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国家警察
道路安
全信息
在爱尔兰，车辆靠左行驶。
在爱尔兰，在你驾驶任何车辆上路前，你必须确保车辆已经投保、纳税并完成了NCT测试或DOE测试，法律所要
求的所有标识全部展示在前挡风玻璃上。你必须持有该车辆的驾驶执照。
作为一名爱尔兰驾驶学员，自2011年4月4日起，你必须接受有驾驶教练资格人员 员为期12小时的指导，作为学
习驾驶汽车的一部分，对于摩托车，自2010年12月6日起，你必须接受为期16小时的驾驶培训。
作为驾驶学员，你不得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你必须在车辆上贴上“L”标识，并且自必须在具有自通过驾驶测试
后至少具有两年驾驶经验的驾驶员的陪同下，你才可以驾驶车辆。
在爱尔兰，最致命严重的以及最严重的撞车事件造成的受伤案例中，速度是一个主要因素。

爱尔兰的最高限速（以千米每小时（kph）计）为：

50kph
60kph
80kph

在具有脆弱的道路使用者的情况下（行人、骑自行车
的行人和摩托车驾驶者）
已建成的城市区域
城市和城镇的主要入口或直通线路
二级公路或区域间公路

100kph
120kph

国家主要公路（非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30kph

速度限制不是最终的目的，这只是你可以合法地在路况良好的公路上驾驶的最高时速。你必须按照路况和天
气状况、现有的交通流量和可能存在的风险确定适当的驾驶速度。

减速可以拯救生命。
国家社区警务办公室
尔兰警方社区关系和社区警务分部
www.garda.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道路安全信息
切记不要酒后驾车。
酒精将会对驾驶产生何种影响。
酒精可以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视野、协调能力和反应时间。酒后驾驶可能引发严重
的驾驶失误, 如：
驾驶速度过快或过慢
在错误的车道或分支车道上行驶
闯停车标识或红灯
不正确超车

法律规定
在爱尔兰酒后驾车的限制是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不超过80毫克
如果你因饮酒或使用毒品而不能正确操纵车辆，在这样的情况下驾驶车辆、试图驾驶车辆或控制车辆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请记住，每1个单位的酒精经过普通人体系统的时间为1小时，1个单位=半品脱啤酒，少量烈酒或一小杯红酒。

爱尔兰警方可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对司机进行随机呼吸测试
- 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了！

系上安全带。
法律要求车辆的每个乘坐人员必需系安全带。驾驶员有责任确保低于17岁的人员系上安全带。
儿童必须乘坐在适当的儿童座椅内。

安全带可以拯救生命
疲劳驾驶。
在爱尔兰有五分之一的致命车祸被认为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不要忽视疲劳驾驶。
如果你感到累，请停下车略作休息 - 15到20分钟的小睡会很有益处。
当
如果计划长时间驾驶，前一晚 应睡眠充足。

驾

避免饮酒和服用可能引发瞌睡的药物
考虑轮流驾驶

接打移动电话。
驾驶过程中使用手持式移动电话是一种违法行为。

国家社区警务办公室
爱尔兰警方社区关系和社区警务分部
www.garda.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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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过程中，谨慎使用其他电子设备 - 任何吸引你注意力的分心行为都可能是危险的。

你的车辆。
你需要定期:
检查胎压和胎纹深度。检查燃油、水箱和其他液体的水平
检查是否存在断路或破损。检查所有车灯和指示灯
保持前挡风玻璃清洁，无任何可能阻碍你视野的物品
正确放置你的挡风玻璃雨刷器
检查并确保喇叭工作正常
按照建议的间隔对你的车辆进行维护

天气。
当可见性很低，开启近光灯以便照明并识别自身车辆
当天气状况恶化时 - 减速
仅当有雾的时候或下雪的时候使用雾灯，并且在天气改善时记得将雾灯关闭。
切记在雪天或光滑的路面的情况下，或在暴雨的情况下，减速慢性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刹车距离两倍以上的车距。

处罚分。
如果一名司机在3年期限内累计达到12分处罚分，该驾驶员将自动失去为期6个月的驾驶资格。一些违法驾驶行为可能导致
遭受处罚分，包括：超速、未系安全带、粗心驾驶、闯红灯、不遵守停车/让路标识。全部列表，详见
www.penaltypoints.ie。

ﻻ ﺗﻬﺪف اﻟﻤﺸﻮرة اﻟﻤﻘﺪﻣﺔ ﻓﻲ ﺻﺤﻴﻔﺔ اﻟﻮﻗﺎﺋﻊ هﺬﻩ ﻷن ﺗﻜﻮن ﺷﺎﻣﻠﺔ أو ﺣﺘﻤﻴﺔ
国家社区警务办公室

爱尔兰警方社区关系和社区警务分部
.إﺟﺒﺎرﻳﺔ أو ﺻُﻤﻤﺖ ﻟﻜﻲ ﺗﺘﻌﺎرض ﻣﻊ أﻳﺔ أﺣﻜﺎم ﺗﺸﺮﻳﻌﻴﺔ
آﻤﺎ ﻻ ﻳﺠﺐ ﺗﻔﺴﻴﺮ أﻳ ًﺎ ﻣﻦ اﻟﻤﻌﻠﻮﻣﺎت اﻟﻮاردة ﻓﻲ هﺬا اﻟﻨﺸﺮة ﻋﻠﻰ أﻧﻬﺎ إﻟﺰاﻣﻴﺔ أو
www.garda.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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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损伤的道路使用者
行人。
当在夜晚期间散布时，应着亮色服装并应考虑携带手电筒。
当可使用时，总是使用人行横道穿越公路。当没有人行道时，应面向车辆行走（靠右）。永
远不要在载有重货的车辆接近时穿越公路
在载重车辆转弯时，切勿靠近人行道边缘。
穿越公路前，停下，并仔细查看倾听

骑自行车的人。
发现并使其发现自己。（穿亮颜色的服装和/或荧光背心、腰带或夹克）总是佩戴头盔。
在黑暗环境行驶时，你必须向前方发出白色光束并在车后具有红色反光灯。
不要靠近重型载重车辆骑行，尤其是在接近交叉路口的区域。
遵守交通规则 - 尤其是红灯和停车标识。当具备自行车道时，你必须使用自行车道。

摩托车/后座乘客。
在爱尔兰，摩托车占有量居全部车辆的1.5%，但是死亡率占大约12%。
摩托车驾驶员/后座乘客必须佩戴质量合格的头盔。
摩托车驾驶员/后座乘客应总是使其清晰可见（穿着亮色反光服装或高可见度的服装，并且驾驶时保证车头灯打
开。）
摩托车驾驶员 / 后座乘客应穿着防护性服装以保护其自身安全。摩托车驾驶员应意识到其脆弱性并正确驾驶。摩托车驾驶
员应定期检查其车辆，尤其是刹车、轮胎（胎纹深度和胎压）灯具和喇叭。

国家社区警务办公室
爱尔兰警方社区关系和社区警务分部
www.garda.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罪案防范资料单

个人安全
“街头智慧”
具有“街头智慧”
罪案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罪犯认为他
们不会被捕，而受害人则认为，“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事实却
是截然相反。对于每一起罪案来说，总会有一名受害人。尽管不是
每个罪犯都会被捕，但每个受害人都会遭受不幸。本资料单的设计
目的是降低受到意外伤害的风险和/或公共场合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损
失。
你承受的痛苦或损失的程度将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

很多夜间随意人身攻击和暴力行为都是在一些可预知的容易发生

• 你的脆弱性

冲突的地点，例如队列中、有特许执照的地方外面、快餐店和夜总

• 你所处的环境

会。

• 你的个人行为
通过问自己几个基础性问题，你应该本能地判断出你所到访的环

你的脆弱性

境：

欲了解你成为罪案受害人的可能性就需要了解罪犯的心态。罪犯会
通过一些途径判断你的弱点，根据罪犯意欲作案的类型不同，对他
们来说，一些因素将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 我知道如何到那里去吗？
• 我需要穿过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吗？我能避开这些地方吗？
• 我需要独自去吗？我需要白天去还是晚上去？
• 我如何到达那个地方？需要多久的路程？

如果你：-

• 如果我驾驶私人汽车，我可以把车安全地停在哪里？

• 上了年纪、非常年轻或者是一名残疾人

• 如果车辆抛锚我该采取什么紧急方案？

• 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

• 我了解要去拜访的地方吗-那个地方是否安全，管理得当？

• 独处，而不是和他人共同生活
• 不论是当地人还是陌生人
• 自信且自负或看上去温柔、谦逊
那么以上的一个或多个因素则可能增加或降低你成为罪案受害人的
可能性。一些因素是你无法控制的，但其他因素则是可以控制的。
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因素都可能影响你所面临的风险的类型。

你所处的环境
一些地区可能比其他地区更易于发生犯罪案。很多人聚集的繁忙的
购物大街永远都会吸引盗窃犯。同样，安静、灯光昏暗的街道、地
下通道和巷道可能是拦路抢劫者和强盗的理想作案场所。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犯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签发，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8年9月

•

我是否告诉任何人我去哪儿了和预计返回的时间？

•

我的外表或着装是否合适，我需要佩戴昂贵的珠宝首饰吗，

•

如果你是罪案或者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 立即将该事件向爱尔
兰警方汇报 - 不要依靠你个人的力量和袭击者对抗

或者需要带上我的信用卡或镭射卡吗？
•

我所带的其他私人财产物品可能会吸引盗贼-我真的需要带
上他们吗？

你的个人行为
在公共场所，我们可以控制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个人行为。一些人天生

本资料单中所含的建议既不是详尽的，也不是绝对的。

就好战斗狠；而其他人则可以在最具挑衅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冷静、自
持。你预测潜在的麻烦并且减少或分散这些麻烦的能力取决于你的个

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或

人性格和自己的行为。具有“街头智慧”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我们都

意欲与任何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应该遵守基本的原则才可以避免麻烦和那些惹是生非的人。

•

和你熟识的同伴呆在一起

•

饮酒、吸毒或使用其他有毒物质不仅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还会你
对罪犯更具吸引力

•

避免在公众场合显露你的财富 - 收好你的钱夹/钱包

•

如果你发现了犯罪行为 - 马上离开该区域并致电爱尔兰警方

•

如果你看到或感觉受到一伙人的恐吓-绕到安全的街道- 穿过
街道 -或原地等待其他的人出现

•

留在照明充足的街道上，并且选择与车流逆行

•

不要参与其他人的纠纷

•

不要回应别人的嘲弄或恶意评论 - 这是为了让你卷入冲突中

•

故意冲撞或推挤你的人有意侵犯你 - 避免和他们目光接触，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

也不要与这些人争吵或肢体接触

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电话：(01) 6663362, 传真:(01) 6663314
电子邮件：crime_prevention@garda.ie

•

切记 - 你和具有侵略性或醉酒的人没有道理可讲

•

年轻的女士应避免单独陪伴陌生人 - 不管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表现得如何善意

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

爱尔兰国家警察
www.garda.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罪案防范资料单

个人安全
家庭暴力
简介

• 总是过分“跟踪”你的时间或下落？

“家庭暴力”一词尽管在立法中并没有定义，但可以在大多数人中引起
恐惧和厌恶。其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某种关系的一名伙伴对另一名伙伴
施以身体上的、性行为、精神上的、财务上的或情感上的虐待。所报
告的异性恋人中，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大多数为女性。异性恋人关系中
的男性以及同性恋人中的男性或女性也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儿童也可能遭受家庭暴力。

• 总是指责你或贬低你？
• 阻止你工作、出门或社交？
• 破坏你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 控制家庭所有财务，并要求你详细汇报所有支出？
• 甚至连购买家庭必需品的钱也不允许你接触？
这些问题中，如果你的回答有一项为“是”，那么你可能就是家庭暴力

其他形式的家庭暴力包括-

的受害人，故你应该认真考虑你的处境。

• 有暴力倾向的配偶、子女、亲属、看护人虐待家庭中的老人，以及
• 残疾人的看护人、伴侣或亲属虐待家庭中的残疾人
家庭暴力可能涉及所有性别、年龄、阶层、种族和宗教信仰。切记，

暴力发生的过程

家庭暴力不会只发生在“某一类”女性或男性身上，也不会只发生在“某

家庭暴力通常遵循下列三个时期 -

一类”家庭中。

• 建立紧张气氛的时期
• 暴力/对抗发生的时期，和
• 和解/相爱的时期

我正在被虐待吗？

一定要记住，一旦家庭暴力开始发生，其不仅会持续，还会长

家庭暴力包括具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的所有的身体上的、性行为的、
精神上的、财务上的以及情感上的虐待。回答下列一些问题，尽管这
些问题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但是这些问题可以启发你的
思维并帮助你分析你所处的环境。

时间增加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随着家庭暴力的持续，家庭
暴力的三个阶段开始向着最坏的结果转变。建立紧张气氛的时
期会更短且更激烈，暴力对抗发生的频率更高，强度也会更加
激烈，而和解的时期也会更短而且更缺乏热情。

你的伴侣是否 •
•
•
•
•
•
•
•

我该怎么办才能保证安全？

推挤/推搡、殴打、猛击、掴打、踢踹或撕咬你或子女？
威胁要伤害你、你的子女或亲属？
威胁对你使用武器？
如果你离去，则威胁会杀死你？
在违背你意愿的情况下强行与你发生性行为？
饮酒后或使用毒品后易于生气？
在别人面前羞辱你？
故意/恶意毁坏你的个人财产或其他对你具有感情色彩的物品?

首先要记住的是你没必要必须要接受家庭暴力。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
侵犯或虐待其人！
如果你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你首先考虑的是你和子女的安全问题。

• 总是指责你不忠？

你可以向爱尔兰警方和其他相关组织寻求帮助，如：妇女援助组织，
AMEN，等（详细信息见下一页的“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章节）。
有关此

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犯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签发，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9年4月

爱尔兰警方有责任向你提供保护并全面调查所有家庭暴力事件，包括

当你决定离开时，不论是短期或是长期离开，你需要携带下列一些

由任何第三方所报告的家庭暴力事件。

或全部物品，如果不能，你可以之后在爱尔兰警方的陪同下返回家
中取得你的个人财物 -

如果你处在紧迫的危险之中 • 拨打爱尔兰警方热线999或112。爱尔兰警方将向你提供保护并使
一些可以为你提供咨询、建议或庇护的组织与你取得联系。这
些组织还可以向你提供与获得保护/阻止暴力发生的命令相关的
信息等。

*

钱

*

支票本

*

信用卡

*

已经开具的医院处方

*

汽车钥匙

*

驾照

*

护照

*

工作许可 (如相关)

*

衣服

*

地址本/电话本

如果你有时间，其他需要考虑携带的物品包括 -

• 马上离开或者找其他人来陪伴你，如果这样可以增加你的安全性；
否则，请到邻居/朋友/亲属的家中或其他安全的地方。

*

出生证明

*

子女的出生证明

*

家庭医疗记录

*

子女的社会津贴册

如果你没有处在紧迫的危险之中，且需要帮助-

*

社会福利册

*

汽车登记页

• 你当然可以拨打爱尔兰警方的电话，或

*

就学记录

• 拨打可以向你提供建议、咨询或庇护的任何一个组织的电话（一

*

子女的玩具

*

重要的照片和个人物品

*

珠宝

些组织的具体联系方式附于本页末尾处“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
接”章节内）。

本资料单中所含的建议既不是详尽的，也不是绝对的。

医疗救护
如果你受到伤害，一定要取得医疗救护，您可以要求医护人员为你
的受伤处拍摄照片。如果可能，请保存好所有的受攻击的记录，在
你决定采取法律措施时，这些记录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
或意欲与任何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法律问题
您可以从一系列的途径获得信息，包括爱尔兰警方、免费法律咨询
中心（FLAC）和其他支持组织。法庭可以签发安全命令、隔离命
令、临时隔离命令和保护命令。这些命令在1996年家庭暴力法案
中已有定义。有关上述命令的信息见FLAC网站。

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
爱尔兰警方家庭暴力和性侵犯调查单位
NB.C.I.,
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电话：(01) 6663430, 6663435, 传真:(01) 6663316
电子邮件：dvsau@iol.ie
或当地爱尔兰警察局
爱尔兰国家警察
（网址：www.garda.ie）

预先计划 - 制定安全计划
你应该考虑预先制定措施方案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其他事件。这样
做可以使你感到对事件发生更有控制力，也可以在上述事件发生时
让你有所准备。
你的措施方案包括：

紧急情况-请拨打999或112
Cosc
（网址：www.cosc.ie)
电话：(01) 4768680
妇女援助组织
（网址：www.womensaid.ie)

• 列出当意外事件发生时或当你感到身处危险境地时，你可以打电
话求助的人选。
• 如果你不得不离开家庭，你应决定能去什么地方。
• 在你所信任的人那里存放额外的衣物、化妆品、钱、和个人物品。

免费电话 1800 341 900,
一周7天，每日10点至22点开放
爱尔兰安全组织（Safe Ireland）
（网址：www.safeireland.ie)

• 知晓你的身份证件以及其他重要文书存放的地方，以防你会紧急
用到他们。
• 提醒可信任的邻居，如果他们听到你家中传出任何可疑的声响，
应立即给爱尔兰警方打电话。
• 练习紧急逃生（和你的子女一起）并到达你选为安全的地方。
• 列出你希望考虑的其他准备事项。

电话：(090) 6479078
AMEN
（网址：www.amen.ie)
电话：(046) 9023718
免费法律咨询中心（FLAC）
（网址：www.flac.ie)
电话：(01) 8745690
罪案受害人求助电话
（网址：www.crimevictimshelpline.ie)
电话：1850 211 407
Samaritans
（网址：www.samaritans.org)
电话：1850 6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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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安全
安全检查清单
入室盗窃犯喜欢轻松的机会。如果盗贼需要制造很大的噪音，花费很长的时间或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很可能他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一个
非常好的经验法则就是3分钟延迟测试。如果你能防止盗贼在3分钟内进入室内，很可能他们会选择到其他的地方。完成下列家庭安全调查
以便确定你的家庭是否安全。略过与你的家庭不相干的问题。
请记住，每个选项为否的问题都是对你的家庭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

门窗
1.

是

否

你的所有外门是否都正确安装且装配有恰当的安全锁止系统？
（即：对于木门来说，具有5个制动杆榫眼的门锁，对于uPVC材质的门来说具有多个锁止点。
）

2.

如果你家中安装了玻璃格板门 - 是否已采取某种措施对其加固以防止门被打碎？

3.

你的正门/主要入口是否装备了广视角观察镜或其他观察来访者的装置?

4.

你的门上是否装配有防盗门链/限制器，你是否使用它？

5.

自从迁入您的家中（当该房屋之前可能有其他人曾经住过时），你是否更换过锁具？

6.

你的备用钥匙是否由可信任的邻居保管，并从未放置在外面的垫子或花盆等物品下面？

7.

你离开家时，不论离开多长时间，是否都会锁门？

8.

当你在花园/院子里工作，且不能看到门时，是否会锁上门？

9.

你是否在滑动门或院门上安装了额外的锁具？

10. 你可以关闭并锁死你的车库 / 外屋门吗？
11. 你的车库门 / 外屋门是否安装了质量合格的锁具或门闩？
12. 你是否会关闭并锁死你的车库 / 外屋门吗？
13. 你的所有窗户都安全吗？
14. 窗户的开口是否可以仅限制为用于通风？
15. 当你离开家时，是否会检查所有窗户全部关闭了吗？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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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安全
1

当陌生的技工/来访者进入你的家中之前，你是否询问他的身份？

2

你是否避免在家中放现金？

3

当家中无人时，你是否在一些灯具上安装了自动定时控制器？

4

你的家是否总是看上去有人在内居住？

5

你是否已经记录下了贵重物品的序列号码？

6

为了便于识别，你是否曾为你的贵重物品拍摄照片，尤其是你没有序列号的物品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珠宝、瓷器、水晶、油画作品或古董等?
7

你的汽车钥匙/房间钥匙是否保存在室外无法看到的地方？

室外安全
1

你的门牌号码是否街道上清晰可见？

2

你的家庭周围是否具有充分的照明，以便你可以查看房子周边任何黑暗的区域？

3

每个门外是否具有充分的照明，可以让你看到来访者？

4

邻居或经过的人是否可以清楚地看到你的房子？

5

你是否已经修剪了所有树篱和灌木，并使正在破坏您的门窗的盗贼无法藏匿其中？

6

你是否曾环绕巡视过你的房子，并检查盗贼可能进入房间的地点？

7

你是否将工具或梯子保存在盗贼无法接近的地点？

8

你是否将机械、工具以及其他高价值的物品保存在上了锁的车库内或其他工棚内，或者使用链条将其锁定以防止移动？

9

您的棚子/车库都安全吗？

假期安全
1
2

你是否有可靠的邻居，你可以告诉他你的旅行计划，交给他你的钥匙并请他定期检查你的房间？
你是否有可靠的邻居，当你不在家时，他可以帮你收取邮件或报纸，或者你是否使用了邮局的邮件提醒业务？

3

你是否取消了所有的递送服务？

4

当你不在家时，你是否要求你的邻居将他/她多余的汽车停在你的私人车道上？

5

你是否安排了人帮你修整草坪？

6

你是否将你长期不在家的信息通知了爱尔兰警方?

电气安全
1

你是否装配有闯入警报系统，你是否使用它？

2

你的闯入警报系统是否符合欧洲标准EN50131？

3

你的闯入警报系统是否每年检修？

4

你是否了解爱尔兰警方当前关于闯入警报的政策？

5

你知道如何操作并使用你的警报系统的功能吗？

6

你是否考虑将其接入监视中心或你的手机？

7

你是否指定一人（或多人）持有你的家门钥匙，该人能对警报器启动做出恰当的反应吗？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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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安全
门
门的安全特征

门的安全

没个家庭的前门在可能并适合的情况下，应安装下列附加的安全特性
大多数进入你的房产的入侵者是通过门或窗户进入你的住宅的。住户将
自家门、窗户保持开放、未锁或没有正确加固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大多数外门采用下面设计和强度中的一种 -

• 防盗眼，应具有广视角，这样可以使房屋的居住者在开门之前可以
辨别来访者。

• 坚实的硬木

• 防盗门链或限制器，这些装置可以使房屋的居住者限制房门只有在

• 硬木配以玻璃隔栅

屋主愿意时才能全部开启。

• 铝

• 合页螺栓，可以增加门的强度，以防止强行进入。

• uPVC

• 收信箱/限定器

• 滑动门或露天门
• 法式落地双扇玻璃门
门的强度和安全性主要取决于用于制作门的材料以及所使用的锁具和装
配件的质量。
入侵者能否通过你的外门进入室内取决于-

门的安全和标准
建议所有外部进口/出口处的门设计为可以承受可接受级别的强行进
入，如目前英国的门安全标准PAS 24-1《强化安全门》或其他等效标
准。这些标准将需要符合特定的安全测试条件。

• 门的建筑材料的强度，

目前。房屋所安装的大多数门并不符合这一标准。理想的室内安全门

• 锁具的质量，

将包含下列大多数或全部安全特性：

• 正确的装配和安装
• 符合BS3621标准的5杠杆榫眼死锁 -顶部和底部
我们可以通过减少这些风险特征的方法降低入口处对盗贼的吸引力。

• 具有死锁功能的门缘弹簧锁
• 用于加固门的合页侧强度的合页螺栓
• 防盗门链和广视角猫眼

硬木门

硬木门应具有最低44毫米的厚度，并可以支持安装框边和榫眼锁，至少 目前，市场中有多种锁具和锁定装置供出售。但是应记住，在自身强
通过三个100毫米大小的合页进行安装。玻璃隔栅在安装时，应分割成至 度较低的门上安装高质量的安全锁，或在高质量的门上安装质量差的
少6.4毫米厚度。门框应使用螺栓以沿门框周围不低于600毫米的间隔固
锁具并不会真正改进你的安全性。
定到墙上。

uPVC门和铝制门
这两种门通常不适宜改装安全设备，并且在安装完成后应具有一定期限
的安装保修。在这些情况下，你要时刻咨询门的制作者或安装者。大多
数的门采用多点锁定系统进行固定，通常能够提供高度安全保护。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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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锁具通常为门缘弹簧锁、榫眼锁（死锁或窗锁），或者具有一种
多个锁紧螺栓的安全机制。所有门必须符合适当的安全标准，如：
BS3621，或其他等效标准。

这可以确保锁具经过安全测试并可

以在一定时间内承受强行破坏，钻孔和锯断。
所有安全装置应使用强力螺钉或螺栓进行固定。

死锁在固定并使

用后，还可以防止盗贼通过门将你的财产搬出室外。
门上的或门周边的玻璃隔栅尤其容易遭到破坏，应尽可能避免使用。

防火注意事项
对你的房门所做的任何物理上的更改或变动不应妨碍或限制在火警
或疏散情况下，你通过该门逃离房间。
钥匙应永远保存在居住者可以接触的地点，但应放到入侵者或盗贼无
法够到的地方。

切记！

此外，应使用至少6.4毫米厚度的夹层安全玻璃替代玻璃隔栅。

当房屋有人居住时，防火安全是你首先要考虑的；但是当房屋空置时，
安全就是你主要考虑的问题。

信箱

本资料单中所含的建议既不是详尽的，也不是绝对的。

当门上安装有信箱时，信箱应与任何锁定装置保持400毫米到16英寸
的距离。
信箱盒也有助于防止盗贼通过手动方式接近锁具。

在任何情

况下，当对您的房屋进行改动以便增加安全性时，征求专业的意见是
非常明智的做法。

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或
意欲与任何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院门
院门通常为滑动式或双叶式“法式玻璃落地门”- 有时也称为“法式落
地窗”。
滑动式院门最常见的安全弱点在滑轨的固定点。
在一些情况下，滑动门可能被完全抬起脱离滑动轨道。
格的防抬起设备。

应安装合

安全条应安装在内部，可以防止滑动门被分拆，即使在锁定装置在受
到强制力的情况下，因而强烈建议安装。
院门和法式落地门上还可安装“穿孔插销”或“滑动插销”
（视情况而定），
以便增加门的安全性。声誉良好的锁匠也可以为你提供相应的建议。

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

内门
大多数的室内门都是空心结构，装配有两个横梁的榫眼锁。
不能
认为这些门能够提供很好的安全性，但是可以当做额外的拖延时间的
措施。
通常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当房屋空置时，不要锁死这些门，因为
这些门很少能限制决意进行破坏的入侵者，并且只能增加入侵者所造
成的破坏。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
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电话：(01) 6663362, 传真:(01) 6663314
电子邮件：crime_prevention@garda.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www.garda.ie
爱尔兰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

钥匙
常见的错误做法是将钥匙留在锁定装置上面。这是一种非常草率的做
法，因为这样做可以在两方面帮助入侵者。首先，入侵者可以使用这
些钥匙是你不能进入自己家中其次，这些钥匙可能被盗或被人摘走并
配置其他钥匙。对于门而言，如果入口/出口处的门仅仅是通过钥匙
控制的，必须让所有居住者知道这些钥匙的保存地点和安全存放点，
以防止发生火灾或紧急逃生事件。通常以颜色或数字区分不同的钥
匙，而不要将其命名，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入侵者识别不同的钥匙。

www.nsai.ie
加固设计
www.securedbydesign.com
爱尔兰锁匠联合会
www.aloi.net
锁匠大师协会
www.masterlocksmith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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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安全
窗户
窗户安全
超过三分之一的进入你的房产的入侵者将通过窗户进入你的住宅。窗
户具有多种设计结构、风格和材料，通常为下列种类之一 -

限制器或更坚固的玻璃也可以改善窗户的可接近性和安全性。

• 竖铰链窗

窗户对邻居或路人的可见性

• 旋转内开窗

安装在房屋背面和侧面的窗户比正面很容易被他人看到的窗
户更容易遭到盗贼的破坏。在昏暗的时候，充分利用外部光
源照亮窗户外面的通道。生长过于茂盛的树木或树篱也会造
成不必要的视线障碍。应该休整并剪去这些可能限制观察者
的视线生长过于茂盛的枝杈或树篱

• 推拉窗
• 楣窗
• 威卢克斯窗
• 百叶窗
窗框上安装的玻璃同样也有多种形式，通常包括退火处理、层压或强
化处理。

窗户的制造质量、强度和安装方法
并不是所有的窗户都是相同的。好的设计特征，高质量的生
产制造和安装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超过了普通的盗贼
所具备的破坏能力。现代窗户安全检测的方法可以评估整个
产品，而不是仅仅对窗户组成部件的安全性进行检测。可以
在较脆弱的框架上安装高质量的锁具。同样，高质量的窗户
框架也可以安装低强度的玻璃。在某些情况下，高质量的窗
户都是以很差的安装方式装入建筑物。

所有玻璃均设计为允许光线透过，但是一定要记住，窗户是盗贼最喜
欢的进入室内的方式。

你可以评估窗户的弱点，这些弱点将取决

于下列三个只要因素：
• 接近窗户的难度
• 窗户对邻居或路人的可见性
• 窗户的制造质量、强度和安装方法。

目前，市场中有多种不同类型的窗户，所有窗户都具有一些
安全特性。但是，产品的质量可能差别非常大。一些产品可

我们可以通过减少这些风险特征的方法降低入口处对盗贼的吸引力。

能具有多点锁定功能、加固的框架、外部的安全卷边和夹层
安全玻璃，但是他们的安全性能则可能被夸大。只要有足够

接近窗户的难度

的时间和精力，任何窗户都可以被破坏。你所购买的安全方

切记，通常盗贼可以穿过任何略微高过人类头顶的障碍所以不要因为

面的产品应该是具有足够强度的窗户，质量良好，足以制止

窗户的尺寸而洋洋自得。建筑物一楼的窗户相对更高楼层的窗户而

盗贼使用常规方法破坏窗户并进入室内。你在购买高质量的

言，更容易受到破坏。但是可以很容易接近的上层窗户，比如通过攀

窗户上所消耗的额外的时间，在这些窗户发挥作用并保护你

爬、管道或毗的屋顶可以接近的窗户对盗贼同样具有诱惑力。一些窗

的家或公司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值得。

户可以通过安装的装饰性金属隔栅进行保护，但是要记住，这些固定
物不得妨碍紧急逃生。当安装这些金属隔栅时，最理想的安装方法是
将其安装在室内，并且在必要时可以伸缩或拆除。安装额外的锁具、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8年9月

例如，目前市场中，有关窗户的英国安全标准时BS 7950 “强化安全窗户”，防火注意事项
这意味着可以对窗户单独进行认证，确定其可以提供高度保护且就可以 对你的窗户所做的任何物理上的更改或变动不应妨碍或限制在火警或疏
“抵御普通盗贼的常规破坏手段”。目前爱尔兰尚不具备此类与之兼容的标 散情况下，你通过该门逃离房间。在安装夹层安全玻璃时，或者当窗户
准；但是一些欧洲标准或全球标准可以与其兼容。英国标准之外的窗户 是由钥匙操作的锁具所控制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这一点。
应提供证据并证明其符合其他可选的欧洲标准或全球标准，如ENV
1627。你需要与你的窗户安装人员交流此事。

钥匙应永远保存在居住者可以接触的地点，但应放到入侵者或盗贼无法
够到的地方。

BS7950即是用于测试新生产的整件窗户产品的“强化安全窗户”标准，其 切记！
包括锁具测试、玻璃强度、机械荷载和冲击测试等多项内容。该测试不 当房屋有人居住时，防火安全是你首先要考虑的；但是当房屋空置时，
是针对窗户的单个零部件进行测试，不论其多么出色，总会被安装到其 安全就是你主要考虑的问题。
他质量较差的窗户上。因此，经过BS 7950认证的窗户产品也可以为消费
者提供额外的保护，因为其测试和评估是单独进行的，用于检测其性能 本资料单中所含的建议既不是详尽的，也不是绝对的。 在任何情况下，
和安全性。目前可行的测试可包括对PVC-U，硬木和铝材料制成的产品。
当对您的房屋进行改动以便增加安全性时，征求专业的意见是非常明智
的做法。

窗锁和限制器

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或意

你也可以提高就有窗户的安全性，但是，建议你为现有的窗户增加锁具 欲与任何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或特殊玻璃之前应征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这样才能保证对窗户的改动不
会降低窗户框或窗户结构的强度。
我们还建议你首先与窗户的制造商或安装人员进行沟通，这样可以确保
不会对产品的质保造成影响。家庭安全和自行加工商店出售价格便宜的、
可使用钥匙操作的并且可以在大多数窗户上安装的锁具。你可能需要不
止一把窗锁，这取决于你希望保护的窗户开口的大小。

更多的容易受

到损坏的窗户上也可以安装“限制器”，来限制窗户开口的大小。

退火玻璃
退火玻璃、浮法玻璃或平板玻璃是建筑物上使用的最常见的玻璃类型。
这些玻璃容易破碎，并且当破碎的时候会形成大块的尖锐玻璃碎片。

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
夹层安全玻璃
夹层安全玻璃是由两层或多层普通玻璃通过一种称为聚乙烯醇缩丁醛
（PVB）的强力粘连材料粘接在一起的。这种玻璃可以针对意外、故意
破坏或入室盗窃提供更好的保护。当收到击打时，这种玻璃本身可能破
碎，但玻璃仍然粘连在PVB粘接层上。这种玻璃的防护级别可能因玻璃
层数和厚度的增加而改善，但是通常对于住宅防护而言，6.4毫米或四分
之一英寸的厚度就足够了。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
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电话：(01) 6663362, 传真:(01) 6663314
电子邮件：crime_prevention@garda.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www.garda.ie

钢化玻璃
钢化玻璃有时用作夹层安全玻璃的替代品，钢化玻璃的强度大约是普通
平板玻璃的8倍。钢化玻璃不应用于窗户和门上的安防目的，其主要价值
在于它是一种安全玻璃。
钢化玻璃设计为可以承受强力的击打；但
是这种玻璃也不是不可破坏的，钢化玻璃的表面可以在极大地外力作用
下受到破坏，通常可以使用锋利的或尖锐的工具。如果钢化玻璃的表面
受到破坏，整块玻璃将破碎成小块颗粒状碎屑。

爱尔兰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
www.nsai.ie
加固设计
www.securedbydesign.com
爱尔兰锁匠联合会
www.aloi.net
锁匠大师协会
www.masterlocksmith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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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安全
小汽车和吉普车
简介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汽车通常是我们购买的第二大的商品，因此通过保
护车辆的安全来保护你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 尤其要注意你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小型电子产品，因为这些物
品里面所存储的数据对盗贼来说可能极具吸引力
• 不要将财物放在座椅下 - 这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且很容易被发现

在爱尔兰，每年平均有超过10,000辆汽车被盗。大多数车辆时可以找回 • 如果你必须要将财物存放在车辆内，请将其放在汽车的行李箱中，但
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车辆都受到了损伤，但是有些车辆却从未找回。

是要在其他的地点完成，而不是在你要停车的地方
• 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隔绝的地点，在夜间，要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的
区域

从车辆内进盗窃物品的案件中的数字也与此相似。

• 考虑车辆追踪装置，如果可能，尽可能收起你的后视镜，以避免不法

公共区域内停车

分子对其造成破坏

目前在爱尔兰，从汽车中或其他车辆中盗窃物品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犯罪
行为。理想情况下，不应将财物留在无人看管的汽车或其他车辆中。但
是，如果你必须得这么做的话，请记住下列几点 -

停放在家中
上述建议同样适用于将车辆停放在家中的情况。
车辆停入并锁死车库。

• 确保所有车窗都已经关闭，且车门已经锁死
• 确保设定了你的报警器/防盗装置

如果你有车库，请将

• 不要将财物留在车内明显的地方

驾驶
驾驶过程中，要警惕周围的环境。
• 保持所有车门和车窗处于锁死状态。
• 将贵重物品放在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 不要将手提箱、手包、外套等物
品放在易于发现的座椅上。

• 不要将现金，信用卡/借记卡、支票本或其他有价值的物品留在车内
• 不要将个人材料（驾照、保险单、物业账单、银行对账单等）留在车
内，因为这些物品可以允许盗贼盗用你的身份或使盗贼找到你的家庭
住址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8年9月

安保设备

•

不要在卫星导航仪上设置你的家庭位置

防盗器和警报 大多数现代车辆都装备有防盗器和警报器。如果你的车辆没有安装防盗
器，可以考虑安装一个。

机械锁止装置
目前有各种类型的锁止装置可以安装在车辆方向盘、变速杆、制动器/离
合器踏板上或其附近区域。这些设备都可以制止车辆被盗。可锁定的车
轮螺栓已经证实可以有效地防止车轮被盗，尤其是昂贵的合金车轮。可
锁定的汽车油盖目前市场中也有销售。

跟踪系统 使用追踪系统对于找回被盗车辆非常具有帮助，通常情况下在被盗后数
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找回。

蚀刻

劫持汽车

所有的玻璃表面- 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侧面车窗和前大灯处-都应该 并没有类似于“劫持汽车”这样的罪名。但是这个词可以用于描述司机被强
蚀刻有你的汽车登记号码。
迫离开车辆，然后将汽车偷走的行为。有些情况下，盗贼会要求车主支
付一定的金钱才能将车辆返还。这种“劫持汽车”的行为在爱尔兰很少见；
这可以有助于阻止盗贼，因为对于盗贼来说，出售或出手这样的车辆更 但是这种犯罪行为确实会发生，所以驾驶员要时刻保持谨惕。
难，而且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车窗上贴上一些小标签也是很不错的
主意，这些小标签可以表明这辆车的玻璃表面已经经过蚀刻。

• 警惕你周围的环境和靠近你车辆的人。
• 保持你的车门和车窗处于锁定状态。
• 如果可能，避免穿过僻静的街道和路段，尤其是天黑以后。
• 当因车流而停车时，要在你的车辆和前方的车辆前留有一定的距离，

钥匙
大多数的现代车辆很难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被偷走。
•

当你离开你的车辆的时候，哪怕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也不要将
钥匙留在点火装置上。这个建议也适用于在公共区域或私人区域
停车，包括你的私人车道、加油站和商店等地点。

•

以便快速脱离现场，避免被“围困”。

切记 -

汽车，不论其多么昂贵，都不值得你去冒严重受伤的危险。

本资料单中所含的建议既不是详尽的，也不是绝对的。

不要将钥匙留在容易发现的地方，比如厨房或大厅的餐桌上、窗
台上、案台上或壁钩上等地方，尤其是不要放在从前门可以够到 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或意
的地方。盗贼使用“鱼竿”或类似的物体穿过信箱盗取车钥匙的情 欲与任何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况也并不少见。

•

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其他安全的地方，可以随身带着你的钥
匙，但是要记住，如果受到挑衅，你的个人安全以及你的家人的
安全远比保护你的汽车更为重要。

•

不要在钥匙上附带任何标记着你的姓名和地址的标签

•

切记 - 如果你不小心将车钥匙留在了无人看护的车辆内，这可
能影响你的保险赔偿金额。

卫星导航设备（卫星导航仪）
卫星导航仪目前非常受欢迎，因此也成了小偷们偷窃的目标。下面这些
指导可以帮助你降低你的设备被偷窃的风险•

避免将手持式卫星导航仪留在车内

•

当你离开车辆时，将卫星导航仪带在身上，包括支架和吸垫

•

清除仪表盘上或挡风玻璃上所留下的吸垫的痕迹

•

在你的卫星导航仪上标识你的车辆号码

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
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电话：(01)
6663362, 传真:(01) 6663314
电子邮件：crime_prevention@garda.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www.garda.ie
爱尔兰汽车行业协会
www.simi.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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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安全
自行车
简介

•

在至少两个不同的位置上做上安全标记。你的安全标记应清晰可
辨，且不容易清除或伪装。你可能需要专业人士或适当的具有相

随着燃料价格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自行车用于旅行。当然安全
是最重要的，所以安全使用自行车就变得格外重要。使用自行车时，要
随时带着安全防护工具。保证自行车在机械方面的安全，具有良好的制
动系统，适当的照明/反光镜，高质量的轮胎等。但是，要考虑到骑自行
车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近年来的数字显示，每年有近2,000量自行车
在未经车主同意的情况下被推走。本资料单中所提供的建议可以帮助你
降低自行车被盗的风险。

关资质的人员帮助你在自行车上，尤其是轻车架的自行车（铝合
金车架）上做上安全标志。你还可以考虑对外宣称该自行车已经
打上安全标识，比如适当的标签或车贴等。有关安全标识的信息
在本文独立的信息页内提供，或者也可咨询您当地的罪案防范长
官。
•

可以考虑为你的自行车投保，保险可以采用独立的保单的方式，
也可以采用家用品保险的方式投保。

基本注意事项

•

当你初次得到你的自行车时，你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

拥有非常昂贵的车辆的人员还应考虑在车架内秘密加入电子追
踪装置。

•

至少为你的自行车拍摄一张彩色照片

•

以书面形式记录下自行车的制造商、型号和车架号码以及该自行
车具有的一些独特的特征，如：额外的配件、附件、标识等。随

家中停放的安全

着自行车变旧，要记得更新这些记录 - 自行车不大可能仍然处 当停放在家中时，你的自行车应停放在公众无法看到的安全区域。要避
于原始的状态，很可能带有一些凹痕和划伤。
免将自行车留在车道内无人看管，即使是很短的时间。车库和车棚会经
常使用，这些地点应该保持锁死。你应将自行车停放在车库/车棚内并固
定或所在墙上或其他不能移动的物体上面。如果在室外停放自行车，请
把自行车固定在不能移动的物体上 - 不要随便停放且不锁自行车。

公共场所安全
当你骑自行车外出或在附近闲逛时，你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
•

即便你仅仅离开你的自行车很短一段时间，也要记得总是锁死自
行车。
将自行车锁在不能移动的物体上，如铁栏杆或路灯柱上。如果使
用路灯柱，要意识到你的自行车可能被抬起并绕过路灯柱。

•

尽可能将车架和车轮锁在一起。

•

如果有专门的自行车停车场，请使用停车场。

•

随身携带所有配件和可以轻易拆卸的物品。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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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考虑使用普通螺母和螺栓替代快速释放的手柄，或

面，因为当靠近这些区域的时候，锁链或锁具很容易被铁锤捶打

使用特殊的额锁定螺母和螺栓。

或冷錾的方式破坏。

•

不要将自行车停放在孤立的、黑暗的或昏暗的地方

•

尝试不要每天将自行车停放/锁在同一个地方。

锁上你的自行车
目前有多种可用的自行车锁具。当选择锁具时，你应该考虑你的
自行车的价值、你停放的地点和停放且无人看管的时间，以及锁
具的强度和重量等。大多数的自行车使用下列锁具• D形锁 / U形锁
• 链锁
• 链锁和挂锁，以及
• 按锁。

D型锁 / U型锁

- 为D形或U形硬钢制成的锁具。

这些锁

具通常重且坚固，但是锁的强度各异，而且通过价格可以反映出
来。这些锁的使用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能用于将车辆锁定在大
多数的路灯杆上。

同样，要确保锁链尽可能紧地围住你的车架和锁定的不可移动物体 这样做可以有助于防止盗贼在其间的空隙中插入撬棍并使用外力使
锁链和锁具分离。出于同样的原因考虑，相对于开放式环扣的挂锁，
推荐使用封闭式环扣的挂锁。
按锁 - 不是很常见的一种锁具。这种锁通常将后轮和车架锁在一起，
位于靠近车座的下方。这种锁可以将后轮和车架锁定，因而可以阻止
他人骑车离开，但是对于搬起自行车徒步离开的人则没有丝毫的保护
作用。

本资料单中所含的建议既不是详尽的，也不是绝对的。
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
或意欲与任何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
链锁

- 通常比较柔韧且可以用在很多种的情况下。当然，钢缆

在重量和强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别。通常，便宜且较细的钢缆可以
被轻易地切断，所以这种锁不应用作唯一的锁止装置。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
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电话：(01) 6663362, 传真:(01) 6663314
电子邮件：crime_prevention@garda.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www.garda.ie

链锁和挂锁

- 通常在重量和强度上有很大的差别。比较重的

锁不便于携带和将车架和路灯杆或铁栏杆锁在一起。高质量的链

Sold Secure
www.soldsecure.com

锁和挂锁确实可以提供很好的安全性。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当
自行车锁定在墙上时，要保证锁链和锁具远离地面/人行道或墙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8年9月

爱尔兰国家警察
资料单

邻里联防
什么是邻里联防？
邻里联防是指爱尔兰警察和公众的一种合作方式。这是城
市区域内的一种自助式罪案防范和社区安全防范计划。社
区的每位成员，不论年轻还是年长，均可以通过帮助邻居
看护房舍并向爱尔兰警方报告可疑活动的方式帮助改进

邻里联防的目的是什么？
• 鼓励社区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团队合作和良好的
邻里关系、改进社区的生活质量，这有助于降低

社区的生活质量。

罪案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和恐惧。

邻里联防计划的

• 通过降低罪案发生的可能性的方式阻止罪案发生。

成员资格

• 通过鼓励居民向爱尔兰警察报告可疑活动的方式改
善爱尔兰警方和社区之间的关联。

每个邻里联防计划都是由下列人员组成：
（a）区域协调员
区域协调员和爱尔兰警察联络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
的，其关系到该项计划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区域协调员
在街道协调员和计划的成员的帮助和支持下开展工作。
（b）街道协调员

（c）邻里联防计划的成员邻里联防计划只有在所有成
员积极地提供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你的行为
和支持帮助将推动邻里联防工作的开展。不要总是指
望着其他的人。要以任何你可以做到的方式参与到计

• 改善社区的安全状况。
• 通过更好的沟通、咨询服务和向当地社区进行反馈，
增强公众对爱尔兰警方的信任。
• 为老年人和易受攻击的人建立一个关爱的环境。
• 确立并维护相互合作的关系和多级代理的方法，以

划中来。

应对一些反社会的行为，包括乱涂乱画和骚扰行
为。

（d）年轻人

使年轻人参与到计划中是非常重要的。该计划为过渡年龄
• 为年轻人改善社区的支持和娱乐设施，并且积极鼓
阶段的学生制定了成功的罪案防范和社区安全方案，这些
励年轻人参与到各个级别的邻里联防计划中来。
方案可以使他们为他们所处的社区做出贡献。一些邻里联
防计划使一些年轻人参与到运动和环保的活动中，以便改
善社区的环境。
国家社区警务办公室
爱尔兰警方社区关系和社区警务分部
www.garda.ie
由国家社区警务办公室，爱尔兰警方社区关系和社区警务分部签发，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 增进跨文化交流、理解和尊重。

爱尔兰警察的投入

设定你的邻里联防计划

尽管邻里联防计划仅仅是一个合作关系的计划，我们将作

如果你希望在你所处的区域设立一个邻里联防计划，请联 出承诺，未来我们将推动并支持邻里联防计划的实施。我
系当地的爱尔兰警察局。可以根据社区的需要或与爱尔兰 们将作出如下承诺：
警察沟通的结果设立邻里联防计划。爱尔兰警察将规划必
须要做的事情并安排你的第一次会议。在你设立该计划之
前，你需要和当地的居民沟通，以确保他们是否支持该计
划。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参与这个计划的每个人都了
解这个计划。

我们将把邻里联防作为所有罪案防范和罪案降低策略的一
个组成部分，包括警务规划；
我们将提供所有的资源材料（小册子、窗口贴纸、调查表
格和管理表格）；
我们将在2011年作出对邻里联防计划的回顾；

每个社区或邻里之间都可以设立这样一个计划，不论这个
社区有多大或多小。该计划可能仅包含一条街道、一栋混

爱尔兰警方高级管理人员将设立分区性的区域邻里联
防社区。

合公寓或一处房产的某一部分或全部。每个计划的核心是

联系信息

每个家庭都要参与其中。

罪案防范是爱尔兰警方的一个基本的工作目标。爱尔兰警
察社区关系和社区警务分部发起并支持落实各种计划，目
的是防止犯罪和确立使社区更广泛地参与罪案防范工作
和其他相关事宜的机制。
更多信息请联系：

当地爱尔兰警察局，
其联系电话发布在爱尔兰警察网站上。
www.garda.ie

国家社区警务办公室
爱尔兰警方社区关系和社区警务分部
www.garda.ie
由国家社区警务办公室，爱尔兰警方社区关系和社区警务分部签发，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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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意识
对父母/监护人提出的建议
• 了解他们都知道了什么，并询问他们是否有什么疑问或是否有什么担
心。

简介

使用毒品在现今的社会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除了非法使用毒品外，
• 不要教训或质问他们。
我们还使用很多合法的毒品，例如烈酒、香烟、处方药物等。子女和年
轻人可能从非常年幼时就开始接触毒品。因而父母/监护人能够意识到他 • 在饮酒、服用处方药物等方面，成为他们的行为模范。
• 要让他们建立自信心，就要在应该表扬的时候尽可能表扬他们。
们的子女正在做什么，正在接触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 让他们相信，独立是很好的事情，他们不必要“随大溜”。

本宣传页将就可接触到的毒品的类别、使用的形式、需要留意的警示迹 • 通过行为告诉他们你爱他们，关心他们，你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的
健康和幸福。

象以及去何处寻求进一步建议和信息提供一些一般性的建议。

需要留意的警示迹象

孩子们为什么使用毒品

年轻人可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一阶，以某一种形式接触毒品。年轻人使用 很难鉴别您的孩子是否正在使用毒品。一些成长中的正常特征可能会掩
毒品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每个人接触毒品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一些可 盖了使用毒品的迹象，例如：容易情绪化、不可预知的行为等。注意孩
子的行为并和他们交流和倾听你的孩子关于毒品的看法是很重要的。一
能影响他们决定使用毒品的因素包括：
些可以警示使用毒品的迹象包括 •
•
•
•
•
•
•
•

他们很好奇
他门希望尝试一下，只是为了好玩
他们的朋友使用毒品
来自同辈人的压力
在附近使用毒品是常见的行为
他们希望叛逆
他们希望放松、享受使用毒品的感觉
该种毒品他们可以买得起，而且很容易得到

• 突然的情绪变化
• 与个性不符的攻击性或急躁行为
• 不寻常的睡眠方式或失眠
• 对学校、运动或其他活动失去兴趣
• 与朋友疏远
• 撒谎或异常诡秘的行为
• 丢钱或变卖物品
• 家中发现异常物体，如：烧焦的锡纸，空塑料袋，粉末、片剂、小的
折叠纸等。

你需要和你的孩子们沟通

沟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讲话的同时必须要倾听他们的想法。年轻
人自从很小的年纪就从电视节目、学校的朋友、兄弟姐妹和其他人那里
听说了毒品。通常，他们接受的关于毒品的信息是不准确的或杂乱的。 紧急情况？
你要让孩子们和年轻人认识到使用毒品的真相并认识到这时很危险的事 如果你的孩子看上去病得很严重，非常嗜睡或意识不清醒，你需要立即
情，可以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且并不酷，这是非常重要的。
取得专家的帮助。拨打紧急服务热线999或112。不要惊慌，清楚地告诉
紧急服务人员你的孩子的症状，不要让你的孩子独处。
• 找一些时间和空间和你的孩子们聊一聊有关毒品的事情 - 不要太着
急。
如果父母/监护人能够参加一些急救课程是非常不错的主意，这些课程非

• 倾听是非常重要的 –交谈、倾听、再倾听。

常有益丙炔在很多医疗急救情况下非常有价值。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9年4月

毒品 - 常见的类型

溶剂 - 一种镇静剂 - 通常为气罐形式，喷剂或胶水等罐形式，包括气体

毒品按照他们的效果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别。你可能接触的主要毒品包括 - 打火机充气罐、一次性香烟打火机、头发定型剂或胶水罐。通常用于隔
着布吸入。
• 兴奋剂 - 兴奋剂可以使你充满能量，保持警觉和清醒。
• 镇静剂 - 镇静剂可以使你感到放松和更少的压抑感
• 迷幻药 - 迷幻药可以扭曲现实并产生幻觉。

安定药 - 一种镇静剂 - 通常称为benzos、jellies或按照品牌名称呼。是
一种带有商标的片剂或胶囊，通常用于吞食或注射。

酒精 - 一种镇静剂 - 通常以烈酒、红酒、啤酒和“波普饮料”的形式饮用。
安非他命 - 一种兴奋剂 - 通常称为Speed和whiz。一种灰色或白色粉
末，可以吸食、吞食、注射或溶解在饮料中。也可能是以片剂的形式提

支持群体

地区性和当地毒品专案小组是在爱尔兰国内获取支持服务的有用的信息
源。上述专案小组的联系方式列于“不要乱了阵脚”的为父母和监护人提供
硝酸戊酯 - 一种兴奋剂 - 通常称为poppers。这是一种清澈的黄色液 的支持页面，也可在相互照应网站（www.drugs.ie）找到详细的联系方
式。
体，当新鲜时闻起来香甜。其蒸气可以通过鼻孔或口腔呼入。
供。

切记！

大麻- 一种迷幻剂 - 通常称为grass, hash, dope, draw 或 blow。其形
态为固态树脂、叶子、茎秆以及种子或黑色油状物体。通常用于吸食，

保持冷静，

但也可随饭一起食用。

不要预先做出判定，
劝导，

可卡因 - 一种兴奋剂 - 通常称为coke, snow, charlie。白色粉末，通

不要教训，

常通过鼻腔吸食或溶解后用于注射。

爆裂

要多倾听并

(可卡因) - 一种兴奋剂 - 有时也称为 rocks.爆裂是一种更强

征求适当的建议

力的可卡因，其通常是以岩石或石块形式存在。通常用于香烟吸食。

摇头丸 - 一种兴奋剂/迷幻剂 - 通常称为“E”。摇头丸通常是一种各种形
状、大小和颜色的片剂，通常带有设计师的标志。摇头丸用于吞服。

本资料单中所含的建议既不是详尽的，也不是绝对的。
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或意

羟基丁酸 - 一种镇静剂 - 通常称为GHB、GBH液态摇头丸。羟基丁酸 欲与任何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通常用小瓶盛放，是一种无色无嗅的液体。常见于胶囊的形式。羟基丁

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

酸用于吞服。

海洛因 - 一种麻醉剂 / 镇静剂 - 通常称为gear, smack, scag。通常为 爱尔兰警察国家毒品控制单位，
褐白色粉末状。海洛因用于香烟吸食、溶解或注射。

克他命 - 一种迷幻剂 - 通常称为K粉，特别K粉，Ket或维他命K。通常
呈白色粉末或液体状态。可以用于吞食、吸入或注射。

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 - 一种迷幻剂 - 通常为小方块纸张形状
或者薄片形状，称为dots或microdots。用于吞服。

神奇磨菇 - 一种迷幻剂 - 有时也称为 mushies 或 shrooms。在秋季
时能够快速生长。可以生吃，晾干后在食物中烹制或像茶一样烘焙。

美沙酮 - 一种镇静剂 - 通常称为meth、linctus。通常为绿色、琥珀色
或蓝色液体或白色片剂。通常用于吞食。

甲基安非他命 - 一种兴奋剂 - 通常称为冰毒、冰、zip、meth或疯狂

都柏林城堡，都柏林2.
电话：(01) 6669900, 传真:(01) 6669985
或当地爱尔兰警察局
爱尔兰国家警察
（网址：www.garda.ie)
相互照应毒品和酒精计划
(网址: www.drugs.ie)
电话：(01) 8360911
社区毒品意识
（网址:www.faboutdrugs.ie）
电话：(01) 6792681
健康服务执行
（网址：www.hse.ie）

药片。通常为白色粉末或片剂。粉末用于香烟吸食，注射、通过鼻孔吸

免费热线电话：1800 341 900

入或在饮料中溶解。片剂用于吞服。

每日10点至22点开放

尼古丁 - 一种兴奋剂 / 镇静剂 - 通常用于香烟、烟斗或雪茄中吸入。
也可用于咀嚼。

健康调查组
（网址：www.hrb.ie）
电话：(090) 647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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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安全
老年人安全问题
“发生了一点事故，我可以用您的电话呼叫救护车吗？

简介

不管你相信与否 - 老年人比许多比他们年轻的邻居更少的机会成为最罪
“我很虚弱，可以给我一杯水喝吗”，
案的受害人。袭击案件很少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尽管如果案件根本不会
发生，我们就会更高兴。
“我来自本地的地方议会，发生了水管爆裂，我需要关闭你家的供水”等。
但是，老年人和其他人一样承受着抢劫和盗窃所带来的伤害。一生的经 一些可能使你在前门与其谈话，与此同时他的同伙则从后门潜入你的家
历和与年龄老化相关的疾病，这些都使得老年人更加脆弱，更害怕成为 中。在所有情况下，你需要对来访的陌生人保持警惕。你可以采取一些
罪案的受害人。

防范措施 • 在你弄清楚来访人的身份和目的之前不要给任何人打开门。使用你
的猫眼和门铰链/限制器。

家庭安全

• 如可行，检查来访者的身份。

• 安装猫眼。这可以使你在开门之前，安全地看到屋外是谁。

• 不要将陌生人单独留在你家的门口。

• 安装门铰链限制器。这可以使你仅能够将门打开一部分，并且仍然

• 当你回应前门的来访者之时，请确保后门已经锁死。

使你对安全具有一定的控制力。
• 不论白天和夜间，前门和后门都应该保持锁定的状态。窗户也应该
被锁死。

切记 -

• 拉一份供你在紧急情况下拨打的紧急电话号码清单，如：家人、亲

如果你心存疑虑，不要让其进门

戚、邻居、爱尔兰警察、医生、社区护士等。
• 如果你有手机，请确保已将紧急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存入手机的ICE
（紧急联系人）组。
• 在冰箱上贴上个人信息便条（更多信息见老年人行为爱尔兰网站）。现金

/ 财务安全

• 清除地标识你的房子的门牌号码，这样在必要时爱尔兰警方和紧急 小偷和入室盗贼只爱钱。因此，要尽量遵守下列原则 服务人员可以快速找到你。
• 不要在家中保存大额现金。
尽可能使用使用银行、建房互助协会、信贷联盟、邮局等。
• 将所有信用卡和借记卡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包括银行对账单和其他

干扰式入室盗窃
一些盗贼可能采用欺骗的方式进入你的家中。干扰式入室盗窃就
是指盗贼通过一个借口 / 谎言进入你的家中，或者制造使你分心
的场景，而其同伙则悄悄潜入你的家中。

金融账册和对账单等。
• 废旧的、弃用的银行卡应适当销毁
• 不要将您的信用卡 / 借记卡密码交给任何人
• 当外出时或闲逛时，避免随身携带大额现金。

不幸的是，老年人屡次成为此类犯罪的目标。骗子来访者将可能
编造任何谎言以进入你的家中 - ”

有关

此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8年9月

财产：
标记你的财产，并在可能时记录其序列号码。这便于在失窃和找回后更
容易识别你的财物。你可以使用UV标记和/或特殊的蚀刻工具。使用独特
的参考号码，比如你的姓名缩写和出生日期。征求有关高价值财产标记
的建议，如古董、油画等。
为你的财物拍摄照片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以尺子或一些其他常见家用
物品（作为尺寸的参照物）为背景为你的物品拍摄照片。如果拍摄数码
照片，请将你的财物的照片保存在除你的个人电脑之外的其他地方。

• 对虚假交易、上门建议你需要修缮你的屋顶，水槽被堵塞并需要清
理，树木需要砍伐的人保持警惕。

虐待老年人
对老年人的虐待行为可分为以下几类 • 身体虐待
• 心理虐待
• 财务虐待
• 物质虐待

利用善意的邻居。

• 性虐待
与邻居保持好的邻里关系是罪案防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
• 不理不顾（主动的或被动的）
样可以让你感到安全并且降低对罪案的恐惧。
这对于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好邻居是指可以帮助照看邻里财物并且时 在很多情况下，受害人可能承受不止一种类型的虐待行为。
常打电话向你询问是否安好的人。
每个人都有权利摆脱虐待和被忽视的状态。如果你是老年人虐待案件的
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好邻居，这仅仅需要你多注意周边发生的事情并且 受害人，或你怀疑其他人是老年人虐待案件的受害人，请将其上报有关
为你周边的人善意地看护。有一个与你同辈的“好朋友”，可以彼此每天互 部门。
相问候。还可以考虑加入社区警报或邻里联防计划，如果你所处的区域
内有这样的组织。对于满足条件的老年人而言，这些计划可以帮助你取
得社保体系的资助。你当地的爱尔兰警察局或爱尔兰警察罪案防范长官

结论：

可以为你提供设立这些计划的信息。

遵守本资料单中给出的建议将有助于使你不再成为罪案的受害人。你当
地的爱尔兰警察罪案防范长官可以为你提供与此相关的信息。

外出和闲逛

若你受到身体武力威胁，请不要反抗。要尽量保持清醒，如果可能，你

• 如可能，避免独自出门。与家人、朋友和邻居一同前往。
• 如果乘车前往，保证所有车门处于锁止状态。

停车时和上/下

车时，要保持警惕。

可以专注于描述罪犯的特征。

本资料单中所含的建议既不是详尽的，也不是绝对的。

• 如果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尽可能选择靠近驾驶员或门口的地方就
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或意
坐。
• 尽量少带现金。仅携带你需要使用的信用卡 / 借记卡。

欲与任何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 将钱夹和钱包要放在不容易看到的地方；手包和肩挎包应尽量贴近
身体，不要悬于皮带处。

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

• 尽量避免夜间步行，如果必须要步行，明智的做法是有人同行，要
选择照明充足的街道并尽可能靠路边行走。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
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电话：(01) 6663362, 传真:(01) 6663314
电子邮件：crime_prevention@garda.ie

诈骗
警惕骗子。不要相信任何听起来好到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 通常情况下，不要在电话中讲出个人信息，除非你认识交谈的人。
该规则同样适用于网上交流。
• 不要通过电话将你的信用卡 / 借记卡、银行账号、社会福利号码
等信息透露给任何人。
• 不要携带废旧的和不再相关的财务对账单。适当将其撕碎。

爱尔兰国家警察
www.garda.ie
老年人行为爱尔兰
www.ageaction.ie
全国老年人和老人议会
www.ncaop.ie
健康服务执行
www.hse.ie
健康与儿童部
www.dohc.ie
社会、家庭和社区事务部
www.welfare.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罪案防范资料单

个人安全
虚假交易者 / 来访者
他们会以被认为是能胜任的而且价值不菲的人物的方式为你提供服务。

虚假交易者 / 来访者

然后他们通常会上到屋顶并开始乱砸、钻孔、刷漆等，以造成他们在工
很多人习惯于雇佣上门推销人员和维修人员 /承包商。这些人中的一些人
作的假象。在完成“工作”时，他们总是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以现金方式支
仅仅完成了极少的工作，但是却为其服务收取高昂的费用。
这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些人通常以相同的方式犯下罪恶。
付通常会使用威胁和恐吓的伎俩。他们甚至可能开车载受害人到银行收
取钱财。
这些行为有的被认定并定义为刑事犯罪，其范围包括刑事破坏、欺骗、
以恐吓方式索取钱财。现有的刑法对所有这些行为都有处理，但是这些
违法者被抓住时，在经过刑事法庭审判之前，即可成功被起诉。概括来

2. 虚假增值税诈骗

讲，这些形式的犯罪行为主要有四种形式：

同一伙人的不同成员可能在未来不同的日期返回到受害人的家中，张贴
缴纳增值税或或收益的官方文件。他们会要求为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
收取钱财，并要求进一步支付费用。

1. 劳动质量差/收费高 - 或根本未进行任何
工作。

3. 存款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罪犯通常会向他们之前掌握的受害人家中打电话。这些 当罪犯满意地使被害人雇佣其从事工作；他们会要求受害人预存一笔钱
家庭通常是独居的老年人或少妇。这些信息通常是罪犯在当地采用监视 用于购买完成必要的修理所需的材料。在得到上述存款后，这些人会逃
或“秘密” / “瞎打听”方式收集的。他们还会将之前“成功”诈骗的人作为目 走并再也不会返回。
标。 他们通常会按照预先编造的谎言，谎称其是专业的房顶工人，排
水方面的专家、油漆工或其他交易人员等，并且“说服”受害人其房屋需要
修缮。

4. 伺机盗窃

盗窃犯会选定一个特定的区域，并真正提供服务或向受害人提供非常出
色的服务。 一旦他们进入受害人房间，他们可能观察受害人家中价值
不菲或市场价值高的物品。这可能是一件家具、油画或其他有价值的物
品。然后，他们会迫使受害人签订将他们锁定上的物品出售给他们的协
议。他们可以使用一些狡猾的、唬人的伎俩迫使受害人将他们所要的物
品“出售”给他们。

人们怎样做才能避免上述提到提到的犯罪行为？
如果有人登门向你推销某种专业服务，要遵循下列原则：
•

告诉来访者你从不会雇佣“无预约来访”的人。

要求其出事销售

册或其他拟可以调查并验证为可信的文件。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或有关其他罪案防范的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爱尔兰罪案防范警察
或
访问爱尔兰警察网站：www.garda.ie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

2008年9月

这样的人必须要有一个联系电话，确凿的地址和增值税登记号 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可能有上了年纪的或脆弱的邻居或朋友，要对他
们友善并警告他们这些可能发生的诈骗。 如果不怀疑你所处的区域有
码。
访客骗子，或虚假交易人员，或行迹刻意，或其正在脆弱的邻居家中工
•

如果销售文件中只显示移动联系人号码或不完整的地址时，你需 作 - 不要犹豫，马上联络爱尔兰警方。
要格外小心。电话簿查询可以帮助你确定此人的可信度以及所涉
及的公司或个人的诚信度。

•

成功提供服务的人的地址。
永远不要仅靠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就信以为真。亲自验证
这些信息。
•
•

永远要和其他声誉良好的公司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对比估计。

切记，
如果一件事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
信，那它确实不能令人相信。
本资料单中所含的建议既不是详尽的，也不是绝对的。

永远不要雇佣只要求以现金方式结算服务费用的人。即使是在雇 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或意
佣声誉良好的公司时，也要使用可追踪的付款方式。

•

迎警察。

如果你确信该公司或个人是可信的，你还需要考虑是否需要雇佣
他们，要求其提供分项枚举的服务报价以及人员的姓名和之前曾

•

真正的交易人员不会因爱尔兰警方的质问而感到被冒犯，他们通常会欢

欲与任何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永远不要让陌生人，即使是善意的工人，毫无人监督地留在你的
室内。

如果你认为你已经成为此类犯罪的受害人，你该怎么办
呢？
永远不要不知所措或羞于联络爱尔兰警方。你应该马上和爱尔兰警方取
得联系。

有用的联系方式和链接
爱尔兰警察国家罪案防范单位，
记录下你可以记起的所有发生的事情，以便可以描述这些人，他们的衣
着、特征或与众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所使用的任何车辆。妥善保存他们
所交给你的任何文件。

Garda H.Q.，哈考特广场，都柏林2。电话：(01)
6663362, 传真:(01) 6663314
电子邮件：crime_prevention@garda.ie
爱尔兰国家警察
www.garda.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