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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implified] 

 

紧急情况 9-1-1 

 （致电人无需会说英文） 
 

非紧急情况 致电您所在地的皇家骑警分局 

 http://www.rcmp-grc.gc.ca/detach/en 
 

网站： www.bc.rcmp.ca（英语和法语） 
 

Twitter @bcrcmp 
 

Facebook BC RCMP News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联系方式： 

http://www.bc.rcm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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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旨在提供以下信息： 

 加拿大警务工作的作用 

 应何时以及如何联系警方 

 如果警察向您走来或被警察问话，会是怎样的情形 

 预防犯罪计划 

 预防您家附近的犯罪行为，您可以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于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察的作用 

加拿大皇家骑警是加拿大的国家警察队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即 BC 省）也是许多市镇辖区的警察部队。

加拿大皇家骑警致力于维护文化敏感性，不偏不倚，尊重所有人。加拿大皇家骑警负责： 

 预防和调查犯罪； 

 维持和平与秩序； 

 执法；为国家安全做出贡献； 
 
 

具体而言，在诸如以下情况下，加拿大皇家骑警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对入室犯罪进行调查。 

 发生碰车事故时，协助交通安全。 

 寻找失踪人员。 

 提供预防犯罪的信息，以防止进一步犯罪的发生。 

 参加社区节庆，在有特殊活动时进行交通管制。 

制服 

警务人员有不同的工作职责，例如常规巡逻、交通安全服务及专项调查服务。他们可有不同的穿着，例如： 

 普通制服——普通当值警察、交通警察以及社区警察都穿着这类制服 

 红色或蓝色毛哔叽警服——主要在特殊活动或出于礼仪目的而穿着。标志性的红色毛哔叽警服是全世

界公认的加拿大标志。 

 便衣——专案组成员可以根据警务需要穿着商务装或休闲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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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能确定某个人是否是警察，您可以要求对方出示他们的警

官证或警徽。您也可以致电当地警察局，验证信息。 
 

联系警方 

我们鼓励您联系当地警察局，举报所有犯罪和可疑活动。举报犯罪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并抓住嫌疑人、追踪犯

罪趋势以及了解如何使用我们的资源。 

致电 911——紧急情况 

如有紧急警务、火灾或医疗紧急情况，立即拨打 911（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工作）。  

哪些情况下应致电 911： 

 紧急情况包括火灾、正在进行的犯罪活动、或需要用到救护车的医疗或有生命危险的事故。 

 某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或者人身或财产面临即刻的威胁。 

 犯罪活动正在进行，例如强行入室。 

 刚刚发生严重的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可能仍在附近及/或返回现场。 

 有很大机会可以逮捕嫌疑人或阻止严重犯罪。  

致电 911 时，接线员会询问您需要的是警察、消防还是救护车，以及在哪个城市。如果您不会说英语，请告

诉接线员您想用哪种语言，他们会尽力找到一位与您说同种语言的人。例如，您可以说“police, Surrey, and 

speak Mandarin”（警察，素里，讲普通话）。 

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如果您不能交流，接线员将立即派一名警察到您电话所关联的地址。 

误拨 911 

每年，收到误拨的 911 电话数以千计。为了帮助我们减少这样的误拨电话： 

 请不要将“911”预先设定到您的家用电话或手机里。 

 确保您的手机已锁定，以防止放在口袋里时被误拨。 

 向孩子们解释如何以及何时要拨打 911。 
 

 

如果您误拨了 911，请保持联线，告诉接线员您是误拨了这个号码。否则，我们

需要给您回电话或派人上门。我们的第一要务是确保您的安全。您不会由于误拨

而惹上麻烦或收到罚单，但我们请您务必不要挂断电话，一定要保持通话，解释

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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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紧急情况 

如果您要报告的罪案不属于紧急情况，请拨打非紧急报警电话。浏览加拿大皇家骑警网站，可找到加拿大皇

家骑警在您当地所设的非紧急报警电话号码：http://www.rcmp-grc.gc.ca/detach/en（英语和法语） 

哪些情况下拨打非紧急报警电话： 

 举报既成事实的犯罪，而且没有嫌疑人（例如，您的车在夜里被撬）。 

 报告可疑或滋扰行为（例如，高噪音派对）。 

 对您已经报警的案件获取或提供后续信息。 
 
 

 
 

致电警方时，您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训练有素的通讯接线员会通过一系列问题从您这里搜集特定的信息。保持通话，保持冷静并回答问题，将有

助于指导我们应如何做出反应。在您回答问题的同时，通讯接线员将会把信息传递给正在前往您那里的警察。 

接线员会问您的一些问题有： 

 您要报告的是什么事情？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件事是在哪里发生的？ 

 涉及哪些人？ 

 您认为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接线员也可能会问现场是否有任何酒精、毒品或武器，
以便将信息提供给即将到场的警察。 

如果您是作为犯罪嫌疑人、证人或受害人涉案的，工作

人员会要求您提供： 

 全名 

 出生日期 

 地址和电话号码。 

观察，举报。 

如果在您看来情况不大正常或不对劲，请按照您的

直觉向警方报告。可疑活动可包括： 

 有人向汽车和窗户内张望 

 在附近有陌生人看起来漫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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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将输入到安全警务数据库。您的信息不会提供给任何其他人，也不会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匿名举报罪案 

 如 果 您 想 要 匿 名 举 报 犯 罪 活 动 ， 可 以 致 电 灭 罪 热 线 1-800-222-TIPS ， 或 登 录 网 站

http://www.bccrimestoppers.com/ 上网举报。 

 灭罪热线可接受超过 115 种语言的举报信息。 

 您可以直接到您社区的警察局举报罪案。 

 如果您是已预先注册的失聪、有听力障碍或语言障碍的人士，您可以向 9-1-1 发送短信。 

在线举报 

现在，您可以在线举报某些类型的犯罪。请查阅您当地警察局的网页，了解是否有在线举报功能。 

如果您所在的地区可以在线举报，报告类别包括： 

 丢失或被盗财产价值低于$5000（没有嫌疑人）。 

 车辆遭到破坏或被撬，损失低于$5000（没有嫌疑人）。 

 肇事逃逸，损失低于$5000（没有嫌疑人）。 

 危险驾驶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与警方的互动 

出于很多原因，警察可能需要在您家里或在社区的

某个地点跟您交谈。例如，警察可能希望： 

 就某个正在进行的调查跟您交谈。 

 在您家附近搜查有关所发生的罪案的信息。 

 提供预防犯罪或安全信息。 

通常，您可以通过他们的制服来识别警务人员。但

有时，您可能会遇到不穿制服的警察。如果您对某

个警察的身份有疑问，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包括该

警察姓名及警徽编号的官方证件。 
 

 
在家时 

如果警察到您的居所时您在家，您应该给他们开门。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警察注意到的文化传统，请告诉

他们。请注意，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进入住宅时是
不能脱鞋的。 

http://www.bccrimestopp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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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不懂的地方，不要害怕，尽管问。如果您不会说英语，您可以让家人、朋友或者甚至邻居来帮助您。

如果附近没有人，警察会尽力找人用您愿意使用的语言来帮助您。 
 
 

 

以下情况下，警察可以进入您家： 

 他们已由在家的某人请入室内。 

 他们有合理理由相信情况紧急或有人正在受到伤害。 

 他们有法律文件，显示他们可以入内。 

 要查看在该居所的某个人的安全状态（例如，拨通

911 后又挂断） 
 
 
 
 

 
 

开车时 

警察有权随时截停某个车辆，检查违

章驾驶行为或者其他违规行为。警察

将通过手势或使用警灯、警报或喇叭

从路上或其警车中示意您靠边停车。 

如果警察示意您停车，为了确保每个

人的安全，您应该： 

 放慢车速，尽快在安全的

情况下靠路的右侧停车。 

 除非警察有其他指示， 

 否则，请呆在车里。 

 摇下车窗，使警察看得到

您的双手。 

 与警察交谈，并提供要求

出示的任何文件，如驾照

和登记文件。在警察要求

时出示这些文件是法律所

要求的。 

交通违章主要有两个类别：  

行车违规：超速驾驶、未在红灯时或停车标志牌前停车，不恰当地变换车道或与其他车辆相随太近。 

什么是…… 
 

受害人 

由于犯罪行为、事故或事件，遭受了情感或

身体上伤害的人。 

证人 

目击犯罪或事故发生的人。 

嫌疑人 

被认为施行犯罪或违法行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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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行车违规：未系安全带、刹车灯不亮或未能出示驾驶执照、车辆登记证或车辆保险证明。 

行车时被截停的其他原因包括： 

 在身体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驾驶（例如酒后驾车） 

 危险驾驶或不谨慎驾驶 

 行车时使用移动设备（如收发短信） 

 刑事调查。例如，您、您的乘客及/或车辆可能与警方正在寻找的某个人的特征相符。 

 安全问题 

由于很多原因，截停行车是警务工作中最危险的方面。在截停行车的例行工作中受伤或殉职的警察比其他任

何警务工作中的都要多。警察必须懂得车上人的行为和活动，并且不断监视其他车辆。警察受训按照一定的

程序安全截停车辆。您可能会对他们接近您车的方式感到担心，但这样做并不是想要吓您。 
 

如果您被警方拘留或逮捕  

根据《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即使您被警方逮捕或拘留，您也

有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 

被告知您为什么被逮捕或拘留。 

被告知可拥有律师并有权马上找一位律师（意思是一旦

情况处于控制之中且各方的安全得到保障）。 

被允许致电您想要找的任何律师，或从法律援助律师那

里获得免费咨询。 

根据《青少年犯罪法》（the Young Offenders Act），18

岁以下的青年还有其他权利，其中一项是有权与父母或

监护人交谈。 

如果警察认为您与某桩已发生的犯罪案件有牵连，则有

权拘留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利用这个时间进一步调

查案情并问问题。当您由于犯罪而被逮捕时，警察可以

对您搜身，搜查您携带的任何东西，如果逮捕您时，您

的车也在附近，也会搜查您的车。 

他们进行搜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每个人的安全，找到证

据，并防止证据被销毁。 

 

问题、疑虑和投诉 

对于您与警察间的互动，如果您有问题、疑虑或想要投诉，您有权提出来。您可以随时联系您当地的皇

家骑警，就您的疑虑与他们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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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警察与您的互动有疑虑，但您不想直接联系您所在地的皇家骑警，您也可以联系负责监管加拿大皇

家骑警的公民检讨暨投诉委员会（Civilian Review and Complaints Commission，英文缩写为 CRCC）： 

 无论您在加拿大的哪个地区，您都可以拨打：1-800-665-6878 

TTY：1-866-432-5837（适用于听力障碍人士） 

 负责监管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公民检讨暨投诉委员会 
P.O.Box 1722, Station B  
Ottawa, ON K1P 0B3 

 网站：https://www.crcc-ccetp.gc.ca/（英语和法语）  

受害者服务中心 

受害者服务中心在减少受害和再次受害的影响方面，提供及时的帮助并发挥重要的作用。 

加拿大皇家骑警受害者服务计划的目标是： 

 减轻犯罪和创伤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影响，并协助他们康复； 

 加强受害者的安全并帮助减少进一步受害的风险； 

 提高受害者参与刑事司法制度的程度； 

 帮助受害者作为证人为法庭诉讼做准备。 

从求助电话到犯罪调查，再到提供转介，警方与受害者服务机构密切合作，以确保犯罪受害者及时得到所需

的支持。 

VictimLink BC（BC 省受害者热线） 

BC 省受害者热线是覆盖全省的犯罪受害人帮助热线。在 BC 省受害者热线，支持人员将向所有犯罪受害人提

供信息和转介，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包括性侵犯、家庭关系暴力、虐待老人）的受害者及遭受身体虐待或

性虐待的成人提供危机支持。 
 

BC 省受害者热线将人们与由社区、社会、健康、

司法和政府等资源组成的网络相连，其中包括受害

者服务机构、过渡住所和咨询服务等资源。他们还

提供有关司法体系、相关联邦和省级立法和程序、

预防犯罪、安全规划、保护令登记和其他所需资源

的信息。 

可拨打 1-800-563-0808，致电 BC 省受害者热线。

有关 BC 省受害者热线的详细信息，请访问其网站： 

http://www.victimlinkbc.ca/（英文） 
 

刑事犯罪记录核查和弱势群体用途无犯

罪记录证明 

您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需要做刑事犯罪记录核查，其

中包括: 就业、收养、国际旅行、做志愿者、 

https://www.crcc-ccetp.gc.ca/（英语和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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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籍、更改姓名、学生安置或获取记录暂停（record suspension，以前称为 pardon）。要申请刑事犯罪记录查

核，请首先联系您所在地的警察局。更多信息可参阅： 

 
bc.rcmp.ca > Safety Tips 

刑事犯罪记录文件中含有个人的刑事指控、定罪和释放以及指纹信息。如果个人曾遭到起诉或被定罪，则包

括指纹信息。 

刑事犯罪记录核查：该程序将核实个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并向申请人提供可依法披露的详细资料。 

弱势群体用途（VS）无犯罪记录证明：该程序将核实个人是否有犯罪记录，是否存在与性犯罪有关的犯罪记

录暂停（record suspension，以前称为 pardon）以及地方警察局中是否存在与弱势群体用途无犯罪记录核查有

关的信息。申请人将得到可依法向其披露的信息。 

请注意：如果您是出于移民的目的而需提供指纹，请带上移民局的要求信函或表格以及您的身份证明。 
 

工作机会 

在加拿大，没有其他警力机构可提供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同等水平和种类的服务。加拿大皇家骑警有 150 多种

专门职业，为继续学习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加拿大皇家骑警所提供的职业生涯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您想在您的社区和国家发挥自己的作用，您可以来看

一看我们这里有哪些机会，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职业！ 

要申请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工作，您必须要满足列出的各项要求，并且愿意在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的加拿大皇

家骑警学院学习 6 个月。有关职业要求和即将举行的招聘活动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www.rcmp-grc.gc.ca （英文和法文） 
 

志愿者工作机会  

良好的社区警务服务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特别是在地方分局，志愿者常常要与我们的成员、工作人员和社

区客户协同工作。 

我们招募志愿者的目的在于为我们的员工提

供补充，而不是代替他们。志愿者不能执法，

也不能执行常规成员所能执行的行动任务。 

志愿者可在社区警务工作的几乎每一方面提

供协助。以下是几个例子： 

 邻里守望（Block Watch） 

 红鼻子行动（Operation Red 

Nose） 

 单车园地（Bike Rodeo）/巡逻 

http://www.rcmp-gr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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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implified] 

 

 机场/海岸守望 

 管乐和鼓乐乐队 

 受害者服务中心 

 社区咨询委员会 

 居民巡逻队 

 社区警察局 
 

要成为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志愿者，必须符合某些条件，其中包括必须年满 16 岁，负责任和品格良好，符合相

应级别的安全核查要求。 

辅助警察计划 

辅助警察是指参与社区警务活动的身穿制服的志愿者，他们没有武器装备，工作受到皇家骑警的监督。他们

协助维持社区治安、预防犯罪，也在其他情况下为警察提供协助。 

恢复性司法程序 

恢复性司法程序是一项基于志愿者的计划，通过使青年人明白自己所犯的罪行的影响，为青年人提供支持，

并提供机会，修正影响。作为一名志愿者，您将协助组织和协调罪犯与受害者之间的会晤。 
 

计划和服务 

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可表现为人身虐待、情感虐待或性虐待。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关系中，影响到任何人，无论性别、年

龄或民族。家庭暴力不是个人或家庭内部问题，而是违反法律的。如果您认识的某个人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这里可提供帮助。您可以联系您所在地的警察局，或拨打 1-800-563-0808，致电受害者热线，他们可提供不同

语言的协助服务。 
 

仇恨罪 

在加拿大，仇恨犯罪被定义为针对某个可确认的群体，以仇恨或歧视为动机，对个人、群体或财产而进行的

刑事犯罪活动。在 BC 省有一个专门的反仇恨罪团队。加拿大刑法中所概述的可确认群体如下：种族、肤色、

族裔和语言、宗教、年龄、精神或身体残疾、性别或性取向或任何其他类似的因素。 

警方会认真对待收到的仇恨罪报案。与其他不是出于仇恨的刑事罪行相比，被判犯有仇恨罪的人可能面临更

严重的量刑。 

政府、警察和社区组织团结一致共同打击仇恨罪。这些组织的存在旨在保护和支持个人和社区，使他们免于

遭受基于身份的攻击。 

 要举报仇恨罪，请致电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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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implified] 

 

 当您举报罪案时，请声明您举报的是仇恨罪。 

 报告紧急情况，如攻击、骚扰和威胁 

 报告非紧急犯罪活动，如涂鸦、破坏和仇恨宣传。接线员将把您转到相应的分局来处理相关情况。 
 

精神健康和创伤 

来到一个新国家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冲突地区的人来说。在某件创伤性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之后，

有些人会通过追忆和其他事情不断在内心重现他们的经历。这可能大大地影响他们的生活。这称为创伤后应

激障碍，是一种精神疾病。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是那些因为武装冲突，不得不离乡背井的人们所表现出来

的常见症状。 
 

如果您认为所关心的人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您最应该做的就是与您的医生谈谈。此外，可查找本书背面的资

源部分中适用于您具体地理位置的资源。 
 

失踪人员 

如果您的配偶、子女、朋友或亲戚失踪，您应该与警方联系。您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报告有人失踪。警方

将从您那里收集有关失踪者及其日常习惯的信息。警方会要一张失踪人员的照片以及其他任何有助于找到失

踪者的信息。 

如果您要和孩子一起参加一个大型的活动，请事先制定一个安全计划，计划好万一你们走散应该怎么办。 

这可能涉及安排一个定好的会面地点，或告诉孩子他们可以向警察这样的权威人士请求协助。 
 

老年人的安全 

这部分信息主要针对老年人，具体来说，主要针对老年人及其护理人员，帮助他们识别虐待老人行为、安全

隐患、诈骗和骗局。 

加拿大皇家骑警致力于减少此类针对老人的事件，通过与市民协同合作，共同发展更为安全的社区。 

有关防范技巧的教育和认识可以帮助您识别潜在

的犯罪情况，并使您了解如何降低或消除风险。 

参与社区并了解您所在地的警务服务，可以增强

您的安全感。您的参与也可以改善和提高您社区

中所提供的计划和服务。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bc.rcmp.ca > Safety Tips > Personal Safety > Seniors 

Safety Guidebook （英语和法语）



 

 

[Chinese Simplified] 

 

虐待老人 

虐待老人是指由配偶、孩子、其他家庭成员、护理人员、服务人员或处于管控或信任关系中的其他个人对在私

人住宅或机构中生活的老人所施行的暴力、虐待或忽视。 

虐待老人可有多种行为表现，该行为多见于那些经常与老人互动的人当中。 

虐待老人的形式： 

 （被别人忽视） 

 身体虐待 

 性虐待和性剥削 

 心理和情感虐待 

 经济虐待（盗窃或滥用老人的金钱或财产） 

 机构虐待（生活环境过度拥挤、不合格和/或不卫生） 

 侵犯权利（限制自由和隐私） 

 精神虐待（对宗教和精神活动、习俗或传统于以限制或否定）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某个人正在遭受虐待， 

请向警方举报！ 
 

预防犯罪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犯罪预防服务和规划旨在向居民提供信息，通过在罪案发生前减少风险因素从而有效地预

防和减少犯罪。 

我们与各省及地区的伙伴和利益方密切合作，制订并执行针对全国社区中特定犯罪问题的计划。 

个人安全 

记住一些基本的安全小技巧可有助于防止犯罪的发生，也有助于您对情况做出相应的反应。其中一个简单而有

效的小技巧就是随时注意周围环境。相信您的直觉，如果感到有什么不对，请离开现场或与警方联系。 

抢劫 

如果有人走近您，对您进行口头威胁或身体上的攻击，您可以将此人想从您这里得到的都给他，以避免进一

步的对抗，这可能包括您的手机、钱包、帽子等。不要争辩或反击，因为这样做会使情况更糟。 

您可采用的其他安全预防措施有： 

 信步前行，注意周围的环境。 

 避免携带大的手提包或挎包。 

 将手机和贵重物品之类的财物放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只带您特定行程所需的身份证、钱和/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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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implified] 

 

汽车犯罪 

汽车犯罪包括盗窃汽车以及车内盗窃。通过以下措施，很多情况均可得到预防： 

 使用防盗设备。 

 把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或有人走来走去的地方。 

 车内不要留有财物（例如购物袋、零钱、电子产品、公文包等）。 

 绝对不要在汽车处于发动状态下走出汽车。 

 将车库门的遥控器藏好或随身携带。 

家庭安全 

在家里采取一些基本安全措施可以减少您成为窃贼目标的机率。其中包括： 
 

 确保您的家使用了妥善的安保措施，而且照明充足。 

 即使您在家，也要确保锁好门窗。 

 购置报警系统。 

 如果您有较长的时间不在家，请一位信任的邻居或朋友查看您的房子。 

因为窃贼常以空宅为目标，所以要让您的家看起来是有人住的，这一点很重要。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是确保

家门前不要堆积很多送来的报纸。此外，如果您打算外出很长时间，问一问您的保险公司，因为他们可能需

要您在外出期间有人来查看您的房子，这样才能确保您的保险对您的房子仍有保障。 

道路安全 

司机、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有责任共用道路并遵守法律。 

行人应在人行道上，并使用指定的人行横道过街。在恶劣的天气中或在夜间行走，要穿着鲜艳或反光的衣服。

如果您边走路边欣赏音乐，请尽量不要两个耳朵都带耳机，也不要开到最大音量，以便对周围环境保持警觉。  

骑自行车的人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戴上头盔。在骑车之前，您还应该确保您的自行车使用状态良好。 

驾驶员应该了解《机动车辆法》 (Motor Vehicle Act) 中规定的交通规则。这包括遵守标出的限速，确保您的车

辆可安全驾驶，以及所有乘客都必须系上安全带。使用毒品或饮酒之后驾车是违法的，可能遭到逮捕、罚款

或入狱。 

此外，在 BC 省，司机拨打或接听电话是违法的，除非他们使用的是免提设备。司机也不能收发短信。 

您知道吗…… 

 骑自行车时要戴头盔是法律规定。 

 如果您在没有人行横道或交通灯的地方过马路，就属于违章横穿马路。这是一种违章行为，增加了

司机看不到您的可能性，因此可能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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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implified] 

 根据法律规定，车上的司机和所有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出于安全原因，体重在 40 磅（18 公斤）以下且身高不足 4'9"（145cm）的孩子必须使用加高座椅

（booster seat）。 

 接近停靠在路上闪烁着蓝、红或黄色灯的官方车辆时，司机必须“减速、换道”。 

诈骗和骗局 

骗局并不是常常容易被识破，而且每天都有新的骗局产生。 

如果您怀疑您可能是欺诈对象，或如果您已经被骗了钱，不必觉得难堪，被骗的不止您一个。如果您想要举

报诈骗行为，或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加拿大反诈骗中心 (Canadian Anti-Fraud Centre) ： 

电话：1-888-495-8501 

网站：http://www.antifraudcentre-centreantifraude.ca（英文和法文） 

您所在地的警察局能够提供有关如何确保安全的支持和信息，主题包括身份信息窃取、大众营销诈骗（包括

电话营销诈骗和网络诈骗）以及支付卡诈骗等。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分局或访问 

bc.rcmp.ca > Safety Tips > Frauds and Scams（英语和法语） 
 

确保孩子的安全 

作为父母，您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确保您孩子的安全 

1. 沟通——问问孩子有什么感受，学校里有什么事情发生，有哪些朋友。要求和他们朋友的父母见见面

也是可以的。 

 
 
 
 
 
 
 
 
 
 
 
 
 
 
 

 
 
 
 

 

防止欺凌的常用小贴士 

2. 介入——注意到孩子正在做什么事，表现

出对他们所参与的活动感兴趣。 

3. 为他们报名参加体育活动以及他们可能感

兴趣的其他活动。 

在您当地的社区中心，有很多免费或价格低廉
的娱乐活动。您可以访问您所在城市的网站，
了解有关此类活动的更多信息。 

欺凌 

如果有人故意做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或说伤害他

人的话，这就构成了欺凌。这种行为往往是重

复发生而且是故意的。欺凌行为可能包括：身

体上的（打、推搡）、言语上的（侮辱、逗

弄），社交上的（排斥、造谣）或网络上的

（在线、社交媒体）。 

 

 花时间和您的孩子在一起，以帮助培养信任关系。如果孩子信任您，知道您支持他们，那么，当他

们有问题时来找您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给孩子做个好榜样，教育孩子尊重他人，不论其文化背景、性别或能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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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implified] 

 

 在欺凌真的发生之前，让孩子了解欺凌的不同形式以及它们的后果。如果他们看到有人遭到欺凌，

鼓励他们说出来。 

 与其他家长和学校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始终了解您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鼓励您的孩子加入可增强自信和自尊的团体或俱乐部，使孩子有机会从中加强同伴关系并建立友谊。 

互联网安全 

使用互联网的人越来越多，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家里、校园和图书馆都可以很方便地通

过计算机和手机轻松上网。确保孩子安全地使用互联网，您作为父母可以发挥您的作用。一些担忧可能包括：

不合适的信息、欺凌、骚扰或诈骗/骗局。 

小贴士: 

 在孩子使用互联网时对他们予以关注 ——将计算机放在家中人多的地方，例如厨房。 

 不要透露您的个人信息，如姓名、出生日期、社会保障号码等。如果您要填写某项特定服务的表

格，请确保在 URL 地址栏输入其网址，然后再填。不要通过链接或电子邮件提供个人信息。 

 您发布到网上的内容一定要小心——无论是留言还是照片。信息一旦上传到互联网就很难消除，

这些信息有可能在您申请工作时给您带来影响。 

更多技巧和信息可从您当地的分局获得，也可登录网站查询：bc.rcmp.ca > Safety Tips > Children/Youth 

（英语和法语） 

犯罪团伙 

犯罪团伙是有组织的团体，为了获得金钱、权力和/或地位而犯罪。青年人不论其种族起源或财务状况如何，

都可能加入犯罪团伙。 

您认识的人可能与犯罪团伙有染的一些迹象： 

 在外面呆到很晚。 

 不明原因的受伤。 

 与家人和平时的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变少。 

 关于新交的朋友闭口不谈/突然有了新朋友。 

 有了钱，或者有了通常没有或买不起的东西。 

 偏好某些颜色的服装（帮派颜色）。 

 在个人用品（如笔记本或卧室的墙）上涂鸦。 

 在手上或身体上刺青或纹上帮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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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implified] 

 

毒品 

作为父母，教育孩子认识到毒品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十分重要。这样做的最好途径就是先自我教育。教育和

认识是预防的关键。地方警察局经常与学校协作，使青少年了解有关毒品的信息。 

您知道吗…… 

 酒精和烟草是青年人最常用的致瘾物。 

 像止痛药之类的处方药也可被用来获得兴奋感，且有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当药物被处方之外的人服

用时。 

 常见的家用物品，如胶水、清洗液和喷雾剂，也可能被使用，且对健康有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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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implified] 

 

BC 省其他资源 
  

灭罪热线 1-800-222-8477 (TIPS) 

提供犯罪信息（匿名）  

 
运联警察 短信 877777 

可举报在天铁、公共汽车、交通总站或汽车站上发生的问题： 

 
受害者热线 (VictimLink)   1-800-563-0808 

如果您是某桩罪案的受害者，此热线可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提供服务 

 
BC211   2-1-1 

可与您所在的社区、政府或社会服务机构取得联系 www.bc211.ca/ 

  
ICBC  604-520-8222 

为驾驶人员提供服务，并可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申报交通事故赔偿  

 
反诈骗电话中心（Phone busters）  1-888-495-8501 

举报与电话相关的诈骗行为 

 
BC 省移民服务会（ISSofBC）    www.issbc.org  

为移民和难民提供支持服务，帮助他们得到安置、找到工作、了解在加拿大开始新生活所需知道的一切。 

 
BC 省危机热线协会（Crisis Line Association of BC）  1-800-784-2433 

可就自杀等想法与危机热线的人员交谈 

 
BC 省健康联线 811  811 

免费获得健康信息，包括精神健康。可提供翻译服务。 www.healthlinkbc.ca 

 
凯尔蒂精神健康资源中心（Kelty Mental Health Resource Centre）  1-800-665-1822 

就精神健康和致瘾物使用方面的问题为青少年及其家人提供支持  

  
Diversecity 社区资源协会（Diversecity Community Resources Society）  604-597-0205 

针对来自冲突地区的难民提供危机干预和创伤咨询 www.dcrs.ca 

 
酒精及药物信息及转介服务 1-800-663-1441 

低陆地区：   604-660-9382 

每天 24 小时为在致瘾物滥用方面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全天候服务。 

 
非理性赌博求助热线 1-888-795-6111 

为那些受到赌博不利影响的人士提供全天候咨询和转介服务。 

 

http://www.issbc.org/
http://www.dcrs.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