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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會重返廳對違法青少年特徵調查的相關研究已開展了二十年。為了對本澳青少

年的違法行為有更具體、更數據化的呈現，早在 1993 年，當時的司法事務司(法務局的

前身)已著手對在案的違法青少年的資料進行蒐集整理，透過分析本澳違法青少年的特

徵和數據，制定適切的矯治對策。 

 

回歸後，社會重返廳作為法務局架構中專責執行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的部門，

依舊秉持協助違法青少年重返正軌的信念，為曾經犯錯的青少年提供輔導及監督，同時

亦持續對入案的違法青少年的背景情況進行調查分析。 

 

2016 年，社會重返廳正式納入社會工作局，而本次違法青少年特徵調查報告已是

相關報告的第七次延續，報告主要收集自 2013 年至 2015 年三年間，經法院轉介至社會

重返廳作判前評估或跟進的違法青少年個案的資料，同時亦就這三年間的調查結果與

之前三年（2010 至 2012 年）的調查結果作比較，從中描畫出本澳違法青少年的基本特

徵和所牽涉的違法情況的轉變，為我們今後制訂矯治策略提供重要的依據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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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方法 

 

 

本調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將一如既往就判前社會報告的青少年個案進行特徵

及背景的分析；第二部分會探討受輔青少年完成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措施後一年內的

重犯情況。第一部分的特徵分析中的調查對象為社會重返廳於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間首

度入案的青少年個案，當中包括有(1)判前社會報告個案及(2)未經判前社會報告而直接

被判予措施的個案；而第二部分的調查對象為於 2011 年至 2014 年間已終止違法青少年

教育監管措施的受輔青少年，即有關青少年已接受社會重返廳輔導跟進一段時間，且被

法院宣告歸檔者。由於青少年於完成判前社會報告後未必需要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措

施作跟進，故兩部分的調查對象不完全相同。 

 

第一部分的青少年特徵分析中，負責社工接獲撰寫判前社會報告的批示後，會根據

調查對象入案時的情況撰寫背景報告予法院，並需填寫資料搜集表（以下簡稱資料表），

以收集該些個案於涉案時或開始跟進前的特徵資料。資料表的內容包括有：1.調查對象

之個人基本資料：如犯案年齡、性別、出生地點、居住地區；2.調查對象之家庭資料：

如父母職業、父母年齡、父母親教育程度、家庭成員、子女數目、案主之排行、家庭人

均收入及居住狀況等；3.調查對象之學習或就業狀況：如學歷程度、就學情況、留級次

數、失學原因、將來期望、就業情況、現時職業、工作經驗；4.調查對象之空餘活動：

如消閒模式、消閒處、外宿經驗、藥癮情況、藥癮種類；5.調查對象的犯案資料：如犯

案種類、犯案地區、犯案形式、司法記錄等。 

 

於 2013 年至 2015 年間，社會重返廳所收集的資料表共 225 份，而三年間的資料表

份數依次為 96 份、72 份及 57 份。 

 

第二部分則探討受輔青少年完成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措施後一年內的重犯情況，

藉此從側面檢視社會重返廳的輔導工作的成效，而各年的結案情況如下：2011 年結案

有 124 人、2012 年結案有 96 人、2013 年結案有 67 人及 2014 年結案有 57 人。 

 

關於重犯率的分析，我們主要依據身份證明局提供的未成年人特別紀錄證明書及

刑事紀錄證明書作總體核對。由於本澳的刑事歸責年齡為 16 歲，所以青少年於未滿 16

歲所有涉及法院的判決均會轉載於未成年人特別紀錄證明書中，但對於青少年的涉案

情況並沒有陳述，為了能全面地對完成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措施的青少年個案進行重

犯情況統計，我們亦會翻查青少年於本廳的儲備檔案，審視其在未滿 16 歲時的重犯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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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項目 

 

(一) 調查對象之個人基本資料 

 1.犯案年齡 

 2.性別 

 3.出生地點 

 4.居住分區 

 

(二) 調查對象之家庭資料 

 1.父母職業 

 2.父母年齡 

 3.父母教育程度 

 4.家庭成員 

 5.子女數目 

 6.案主之排行 

 7.家庭人均收入 

 8.居住狀況 

 

(三) 調查對象之學習或就業狀況 

 1.學歷程度 

 2.就學情況 

 3.失學原因 

 4.留級次數 

 5.對學業的期望 

 6.就業情況 

 7.現時職業 

 8.工作經驗 

 

(四) 調查對象的空餘活動 

 1.消閒模式及消閒處 

 2.外宿經驗 

 3.藥癮情況 

 

(五)調查對象的犯案資料 

 1.犯案種類 

 2.犯案地區 

 3.犯案形式 

 4.司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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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2016 年違法青少年特徵調查報告共收集得資料表 225 份，以下扼要地闡述調查結

果：  

 

一) 2013 至 2015 年（以下簡稱近三年）違法青少年的特徵： 

 

 個人基本資料： 

近三年間違法青少年的犯案年齡以 15 歲居多，三年間犯案年齡的平均值為 14.07

歲，男性較多，男女比例為 2.8：1，其中 2014 年違法青少年的男女比例分別較大，為

7：1，超過八成於澳門本土出生，過半違法青少年居住於花地瑪堂區（即北區）。 

 

 家庭資料： 

違法青少年的父母多介乎於 41-50 歲之間，父親多為非技術工人，而母親則多為文

員，父親的教育程度以中學為主，母親的教育程度則以小學居多。家庭結構以 3 至 4 人

的中小型家庭佔多數，家中多育有 2 名子女，而違法青少年多排行第一。家庭人均收入

以 10,000 元以上的組別較多，過半數違法青少年與父母同住，另有約三成的個案與父

或母一方同住，而造成單親或假單親的原因多為雙親分居。 

 

 學習或就業狀況： 

違法青少年的教育程度集中於小六至初二，當中以初一為主，且多為在學學生，曾

有一至兩次的留級記錄，失學者中多以成績欠佳而輟學，八成多違法青少年表示會繼續

求學或打算求學，當中以表現積極較多。 

 

違法青少年多沒有工作經驗，而於本廳接案時已就業的 23 人中，則以從事服務、

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為主。 

 

 空餘活動： 

違法青少年多以群體消閒模式為主，消閒地點多為遊戲機中心或網吧等場所，過半

數曾有外宿經驗，而其外宿處多為朋友家中。另外，絕大部分違法青少年表示從未有接

觸毒品，而報稱曾濫藥的違法青少年中則以服食安非他命和氯胺酮較普遍。 

 

 犯案資料： 

違法青少年所涉及的罪行以侵犯人身罪及侵犯財產罪兩大類為主，細類中則以傷

害身體完整性罪、參與毆鬥及盜竊為首三位，犯案地點方面多集中在花地瑪堂區（即北

區），大多以團幫形式犯案，而近三年間入案的違法青少年多為首次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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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輔青少年完成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措施後一年內的重犯情況 

 

2011 年至 2014 年完成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措施的青少年個案共 344 人，分別為

2011 年 124 人、2012 年 96 人、2013 年 67 人及 2014 年 57 人，受輔青少年完成違法青

少年教育監管措施後一年內的重犯情況分別是 2011 年為 6.5%、2012 年為 9.4%、2013

年為 7.5%和 2014 年為 7.0%。受輔的違法青少年的總重犯率是 7.6%。 

 

三) 與 2010 至 2012 年（以下簡稱之前三年）的違法青少年特徵之比較： 

 

 個人基本資料 

近三年由法院轉介至社會重返廳作判前社會報告或跟進的新入案違法青少年個案

共 225 名，與之前三年的 337 名的入案數有明顯減少，跌幅約 33%。 

兩時段的違法青少年同以本地出生的 15 歲男性為主，居住地同集中於花地瑪堂區

（即北區）內。近三年和之前三年的犯案年齡的平均值相約，分別為 14.08(前三年)和

14.07(近三年)。性別比亦相近，之前三年的男女比例為 2.6：1，而近三年為 2.8：1。 

兩份調查報告顯示違法青少年的個人基本資料近似，然而 2014 年的男女比曾高達

7 : 1。 

 

 家庭背景 

兩時段的違法青少年的家庭結構相同，以 3 至 4 人組成的中小型家庭居多，大部

分家庭育有 2 名子女，違法青少年多排行第一，且多與父母同住為主。近三年的調查結

果顯示青少年只與父或母一方同住的情況稍有下降，亦即單親或假單親的家庭有所減

少，而未能與父母同住的原因仍較多為雙親分居。 

兩調查結果均顯示違法青少年父母的年齡以介乎 41 歲至 50 歲的年齡組為主，父

親方面教育程度多具備中學學歷，而母親則大部份具備小學學歷；父親的職業同以非技

術工人較多，然而母親的職業則以文員為主。 

近三年違法青少年的家庭人均收入較之前三年有所上升，之前三年，家庭人均收入

為 5,000 元或以下的約五成半，而近三年，同一人均收入的只有約四成。此外，之前三

年的數據顯示，家庭人均收入以 4,001 至 5,000 元的人數最多，而近三年則以 10,000 元

或以上的人數最多，此數字反映違法青少年的家庭經濟情況持續得到改善。 

比較兩份調查報告後，我們可見違法青少年的家庭結構並沒有重大改變，父母親的

教育程度維持在小學至中學學歷，家庭人均收入方面則有顯著提升。 

 

 就學或就業狀況 

兩調查均顯示違法青少年於接受跟進時多在學，同以初一學歷者居多，兩時段的總

體學歷情況相若，然而近三年有個別個案的教育程度偏低，只得小三程度。另外，近三

年個案的留級次數亦以二次居多。 

違法青少年多沒有工作經驗，而接受跟進時正就業的調查對象則以從事服務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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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兩份調查報告均顯示違法青少年的就學及就業狀況接近，同以初一學歷為主，但近

三年個別個案的教育程度偏低，留級二次的佔多數；另外，失學者的失學原因大多是成

績欠佳，而不是前三年的以操行欠佳為主因。 

 

 空餘活動 

兩調查報告顯示違法青少年的消閒行為十分相似，均以群體消閒模式為主，較常流

連於遊戲機中心或網吧，約半數青少年表示曾有外宿行為，多以留宿於朋友家中，報稱

未有接觸毒品的個案稍有增加，由前三年的 90.7%，增加至近三年的 93.8%，反映違法

青少年多表示從未接觸毒品，而承認曾經濫藥的青少年除了服食氯胺酮，亦有不少是濫

用安非他命的。 

調查結果顯示近三年違法青少年曾有外宿經驗的情況較前三年有所下降，承認曾

經濫藥的青少年仍然不多，但當中濫用安非他命的青少年有所增加。 

 

 犯案情況 

兩調查報告的犯案情況比較，以大類計算同以侵犯人身罪及侵犯財產罪兩罪為主，

而之前三年以侵犯財產罪稍多，而近三年則多以侵犯人身罪，若以細類統計，兩份報告

均顯示違法青少年比較多觸犯傷害身體完整性罪，且同以團幫形式作案，超過半數的案

件發生於花地瑪堂區(北區)，入案時多為初犯者，當中非初犯者的比率有明顯上升，由

之前三年的 15.4%上升至近三年的 25.8%，顯示入案時已涉及多於一次犯案的人數有所

增加。 

違法青少年涉及毒品犯罪的情況有稍微下降，由前三年的 3.5%下降至近三年的

1.8%。 

兩份調查報告顯示違法青少年的犯案種類及情節接近，均以“人”為作案對象，而

非金錢或物質生活，入案時多為初犯者，但非初犯者的比率有所增加，毒品犯罪稍有下

降。 

 

 重犯情況 

由於重犯情況的系統性統計於 2011 年才正式開始，故受輔青少年的重犯情況未能

與之前的年份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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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兩調查報告之調查項目明細表 
 
             年份 

 調查項目 
2010 至 2012 年 2013 至 2015 年 

資料收集表數 337 225 

犯案年齡 15 歲(42.7%) 15 歲(44.4%) 

男女比例 2.6:1 2.8:1 

出生地 澳門(81.0%) 澳門(82.2%) 

居住地 花地瑪堂區(56.1%) 花地瑪堂區(54.7%) 

父親職業 排技術工人(16.4%) 非技術工人(24.0%) 

母親職業 文員(33.2%) 文員(46.6%) 

父親年齡 41 至 50 歲(50.9%) 41 至 50 歲(38.8%) 

母親年齡 41 至 50 (53.7%) 41 至 50 歲(55.4%) 

父親教育程度 中學(53.0%) 中學(52.3%) 

母親教育程度 中學(60.4%) 小學(66.8%) 

家庭成員 中小型家庭(63.1%) 中小型家庭(58.9%) 

子女數目 2 名(49.1%) 2 名(41.5%) 

案主之排行 第一(47.9%) 第一(44.2%) 

家庭人均收入 4,001 至 5,000 元(16.0%) 10,000 元以上(16.6%) 

家庭狀況 與父母同住(59.8%) 與父母同住(58.2%) 

不與父母同住的原因 父或母分居(60.7%) 父或母分居(58.5%) 

學歷程度 初一(36.9%) 初一(42.0%) 

就學情況 在學(69.6%) 在學(71.4%) 

失學原因 操行欠佳(52.0%) 成績欠佳(64.1%) 

留級次數 留級一次(33.7%) 留級二次(32.7%) 

對學業的期望 打算或繼續讀書，表現積極(47.5%) 打算或繼續讀書，表現積極(51.6%) 

就業情況 沒有工作(97.3%) 沒有工作(89.7%) 

職業 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66.7%) 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78.3%) 

工作經驗 從沒有工作(86.9%) 從沒有工作(77.2%) 

消閒模式 群體(86.0%) 群體(84.4%) 

消閒地點 遊戲機中心或網吧(36.3%) 遊戲機中心或網吧(30.0%) 

外宿經驗 有(55.4%) 有(57.1%) 

外宿處 朋友家(64.0%) 朋友家(76.6%) 

藥癮情況 從未服食(90.7%) 從未服食(93.8%) 

犯案種類 侵犯財產罪(46.6%) 侵犯人身罪(53.1%) 

犯案地點 花地瑪堂區(57.4%) 花地瑪堂區(52.4%) 

犯案形式 團幫(83.3%) 團幫(82.2%) 

司法記錄 無前科(84.6%) 無前科(74.2%) 
 

五) 重犯情況資料表 

年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百分比(%) 6.5 9.4 7.5 7.0 

總百分比(%) 7.6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