性與理性狀態的不同表現

非

理

性

狀

態

理

性

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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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生命影響其他青少年的生命。

3.4			個案研究–前馬來西亞特別官員伍玥瑩

3.4.1			伍玥瑩的成長歷程：反思時間與反思更生
伍玥瑩曾是馬來西亞青體部副部長特別官員，不少報章曾報道她的成長經歷76-79，原因是她

曾經是一名邊青，與一般被視為「無可救藥」的青少年無異，但是卻成為了「拯救」邊青的

政府官員，致力推動馬來西亞青年發展政策，無論自身的經歷與政策推行上，都別具參考

價值。她的經歷正好成為青少年的借鑑，曾經人生出現迷失的時期，套用我們的說法，

她把握了反思時間的出現，並有效地反思，繼而活出新的人生模式。以下會先簡述她寶貴的

成長歷程（可參閱附件三）。

出身自一個三代都是販毒的黑社會家庭，伍玥瑩自小經常看見警察上門找她的父親，至於

兩個哥哥也染上了毒癮，鴉片就放在家裏的冰箱。從一歲開始，她便由保母託管，周末才會

回家，所以沒有接受適當的家庭管教，與家人的關係很疏離，很少接觸，但慶幸的是，她沒有

因此被家人影響而染上毒癮。加上居住於紅燈區，無論屋內或屋外，都很容易接觸行為不當

的壞榜樣，學習錯誤的行為和價值觀。

在讀書時期，她很容易衝動，經常打架，欺負同學。這些欺凌的行為影響她與其他人的

關係，而經常一起的朋友與她相似，都會時常去打架，被校方認為是壞學生，是校長眼中的

「流氓」。日子久了，她也自認為是失敗者、暴力者，及對社會沒有貢獻的邊青。其實她

從小到大的夢想是做優秀生，但很多原因令她自覺不能夢想成真，內心的挫敗感有時會藉

反抗而宣洩出來。這種情況下，她根本無法投入學校的生活，不能專心上課，不想參與

課外活動，認為學校不是一個值得寄託的地方。最後她和朋友因打架而被停學。

圖二：設計反思時間的兩大重點考慮原則

接觸範圍要廣闊，利用

多方面的網絡，儘量

接觸最大數目的邊青

量 質
切合他們興趣／才能／需求

改善自我能力的認知

訂立長遠的人生目標

協助持續進修及發展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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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輟學之後，她感到沮喪和迷惘，流連酒吧尋找工作，那時她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前途

一片黑暗，曾經想過自殺。就在這人生的重要關口，她遇到生命中的天使，這天使為她創造了

一個反思時間。伍玥瑩被邀請到一間青年發展中心學爵士鼓，認識到一班追逐音樂夢的

同伴，並且透過中心不同的設施與服務，例如閱讀室、品格塑造課程、社區服務等，從中

了解自己，反思生命，發覺自己不是注定做破壞者，也可以選擇做一個有貢獻的人。不過，

另一位被停課的朋友就沒那麼幸運，他沒有遇上生命的天使，沒有出現反思時間，這段日子

不斷徘徊於酒吧與賭場之間，雖然他不喜歡賭場的工作，但自覺沒有選擇，他曾表示自己很

擔心會成為賭徒和吸毒者，這朋友的遭遇令人感到無奈。伍玥瑩選擇了走不同的道路，

她決定復學，決心去重啓人生，雖然復學後曾遇到不少困難，但她卻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去

戰勝難關，跟以前簡直是判若兩人。她主動參與課外活動，並成功獲選為學生警察團體的

副主席。

3.4.2			推動青年計劃：讓邊青經歷更生的過程
從前的經歷令她有深切的體會，無疑她是被拯救的幸運兒，但未必每位邊青都有這份福氣，

這世上還有很多邊青是需要人去主動關心，主動提供機會讓他們反思生命。畢業後幾年，

她在檳城租了一間屋，成立了名為「青年賦能平台」的服務，旨在鼓勵青少年多參與社區

活動，當中他們可以學習各樣的技能，包括智能手機攝影、短片製作、美甲美容、主持及

演說技巧等，這些學習有別於傳統學校的教授內容。這類活動的好處是青少年能找到一個

寄託的地方，並將大部分時間投放於活動中，從學習中能夠了解自己的長處及興趣，也能

提升自我價值。此計劃可說是她推動邊青教育的第一步。

及後她成為特務官員，以政府官員的角色，致力推行「青年啓迪計劃」，於校內外透過

Super Skills for Life（SSL）的方法，去幫助邊青重新融入社會。簡單而言，此項目可分為

四個步驟：第一是幫助青少年重新連接正向的社群，擺脫舊有不好的社群，進入新的圈子，

認識一班新的朋友；第二是重新培訓青少年的社交能力、競爭力、生活技能等；第三是重塑

自我品牌，意思是在新的社群內建立自我形象與價值；第四是協助他們完全融入新的社群，

改變以往的生活模式，過着新的生活80。這計劃比「青年賦能平台」有更多非技能上的支援

和教育，例如建立自信心、面對逆境的心態等，目標群組是年紀比較大的青少年，她計劃

於校內及感化院推行計劃，有望能讓更多年輕人參與。

雖然「青年啓迪計劃」的原意並沒有提及量與質的兩大原則，但從其實踐上，也看到在量與

質方面的果效，作為參考之用。由2019年 8月開始在七個州屬，42所學校及七所感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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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約兩個月已經幫助了700名邊青融入社會。現正是試行階段，預期2020或 2021年

會推廣至全國。政府亦會資助學校及感化院培訓逾千名青年及體育官員成為啓迪計劃的專業

培訓員，在各所屬的機構實踐及推動計劃的發展成效81。學校是一個差不多所有在學青少年

都會聚集的地方，而感化院則可接觸已離校的青少年，接觸的層面就更為廣闊。這些專門為

到培訓邊青的課程，均在平日上課前或放學後舉辦，雖然好像用多了他們的時間，但是卻能

吸引他們參加，並見到果效。

至於質方面的考慮，另一位負責推動此計劃的政府官員，青體部副部長沈志強提及此計劃

涵蓋八個環節，包括健康生活方式、自尊心、感受和想法、感受—想法—行為、管理壓力、

人際關係與社交技能、問題解決步驟，和充滿希望的未來。「青年啓迪計劃」與以往的計劃

最大分別是，培訓內容着重了解青少年的強項、興趣和想要東西，目的是讓他們能找到自我

認同和夢想，發掘自身強項及培養自信心，從而協助回歸社會主流81，可謂為到邊青度身

訂造。

這類邊青教育已經成功協助不少邊青重回正軌，例如有一名成績和紀律都很差的學生，以往

師長只看到他有問題的一面，認定他是「壞學生」，但參加此項計劃之後，他展現了富有

音樂才華的一面，原來他的節奏口技（beatbox）十分出色的，令師長都刮目相看，之後更

安排他參加音樂社團和組織，隨後自信心也顯著提升。他不是特殊例子，也不是千年難得

一遇的奇才。事實上，每一位有類似經歷的邊青，因為成績不佳，就被視為失敗者，又因

操行問題，就被學校放棄，無人看到他們的優點，甚至連自己也看不到81。然而，他們是

有權利去接受適當的教育，而不是被社會所唾棄。

完成此計劃的邊青，都會繼續實踐他們的人生計劃，亦不乏成功的例子。有些已經逐步走去

不同的平台，包括參與青體部可持續願景青年計劃、沙巴組織創意合作伙伴計劃、當地地區

的青年協會等。另外有三位從感化院出來的邊青加入了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可憑着課外活動

的卓越表現，而進入大學繼續升學。此外有一些參與者展示了繪畫、電單車維修、結他演奏

等方面的才華，也有一群來自登加樓的學生開始了小海龜孵化活動，可謂各自開展屬於自己

的燦爛人生。

當年伍玥瑩在迷失中被援救起來，並實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今日她成為拯救者，讓更多人

不需靠着太多的運氣，就可以遇到生命中的天使。無可否認，伍玥瑩有其卓越的才能，

但她不是唯一的一個，事實上，我們看到很多邊青都同樣可以像伍玥瑩一樣，活出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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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原來生命是可以改變生命的（見圖三）。

3.4.3			小結	–	馬來西亞個案研究
馬來西亞的個案別具參考價值，伍玥瑩過往就是一個典型的邊青，經歷慣常邊青的遭遇，與

受訪青少年相似，自小要面對家庭、學校及社會林林總總的問題，曾經被社會唾棄，連自己

也想放棄。但她卻把握了反思時間的出現，成功進行了理性化的過程，並重整人生模式。

她給我們見證到兩方面：第一、只要有適當的支援及反思，的確可以令一個人脫胎換骨的；

第二、個人的更生經歷是可以透過支援措施，複製在其他邊青身上。在政策層面方面，她在

學校及感化院推動的邊青教育，政府帶頭擔當推行計劃的角色，資助學校的配套及導師

培訓，為到邊青的需要而作出改變，成為一個很好的示範。雖然這些計劃沒有刻意表明是

從量與質作為框架，但是卻展現了量與質的效果，廣泛地令到不少邊青成功改變了自己

的生命，提升了自我價值，與新的圈子建立良好關係，各自找到自己的才能，並努力地實踐

人生的目標。	

青年賦能平台

在人生階段（越早越好），透過支援，成功因着個人更生經歷而改變他人的生命，

例如由壞學生成為音樂表演者、受感化邊青成為大學生等。

廣泛邊青的人生模式更新

犯罪前出現反思時間，有效反思，由邊青變成優異生，再出任政府官員，成功

更新人生模式。

個人

青年啓迪計劃+

圖三：從個人到廣泛邊青的人生模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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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關於研究結果的總結

受訪青少年及伍玥瑩的故事，都是獨特的，但又與普遍邊青所經歷的一樣，同樣面對不少

問題和壓迫，一樣存在各種因素逼使他們選擇踏上犯罪之路。每個故事的呈現，都是難能

可貴的，因為都是無私的分享，有血有淚的經歷。從功能的角度來看，別人的故事也可成為

自己的借鑑，藉此反思生命，讓邊青成為貢獻社會的人。

學術上有不少犯罪理論，幫助我們從多角度去理解邊青的犯罪成因，這些寶貴的知識是多年

來研究的累積，經過不少科學的驗證，看出各項因素與犯罪行為在統計上的關係。這些學說

都可有助了解邊青的犯罪誘因，讓我們可以更清晰找到幫助邊青的方向，設計適合的活動

內容，協助其脫離犯罪之路。

要做到有效防止邊青犯罪的工作，我們必須要儘可能接觸每位邊青的生命，在其生命的

時間軸上，創造多個反思時間，越早越好，而越早的時間，需要的支援則更多。至於內容上，

要做到切合他們所需，強化反思（理性化）的過程，讓他們在技能及心態上，都能配合長遠

的人生發展目標，並有能力活出新的人生模式。從伍玥瑩的更生經歷上，我們看到只要有

適當的支援，經過反思過程，是可以過一個新的人生模式，而且這個過程，是可以複製在

其他邊青身上。伍玥瑩以政府官員的身份，推動邊青教育，兩個月內已經可以成功幫助700名

與伍玥瑩和受訪青少年相似經歷的邊青，融入社會，活出新的人生模式。這些計劃無論在

量與質上，都看到不錯的果效。這些經驗都可作為我們的借鏡，從而令到香港的預防邊青

犯罪的工作會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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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要預防工作的成效：量與質方面的考量

4.1.1			主流學校在預防角色上的缺口
要有效預防邊青犯罪，必須從量與質方面入手，務求做到涵蓋面廣，亦能深入協助他們作出

反思。如果要以最低成本的方法，接觸到最大數量的邊青，主流學校一定是最適合的場所，

因為青少年在求學階段，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學校裏度過。但是如果他們已經出現逃學的

問題，甚至乎已經輟學，青年工作者就要花更多資源及時間到處搜尋他們，如面對長期留在

家中的邊青，難度就更加高。可惜，傳統學校大多沒有主要針對邊青的特別課程及措拖，

如上文所述，馬來西亞在全國學校實行的「青年啓迪計劃」，主要服務對象都是邊青，內容

都是配合他們的成長需要而度身訂造，反觀香港的學校教育仍然忽略了邊青的學習需要。

當然香港政府在過往曾推出不少課程改革，希望可以照顧學生多方面的學習需要，目標都

傾向學生的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的能力為主。近年提及的「全方位學習」，就是強調要讓

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讓學生從親身體驗中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

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82。有本地研究指出這類改革是有果效的，其中基層學生的參與度比

整體高，兼且他們不同範疇的進步比一般學生更多，故此鼓勵政府及社會各界支援基層

學生，增加資助，幫助學生的全面發展和認識有關範疇的工作世界83。雖然如此，邊青

實際受惠到這些改革成效的卻不多，正如專業人士3所言，現時的教育改革，好像	STEM	

教育（即是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等，只佔整體教學時間的極少比例，可能上完一至

兩小時的 STEM後，整個星期的其餘上課時間都是有關傳統的學科教學，對邊青來說，

傳統課堂的煎熬仍然佔很長的時間，加上此類教學內容都不是針對邊青的需要，故無助於

預防他們犯罪。其他學習，例如生涯規劃、正向教育等，也可能面對類似問題，即是佔學習

比例太少，以及內容不是針對邊青的需要。雖然這些課程改革可幫助普遍學生發展學科以外

的技能，但其目標都不是為了預防邊青犯罪，也不會以幫助邊青為其評估成效的項目之一，

故此，如果期望這些課程改革能幫助邊青重返學習正軌，或許會較為一廂情願。況且大部分

邊青的學習問題始於小學後期，並開始養成不留心上課和逃學的習慣，回校的時間甚少，

也難以投入學校生活，因此要在校內處理，也不是容易的事。

再進一步去思考，在成績為本的教育制度下，學術科目仍然是比較看重的一環，就算是

STEM，可能說不上是傳統的學科教學，但也可被視為比較新穎的學科學習，最後可能都

走不出學科教學的框架。以往的中學時期，有些學校會設有家政和木工課堂，可惜這些課堂

已經逐漸被取消，餘下仍教授的學校可能屈指可數。但對於學生而言，生活技能也是不可

第四章：香港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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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不排除部分學生可能從這些手作課程得到滿足感，甚至訓練成為將來謀生的技能，

好像馬來西亞青少年學習智能手機攝影、短片製作、美甲美容、電單車維修等技能，或許

這方面的非學科學習的內容，可能會更切合邊青的需要。

傳統的學校較難去做到預防的關口角色，主要問題可能是沒有針對性的教育計劃，切合不到

邊青的成長需要，不能因材施教，結果他們不專心上課，逃學，然後中三就輟學。原因正如

四位受訪專業人士所批評，學校大多太偏重學科教學、教學模式流於單一、沒有空間讓邊青

發展興趣及才能、沒有顧及他們長遠的人生發展及目標、不着重與學生建立關愛的關係，

以及忽略建立正面的自我價值等。

“	人生不只是讀書和工作，他們需要看得到未來，但現在十五、六歲的青年
看不到將來。例如有一個學生，他的興趣是體育，但沒有空間給他發展，

亦要面對很大壓力，最後情緒失控。	”
  （專業人士2)

“	青年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學校，他們放最多時間的地方都是學校。但今天的
教育是	disengaging（脫離）一班年輕人，家長和學校都正在灌輸單一的

價值。他們不能集中精神上課，可以問一問教育局每年有多少學生逃學，

多少學生上課時睡覺？他們在浪費時間。要	engagement（參與）就需要

關愛、關係的建立和期望管理，但現在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疏離，而且學校

以商業的模式運作，這樣便離開問題的根源越來越遠，也將年輕人推得越來

越遠。現在的教育是要人去配合課程，並且學習一些不需要應用的

知識，例如某些數學的公式，那為甚麼不早點出來工作，卻要在學校浪費

時間？	”
  （專業人士3)

“	學校的教育太單一，如果體育方面有天分，但學業成績不好，都沒有機會
參與練習。就算你多才多藝，但學校會更看重你的操行及成績，因為幾十人

一班，要管理好操行，所以才華是好次要的。他們在學校得不到讚賞，又覺得

自己沒有地方比別人優勝。	”
  （專業人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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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不適合某類型的青少年，結果就成為了大眾眼中的邊青。離開了校園，就很大機會

變得更壞。受訪專業人士4表示如果學校做得好，他們很想上學的話，就根本沒有時間去

與一班夜青為伍，如果星期一至五都要上學，他們都不能玩得太夜，也沒有多餘的時間，

可是現在學校留不住他們。結果，非政府組織就要付出很多努力去挽救這群流失的青年。

已離開學校的邊青，自然不能再靠學校做到甚麼，這時就需要非政府組織去支援，但在

量方面的成效就會很低，只能抱着儘量「救得一個得一個」的心態。

4.1.2			群育學校的輔助與限制
根據教育局提供的資料，現時本港共有八所群育學校，當中五所是男校及三所是女校84。

由於群育學校主要處理情緒及行為有問題的學生，基本上其教育方法均比較適合邊青的

成長，在心理及處理問題上都會有一定幫助。有部分受訪青少年表示他們被轉介往群育

學校，在行為改善後，再重返母校繼續學業，但如果日後又再出現問題，又會再度轉介。這種

來來回回的學校生活，可能會對其有負面影響，因為他們要重新適應學習環境、人際關係

及學習進度。雖然如此，群育學校仍然是比主流學校較適合邊青學習的地方，原因是這類

學校會較少學習壓力，例如課程內容會較淺、較少功課，和相對上較少看重成績等。在教學

模式上也比較寬鬆，也較多自由活動的時間，故此邊青會比較適合這種學習模式。再者，

因為群育學校的學生都有差不多的背景，所以會減低因成績差異帶來的挫敗感，老師也不會

特別標籤他們為「壞學生」。另外，師生比例相對主流學校為低，可實行小班教學，更加

能夠照顧每位學生的需要。整體上，這地方可讓難以在主流學校學習的學生，仍然可以延續

其學習生涯，得到較適切的教育，並藉着提升能力，日後可在主流學校繼續升學，或投入

就業市場。

不過，群育學校在量與質上仍然有一定限制。在量方面，群育學校主要靠主流學校轉介

學生，理論上也可減輕主流學校處理其學習問題的負擔，亦可讓學生得到更適切的教育，

但是他們現時存在收生不足的問題。根據審計署的數據，在2018/19學年，八所群育學校

“	如果可以及早介入會最好，早到幼稚園都可以。希望學校可以做到更好的
角色。因為現在	 NGOs（非政府組織）做到的工作，都只是小修小補，加上

離開學校的一群，都已經出現很多問題，我們要做多很多倍的力度才可以

幫助他們，這樣是不夠	efficient（有效率）的。	”
  （專業人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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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的收生率介乎40%至 74%，收生率着實偏低85。出現這現象不是源於需求少，卻是

因着人為的限制，阻礙了有需要的青少年到群育學校學習。有群育學校的校長表示主要原因

可能在於群育學校須由主流學校轉介學生，但基於學校間有爭奪資源的現象，學校普遍不太

願意轉介學生給其他學校86。這種被動收生的方式，會變相影響邊青被轉介去接受更合適

教育的機會。此外，家長抗拒又是另一重要因素，通常學校要不斷遊說家長，但家長會

堅持子女留在主流學校就讀，導致過去五年約 2,000 宗轉介申請中，平均有四分之一被

撤回或沒有入讀，而收生數字由 2008 年的 770 名逐年下降至 2018 年 614 名86,87。收生

障礙是需要解決，使到更多高危青少年得到適切的教育，但這問題涉及學校間的角力，

以及社會對群育學校認受性的問題，難以立即解決。

在質方面，群育學校的課程內容必須根據教育局指引，並教授主流的學科教育。因此，課堂

內容的變動上會較少彈性，如要訓練非學科的相關知識及技能，或培育學生的興趣，則可能要

側重於宿舍的活動，其好處是就讀群育學校仍然有正規課程的資歷認可，但在調適教學內容

以切合邊青需要方面，則較非政府組織較多限制。此外，群育學校須根據教育局的「適應

有困難兒童課程指引」收生88，適應有困難兒童指那些兒童的行為及情緒問題，不論引發原因

為何，妨礙兒童從家庭和學校的一般社交和教育經驗中獲得裨益。除非獲得有適當技能的

人士協助，否則該童的問題將持續存在，而該童在學習過程和社交場合中遭受挫敗的機會，

較成功機會為高88,89。在這指引下，群育學校的學生就不只是邊青，當中還會包括其他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例如讀寫困難、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等，或有些因情緒問題

而入讀，但這類學生又不一定是邊青，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學習需要，所以群育學校就需要

同一時間教育及關顧很多不同類型的學生，如要提供針對式的邊青教育，則非常困難。

除了課程內容之外，教授課程的時間也具決定性。現時群育學校大多只提供數月至約兩年的

課程，隨後學生會再轉回主流學校，使他們能儘早返回普通學校就讀都是其主要目標85。

審計署曾就入讀群育學校的學生留校時間做了統計，於2013/14 至 2017/18 學年期間，

發現修讀短期適應課程的學生中，平均有 41%留校超過一年，並非修讀短期適應課程的

學生中，平均有 46% 留校超過兩年，最長留校七年85。這些數據可能反映出有約一半

學生，他們接受一至兩年間的培訓，未必足以讓他們改變去返回主流學校學習。因此，現時

審計署以儘快讓學生回主流學校為其表現指標，對於邊青的發展而言，未必是最有效的量度

準則。有群育學校校監表示，若果他們未完全改善，就貿然放回主流學校，可能會前功盡廢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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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非政府組織在質方面的支援
在量方面，非政府組織正常難以與學校相比，當然他們可以進入學校場所內舉辦活動，但始終

時間有限，可能一星期只舉辦數小時的活動，很難與學生建立關係，亦要花費很多功夫才會

稍見成效，像專業人士 1的機構也有定期與學校合辦各類活動，但也難敵學校的主流教育

模式，因為前者佔整個學習時間太少。事實上，邊青大部分時間仍要面對學校教育，但不能

融入學習，結果可能都是逃離學校，與黑社會的人為伍。而到輟學階段的青少年，要在街上

尋找到他們，會面對為數少且成本高的情況。此外，要在學校舉辦專為邊青而設的活動，

也可能出現標籤效應或失範同輩傳染，有機會對邊青或一般學生造成反效果。當然，舉辦

場地是學校以外的地方，例如青少年中心，則可減少反效果出現的機會，但同樣未能解決

邊青回到學校，大部分時間仍要面對主流教育模式的負面影響。

不過，非政府組織在質上或許會比主流學校及群育學校優勝，因為他們能夠更有彈性地應對

不同邊青的需要和環境的轉變，活動的設計也可以針對邊青的實際狀況。現行的活動方向

主要都是以提升自信心、自我能力價值、和技能提升等為主，好讓他們了解自己的

價值、才能和興趣，繼而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及使命。這方面，非政府組織的確發展出一套

有效的措施，值得繼續好好發展下去。以下會簡單討論他們在質方面的優勢。

重拾自尊心與自我價值

外國有研究顯示青少年的自尊心越低，就越容易出現犯罪行為（暴力行為除外）90。這方面從

我們與受訪專業人士的訪談中，發現學校教育令到部分青少年感到挫敗，失去自信心，並會質疑

自己的價值和能力，相反外面結黨，黨內成員能夠互相認同，尋回失去的自尊與自我價值。為到

他們可在黑社會以外的地方建立自我價值，例如一些正向的組織（positive organisations），

好像青少年中心、社區服務中心等，非政府組織會舉辦各類型活動，從而針對邊青的心理和

技能方面的需要和發展，增強其自信心和優越感，並從中找到人生的方向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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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品牌效應和獎勵制度之外，也可鼓勵他們完成以往沒有信心做到的任務，此舉可讓

他們重新認識自己，加強嘗試的信心，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提升自我價值。這有助他們日後

勇於面對生命不同的挑戰。

“	我們的計劃主要針對一班被標籤了的青少年，他們覺得自己無用，加上
犯了法，更會排擠自己。此計劃的目的是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和增強自我

價值，並且在訓練中能認清自己的興趣和長處，從而計劃自己的未來。我

們會邀請知名的教練，包括跑步、劍擊、籃球、健身等，以品牌效應提

升自我價值及優越感，令他們藉教練的名氣而引以為傲，並了解到即使富

有名氣的教練，也會去用心教導他們，會感受到被關懷和重視……計劃

會引入電子遊戲的升級制概念，每次達到升級的要求，就會獲得更好的

裝備，例如更好的跑鞋，升級要求包括準時、誠信、能力表現等，這些

要求都不難達到，每次升級時都會提升他們的自信心，也可增加投入感和

學習興趣，及訓練到他們的操守及技能……這計劃能讓警隊嘗試用一個新的

方法，除了懲罰與責備之外，也可以從獎勵和較正向的方法入手。透過

此計劃，有不少年輕人都能找到更有意義的人生，能重返校園讀書，甚至

可以停止服用情緒藥。	”
  （專業人士2)

“	有一個 200 磅的肥仔，他因身體的外型和學習障礙而被欺凌，之後因還
擊傷人而被轉介至警司警誡……初初叫他去跑山時，表現得十分抗拒，

不相信自己會成功，但經多次鼓勵下，終於肯去嘗試，最後他可以完成

這項挑戰。成功之後，他開始懂得照顧較年輕的青少年，亦發掘到他

堅毅和開心的一面，父母表示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如此開心，終於看到他

識得笑，他亦找到自我和團隊價值。	”
“	有一位女孩子，在她出世不久，母親因精神問題而被送往青山醫院。
她從來沒有見過母親，成長出現缺陷，近年因偷竊而被捕。面對這樣的

青年，責罵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我們安排她學習劍擊，學習進展

順利，其後更成為劍擊組的領袖，並提升了自信心及自我價值……教練

是她的學習榜樣，學到正確的價值觀，彌補了家庭教育的不足。	”
  （專業人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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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覺這些以心理及技能為本的活動，對一向自信心和自我價值偏低的邊青，均可以有效

改變他們的心態，從而改善行為。從理性化思考的角度看，他們可以從中了解自己更多，

更正面地看待自己，亦可以重新評估自己，然後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益的決定。

發掘強項與培訓才能

除心理質素之外，對邊青而言，才能及技巧都十分重要。現時以強項為本（strength-based 

approach）的理論被廣泛地採用91，並可應用於教育問題學生92和更生人士93，更有不少青年

機構改用此方法94。強項為本的理念是旨在令到個人可以擁有豐盛的生命，不止於為求生存95，

方法是透過發掘個人最好的質素，那些可能因種種原因而被忽略或遺忘了的天賦，並將之發揮

出來，從而取得最好的成就，將焦點由過往的弱項轉移到強項上，這比起只着重解決個人的

弱項與缺點來得更有效，青少年往往可以藉此提升個人潛在能力，讓他們能夠有足夠力量去

面對將來人生的各種挑戰，並擁有更美好的人生91,96,97。從這理念我們可以看出每位青少年

都有其過人之處，亦有自己的興趣，只要我們令其清楚認識得到，並加以發揮及發展，就算是

邊青或曾犯罪的青少年，都可以找到富有意義的人生。事實上，大部分的邊青都可以擁有比

想象中較好的本質，正如專業人士2所言，社會標籤為「壞分子」的，在他的經驗裏，200人

當中只有10%是真正「壞」的，其餘有九成都是「好」的，這反映出所謂的「壞分子」其實都

不是會做壞事的人。至於真正會做壞事的，他們也不是無可救藥的。只是一直以來的教育，並

不能讓他們看到有才能的一面。確實有不少邊青參加了強項為本的活動後，可以重拾生命的價值。

“	我們的中心近一兩年由以往的問題導向（problem-based）轉做強項為本，
以前只會去解決問題，現在的焦點是去找出他們的長處，令到他們有自信心

及身份認同，使到他們更加強壯去面對將來的挑戰。方法是與他們去玩，

從遊戲中找到自己的長處，並且可以發掘多一點，活動可以是室外或者

室內，可以是跨區活動。例如有一位 18歲的青年，很多正常青年會玩過的

都未試過，帶他去海洋公園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體驗，離開他居住的地區

已經很新鮮，試過就會知道自己的興趣，然後我們再找資源去培育他們，例如

跳舞等。有些會在他們的朋友圈子中舉辦活動，因為有朋友一齊會吸引他們

參加多一點……大部分八成以上（青年）於完成這計劃後，都能夠重返正常人

的生活。我們都會邀請成功的青少年，以過來人身份做義工，他們與新加入

的青年有共同的經歷，溝通上會更好。另外，我們都會叫一班年輕人到社區

表演，讓社區人士知道他們都有長處，不要歧視他們，等他們展現一下自己

的強項，也可以即場教小朋友。	”
  （專業人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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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功的個案中，我們發現青少年是需要適當的引導及協助，才可了解自身的長處，並把握

機會加以發揮。如果美好的人生被認為是一個可以達到的目標，理論上邊青自然就不會選擇

摧毀美好人生的犯罪之路，也許這就是一個預防邊青犯罪或再犯罪的有效方法。現實中，

我們的確見證不少邊青可以從反思中更生過來，再重整新的人生模式。

強項為本的方法要取得成功，必須要視每位青少年的生命都是獨特的，有着與別不同的

價值，有其長處和與別不同的地方，並且願意付出很多耐性與時間，悉心栽培每一個生命。

除了要多了解邊青的需要，然後設計出針對性的活動外，時間是另一項關鍵因素。

全天候教育及好榜樣學習

要改變一個人的生命，是需要付出很多時間。尤其是對於自制能力較低的邊青，就需要更多

額外的督導，才可扭轉其生命。24小時全天候教育對於某類型的邊青是有幫助的。好處是

可以立即改正錯誤的行為，減少在外面學壞的機會，以及與導師建立緊密的關係，成為他們

學習的榜樣。一個學習榜樣對於青少年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有邊青加入黑社會後，靠販毒

賺取了「第一桶金」，新加入的希望依樣葫蘆。壞的榜樣就影響了誤入歧途的青少年，

相反，好的榜樣卻能成就未來傑出的青少年。

“	除了體育外，音樂及藝術也能改變他們，有些青年可能經過跑步訓練後，
發覺自己原來不喜歡跑步，但至少也嘗試過，亦了解到自己的取向。例如有

一位青年，他跑步很差，但有個馬拉松比賽給機會年輕人去到歐洲，他就跟

着一個團隊去攝影，整個比賽維持數天，他們就日以繼夜跟着選手，不但

不覺得辛苦，還很享受整個過程，並拍下很多珍貴的照片，這些照片得到

很多選手欣賞，爭相搶購，因為這些照片可以幫助他們改善跑姿。他開始

意識到，興趣原來可以發展為事業，更加可以激勵他們繼續努力鑽研。他

以前因口吃而缺乏自信，但經過一年的時間，他可以滿有自信地接受電台

訪問，發表意見……其他青年都可以發掘到自己的興趣，畢業後，成為出色的

音樂家、攝影師等。	”
  （專業人士2)

“	有些年輕人會記得好愛他們的老師，以前他們逃學，有老師會專程開車
去接他們上學，他們會很記得對他們好的人，有	significant	others（重要的

他人）很重要。	”
  （專業人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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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全天候為邊青服務的機構，不能同時照顧太多邊青，否則難以監督及建立關係之餘，

更有較大機會產生失範同輩傳染效應46，結果他們互相學習失範行為，弄巧反拙。不過，

此項服務花費在每位邊青的成本相對地會提高，不是一般機構能夠負擔。成本效益方面亦會

有不少討論，整體社會或許未必會有共識於應否花龐大的費用在邊青身上，甚至比資優生

還要高的費用，故要求政府撥款亦有一定難度。就專業人士3的經驗之談，坊間有某些大企業

會很樂意捐款支持，或許比要求政府來得容易。

4.1.4			小結	–	主要預防工作的成效
要有效預防邊青犯罪及再犯罪，就要從量與質方面入手。從量方面，投放最少的資源就能夠

接觸最大數量的青少年，主流學校無庸置疑是一個最有效的場所。不過，綜觀現今學校的

教育政策，暫未見有專門為邊青而設的大規模計劃。縱然有不少教育改革，但都不是為到

解決邊青的問題而設，當然某些邊青可能會從中得益，例如課程改革可能會引起某些邊青

重拾學習興趣，不過可能為數甚少，比較難寄望會突然間有大量邊青因此而改變。再者，

香港教育的大氣候仍是以學科教育為主，單一的學習模式仍然會令某部分青少年跟不上學習

進度，或許他們不適合這類學習模式，看見成績每況愈下，就較易傾向自認是失敗者，的確

有部分學生會自覺不適合學校的學習生活，繼而中途退學或輟學，很容易會被標籤成為

「讀不成書」的人，這班學業失意的青少年就好容易會聚集一起，或加入黑社會，更有機會

做出非法的行為。因此，學校在預防邊青犯罪上可能有缺失的地方，以致未能完全有效地

做到把關的角色。整體學校教育模式不變，也很難寄望社工或其他團體，可以在學校裏做到

很具影響力的支援及改變。

原則上，群育學校的學習環境相對上是較適合邊青，但因着各方面的限制，令到在質與量

方面未能發揮到最好，結果它在量方面比主流學校較遜色，但比非政府組織較佳；在質方面則

比主流學校為佳，但比非政府組織較欠缺彈性。至於現今的非政府組織為了支援邊青，需要

“	現在可說是沒有一間中學有寄宿服務，我們是僅有的一間，他們長時間與導師
接觸，建立良好的關係，亦能接受長時間的指導，透過另類的學習體驗，

重新建立自信……對於一些迷失了的學生，他們的家庭不完整，父母提供不到

適當的教育，如單靠社工很難做到，因為社工被時間局限了他們的工作，所以

我在九月會開一間學校，會24小時去教導他們，彌補父母的不足。他們一起

生活，建立起一個社群，一起受訓，一起學習，會彼此照顧。	”
  （專業人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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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很多資源，主動周圍尋找他們的足跡，繼而給予適當的服務，成本會比學校為高。如果

他們進入學校舉行活動，則有持續時間上的限制，亦有機會因學生被標籤而造成反效果的

危機。相反，在中心舉辦的活動可避免造成反效果，但時間的限制問題仍然存在。此外，

非政府組織在質上或會較為優勝，主要是因為設計活動的彈性，以及可以為邊青度身訂造。憑着

前線接觸邊青的經驗，他們很了解邊青的需要，能以多元化的活動內容和學習模式，助他們

建立自信心及培育才能，並耐心地引導邊青作出反思，重整自己的人生模式。下一步，我們

應該將這些到位的支援活動，更加有效地發揮出來。（總結學校與非政府組織在支援邊青上

的優點及限制可參閱表四。）

優點 限制

主流學校 •	 低成本接觸大量邊青 •	 學科教育為主

•	 單一化教學模式

群育學校 •	 較少功課、成績和同輩壓力，減少挫敗感

•	 較少在校內被標籤

•	 較多元化的教學模式

•	 師生比例較低

•	 更多自由活動的時間

•	 收生問題

•	 仍然以學科教育為主

•	 以兩年時間為表現指標

非政府組織 •	 能有彈性地舉辦不同活動

•	 能設計針對邊青需要的活動

•	 在不同場所尋找邊青的高成本

•	 只能偶爾到主流學校舉辦活動

•	 較難於學校舉辦針對性的活動

•	 參與中心舉辦的活動在學習時數上也與

主流學校的傳統教育模式差太遠

			表四：主流學校、群育學校與非政府組織在支援邊青上的優點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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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理想與現實：預防工作的困難

4.2.1			理想的預防工作
青少年在每個人生階段，都會遇到不同問題，或許會導致他們慢慢變成邊青，某些更會選擇

走上犯罪之路。理想總是完美的，如果我們可以於每個問題出現的時間點，適時地提供

支援，由家庭、學校和社會三方面配合，提供所需的教育，且給予一對一的教學，完全度身

訂造的課程，一定可以有效地達到最理想的教育目標，原則上是不會有青少年選擇去犯罪的

(可參閱表五）。不過，現實上我們有太多限制，妨礙預防邊青犯罪的工作，最明顯的是資源

限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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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 學校生活 中三輟學 現在及將來

天生性格問題：
•	容易衝動犯事
•	欠缺自制能力

課程內容問題：
•	課程太深，製造挫敗感，
沒信心達標

•	課程太淺，沒滿足感，
失去學習興趣

•	與社會應用或職業脫節

入社團/結黨問題：
•	需要有同伴
•	學習犯罪技巧，從中獲得
成就感

•	為了得到認同和接納而
跟着做犯罪的事

重新投入社會問題：
•	毒品影響身心機能，難以
適應工作環境

•	找不到自己特別的優點，
或想達成的人生使命

家庭問題：
•	缺乏適當的管教
•	有壞榜樣
•	家人關係差
•	家境貧困

欺凌問題：
•	欺凌者與同學關係不好，
在學校被標籤

•	被欺凌者害怕上學，
不能投入學習生活

就業問題：
•	只能從事低職位的工作，
收入不高

•	犯罪可以少少付出，但
獲得豐厚的回報

•	在黑社會晉升容易，很
快就會被委以重任

就業問題：
•	工作場所被歧視

課外活動問題：
•	欠缺與自己興趣或才能
相關的活動

•	負擔不起參加課外活動
的費用

•	以學業成績衡量入校隊
的資格

校方問題：
•	忽略成績差學生的需要，
令他們覺得被忽視

•	標籤有問題的學生，令
他們更認同自己是問題
學生，亦促成同學間的
互相排擠

•	大班教學，師生關係
疏離，尤其是「壞學生」

理想：
品格塑造課程、家長教育、
家庭探訪與輔導

理想：
小班教學、多樣化的教學
方法和才能培訓、全人發展
課程、增加發展興趣的
機會、活動費用資助、長遠
的生涯規劃、增設職業相關
的訓練給邊青、培訓教育
人員處理邊青的技巧	

理想：
與正向的組織重新建立
關係、多元化的才能培訓、
職業及進修諮詢和輔導、
長遠的生涯規劃、戒毒
服務、邊青的正面社區
教育、專為邊青而設的
聚集場所

理想：
戒毒服務、多元化的才能
培訓、職業及進修諮詢和
輔導、長遠的生涯規劃、
接納更生人士的社區教育

現實：
•	家庭關係複雜
•	難以改變家長的習慣
•	很難找到家長／	
			監護人參與

現實：
•	教育資源有限，難以
增加非學科活動和針對
邊青需要的教學資源

•	難以改變整體的單一的
學校教學模式及着重
學科的教育文化

•	對較年輕的邊青需要
更多督導，但資源缺乏

現實：
•	難以尋找離校學生
•	要加倍力度與資源去
改變遭遇不快經歷的
邊青

•	無論物質與心理上，販毒
與加入黑社會的引誘
太大

•	社區接納不是一朝一夕

現實：
•	比起被捕前更難去改變
•	適應新生活模式的困難
•	需要長時間去解決對
更生人士的歧視問題

每個人生階段的現實與心理狀況	

表五：理想與現實：介入邊青生命階段的預防工作

出世																																學校生活																								中三輟學																								現在及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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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預防工作的實際困難

理論上，家庭教育對於青少年會否守規矩，有着一定程度的關係，有中學校長建議家長可多

與子女溝通，了解及協助其紓緩壓力，同時教導他們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自尊心及抗逆力，

鼓勵他們擴闊社交圈子，以淡化來自朋輩之間的誘惑，例如引誘吸毒98。不過，要從家長

教育入手不是一件輕易的事。雖然有不少團體嘗試加強家長教育，利用家庭單位去管教

青少年，但都困難重重，原因是家長本身不是容易會被改變，他們既有本身多年來習慣的

行為模式和固有的價值觀，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改變，尤其當父母本身有黑社會背景時，就

更加難寄予厚望。此外，對於生活於家庭關係非常複雜的青少年，就可能連一位「家長」

都找不到，那又如何去做家長教育呢？這些青少年可能是出身於單親家庭，甚至是無父無母

的家庭。正如專業人士 4表示與家庭合作是一個更有效的方法，但比較難去實踐，原因

除了家長的思想已經非常根深蒂固之外，她曾經遇到一個邊青，他自小離開親生的母親，

跟了後父生活，之後那後父又離婚，又跟了另一個後母。如此複離的家庭關係，又怎樣做好

家庭合作呢？在這情況下，就好像順理成章由學校背負起教育的責任，但是學校教育本身都

出現問題，須作出重大改革方能成事，而改革要成功卻着實不易。

主流學校必須作出整體教育模式的改變，方可減少邊青在校學習的困難。根據之前學術理論上

的討論，理想的學習情景是每位學生都能接受適合自己的教育，在學習上取得滿足感，各

學生均可在學科或非學科範疇上一展所長，全部都能投入學習，或許邊青就不會出現。

但現實上卻不可能發生，邊青仍然會出現。事實上，現時大部分中學均有正視毒品問題，

例如參與保安局禁毒處開展的「健康校園計劃」，讓學生認識毒品的禍害，也培育學生

及家長有關抗逆力及親子關係等99。此外，禁毒基金撥款資助的「參與體育、拒絕毒品」

計劃，目的是讓青少年透過體育活動去強身健體、建立社交圈子、增進人際關係，及培養

合作精神，藉着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助他們遠離毒品100。這類計劃的確會對整體學生遠離

毒品有一定幫助，但是對於邊青而言，這些短期式的教育也難敵在校外認識的黑社會朋輩的

影響。要有效幫助邊青，可參考馬來西亞推動的「青年啓迪計劃」，發展一個規模龐大的

邊青教育計劃，專責培訓邊青成為可造之才，在學校和感化院內，於課餘時間，長時間地

用非傳統的教育學習模式去培育他們學科以外的技能，並協助其融入正向團體和建立新的

生活模式。不過，香港要成功推動此模式並不容易，需要達到社會共識，認同非主流學生的

價值，認可邊青在貢獻社會的能力，並調配各界資源去支援和培訓，這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情。再者，現今教育人員已經要面對龐大的教學和行政壓力，未必有太大空間去承擔更多的

責任。結果被忽略了的邊青，從學校流失了，最後交由非政府組織去承擔。雖然量方面的

原則是以最少的資源，接觸最多的青少年，學校無疑是首選的地方，不過學校的工作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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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大，加上整體的教學文化（如學科為主的教學、單一的教育模式等）難以一朝一夕就可

改變，故此只能儘量調配可用資源，在現行的學校政策和教學內容上加添少許元素。另外，

群育學校可擔當支援的角色，但如上文所述，他們也要面對很多限制。

非政府組織專責為邊青提供的服務，在質方面大致能達到理性化反思效果，例如透過不同

方法，他們可以了解自己（自我價值、興趣及才能）、裝備技能、找到人生目標及意義、制訂

達到目標的可行計劃、設計新的人生模式，和把計劃實踐出來。這樣他們可以再思考選擇走在

正路所得的及犯罪所失的，權衡利弊，理性地選擇最適合的人生道路。在這過程中，儘量

減少會令他們犯罪的機會，阻隔接收錯誤的訊息。對於比較年輕的邊青，則要給予更多的

支援，設立比較短期及易達到的目標。儘管這方面能達到一定的果效，然而他們亦要面對

高成本的限制，第一項高成本是有關服務對象：趁青少年還不至於感到挫敗的時候，建立

及栽培是較容易的，但當他們已感到自卑及沒有價值時，就需要花費更多功夫，方能消除

這些負面的想法，並重建失去的自我價值。普遍來說，雖然受訪專業人士對何時介入的意見

不一，有些傾向幼稚園時期，有些則遲至初中，但大家都有一致贊同的地方，就是要在他們

被挫敗前介入，這才是最理想的做法。正如專業人士4所言，當青少年去到離校的地步，

他們通常已經出現很多問題，對於支援的機構來說，做到的只是小修小補的工作，要付出更

多倍的力度才可幫助他們，這是不夠效率的。第二項高成本的原因是難以尋回離校青少年，

每位於香港成長的小孩，正常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校裏度過，所以在他們離校之前，

還接受學校的教育時，給予適當的教育是最理想的。當他們不再回校，就像大海撈針，

逐一找回四散失落的每根針，是強人所難的。在有限的資源下，不能做到一個都不能少，

卻只能做到找得一個得一個。再者，數十年前，公園是他們普遍聚集的地方，但現今越來

越多隱蔽青年，他們大多只在家上網，這更會增加尋找工作的困難。

在社會的層面，對於邊青與有犯罪紀錄的青少年，歧視仍然存在。好像青少年2曾表達有時

會因在職場受到歧視而不開心，但都找不到解決方法，只好找人訴苦或忍耐一下。有外國

文獻顯示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與犯罪行為互為相關，可能是因被排斥而去犯罪，

也可能是因犯了罪就覺得被排斥101。排斥也可與公民權利有關，當中涉及主要的社會活動參與

和就業機會102，對於一直被貼了「壞人」標籤而成長的青少年，他們要融入主流學校與合法

的工作場所，甚至參與社區活動和公民服務，或許會有心理障礙。這種歧視風氣是需要

透過社區教育來潛移默化改變大眾的想法，讓大眾明白他們人生中經歷不少挫折，也遇上

許多引誘，故此曾經誤入歧途，不過如給予他們機會，是可以改過自身的。再者，他們都會

有某些個人的潛能及優點，只是可能未找到適合培育他們的方法。故冀望社會能有多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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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並且可動用更多資源，一同為青少年建設適合的成長環境，防止青少年日後會成為

邊青，增加犯罪的機會。社區教育必須多元化及持久，這也涉及到資源與時間的問題。如果

社會都視他們為「沒有社會貢獻」與只懂破壞的一群，同心支援的聲音仍然會被遮蓋，微弱

的聲音很難改變社會大眾，也難言作出甚麼改革。

4.3			對香港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總結

最理想進行預防工作的場所就是學校，由低年級做起，可以接觸的人數最多，並且配合適當

的督導，也較容易令到邊青作出改變。可惜，現時香港還未有專責為邊青而設的教育政策，

也未見傳統的學校政策上，有任何針對性的部署。在量方面，學校是較為優勝，但在質上卻

不及非政府組織。當然，我們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亦有不少改革可以計劃，但現實上卻存在

很多限制。可是邊青的問題是不容忽視的，所以關鍵是我們能夠計劃到一些切合香港的現實

情況，讓社會重視邊青的問題，又能夠在量與質上多考慮，切切實實地做到有效預防邊青

犯罪的支援工作。

總的來說，實際上我們會遇到以下的限制：

•	 家長方面：難以改變家長的教育方式，或許連專責的家長或監護人也沒有

•	 主流學校方面：龐大的學科教學壓力和資源分配困難，較難去額外處理邊青問題

•	 群育學校方面：收生數目和學生類別、課程內容，和資源分配的限制

•	 非政府組織方面：面對高成本問題，須付出很多時間去尋找目標和改變其行為，加上

能夠接觸到的邊青數量相對有限。若果是已輟學的邊青，更加可能會傷痕累累，甚至會

泥足深陷，支援的難度會更高

•	 社會方面：偏向不認同邊青的價值，難以動用更多社會資源，或會歧視邊青

因應各方面的限制，預防邊青犯罪的工作較難達到最理想的果效，但可以儘量改善以達到

更接近理想。接着，我們會嘗試在這限制的框架內，作出較為務實可行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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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以「高危青少年」一詞，泛指一些有較大機會演變成邊青或已經是邊青但未犯罪，

正就讀於小三至中三的青少年。他們的特徵是普遍在適應學校生活出現問題、不能投入學校

生活、喜愛在街上流連、不留心上課、經常逃學、和成績欠佳等。政策建議會主要針對高危

青少年，原因是發現他們大多由小三開始會出現學習問題，我們希望可以儘早為其提供適當

支援及教育，不要在其傷痕累累和泥足深陷時，甚至已犯罪或被捕時才出手，這樣支援會

相對容易，對他們的成長也較好。要落實執行有效的預防青少年犯罪措施，我們須面對

並回應四個主要問題，否則，預防措施只會事倍功半：第一、主流學校教育對高危青少年的

困擾，導致挫敗感；第二、群育學校在收生上出現限制，使到部分高危青少年不能順利轉介

以接受更適切的教育；第三、輟學後較難接觸大數目的高危青少年，令到部分得不到足夠

支援；第四、非政府組織在支援持續時間上的限制，使到其果效難以延續。以下建議會

從三個大方向出發：首先我們要把反思時間的出現時間提前，理想的出現時間是在人生階段

的「小學」及「中三輟學」之間；其次是儘可能將某類學生接受傳統教育的時間比例減至

最低，相對地為其而設的支援活動提升至最高；最後，在特定場所內進行長時間的支援

活動。這三大方向都包含量與質的概念，目的是接觸最大數量在傳統學習上出現困難的

青少年，並且在理性反思上提供足夠支援。至於政策建議的目標可分做三方面，第一是給在

主流學校學習有困難的高危青少年，一個相對上有意義的學習經驗；第二是協助他們日後

可以有在主流學校升學或就業的能力（心理及技能上）；第三是讓他們在社會上得到更多接納

及發展機會。最終結果希望減少高危青少年演變成邊青的數目，並且更了解及相信自己有

能力去走一條比犯罪更有意義的道路（見表六）。	

第五章：政策建議

四大問題 1.	 主流學校教育對高危青少年的困擾，導致挫敗感

2.	 群育學校在收生上出現限制，使到部分高危青少年不能順利轉介以接受更適切的教育

3.	 輟學後較難接觸大數目的高危青少年，令到部分青少年得不到足夠支援

4.	 非政府組織在支援持續時間上的限制，使到其果效難以延續

三大方向 1.	 提前反思時間的出現時間，理想的出現時間是在「小學」及「中三輟學」之間

2.	 儘可能將主流教育的比例減至最低，相對地將為高危青少年而設的支援活動提升至最高

3.	 在特定場所內進行長時間的支援活動

三大目標 1.	 提供一個相對上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2.	 具備在主流學校升學或就業的能力（心理及技能上）

3.	 在社會上得到更多接納及發展機會

期望結果 希望減少高危青少年演變成邊青的數目，並且讓他們更了解及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走一條比犯罪

更有意義的道路

		表六：四大問題、三大方向、三大目標和期望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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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3＋1	平台：三個特定場所及一個網絡綜合平台

為着以更有效的方法去回應四大問題，並在有限資源底下，達到三大目標及期望結果，我們

建議從三個特定場所推行預防措施，從而儘早支援高危青少年作出有效的理性化過程，減少

日後演變成邊青的機會。這三個場所分別為主流學校、群育學校，和共享中心。另外，我們

建議設立一站式網絡綜合平台，與社會各界共享資源。以下會逐一介紹。

5.1.1			平台一：主流學校

提供針對式教育和支援活動

主流學校是首個建議實施措施的地方，因為這是高危青少年熟悉的環境，減少他們因重新適應

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亦可直接協助他們融入現時的學習環境，增加其對母校的歸屬感。

主流學校一貫單一和學科主導的教學內容，確實會導致有一批學生會取得成功，但同樣會

不切合某部分學生的成長需要，會感到挫敗而否定自己，也不會覺得努力學習可以改變

將來。如果我們可以制訂配合他們需要的課程內容，對於高危青少年的成長肯定有莫大

幫助，可以適當地培育才能，讓他們學以致用；也能因應自己的才能，去思考前途，計劃

未來，並迎難而上，向着人生目標奔跑。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反思過程，明白自己有價值，

就會避免做一些對生命有所耗損的事情。

為着能減少他們接受不適合的傳統教育，並能集中透過適當支援活動及針對式教育，發揮

理性化的作用，我們建議校方可以安排高危青少年為期最少三個月的針對式教育。這段時間

內，他們會暫停接受傳統的教育模式及教學內容。透過不一樣的教育模式，重新建立學習的

信心及動力，也可發掘到興趣與才能。在完成針對式教育後，可以有明確的發展方向，當中

亦可學習一些應對日常困難的技巧及提高心理質素，以助其在校內建立良好的朋輩及師生

關係，也可有足夠信心及能力去面對日後的挑戰。

課程內容上可特別加強社交、情緒及危機管理元素。對於某些有性格缺陷的高危青少年，可

建議協助他們多學習社交和情緒管理技巧，以便其與別人建立良好關係，避免一時衝動，

做出過度激烈的行為，並且能冷靜面對及處理困難及危機，也可有信心及能力去面對各種

挑戰，在危急關頭作出正確的決定。這類課程以學以致用為主，建議採用個案示範和模擬

情境，切合青少年在不同場合會遇到的真實情況，包括校內欺凌、與家人爭吵、和面對黑社會

分子等問題，引導其反思。教育方法須較互動和有趣味，以吸引其專心學習為佳。主流學校

亦可將現時的德育教育內容放於針對式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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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排也可以多舉辦與青少年的聯誼和親子活動。由於高危青少年在學校遇到種種問題，

會令他們想反抗或逃避，情緒上受到影響，或許會被標籤，感到被忽視或被排擠。校方可以

為他們創造建立關係和彼此了解的機會，老師和同學都可以關心和接納他們，亦可在困難時

提供支援。在主流學校的相關活動可以是校長或輔導主任早餐會、校友學兄學姊同行計劃、

家長及子女關係教育等。藉着更多相處和溝通，他們可以對學校更有歸屬感，亦享受到更正面

的學習環境。在情況許可下，也可考慮邀請家長參與，雖然如上文所述，家長是比較難介入

作支援的，但亦不排除有一些家長有潛力被培訓，繼而改善家庭教育與親子關係，所以在

家庭情況許可下，也可多讓家長參與相關支援活動。學校也可考慮加強校友參與活動，例如

邀請曾是高危青少年的畢業生，但在社會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分享一下他們的心得。此外，

學校可舉辦服刑人士或已更生的青少年與高危青少年互動的活動，讓他們明白誤入歧途的

風險，也令服刑人士感受到社區的關懷。現時都有類似的活動舉辦，例如有小學與獄中

囚犯做筆友的活動，小學生對獄中生活產生好奇，會問很多問題，有時更會寫一些鼓勵性的

說話，別具啟發性與反思意義，例如「你為甚麼會進監獄？」、「希望你未來不要報復告你的

那個人！」、「不是每個人經過黑暗後就會見到光明，但我相信你未來會努力成為一個對

社會有貢獻的人」、「出獄後不用害怕別人對你的眼光，因為社會總有一些人會相信你是認真

改過，所以請你不用灰心」等103，這些都是由小學生寫出來，可見他們從中會有所體會，

同時亦令到囚犯感到被關心及鼓勵，也藉此作出反思。不過，當中要小心監察互動的情況，

以防有不正確或傷害性的訊息互傳，造成反效果。此外，學校也邀請高危青少年參與一些

藝術創作，例如有小學曾舉辦了一場戲劇，由一班四至五年級的學生主演，負責老師將一宗

真實案件設計成戲劇，讓學生體會案中不同角色的感受103，這都是很好的集體創作與共同

參與的機會，也有反思的作用。

雖然學校有其好處，但都要注意一些負面的影響，例如高危青少年會被加強標籤，或與一般

同學的關係更疏離等。此外，若果他們已經非常抗拒學校環境，或已經嚴重被標籤，人際

關係亦十分惡劣，甚至經常曠課或逃學，嚴重抗拒依附學校，那麼在學校提供支援則未必是

最理想的做法。就此或許要借助其他平台，令其重新建立人生方向，然後才想辦法讓他們

返回主流群體。另外，家長可能是另一阻礙，未必容易說服他們讓子女暫停主流教育，並接受

一些較為另類的教學模式。這方面要校方與家長多溝通協調，亦要多向家長教育，宣傳針對

式教育的好處。最後，為了減低老師額外的工作壓力，也為着高危青少年得到相對較專業的

支援，學校可邀請非政府組織的專業人士駐校，以便提供為期較長的針對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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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平台二：群育學校

增加學生轉介和延長修讀時間

第二個特定場所是群育學校，傳統上這是一個適合高危青少年發展的地方。然而，其本身的

限制必須要先解決，才可更加有效地提供支援。我們建議可以按個別情況需要，適當延長

就讀的時間。現時的標準是修讀短期適應課程的學生預計可在入讀後三個月至一年內離校，

而學生原先就讀的學校可保留其學籍104，這做法可鼓勵不願減少學籍的主流學校轉介學生，

增加學生被轉介的機會。雖然短期適應課程可紓緩部分收生問題，但在學習時間上會更加

緊迫，這都有機會導致勉強將學生送回原校的不理想情況。我們建議可按學生的情況作特別

安排，例如延長就讀時間，或在最壞的情況下，可直接轉為群育學校的學生。這方面需要

主流學校及群育學校之間就每位學生多作溝通及商討安排細節，仔細跟進及評估個別的成長

進程。為了協調雙方的期望，我們建議可制訂彼此認同的評估機制，以學生表現為依歸，

商討最有利於學生的不同方案。至於並非修讀短期適應課程的學生，則預計大多可在兩個

學年內有顯著改善並可以離校，可惜根據審計署的統計有接近一半未能在兩年內改善85。

有見及此，群育學校應可更有彈性地按學生的情況，作不同的安排，例如他們可留校超過兩

年，如仍然不適合返回主流學校，則可用群育學校學生的身份報考公開試再繼續升學；若果

不想繼續升學，可協助他們就業，不用急於強迫他們滿足返回主流學校學習的目標，而群育

學校也無須刻意為滿足審計署的標準而構成壓力。

其次，我們建議須要改善收生不足的問題。現時短期適應課程可能因宣傳不足，儘管可暫時

解決主流學校因不想失去學生學籍而拒絕轉介的問題，但不少主流學校仍然沒有參與，導致

收生依然不足，故此政府要加大力度宣傳及鼓勵主流學校轉介學生參與短期適應課程。家長

意願是另一重大阻礙，我們建議政府要多展開家長教育，以減低家長的抗拒感，鼓勵其子女可在較

適合的學習環境中學習。主流學校、群育學校及家長教師聯誼會可加強合作及溝通，在轉介方面

達到共識，並提供更多相關資訊予家長。若果有家長拒絕轉介子女到群育學校，則可由社工

主動跟進，與家長多作溝通，希望減低他們的抗拒感。此外，如要大眾更加接受群育學校的

認受性，政府也須積極檢討其銜接更高年級課程及資歷認可的問題，並多宣傳群育學校的學生

在各方面學習的成果。以往偶爾會有一些群育學校的專訪，例如有老師稱讚某學生以前成績

很差，又時常打架，但現在他勤奮好學；或有同學沒有再在上課時睡覺等105。這些都是在

學習上有明顯進步的例子，群育學校可嘗試將學生的成長故事結集起來，透過不同媒體發放

訊息，讓大眾可以對群育學校的教學及學生的經歷有更深入的了解，這都有助於提高認受性。

希望社會各界可以減低對群育學校的標籤，讓高危青少年可以繼續透過學習去達到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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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與高危青少年可能有不同的學習需要，現時群育學校在資源上難以

兼顧太多不同學習問題的學生。曾有群育學校校長表示師生比例是1:15（現時是1:12），但如

遇到學生有情緒問題，便要即時分開處理，於是一班可能需要兩位老師，人手上實在不足105，

而資源上的問題是一直存在，多年來也沒有太大改善。我們建議政府可增加資源給群育

學校，在師資培訓、人手增聘及設備裝置上，都可以更加迎合到各式各樣的學習需要。期望

群育學校可將師生比例維持於低水平，營造更關懷的校園環境，與每個學生建立更緊密的

關係。

5.1.3			平台三：共享中心

一站式發展支援和一對一關係建立

第三個是一個全新為高危青少年而設的共享中心。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場所，目標是吸引高危

青少年主動去到這地方聚集，避免由主流學校轉介上的限制，也減低他們在街上結識黑社會

的機會。當然中心也會接受任何學校轉介的高危青少年，或經家人、朋友或青少年工作者

邀請，但基本方針都是以吸引高危青少年主動進入中心為主。他們可能一開始只是想找個

地方一起玩樂或消磨時間，然後透過職員或義工了解及關心，再慢慢建立關係。除了玩樂

設施之外，其他吸引他們的可以是免費的小食和住宿，住宿的長短可按個別情況安排（評估

指引可參考下文）。在建立良好的關係後，他們就會被鼓勵參與各類課程和活動，並且從中

反思生命，重建自己。這套運作模式是一個「先聚集，後分組」的概念，意思是先吸引一班

高危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再藉着關係建立，按個別需要分為不同小組，接受不同的針對式

小班教育，高危青少年與職員或義工的比例儘量做到一對一，好處是增加互動，能夠照顧

個別需要，也較易控制，避免因群體效應而有機會產生的負面影響。

現時坊間有不少青少年中心，均有提供玩樂設施、指導和輔導、支援計劃、發展及社交活動、

社區參與活動，和住宿服務等106,	 107，而這共享中心會沿用青少年中心的理念，繼續發揮其

成果，同時亦結合群育學校的優點，就是能夠提供正規學習課程，以滿足九年普及基礎教育

的要求，使到這班高危青少年可以完全離開主流學校，專心在共享中心取得學歷認證，以供

他們繼續升學或就業之用。除了一套更整全的學習教學之外，共享中心亦會增加就業及進修

配對支援，令他們更易銜接日後的進修及就業選擇。此外，共享中心另一特色是做到一對五

以下比例的關顧及教育，最理想甚至可以做到一對一，每位高危青少年就可以接受度身訂造

的學習內容，提供到最適切的支援。共享中心亦會開放資源給各團體租用，以方便一些資源上

較缺乏的單位仍然可以利用共享中心的資源，去提供適當的支援給高危青少年。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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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共享資料庫，當中會有豐富的僱主及教育機構資料，以供配對之用，亦會

營運網絡綜合平台，旨在做到與社會各界有緊密聯繫，並作適當的公衆教育。以下會詳細

介紹各項支援措拖。

5.1.3.1			吸引高危青少年的設施
為了提升吸引力，共享中心會提供各式各樣高危青少年喜愛的設施，例如音樂器材、網上

遊戲、塗鴉牆壁、滑板場等，開放時間是24小時，在他們普遍喜愛的深夜時間，也可開放

自由使用。設施參考現時非政府組織提供的設施，例如可連接網上競賽的室內單車，與世界

各地的選手比賽，好玩之餘，同時可發展對單車的興趣與才能。高危青少年或偶然想進行較

文靜的活動，共享中心會設有閱讀室，開放讓他們自行借閱。此外，共享中心也備有全天候

冷暖氣及小食，以及可住宿的地方。如果他們想進行表演活動，可借用禮堂或活動室，成為

發揮所長的舞台。當然，場地須有專責人員監察使用情況。此外，場地也可供不同團體開辦

日間或夜間的技能培訓、職業培訓和心理課程等，也會舉辦正規課程教育以供願意長期在

共享中心就讀的高危青少年學習。這些地方必須是以高危青少年為本的宗旨出發，否則只會

淪為另一間「討厭的學校」。為了讓他們對這地方更有歸屬感，某些地方可以由一些比較成熟的

高危青少年與職員共同管理，例如某些活動室或某部分的操場等。同時亦可招聘比較年長的

高危青少年回來任職或當義工，間接也可成為其他高危青少年的榜樣，也較容易被他們接受。

5.1.3.2			關係建立
吸引他們聚集於共享中心後，便要開始建立關係，故此共享中心會提供輔導及關顧服務，

主要目的都是為到建立長久關係，讓青少年願意逗留在共享中心，並願意參與活動及課程。

這方面的服務可由團隊形式進行，專業的輔導員帶領團隊，而隊員須接受過相關訓練，另外

可邀請以往是高危青少年，但現已更生的過來人擔任義工，或聘請為職員，專責從關懷角度

出發，去了解高危青少年，再鼓勵他們參與活動，甚至接受正規的課程，訂立升學的計劃。

如沒有升學打算的，則仍可透過相關活動及課程，配合其職業意向，提升職場技能，並協助

增加他們就業的選擇及機會。關係建立是個人化的過程，儘可能做到一對一的關顧，故此

中心須要龐大的關顧團隊。另外，為應對被黑社會入侵的機會，在維持中心自由活動的理念

下，要靠一班過來人、義工及其他青少年工作者的團隊共同監察，多與在共享中心的高危

青少年溝通，形成互相信任的文化，也可建立通報機制，讓職員可迅速跟進，發揮鄰舍互相

守望的功能。同時可與警隊緊密聯繫，在適當時候尋求協助，不過如非緊急，也儘量維持

中心的和諧與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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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評估指引
當與高危青少年建立關係後，就可根據預先設立的評估指引，去分析最適合他們的支援及

教育。此指引可參考英國一個幫助高危青少年的計劃，該計劃會由前線工作者評估每位高危

青少年的個別需要，評估範圍包括家庭關係、住宿地方、學習動機、行為表現、家庭工作

狀況、學科能力、溝通技巧、主流學校出席率，和學習能力108。前線工作者會按評估結果

設計一系列行動計劃（action plan），儘量做到度身訂造的教學及支援方案。當中大致可歸納

為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只需要提供支援及教育；第二種是需要額外提供短期住宿；最嚴重的

則需要較長期的支援及長期住宿108。就該計劃的經驗，低學習動機及行為問題佔大多數108。

共享中心可參考該英國青少年計劃的評估指引，並再參照一些非政府組織常用的評估指引，

因應香港高危青少年的情況，制訂一套全面的評估指引，並定期作檢討及修訂。

5.1.3.4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有助於青少年的健康發展，包括學業成績、人際關係、依附家庭以外的成年人等，

尤其參與服務性質及宗教相關的活動，更可減低吸食毒品的機會109。故此，共享中心會以

多元化活動為主，從而培育他們的興趣及才能，也能了解自我，擴闊生活圈子，增加接觸

不同正向組織的機會。透過自我反思或以他人為榜樣，藉此計劃未來的方向。除了才能與

興趣相關的活動外，也可舉辦一些服務社群為主的活動，讓他們體會為別人付出，關心他人

的需要。至於宗教相關的活動，青少年也可有靈性上的領悟，教導以愛去關懷別人。如果

只着重技巧與知識，卻忽略了體驗與反思，沒有連結自己與別人的生命，興趣活動就可能

淪為一個課餘的消遣活動，沒有生命的改變。此外，學生的學習已經不限於課堂與學校，

社會是體驗式學習的廣闊天地。因此需要全社會提供學習的機會，也需要調動社會各界的

資源65。高危青少年透過參與社區學習體驗，可接觸不同人士，藉此消除彼此的隔閡，也可

學習關心社會，加強社會的責任感。

共享中心較主流學校優勝的地方，是安排及設計活動上的彈性，並集中資源去教育他們。

這個地方可隨意增減不同的設施，也可開放供不同的教育團體、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

和其他有意舉辦活動的人士申請，青少年可自由地體驗。活動的內容可參考強項為本的做

法，以發掘才能及建立自信心為主。不過，在自由活動時，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監督及指導，

以防他們做出過火的行為。如遇到一些態度較為強硬的高危青少年，則可能要加強處理行為

紀律的問題，或需要用較為嚴格的方式去訓練他們，這時則可與一些制服團體（例如香港

童軍總會、少年警訊等）合作去籌備適合該類青少年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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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			就學及就業配套
有關就學方面，共享中心可主動與高危青少年溝通，如合適及同意，可聯絡學校作轉校

安排，到共享中心接受正規的教育。不過，共享中心可能會面對九年普及基礎教育認可

問題，因為青少年未必已完成中三課程。共享中心的正規課程須達到九年普及基礎教育認可與

社會認受性的標準。根據教育局的指引，普及基礎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兒童能夠在該段期間

完成基本教育，所謂基本教育，包括令兒童學會各種必需的學習技巧和方法（例如讀寫、

口語表意、運算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一些基礎學問知識（例如知識、技能、價值觀和

態度），以便日後能夠自力更生、盡展所長，在處世和處事兩方面均不卑不亢，而且決斷

明智，並有能力繼續求學進修。」110	所以共享中心的正規課程必須符合教育局的指引，並獲取

認可資歷，能銜接更高程度的正規教育課程。現時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設有中一至中三

及中四至中六的夜中學課程，為離校生、年長人士及新來港人士提供初中及高中課程111，

承辦共享中心的非政府組織可考慮與類似港專的教育機構合作，方便向教育局申請相關

的認可資格。假若非政府組織本身有舉辦相關課程的經驗及認可資格，則可由該組織自行

申請及提供正規課程教育。此外，對有意重返主流學習的高危青少年，需要提供額外支援，

包括提供資訊、處理適應及學費問題等，好讓他們能順利地重新接受主流教育。另外，共享

中心可主動聯絡不同教育機構，商討提供試讀服務，為相對比較穩定的高危青少年提供試讀

課程體驗，此舉可了解教學內容是否切合自己需要，再作進修的決定。因試讀服務以體驗為

目的，所以高危青少年可自行選擇參與功課及測驗，一來不會增添老師過多的工作量，另一

方面可減少學習壓力，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此服務要取得成效，須將學習與人生目標及就業

前景繫上關係，令他們感受到學習的意義及好處。

就業支援則針對讓沒有升學意欲的高危青少年，可以對就業前景感到有信心及有明確的

目標。共享中心可設有就業配對服務，將個人特質（性格、興趣、才能）與工作配對，並定期

跟進工作情況及給予情緒支援。共享中心可專責聯絡一些有聘請中學生經驗或意向的公司

和機構，再制訂一份僱主名單，以便進行配對。至於公司業務性質及行業要求也會影響其

聘用中六或以下程度的青少年與否，所以須要與各機構負責人多溝通和了解。除了一般配對

工作外，亦可主動聯絡僱主，跟進他們聘用後的情況。在正式工作前，也可安排不同的實習

機會，讓他們體驗不同工種，從而了解不同行業的要求，亦可反思自己的工作能力與目標；

另外，僱主可更了解這班青少年，藉增加接觸機會，增進雙方的了解，減少職場歧視。實習

計劃必須要設計得宜，有適當的訓練，深切的體會，以及達到反思作用，否則只會演變成

另一個普通打工的經驗，與他們自己找散工沒兩樣。有系統的回饋機制對實習計劃的長遠

發展有幫助，要在不同階段收集僱主、同事及高危青少年的意見，適時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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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建議職業訓練局開辦的職業專才教育（VPET）可引入共享中心，邀請VPET專員

到中心授課。此課程針對「就業輔導」及「生涯規劃」而設計，分三個單元：行業觸覺、職業

輔導及VPET教育系統，學生透過體驗活動認識行業的最新發展（包括STEM相關行業），

老師亦可學習設計就業輔導工作紙，為學生提供多元升學出路資訊，並協助中心安排「其他

學習經歷」活動112。此外，共享中心可設專責人員去處理行政安排，例如聯絡學校及僱主的

工作。中心亦設有模擬工作場所，以訓練學生職業相關的技能及配合生涯規劃課程。

5.1.3.6			全天侯24小時支援及教學
共享中心會以一個全天侯24小時的支援及教學模式運作。對於部分高危青少年來說，他們

可能需要全天候教育服務，一來可能家庭沒有人照顧，二來則有些不良行為及價值觀需要用

較長時間去改變，而他們大多數自制能力較低，是比較大機會去犯罪的一群。故透過全天候

教育，他們能與中心內各人建立較緊密的關係，或許能找到可依附的榜樣，慢慢學習好的

行為及價值觀。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沒有時間接觸黑社會，則可遠離導致犯罪的引誘，

減低犯罪的機會。冀望他們接受全天侯的教育後，可足以權衡輕重，抗拒誘惑。為了有效

達致全天侯教育的目標，除了一個24小時共處的地方，也儘可能小班教學，每堂約 10人

以下，才可有效監管和互動。教學目標都是以建立自信，以及發展興趣與職業技能為主。

共享中心會設有寄宿的地方，除了讓他們暫住之外，也可視為另類培訓，例如學習自律及

獨立生活的能力等108。當中可分做兩種寄宿服務，一種是供一般新來的高危青少年寄宿，

另一種是供長期接受正規教育或針對式教育的青少年寄宿，以免一些新來的高危青少年，

會影響相對穩定的及已經恆常參加活動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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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7			中心設計及選址
我們建議共享中心應具備玩樂、休憩和學習的元素，也要備有輔導及資訊支援服務。以下是

一個初步的改建構圖，包含了基本的設施，可供參考。（見圖四）

五樓

四樓

三樓 模擬工作場所：
• 生涯規劃課程     • 職業訓練及實習

二樓

一樓 圖書館及閱讀室 資料庫：
網絡綜合平台

輔導室：
就學及職業配對

禮堂：
可供表演、展覽、
電競等用途

地下 飯堂 小食部 多類型球場 塗鴉牆壁及
自由活動空地

寄宿地方 –供一般新來的高危青少年寄宿

寄宿地方 – 供已經恆常參加活動及課程的高危青少年寄宿

多間活動室（教學或不同活動，例如音樂）

多間課室
(心理及技能課程、正規學習課程、
職業及興趣課程）

圖四：共享中心的平面圖設計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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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共享中心需要較大的地方，也要顧及活動空間，因此我們建議善用部分空置校舍作為共享

中心，用改建的方法，減低興建成本，也可在多區設有共享中心，便利每區的高危青少年。

就規劃署於 2020 年 6月公布按中央調配機制檢視共 234 幅空置校舍用地的結果，77%	

(181幅）建議長遠保留作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113。就這些空置校舍未必全部都適合改建為

共享中心，例如設備或地點等問題，亦可能當中會有些已被租用或被政府規劃為其他用途。

然而，某些空置校舍或許會適合改建為共享中心，故可先檢視及制訂適合改建的名單，再作

改建的安排。事實上，改建計劃的好處是可善用現有資源，亦配合政府所建議的社區用途。

在2019年 2月，發展局已經推出十億元的資助計劃，支援租用空置用地的非牟利機構進行

復修工作114,115，並且已有教會租用在元朗南生圍的舊村校，改建為社區中心115。我們建議

非政府組織可善用政府資助，將其專業及經驗引入共享中心，從而協助更多高危青少年。

5.1.4			網絡綜合平台

資料集中管理和廣泛傳播分享

參考美國國家司法機關（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的網上平台（ https://www.

crimesolutions.gov），記錄了不同預防青少年犯罪計劃的項目，累積了大數據，可作大型的

科學化數據分折，評估各項目的有效性，以供不同人士參考。現時本港相關資料由不同部門

提供，欠缺一個龐大的整合平台，作比較系統性的資料處理。除了收集項目的資料外，此平台

亦可讓高危青少年或曾犯罪的邊青分享他們的故事，每位獨特的人生經歷，一個一個收集

起來，以視像或書本的形式，透過不同類型的藝術創作，供大眾觀賞及閱讀。每段故事都具

啟發性，好像過來人的身份給年輕人反思，同時亦可令大眾對他們有另一番的了解。這類

大型的資料庫可由政府提供資金援助，並由政府組織（例如撲滅罪行委員會、青少年罪犯

問題常務委員會，及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等）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建構與營運。要有效設立

平台，必須整合各界可動用的資源，鼓勵坊間每一個單位，共同出一分力。

此平台都可設有就學及就業方面的支援服務。可按不同的升學及就業的需要，提供更多

資料，從而讓他們選擇適合的學習途徑。也可讓高危青少年分享在學或在職經驗，讓其他

高危青少年可以當作學習榜樣，也可從其經歷中了解該行業是否適合自己。另外，與他們一起

共事的僱主、同事、教導他們的老師，以及一起學習的同事等，都可以在此平台以不同形式

去分享，或可作為社區教育的一種。我們建議可由勞工處就業服務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去管理

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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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站的好處是除了可作高危青少年及公眾教育，並為到青少年工作者提供資訊外，對於

一些大部分時間留在家的高危青少年，也可透過網絡平台，吸收正向及有用的訊息。如果

可以的話，可鼓勵他們參與實體的活動，並嘗試融入社會的生活。不過，要接觸到這班「隱蔽

高危青少年」也非常困難，最有效的方法是透過多媒體宣傳，並利用吸引到他們的方法，

例如生動有趣的影片，讓他們知道網絡的存在。另外，可透過已建立關係的高危青少年，

轉介共享中心職員或義工認識，再利用網絡平台與隱蔽的高危青少年建立關係。方法可以是

即時的線上聊天，但需要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義工幫手。

這平台必須邀請社會各界集體式地共同創建。這集體創作的模式可發揮集思廣益的精神，

每人也可出一分力，在網站分享有關高危青少年的訊息，並善用多媒體去發放訊息及鼓勵

參與。社會各界可多支持更多令大眾及青少年反思的創作，透過不同類型的創作，引起

不同群組的共鳴與反思；文字上可以是小說創作或專題報告，視覺上可以是電影、話劇、

攝影展、和其他藝術創作等。特別是網絡的普及化，令到訊息可在網絡平台，以不同的形式

在短時間內廣傳，亦容易引起大眾的迴響。無論是何種創作，內容必須要寫實，將青少年的

人生像故事般，呈現於大眾眼前，令人身同感受，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除了傳揚正面的

訊息，也要加強對不當行為的負面評價，強調其後果及嚴重性。

政府可多鼓勵民間創作，例如給予更多資助、簡化申請資助及租借場地手續等。各類型

創作，包括之前提及學校的戲劇創作，都可放在網絡綜合平台供大眾觀賞。共享中心亦可

提供創作的空間及設施，及舉辦藝術創作課程，讓高危青少年在這方面多作體驗，亦可鼓勵

不同創作人來中心進行相關的創作，並利用網絡綜合平台發放，作為社會教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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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3＋1	平台的聯繫

3＋1平台不是各自為政，反之是互為相扣，期望主流學校、群育學校與共享中心可以互相

合作及聯繫，例如主流學校可積極轉介高危青少年到群育學校，也可配合非政府組織駐校的

工作；群育學校與共享中心也可多檢討高危青少年的成長進度，從而協助返回主流學校

升學。社會各界也要配合，包括不同僱主可多給他們就業的機會。網絡綜合平台也需要各界

配合，共同創建具質素及內容豐富的綜合平台。在安排活動方面，共享中心可擔當整合的

角色，嘗試把學校、非政府組織、社區，和青少年融合在一起，儘量把各單位配合起來，

達到最有效互助互利的目標。這些平台不是與世隔絕及各自為政的孤島，大家必須緊密

合作，構成一個互動的體系，協助高危青少年創建更好的未來。至於下一步如何落實建議，

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尤其重要，因為前線工作者最了解邊青的特質和需要，可以協助其他持份者

共同設計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均能吸引邊青積極參與的課程和活動。

3 個特定場所 及
  1 個網絡綜合平台

＋ ＋ ＋

主流學校 共享中心群育學校

3個特定場所

網絡綜合平台

1個網絡綜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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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對政策建議的總結

政策建議的大方向都離不開量與質的考量，原則上不會作太大規模的改動，儘量調配現有

資源，配合3＋1平台的特質，互相支援，推行不同的建議改革及活動，務求以最少資源，

達致最佳效果。建議涉及多個範疇，目的是製造多個反思時間，提供反思的空間，締造理性

的行為。透過不同的活動和課程，高危青少年可以提升自我的效能、裝備實用的技能、加強

遠離風險的能力、擁有達成目標的信心、尋回成長的動力、找到人生的意義、肩負社會的

責任、打破社區的隔閡，以及成為後輩的榜樣。他們藉此可找到新的人生模式，擺脫犯罪是

唯一出路的思想，可重新做一個對自己、家庭，以及社會都有承擔的人。期盼政府、學校、

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各界都可以共享資源，竭力合作，眾志成城，為到每一個生命而努力。



78
第六章：總結與展望

在探討邊青的心路歷程時，我們看到無奈與無助。他們與別人無異，一樣由母腹中誕生到

世上，或許有人會說他們先天性格有缺陷，然而我們發覺後天與環境的因素都很重要。

小學初期還是成績優異的學生，慢慢迷失了自己，走上一條犯罪之路。慶幸的是我們看到不是

一條末路，因為還有回頭的機會。或許在迷失的時候，會誤以為犯罪是唯一的出路；又或許

根本沒有想過，原來犯罪會最終令他們失去比得到的更多。但要他們想得通，就需要伸出

援手，創造一個讓他們反思的時間，把握機會，理性地權衡輕重。當別人期望你努力時，有人

選擇迎合別人的想法而努力，有人卻反其道而行，偏作反叛的事。有人為能夠滿足別人的

期望而感到成功，有人為了不想令自己或別人失望反作與期望背道而馳的事。我們不是想

他們活在別人的期望裏，而是希望找到對自己的期望，然後為之奮鬥，無怨無悔，不枉

此生。他們要知道自己內裏藏着未被發掘的寶藏，自己與別人都看不到，可能沒有人會花時

間去搜索出來，或者沒有人會對他們有所期望，但是我們希望有人仍然會關心，會用心對待

他們。邊青不是沒有社會價值的，犯罪也不是他們命中注定的道路。期望每一位邊青，都能

把握反思時間的出現，作出有效的反思及理性的決定，建立一個新的人生模式，明白到自己

有能力去開拓一條更有意義的道路。

政策上我們可以有很多改革，但必須要有決心、有理念、有社會共識，以及能夠動用社會資源。

馬來西亞政府給我們看到一個較大規模的全國試驗計劃，事實證明不少邊青得到啟發。

反觀香港或許有其自身的限制，不能依樣葫蘆，但我們還有一些地方，可以為到這班青少年

做多一點的。可能社會一直將他們放在很低的位置，未有優先處理的意識，也沒有針對性的

計劃，可能也沒有配合他們需求的措施，然而，他們不是無藥可救的。就功能的角度看，投放

在他們身上的資源，有朝一日對社會及個人來說，都是有回報的。從道德的角度看，每一個人

的生命都是無價之寶，同樣有接受適當教育的權利。期盼我們的預防犯罪措施可在量與質

方面出發，透過四大實施平台，儘量接觸到每一位需要援助的青少年，建立他們的生命。

此研究所帶出的關注點，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青年群組，有其獨特的地方，值得

探討。首先是性別差異的問題，就整體人口計算，男性犯罪的比例比女性多，吸食毒品的

情況都較女性普遍，另因嚴重毒品罪行被捕的男性亦較女性為多（按 2018 年的被捕人數

顯示，男性因毒品被捕佔7.7%（1,606／20,816人），而女性則是4.5%（364／8,150人））116。

雖然較多男性犯罪，但 16至 20歲的女性因店鋪盜竊被捕的人數卻較多（女性：106人；

男性：63人）34，故女性青少年犯罪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另外，此研究只集中於探討毒品及

暴力相關的罪行，其他罪行的群組可能會有不同的經歷，或許都不是邊青慣常會犯的罪行，

但都值得關注。

第六章：總結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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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編號 性別 年齡 背景簡介

青少年	1	 男 20	歲 曾讀Band	3學校，中一被控刑事恐嚇，被迫退學，後報讀「天才

再現」計劃，讀了三個月多媒體設計，相等於中三學歷，沒有

繼續升學。曾販毒，留在戒毒中心九個月，現守行為。仍然有吸毒

及販毒。

青少年	2 男 20	歲 曾讀Band	3學校，小學時成績優異，平均成績有80至90分，但

操行不好，時常打架，易發脾氣，但不會打老師。之後小五上學期

去了則仁中心，下學期返回正常小學，小六下學期又再去則仁

中心，小六暑假認識了一班黑社會。中學開始很少回校上課，

有販毒，兩年前因刑事毀壞被捕。偶爾會吸毒，但沒有販毒。

青少年	3 男 19	歲	 曾讀Band	3學校，小學時數學成績優異，但其他學科則較低分。

小五開始沒心機上課，開始逃學，中二下學期入讀寄宿學校，

中三後就輟學，然後在水吧做兼職，但之後想賺快錢，所以去

販毒，沒有吸毒。兩年後被捕，入住壁屋懲教所11個月。現職

倉務，沒有再販毒。

青少年	4 男 20	歲 讀Band	 3學校，家庭環境及經濟正常，小學成績前10名，但升中

後就沒有再上學，外出周圍玩，開始吸毒和販毒，之後因打架

被捕，判入沙咀半年後出來找正職，之後又因打架被判入戒毒所，

現正在找尋髮型屋的工作。沒有再販毒及吸毒。

青少年	5 男 16	歲 單親家庭長大，學業成績包尾，現讀中四，有打架和偷竊經驗。

沒有被捕。

青少年	6 男 13	歲 單親家庭長大，學業成績不好，現讀中一，有打架和偷竊經驗。

沒有被捕。

		附件一：受訪青少年的背景資料

編號 性別 職業 背景簡介

專業人士	1 男 牧師 在非政府機構工作，負責輔導被捕青年。

專業人士	2 男 警長 曾在西九龍護青委員會工作，負責處理被捕青年個案。

專業人士	3 男 校長 主要教育已離校或吸毒的青年。

專業人士	4 女 社工 在非政府機構工作，負責處理邊青個案	。

		附件二：受訪專業人士的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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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 •	自小在一個三代從事販毒和黑社會的家庭長大，導致沒有適當的家教去學習遵守

規則，而她與家人關係疏離，自一歲時便由保母看顧，只有在周末才回家，家庭變成

她不能夠依附與投入的地方。

•	父親是黑社會分子，經常有警察上門。兩個哥哥都染上了毒癮，鴉片就放在家裏的

冰箱。家住地區的環境是紅燈區，附近都是有性需要及跨性別者出沒。自小就接觸

非規範性的行為及觀念。

學校生活 •	比較容易衝動和暴躁，經常欺負同學和打架。

•	與同學及老師的關係不好，沒有遵守校規，沒有投入參與學校的活動，形成學校不是

她去依附的地方。

•	她在學校的好朋友都是因打架而被停學的，他們互相連繫及接觸，經常一起欺負同學。

•	她從小到大都想當優秀生，但所處的環境條件無法做到，便會做出反抗行為去宣洩

內在的挫敗感。

•	是校長眼中的「流氓」。被視為讀不成書，經常逃學的失敗者；只懂欺負別人的

暴力者；對社會沒有貢獻，只會製造麻煩的人。

中三輟學 •	自我價值偏低，沒有得到家庭關愛，放棄學業，流連在酒吧找工作。人生感到沮喪

和迷惘，曾想過自殺。

反思時間的出現：

•	遇見生命中的天使，邀請她去青年發展中心開辦的爵士鼓班，中心設有閱讀、品格

塑造、社區服務等活動。得到很多學習及反思的機會，發現自己不是給社會製造

麻煩的人，而是一個可以對社會作出貢獻的人。

•	結識志同道合的追夢者，一同追尋爵士音樂夢，他們陪伴她共同跨越各項的人生挑戰。

•	反面教材的警剔：另一名被停學的朋友遭遇不同，他沒有再回到學校上課，正在賭場

工作，但他不喜歡那裏的工作環境，擔心自己會變成賭徒，更怕自己成為吸毒者。

•	中四復學後，主動參與課外活動，成功獲選為學生警察團體的副主席。

現在及將來 複製生命：

•	她在檳城租了一間屋，成立了「青年賦能平台」，旨在鼓勵青年多參與社區活動，

包括智能手機攝影、短片製作、美甲美容、主持及演說等課程，提升自身的軟硬技能。

•	成為大馬青體部副部長（青年發展）特務官員，致力推行「青年啓迪計劃」，利用

SSL的方法，於校內及校外幫助邊青重新融入社會。

	 有四個步驟：	1 	–重新連接；

	 	 2	–重新培訓（社交能力、競爭力、生活技能）；

	 	 3 	–自我品牌重塑（轉移到一個新圈子，重新認識一群新朋友）；

	 	 4 	–重新融入社群。	

		附件三：馬來西亞青年和體育部前副部長特別官員伍玥瑩的成長及更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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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eyna,	V.	F.,	Farley,	F.	(2006).	Risk	and	rationality	in	adolescent	decision	making: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practice,	and	
public	poli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7(1),	1-44.

 1 Reduce risk by retaining or implementing higher drinking ages, eliminating or lowering the number of 
peers in automobiles and avoiding exposure to potentially addictive substances (rather than, for example, 
exposing minors to alcohol to teach them to behave responsibly).

 2 Develop psychometric instruments that reliably distinguish risky deliberators who make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perceived risks and benefits from those who merely react to environmental triggers.  

 3 Develop reasoned arguments and facts-based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about social norms) 
for the risky deliberators, focusing on reducing perceived benefits of risky behaviors (and increasing 
perceived benefits of alternative behaviors) and spelling out consequences of risk taking. For younger or 
less mature adolescents, short-term costs and benefits should be highlighted. 

 4 Identify factors that move adolescents away from considering the degree of risk and the amount of benefit 
in risky behaviors toward categorical avoidance of major risks until they are developmentally prepared to 
handle the consequences. 

 5 Monitor and supervise younger adolescent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m to make reasoned choices or 
to learn from the school of hard knocks, especially if assessments indicate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take 
risks that they neither intend nor expect to take. Remove opportunity (e.g., by occupying their time with 
positive activities). 

 6 Practical self-binding strategies (avoiding situations that are likely to elicit temptation or that require 
behavioral inhibition) should be identified and encouraged. 

 7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prototypes (gists) or images of healthy behaviors and negative 
images of unhealthy behaviors using visual depictions, films, novels, serial dramas and other emotionally 
evocative media. 

 8 Emphasize understanding of risk communications (e.g., why HIV, human papilloma virus, and herpes simplex 
virus are not treatable with antibiotics), and derive the gist or bottom line of messages that will endure in 
memory longer than verbatim facts. Harmful consequences may not be understood because young people 
lack relevant experience; develop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risky behavior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9 Do not assume that adolescents think that they are immortal. On the contrary, provide concrete actions 
that they feel capable of taking that will reduce their risk. Teach self-efficacy, help them practice skills, and 
show them how they can control specific risk factors. 

 10 Provide frequent reminders of relevant knowledge and risk-avoidant values; even medical experts fail to 
retrieve what they know about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without cues. (Repeating the same message 
over and over is likely to be ineffective, so changes in wording and presentation are required.) 

 11 Provide practice at recognizing cues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signal possible danger before it is too late 
to act.

 12 Treat comorbid conditions, such as depression.

		附件四：與理性化說法相關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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