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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毒
抗毒」
」見成效 措施待完善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公共衛生+今日香港
最近本港不斷發生毒品相關的事件，例如 11 月 8 日警方在數個物流倉及
迷你倉，檢獲超過一噸俗稱「阿拉伯茶」的「恰特草」毒品；深水埗一名
懷疑吸食毒品的大漢涉行劫被補。上周本欄談及西九文化區大型電子音樂
節的年輕人吸毒事件，今次繼續深入分析本港的打擊毒品措施及其成效。
本地青少年濫藥問題嚴重嗎？他們因何濫藥？有何預防措施？
■張揚 特約通識作者

■最近本港發生不少毒品相關事
件，情況令人關注
情況令人關注。
。
資料圖片

概 念 鏈 接
新 聞 背 景

整體人數減 23%
隱蔽吸毒須關注
今年 9 月，禁毒常務委員會檢視今年
上半年本港的吸毒情況，被呈報的整體
吸毒人數較去年同期下降，年輕成年人
的吸毒問題仍須關注。

「毒齡」4.6跌至3.9年
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最
新統計數字，上半年被呈報的整體吸毒
人數較去年同期下降 23%，由 5,211 人
減至 3,994 人。首次被呈報的吸毒人數
下降 30%，由 1,089 人下降至 758 人；
當中 50%為 21 歲至 35 歲的年輕成年
人。

健康校園計劃：保安局禁毒處與教育局自
2011/12 學年起推廣「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
劃」，鼓勵全港中學參加。根據禁毒處資料，
2016/17 年參與計劃的學校已增加至 122 間。這
個計劃透過多元化個人成長活動及學生自願
參與的校園測檢兩大元素，促進學生遠
離毒品的決心。

被呈報的 21 歲以下吸毒人數下
降 20%，由 315 人減至 252 人，當中首
次被呈報的人數下降 17%，由 206 人減
至170人。
數字亦顯示，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
「毒齡」，即由初次吸毒至被呈報的時
間中位數為3.9年，去年的中位數為4.6
年。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張建良說，上
半年被呈報的整體吸毒人數下降，但吸
毒年輕成年人的比例依然較高並有隱蔽
吸毒的問題，顯示仍需持續推行抗毒工
作。

多 角 度 觀 點

62%只在家中吸難揭發

本港社會的不
同持份者對本地青
少年濫藥問題有以下
看法：
政府官員：雖然透過社會
各界和政府多年來的共同努力，近
年的整體吸毒人數持續下降，特別是 21
歲以下青少年的相關數字。
在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中，21 歲至 35
歲的年輕成年人的比例仍然較高。吸食
危害精神毒品仍然普遍，在 2017 年上半
年有2,230人，當中以甲基安非他命（俗
稱「冰毒」）最為普遍。
隱蔽吸毒問題仍然值得關注，在 2017
年上半年，62%被呈報吸毒者只在自己

家中或朋友家中吸毒。
立法會議員：現時本港青少年濫藥問
題依然嚴重，近年更有「隱蔽化」趨
勢，社工較難接觸濫藥者，有機會令當
局低估問題。
「隱蔽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21 歲
至 35 歲年齡組別的吸毒者大多有經濟能
力求助於私人醫生。
社工：不少陷入毒海的青少年，除了
面對個人因素如受到好奇心驅使、缺乏
家人關愛、學業上未能取得成功感 、自
我形象低落、對於毒品欠缺認識外 ，外
在因素如購買毒品方便 、毒品價錢漸大
眾化 、朋輩影響等，都構成重大的吸毒
誘因 。

精神科醫生：有經濟能力的吸毒者求
醫，通常有兩個原因，一是個人健康出
現問題，影響日常工作，他們一般覺得
腦功能衰退，故主動求診，戒毒成功率
較高；另一類是父母帶往求醫的吸毒
者，邊醫邊繼續吸，很多時不會成功。

■青少年陷入毒海的原
因有很多。
因有很多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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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可阻嚇 VS 驗完支援不足
禁毒常務委員會亦早於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 月進
行「驗毒助康復計劃」諮
詢，該計劃建議執法人員可
根據個人判斷，對懷疑有吸
毒徵狀者在法定地點進行專
業行為觀測，若不通過可繼
續進行尿液測試等，但因不
少團體質疑其諮詢不足、或
導致濫權及違反人權等，計
劃最終未能實行。
當時不同持份者對「香港
應否推行社區驗毒計劃」表
達了不同意見。
■禁毒常務委員會等推出「升級家長計劃2016-17」，並舉辦活動，以加強家長對青少年
毒品問題的關注。
資料圖片

想 一 想
1. 根據上文，說
明本港青少年
的濫藥趨勢。
2. 參考上文並就
你所知，你認
為青少年為什
麼會濫藥？試
加以說明。
3. 你認為當局應
取消在港舉行
大型電子音樂
節以避免青少
年濫藥問題惡
化嗎？解釋你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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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反對

禁毒相關機構：根據現時法例，若
執法人員在當事人身上找不到毒品，
便不能強迫對方提供尿液或其他方式
驗毒，實施社區驗毒將會有更多機會
找出有毒癮的青少年。
戒毒人士：執法人員能根據環境證
供和被懷疑吸食毒品人士的表徵而要
求他們進行驗毒測試，吸毒者不能因
即時扔棄毒品而逃過執法人員的追
查。吸毒者事後或有可能受到法律的
制裁，如罰款或監禁，計劃的阻嚇性
能增強他們不想被捕而戒除毒癮的意
慾。

政黨團體：瑞典的例子與香港的情況
相似，儘管當局投放大量資源在執行驗
毒工作上，但由於它缺乏相應的社區照
顧服務和社區教育配合，即使成功找出
吸毒者後也難以為他們提供針對性的治
療或輔導，未能令他們下定決心後戒除
毒癮。
監察人權團體：當局的建議侵犯人
權，是強迫市民接受非自願醫療檢驗，
即使警察有合理懷疑，被要求驗毒者在
定罪前仍是疑犯，是否需接受驗毒涉複
雜法律理據，宜交予社工或醫護人員處
理。

答 題 指 引

概 念 圖

1. 此題是現象分析題。同學必須引用上文資料，根據
官方調查結果指出，21 歲以下青少年的吸毒人數呈
下降趨勢，但在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中，21 歲至 35
歲的年輕人的比例仍較高，在今年上半年有 379
人，佔50%。
隱蔽吸毒問題仍然值得關注，在今年上半年，62%
被呈報吸毒者只在自己家中或朋友家中吸毒，另外
50%首次被呈報吸毒者已經吸毒最少 3.9 年。這反映
青少年的吸毒問題仍嚴重，而且有隱蔽化特徵。
2. 此題屬原因分析題。學生可從朋輩和家庭兩個角
度，指出和解釋青少年吸毒的原因。
參考答案：首先，朋輩影響方面：青少年處於青春
期，認為同齡朋友和同學是最重要的他人，很在意
他們對自己的看法，若有朋輩吸毒，為了融入群
體，他們容易受到唆擺而參與其中，否則便可能被
他們視為「不夠老友」，受到排擠。
家庭影響方面：有些出生於基層家庭的青少年，父
母需要長期在外工作，對他們的關愛和教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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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若不幸結交損友，容易受到唆擺而誤服毒品。
3. 此題屬立場題。學生若回答「應該」，須指出實施
此建議的必要性；若回答「不應該」，則須提出其
他更有效防止青少年濫藥的方法或導致青少年濫藥
的最重要原因。
參考答案：當局應取消在港舉行大型電子音樂節以
避免青少年濫藥問題惡化，因為自 2011 年推出「健
康校園計劃」以來，本港整體青少年吸毒人數持續
下降；然而，自上年首次舉辦「Road to Ultra 香港
音樂節」以來，因安檢漏洞為青少年提供了吸毒的
溫床，今年更釀成涉嫌與吸毒有關的 1 死 3 命危事
故。因此，只有取消這類大型音樂節在港舉行，才
能避免青少年有機會接觸毒品。
或：當局不應取消在港舉行大型電子音樂節，以往
的個案反映，青少年濫藥問題的最重要原因是家庭
關愛不足，才驅使他們在缺乏教導下，因種種內在
和外在因素而接觸毒品。因此，當局反而要推出措
施促進親子關係，才能有效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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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吸毒

現況
．2017 年上半年
人數較去年同
期下跌23%
．「毒齡」從4.6
年跌至3.9年
．50%為 21 歲至
35 歲的年輕成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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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隱蔽吸毒：
62% 被 呈 報
吸毒者只在家
中 吸 、 21 歲
至 35 歲 年 齡
組別的吸毒者
大多有經濟能
力求助於私人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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