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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在求學期間或會參與犯法
行為，例如偷竊和販賣毒品等。同
學在學習此議題時，宜先用概念作
據，解釋青少年從事犯法行為的成
因；其次掌握青少年在現行司法制
度下的權利和義務。
首先，同學宜學習「越軌行

為」這個概念。越軌行為指青少年參與一些偏離社
會價值觀的活動，越軌行為普遍被認為是不正確
的。具體例子例如未婚懷孕、吸毒和逃學等。
青少年從事非法活動的原因舉偶如下：
1.為獲快感 宣洩情緒 透過犯罪行為，青少年能

宣洩情緒，獲得快感。參與犯法行為常是學業成績
不理想、家庭教育欠佳的青少年。部分青少年認為
透過毒品，他們能脫離現實生活的壓力，感到喜
悅。此外，從事犯法活動帶來的成功感和刺激感也
讓一些青少年不能自拔。

2.為獲認同 參與越軌 青少年透過與朋輩一同參
與犯法行為獲取身份認同。朋輩關係是青少年最重
視的人際關係之一。他們需要從朋友中獲得認同，
建立歸屬感，建立自尊。因此，倘若朋輩鼓勵自己
一同參與犯罪活動，或者聲稱不做便是膽小的話，
青少年為了獲得朋輩間的認可和證明自己的能力，
便會參與越軌行為。
3.為賺快錢 滿足需求 部分青少年視此為賺快錢的

方法，滿足他們財政上的需求。青少年的消費需求頗
大，加上他們尚為學生，主要依靠父母的零用錢生活。
倘若缺乏恰當的財政管理，過度消費，青少年便可能
被參與犯罪活動帶來的高效金錢回報所誘惑。
最後，建議同學學習青少年在現行司法制度下的

權利和義務。例如，如果青少年犯法，他們有權利
於少年法庭接受審判，接受較寬鬆的裁決，並改過
自新。在享受着不同的權利時，青少年亦需同時肩
負起種種的義務，如遵守社會秩序和做好學生和子
女的角色。

■鄺嘉莉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系三年級生

a.青少年被捕情況的特徵
題目分析：題目為基礎的題目類型，要求考生「描述……特徵」，故考生只要指
出趨勢、點出最高/最低點，再引用數據加以說明便可得分。稍要留意的是，同
學分析時要留意述及「整體」及「個別」，不同忽略其一。同時，考生可將不同
年齡組別進行比較，得出何者較多之情況。
參考答案：

．整體數字有下降的趨勢：由2006年約4,200名，持續下降，於2011年雖稍有回
升，但翌年轉勢向下，至2013年僅1,500名。

．10歲至15歲被捕少年罪犯較16歲至20歲被捕青年罪犯為多：於2006年10歲至
15歲被捕少年罪犯2,500名，而16歲至20歲被捕青年罪犯1,700名，比例為
1.47:1；至2013年，10歲至15歲被捕少年罪犯750名，而16歲至20歲被捕青
年罪犯650名，比例下降至1.15:1，但整體10歲至15歲被捕少年罪犯仍較16歲
至20歲被捕青年罪犯為多。

b.分析青少年進行犯法行為的原因
題目分析：題目要求考生按資料分析青少年罪犯的犯案原因，故考生在分析時務
必從資料中尋找蛛絲馬跡，再指出原因。此題的得分關鍵，在於考生能否利用
「概念化」技巧，將原因高度歸納，例如，將「在三合會損友的引誘下」，概念
化為「從眾壓力」。
參考答案：

．物質化的價值觀：不少青年因犯罪活動能為他們帶來可觀的收入而鋌而走險。
．從眾壓力：不少青年因「朋友的引誘」或「跟隨朋友」而犯案，反映不少青少年
在從眾的觀念下而進行犯罪行為。

．錯誤建立自我價值：青少年對於犯罪行為「自覺這份工作帶來名譽、地位」，又或
「成功經驗令青年沉迷」，將自我形象錯誤建立在犯罪行為之上。

．欠缺足夠的社會教化：部分青少年因成長於破碎家庭，欠缺道德教育，因而較易
抵受不住誘惑，忽略了當中的風險而犯案。

c.政府和青少年如何避免青少年犯罪問題
題目分析：題目為角色代入題，要求考生代入香港政府及青年人的身份提出建
議，故考生在考量時，宜留意持份者的特點，建議應從其能力範圍出發，大體而
言，香港政府及青年人的特點如下：

香港政府
．利用宣傳及教育，強調犯罪行為的後果，建立良好的社會風氣。
．運用公帑將資源有效分配，助青少年向上流動，以免他們用了錯誤方法賺取金錢。
青年人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堅拒從事有可能犯法的行為。
．當發現身邊朋友從事「潛藏危機工作」時，可在安全的情況下勸
告他停止。

．當遇有問題時，應向值得信賴的人如父母、老師、社工尋求協助。

香港政府青年人
社會政策的制訂者較年輕，人生經驗較少

具立法權力朋友間價值觀較相近，關係較好
運用公帑將資源分配朋友間易有從眾效應

回應市民訴求
平衡各持份者利益

以社會整體發展為優先

1.《加強打黑防止青少年誤入歧途》，香港
文 匯 報 ， 2013-10-15， http://paper.
wenweipo.com/2013/10/15/
WW1310150002.htm
2.盧鐵榮，蔡紹基，蘇頌興：《解構青少年
犯罪及對策: 香港, 新加坡和上海的經驗》，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
3.《從推拉理論解構 青少年濫藥成因》，香港文匯報，
2009-09-09，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9/09/
ED0909090013.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a. 描述資料B所顯示的青少年被捕
情況的特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根據資料A，分析青少年進行犯法

行為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要避免青少年犯罪問題，香港政府及青年人可做
些甚麼？解釋你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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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青少年犯罪個案
個案一：
15歲青年於4年前在三合會損友的引誘下，

開始接觸運毒工作，短短數年間由運毒進而製
毒。自覺這份工作帶來名譽、地位和金錢，及後更計劃退學，全
職從事販毒工作，最終於一次毒品販賣時被警方拘捕。

個案二：
19歲青年於正規工作中，被同事用「收入可觀」和「風險

低」作利誘，邀請青年行使虛假信用卡以賺取更多金錢，他因
而接受。起初行使假卡時，他自感擔驚受怕，但每次的成功經
驗，加上即時的金錢回報，卻令青年沉迷「假卡」工作，最終
被警方拘捕。
個案三：
24歲青年自小成長於破碎家庭，欠缺道德教育。他13歲便

跟隨三合會損友從事各類違法及潛藏危機工作。雖然他曾因此
坐牢，始終未能抽離違法工作的生活。直至他接受輔導後，開
始思考「睇場」等違法工作的利弊，開始遠離犯罪生活。

■資料來源：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資料B：

■資料來源：香港警察年報2006年至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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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分析指，根據政府統計處和警務處的最新資料
顯示，每10萬人有1,068人犯罪，犯罪率於6年間下降了0.7%。然而，部分青少
年罪行在個案數目及比例上卻呈上升趨勢。過去10年，因傷人被捕的10歲至20
歲青少年，人數上升了26.9%；2010年干犯網上罪案數字更較2009年上升了
34%。此外，性罪行、販毒、毒駕和暴力等問題亦呈現上升的趨勢，反映了青少
年犯罪問題的嚴重性。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於2015年初公布一項有關青少年犯法行為的調查，調查於去年8
月至11月，訪問151名13歲至25
歲曾從事違法或潛藏危機工作*的
青年，近半數受訪青少年（48%）
於過去一年曾從事違法工作，四
成半（45%）曾從事違法及潛藏危
機工作；而七成人於15歲以下已
首次參加違法或潛藏危機工作，
最小僅得10歲。（見表1）

涉黑最多 毒品居次
而犯罪類型方面，受訪者首次

從事違法及潛藏危機工作的種類
以「三合會暴力」和「毒品」相
關工作為主。當中與「三合會暴
力」相關的佔39%（59人），其
次是「毒品」相關工作佔 29%
（44人），第三類最多的為販賣
私煙佔8%（12人）。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陳

文浩解釋，大部分犯法的青少年
在初中時便輟學，故普遍為低學
歷及低技術青年，逾八成人因為
「容易搵錢」而以身試法。他建
議政府於青年在學階段，引入有
系統的就業體驗，協助他們建立
正確的價值觀。

香港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香港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但隨着科技的進步及社會風氣的變遷但隨着科技的進步及社會風氣的變遷，，青少年犯青少年犯

罪問題備受社會關注罪問題備受社會關注。。一項調查發現一項調查發現，，青少年涉及犯罪活動中青少年涉及犯罪活動中，，首位為三合會暴首位為三合會暴

力力，，其次為與毒品相關罪行其次為與毒品相關罪行。。更令人憂慮的是更令人憂慮的是，，犯罪的青少年中犯罪的青少年中，，七成人於七成人於1515歲以下已首次參加違歲以下已首次參加違

法或潛藏危機工作法或潛藏危機工作，，最小的更僅最小的更僅1010歲歲。。到底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有甚麼因素驅使他們從事非法活到底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有甚麼因素驅使他們從事非法活

動動？？而不同的持份者對於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又可如何出一分力而不同的持份者對於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又可如何出一分力？？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教師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教師李浩彰李浩彰

解決青少年犯罪解決青少年犯罪，，
還有還有「「幾步之遙幾步之遙」？」？

■資料來源：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註：「潛藏危機工作」泛指有關工作的性質或環境有機會觸

犯現行香港法例或對個人身心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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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犯罪青年涉犯罪青年 七成七成「「未夠秤未夠秤」」已已「「開齋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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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容緩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1：自我了解
．有哪些流行而顯著的趨勢會對時下
香港青少年構成挑戰和機遇？他們如
何回應這些趨勢？

．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和價值觀，對青少年有甚麼影響？
．在不同的關係中，青少年如何建立身份和理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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