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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青少年濫用藥物及有害物質有增無減，據前線社工估
計，大約有三成青少年曾經濫藥，有一成更經常吸食。報章上經常
發現青少年因吸食毒品而產生幻覺或妄想，作出失常行為，例如自
殘身體，甚至傷害自己或別人。調查發現，每十名濫藥者便有六人
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另一方面，精神病患者也有三至六成有濫
藥的問題。

》毒品分類
毒品大致可分為三大類，i) 興奮藥物。例如：安非他命（俗稱『冰』）、可卡因（俗稱『可樂』）
及搖頭丸。ii) 鎮靜藥物。例如：海洛英、安眠藥、鎮定劑。iii) 迷幻藥物。例如：氯胺酮、大麻。

》為甚麼青少年成為濫藥者
1. 毒品令人興奮
興奮藥物直接刺激大腦中樞神經，大量釋出腦腎上腺素及多巴胺，帶來強烈的快感。青少年喜歡尋求刺
激，也懼怕沈悶，容易受人引誘。他們往往低估了後果而以一試無妨的心態去吸食毒品。

2. 毒品也令人鎮定
鎮定藥物如海洛英是強力止痛劑，六十年代的香港，工作主要是體力勞動，很多苦力工人濫用鴉片或海洛
英來減低關節痛楚。另一類是安眠藥及鎮定劑，青少年生活多姿多采、日夜癲倒，容易有失眠問題而濫用安
眠藥。近年流行俗稱白瓜子（ZOPICLONE）的安眠藥。由於香港並未立法管制為『危險藥物』，很多青少年
容易在不同的渠道得到，所以精神科醫生組織建議立法管制Z-drug，包括Zopidone及Zolpidem。界定為危險
藥物，管制藥房及出入關口，減少青少年接觸Z-drug。甚至於有病人於醫管局轄下的門診，把醫生處方的安眠
藥，非法售賣予其他人或不法商人。

3. 毒品有抗藥性（Tolerance）
長期服用毒品，神經細胞便會產生抗藥性，濫藥者需要加倍份量的毒品才有相同的效力。因此，濫藥者濫
藥便會越來越多，泥足深陷。

4. 戒斷徵狀（Withdrawal Symptoms）
特別是鎮定藥物及海洛英，長期服用後，停止服用便會有戒斷徵狀，例如：失眠、不安、焦慮、身體不適
等。這也是導致濫藥者成癮的主要原因。濫藥者心理及生理有強烈依賴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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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暴自棄
人人年青時都一定有理想，我們自小定下目標，用功讀書，努力學習，朝着
理想而奮鬥。可是現實是殘酷的，社會競爭劇烈，並不是每一位同學都得到優
異成績。知識型社會重視學歷，沒有學歷很難得到機會發展。很多濫藥者長大
後，找一份工作，成家立室，養妻活兒。一般都趨向成熟，便會自我控制而遠離
毒品。可是學業平平的青少年，沒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前途茫茫，工作只可糊
口，生活枯燥無味，只可沈溺於一時之快而染上毒癮。

6. 缺乏家庭溫暖
兒童在父母的蔭庇下健康成長，以家庭為中心，長大後仍然與父母關係密切，享受家庭溫暖。缺乏家庭溫
暖的青少年，只會讓壞人有機可乘，把青少年從父母手中拉到外面的花花世界，沾染不良嗜好。因此，幫助濫
藥者最重要的一環，是要修補家庭關係。

7. 濫藥者是精神病者
情緒病患者的情緒可能高漲，也可能低落。高漲的情緒喜歡探求新鮮的事物，也比較衝動，容易濫用藥
物。另一方面，抑鬱的情緒對事物提不起勁，也渴望開心的事情，也容易受誘惑而吸食帶來短暫安慰的毒品。

》如何幫助濫藥者
1. 有效管制毒品的供應
根據濫藥者的資料，幾年來氯胺酮售價大幅回落了五成；白瓜子國內售價是香港非法售價十
分之一。相反海洛英及可卡因售價持續高企。因此，根據政府藥物濫用中央檔案室資料，二十一
歲以下青少年，八成以上濫用氯胺酮。加強管制藥物進入香港、納入管制Z-drug（Zopiclone、
Zolpidem)）為危險藥物及加重刑罰，有效警惕青少年避免被利用成為犯毒者。

2. 強制所有犯罪的濫藥者，實行強迫戒毒
強制性戒毒是最有效幫助濫藥者戒除毒癮。雖然如此，但濫藥者強制性戒毒後，不願意參與復康計
劃，很容易再次濫藥。

3. 自願戒毒，及早介入
青少年戒除毒癮的決心，時而改變，必須及早介入治療，幫助他們。現時有不同機構為濫用藥
物的青少年提供輔導和協助。但是醫院管理局的『物質誤用』診所，必須要排期預約，並未能像衞
生署轄下美沙酮診所，提供即時（walk-in）服務，幫助濫藥者戒除毒癮，求助者往往排期多時而失
去決心戒毒的黃金機會。

4. 全面的復康計劃
現時治療濫藥的新一代藥物，有效幫助濫藥者治療戒斷徵狀及生理依賴。但是幫助濫藥者必須
要配合心理治療，作出思想及行為上的改變、遠離所有的誘發因素、疏遠濫藥的朋友及學習新的技
巧等。濫藥者可能缺乏謀生技能，也沒有培養良好的興趣和嗜好。協助他們融入社會、職業培訓、
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及重新認識非濫藥的朋友，這些都是幫助濫藥者減低復發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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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通訊科技發達，不法份子利用年青人成為犯毒者，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站，
引誘年青人吸服毒品。近年毒品送貨服務，令警方束手無策，未能有效阻止青少年接觸毒品。現時禁
毒處透過不同渠道向青少年宣揚毒品的禍害，教導少青人避免成為濫藥者，亦積極與不同團體攜手合
作，幫助濫藥者脫離毒品的禍害。我們精神科醫生組織定期舉辦課程，訓練濫藥服務同工。現時我們
正與家庭醫生組織合作，訓練不同地區的家庭醫生提供戒毒服務。期望醫生、護士、臨床心理學家、
社工、職業治療師、輔導員及其他濫藥服務同工，組成團隊、緊密合作，共同打擊毒害！

註：
興奮藥物 Stimulants

鎮靜藥物 Tranquillizers

迷幻藥物 Hallucinogens

冰 Amphetamine

海洛英 Heroin

K仔 Ketamine

可卡因 Cocaine

酒 Alcohol

大麻 Cannabis

搖頭丸 Ecstasy

藍精靈 Midazolam

麻黃 Ephedrine

安定 Diazepam
FIVE 仔 Nimetazepam
白瓜子 Zopiclone
Zopiderm
可代因 Codeine

李國標 香港戒毒會社會福利總監

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從事戒毒工作不久，吸毒已經開始流行採用“拍
針”這種方式。我認識一位過來人叫呀高，他以前是在九龍城寨的毒窟工
作，人稱他為“護士”或“炮手”，每天數以百計的吸毒者到來，付費購
買海洛英，他就是負責為他們注射毒品，而吸毒者就躺著只管享受吸毒的
過程，他憶述初期收費每次五毫，後來加價至每次收1元服務費，隨著警
方的大舉掃毒，最後他終於失業並戒除毒癮。在他記憶中，每日試過最多
服務超過二百人，他自誇注射的技術比真正的護士還要好。
其實「拍針」過程就是將海洛英放在茶匙中，用滾水稀釋使毒品溶化，茶匙可控制水的份量，然後
以針筒吸入毒品，將空氣擠出；另一方面，則以橡筋帶或布帶幫在手臂上，使血管顯現，容易對準，然
後注入毒品，由血液帶到大腦中樞神經系統，使吸毒者達到鬆弛狀態。很多吸毒者初期是「追龍」，後
來都轉為「拍針」，他們說：「拍針」快到掟，無晒野（浪費），缺點是成日要著長袖衫遮住針孔，又
容易被差人發現自己是道友。」我見過很多過來人，手臂的血管拍針至硬化，不能打，就開始打腳的血
管，導致腳的血管阻塞，使肌肉壞死，最後要將腳切除，這種例子，在監獄或戒毒中心經常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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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消毒」行動－
讓家長認識子女吸毒及濫藥問題

因應近年青少年濫藥及吸毒問題嚴重，和富社會企業於2009年與正生書院合作，
推行和富「消毒」行動，透過禁毒短片「老師的日記」，於不同的團體及學校舉行講
座，冀提高教師、社工及家長對青少年吸毒問題的關注，向青少年表示關愛及加強溝
通，重建他們已扭曲的價值觀，提升其公民素質。
為加強成效及擴闊受眾層面，2010年，和富社會企業贊助正生書院拍攝「家長的
日記」，加強家長對於子女濫藥問題的認識，學習與子女溝通，透過關愛改善家庭關
係，避免子女墮入毒網。
過去兩年，我們曾到不同的學校、團體及機構進行「消毒」講座，每次約為兩小
時，至今總受惠人次超過2,400人。講座內容主要為播放「家長的日記」電影，然後透
過講者的解說及正生書院學生的分享，希望讓家長更關注子女的成長問題。例如，在
電影中有講述到青少年如何在校外販賣毒品、吸食毒品及如何避開家人的質疑等等的
問題。透過電影，讓家長認清青少年吸毒的心態及濫藥問題的嚴重性，從而提高各家
長對青少年吸毒問題的關注，以及透過溝通改善與子女的關係。

查詢：3651-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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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台灣
的毒品問題及戒毒服務(下篇)
黃嘉瑜
商業學高級文憑（管理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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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5天台灣交流團，發覺台灣與香港的

這次經驗對我來說真的是難忘。這次所參

吸毒問題同樣嚴重，甚至超出一直以來的想

觀的地方，可以說是平常就算自己想去也去不

像。不同於香港的是，台灣所使用的毒品主要

到。這次的交流團更令我更深入了解台灣，台

是海洛英（吸食和打針），其嚴重性遠超香港

灣真的不限於飲飲食食的夜市。此行令我反思

及其他地方。在參觀不同的禁毒及戒毒防治機

成長環境以及人生和身邊的種種遭遇（包括家

構後，發覺台灣政府對毒品的關注及對策均是

庭、朋輩等等）對每個人的影響之大。在不同

很用心的。例如他們會於全國設立15台自動販

機構聽到戒毒者各式各樣的分享，會發覺環境

賣機為使用針筒注射海洛英的吸毒者提供以一

遭遇對他們影響很深。例如在晨曦會的一對夫

換一的服務，防止因共用針筒而令愛滋病的蔓

婦，他們在最難過的時間亦不離不棄，女方在

延。乍看來此舉似是放縱，但以台灣的人口計

成功戒毒後更主動聯絡男方，介紹他到晨曦會

算，才15台販賣機根本不足以令吸食海洛英的

進行戒毒，二人才能於今天站在眾人前分享他

情況惡化，而政府部門也不會埋伏於販賣機附

們愛的故事。這樣飽歷風雨卻仍絲毫不褪減的

近，伺機捉拿吸毒者。可見政府一心想要幫助

愛情，實在是難能可貴。由此可見，「愛」對

人民這一顆心，是真誠又可貴的。

每一位戒毒者也是必需要的！

勞藹滇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青年與社會服務）一年級
今次的台灣考察團令我十分刻骨銘心。在

但每次都敵不過自己心癮而失敗。進入晨曦會

去台灣之前，已經在香港探訪過若干間戒毒機

是他們的最後方法，一位曾吸毒的傳道表示，

構，以為自己已經對戒毒人士有一定的理解。

戒毒者往往只會在山窮水盡的時候才會真心徹

不過，在台灣每一天的探訪都 “顛覆”著我對

底的戒毒。他們每個都下定了決心才進入晨曦

戒毒者的印象。

會戒毒，正因為他們這個最後的心志，最終他

第二天，在師大的交流中，副教授向我們

們願意認識神、相信神。他們唱的詩歌是多麼

介紹了台灣青少年吸毒的和一些防毒的工作。

的浩蕩，多麼的有決心，是我有生以來聽過最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個名為 “愛心企業＂的預

浩蕩的歌聲。此外，他們在療程後都會仍然留

防計劃。雖然它並不是一個拒毒的工作，而是

在晨曦會，希望能有更強的心持續戒毒，並以

一個協助青少年拒煙和拒酒的計劃。此計劃是

過來人的身份去幫助及鼓勵那些正在毒海浮沉

向商戶推廣拒絕向青少年售賣煙和酒的計劃，

的人。

有不少商店已積極參與。我心想如果此計畫在

第四天，我們拜訪了政府開辦的戒毒中

香港實行，我相信絕大部份的商戶會拒絕參

心。我在想，晨曦會的戒毒者依靠神，除掉毒

加，因為香港人常說：有錢賺為何不賺! 正因

癮，勇敢的站出來作分享。若非依靠信仰，其

此，我覺得那些參加了“愛心企業＂的商戶能

他戒毒者又會依靠什麼戒毒呢？一進到中心，

捨棄賺錢的機會去保護青少年們的健康，這份

我們接受了中心熱烈的歡迎，聽了有關台灣毒

精神真是難能可貴！

品的防治工作，接著便與一些戒毒者分享，他

之後，師大研究生問我有關香港福音戒毒

們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但依靠著家人的愛去接

機構的成效，他向我們表示一般戒毒者在台灣

受戒毒。他們不像晨曦會的戒毒者能開懷地說

對福音戒毒的成效都不太正面。這令我對第二

出自己的過去，他們不像晨曦會的戒毒者能不

天的探訪晨曦會少了一點期待，但結果這是我

依靠美沙酮戒毒，但是他們都一樣下定了決心

得著最多的一天。

戒毒。

第三天，我們拜訪台灣晨曦會。我們與約

經過這幾天的旅程，聽了許多的分享，雖

二十名戒毒者接觸，並聽了近十名的戒毒者的

不能明白到吸毒者吸毒的歲月是如何渡過，但

分享見證。他們大都吸毒多達十年至二十年。

是確實了解毒品是一樣永不能接觸的。看著那

聽著他們的分享，開始想代入他們的經歷，發

些有龍虎紋身的善良漢子，充滿使命感高聲說

覺自己完完全全代入不了。我很難想像他們如

出希望以自己的過去能幫助其他人。雖然吸毒

何用毒品渡過了十幾年看不見太陽、一起床只

並不值得學習，但我想我應該學習他們那份希

想著賺錢買毒品的日子。不少人在進晨曦會前

望「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做人態度！

都有嘗試去醫院或把自己困在家中自行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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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中四

在香港的禁毒運動中，我認為青少年一定要參
與其中，擔任多個角色。
首先，我覺得當青少年參與其中之後，最適合
他們做的角色就是宣傳者。為什麼？現今青少年溝
通的平臺有很多，我覺得由他們透過這些被廣泛應
用的溝通平台去宣傳毒品的危害，會更加具效率。
而且，青少年也可以在學校去宣傳禁毒運動，如透
過校園電視台去宣傳，或籌辦一些活動去帶出禁毒
資訊等。
除了擔當宣傳者之外，我覺得青少年也可以擔
當一個勸告者。近年來出現了許多年輕的吸毒者。
他們之所以會吸毒成癮，很大的因素是因為朋輩的
影響。「解鈴還須繫鈴人」，我覺得朋輩的勸告比
家長或老師的勸告更有效。因為青少年在青春期
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反叛，很多時候都不會聽長輩的
話，更會嫌他們煩。缺乏溝通，這也是令他們會走

張海裕

然而，我覺得青少年也很適合去擔當拯救者這
個角色。拯救者不是說要青少年強行阻止吸毒者吸
毒，也不是去教他們戒毒，這樣只會令他們的關係
破裂。我所說的拯救者是指青少年如果發現身邊的
朋友吸毒的話，要馬上告訴學校或老師。因為我覺
得首先知道哪個人吸毒的不是老師，不是家人，而
是他身邊的朋友。我覺得去告發那個吸毒的人不是
背叛了他，而是趁他還沒有吸毒成癮之前拯救他。
由此看來，青少年在香港的禁毒運動中，其實
可以擔當很多不同的角色的，但最少是我們必須參
與其中。

梁潔瑤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中四

青少年可以在香港的禁毒運動中扮演一個怎樣的
角色呢？我認為他們首先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受
壓力及朋輩等因素所影響而接觸毒品。
之後，青少年可以當一個禁毒活動的參與者。即
是如有一些講座、論壇有關禁毒的主題的話，青少年
也可以趁此機會，了解更多關於毒品禍害、基本認
知、吸食毒品的原因與誤解等等。
另外，青少年也可以成為禁毒運動的宣傳者。他
們可以參加多項活動，例如以講座得來的知識進行宣
傳，把禁毒資訊帶給家人、同學、朋友或鄰居等。
如果青少年發現有朋輩吸毒的話，那麼他們就要
擔當勸導者的角色，勸籲朋友戒毒及遠離毒品，如果
再沒有改善的話，就要舉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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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吸毒之路的原因之一。日常生活中，和他們接觸
的時間最長的是他們的朋友，由朋友說出口，他們
會更容易聽進耳，至少不會從一開始就把資訊遮罩
了。所以我覺得由青少年擔當勸告者也是未嘗不可
的。

何東中學 中四

對於青少年在香港的禁毒運動中，我認為十分重
要。而根據調查，青少年因不懂處理空餘時間、家
庭、朋輩和好奇心而吸毒。從中可見，朋輩的影響其
實對於青少年而言十分重要。而香港的吸毒人口正向
年青化。
青少年對於毒品的新奇和朋輩的共同影響之下，
十分容易會因想融入朋友的圈子之中而嘗試第一口。
而朋友的影響十分重要，所以青少年十分重要。朋輩
會比較容易為他們帶來正面的影響。而且，可以拯救
已沉淪毒海的朋友出來。
另外，以青少年的年青活力可以令到已有一定年
紀的吸毒者回憶起從前健康的生活，或是可以用年青
人的活力感化他們，令他們可以回頭。青少年活力無
限，相信可以令到一些吸毒已有時間的人被感化，所
以總括而言，青少年於香港的禁毒活動之中擔當於一
個萬能的角色，十分重要。

陳子文

香港浸信會呂明才 中五

對於打擊毒品對青少年的毒害，青少年站於這個禁毒運動立場是一個主角的角色， 一個會
被毒品所影響的角色 。現今青少年的吸毒問題愈趨嚴重，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全球各地吸毒
者日趨年輕化，香港同樣如此。正當如此，青少年在禁毒的運動之中擔當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
色。
青少年正在發育階段，心理發展未成熟易於受到影響但又正於反叛期，因此朋輩成為了阻
止青少年吸毒的有力來源之一。因此，青少年於香港的禁毒活動之中的角色十分重要，成為了
一個沒人可替的主力，打擊毒品。而且朋輩之間問題可以互相傾訴，令到青少年吸食毒品的原
因減少了，可以令到青少年吸食毒品的問題得以有一些的舒緩。而且，當青少年開始吸食毒品
時，朋輩我勸阻可以令到青少年得以回頭。有時候，父母百般的訓話都不及朋友的一句話。
所以總括而言，青少年在香港的禁毒運動之中，擔當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可拯救沉淪毒
品之中的青少年。

鍾志鵬

蘇卓賢

香港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中五

香港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中五

青少年在香港的禁毒運動中，究竟可以擔當
些甚麼角色？而青少年對社區禁毒的所發揮的作
用又有多大呢？

我認為青少年在香港的禁毒運動中，可以擔
當參與者和推廣者兩個角色。

根據政府於2009年發表的數據顯示，21歲以
下吸毒人數由2004年的2186人，增加56.9%至2008
年的3430人，當中12至15歲吸毒者在4年間增長
逾1倍。反映青少年吸毒問題愈趨嚴重，既然重
災區是於青少年層面，對於正值反叛期的青少
年，同輩之間的影響十分大，「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同輩之間所造成的影響是好是壞視乎你
的朋友圈子性質如何。這就是青少年要認識毒品
知識的重要性，青少年可作為宣傳者，影響身邊
的朋友，繼而影響一個社群……「一石激起千重
浪」，不可小看自己的推動力。
香港打擊毒品活動可分為兩個層面—打擊毒
品源頭和社區禁動教育，我會叫它們為「供給」
和「需求」，警方負責打擊「供給」，此層面青
少年的參與程度不大，但於「需求」層面，青少
年多參加禁毒社區活動，以同輩身份影響其他青
少年，令同儕遠離毒品，作用甚至會比警方直接
打擊「供給」大。有「需求」，「供給」是門有
利可圖的生意；沒有了「需求」，「供給」只是
毫無意義的生產。

首先，青少年應該擔當參與者角色，多嘗試
參與不同類型的禁毒活動，一方面可以瞭解到毒
品的禍害，糾正自己對毒品的錯誤觀念；另一方
面亦可以加強自己的定力，時常提醒自己，避免
受到毒品的誘惑。由於吸毒的案件有年輕化的趨
勢，而且其實香港的禁毒運動並不普及，所以作
為青少年，應該親身支持社會上的禁毒運動，利
用群眾的力量，令它更容易在社會上推行，令社
會的禁毒風氣更盛行，遏止青少年吸毒行為。
其次，青少年亦可擔當推廣者角色。正因為
香港的禁毒運動不盛行，青少年更應該向身邊的
親人，朋友，傳播有關禁毒的訊息。另外，亦可
以鼓勵身邊的年青人多參與禁毒活動，由於大家
的年齡相約，所以比起由老一輩的人所推廣，年
青人的作用更為有效。再者，大部分年輕人均喜
愛使用社交網站。那麼青少年就可以透過社交網
站，成立禁毒群組，令更多年青人關注毒品的問
題。以宣揚禁毒信息。
因此，其實年青人在禁毒運動方面可以發揮
很大的力量。只要他們願意擔任不同的角色，禁
毒運動的推廣便可以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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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戒毒會成年婦女康復中心康復員 小肥

數數手指，自己沒有接觸毒品的日子已有四年了，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現在終於實現了。回
望過去有著太多不堪回首的日子，希望在此和大家分享，亦希望這篇文章能喚醒還在吸毒的人，重拾
光明的日子。
由十五歲已經開始吸毒的我，總共過了差不多二十年的黑暗日子，這段日子，為了毒品不惜一
切，試過去偷去搶，去做一些自己不願意的事，那時不但不顧自尊，自己更加傷盡了家人的心，還記
得每當不夠錢用要回家問媽媽拿錢時，知道媽媽是十分心痛難過，但自己拿了錢便急急腳離開，其實
是也不知怎去面對家人，自己曾對媽媽說過不知多少次自己知錯會改，但結果都是一次一次的叫她失
望。對自己的女兒，自己更覺得虧欠了她，為了吸毒，有時連買奶粉的錢也沒有，更莫說給她甚麼照
顧和溫暖了！
入住「成年婦女康復中心」是因為得到美沙酮診所的社工轉介，不過自己當時還未下定決心，入
院的當天自己仍躲在吸毒男友的家，他不想我入院甚至藏起我的電話，心想已經要遲到了，不如算
吧……怎知就在那時門鐘嚮了，門外站着的竟然是我的媽媽，原來診所的社工告訴她我沒有入院，媽
媽於是便跑來找我，帶我入院，現在回想幸好媽媽當天沒有放棄找我，否則現在自己可能仍在毒海之
中沉淪。
在中心接受治療，對我來說是一件不簡單的事，以前任性愛發脾氣的自己，從沒為自己計劃過，
生活從沒規律，所以在中心和一群陌生人生活，要學習怎去包容別人、忍耐、控制情緒，也要學習去
為將來計劃。說很容易，但去實行是很困難的，所以我曾經想過要放棄！幸好得到家人的支持，每星
期媽媽總是風雨無阻的抱着自己兩歲的女兒到來探訪，每次見到她，自己的眼淚都忍不住流下來，媽
媽很有耐性地聽自己申訴辛苦，並安慰自己說：「放心，不要怕，很快會好的……」
因為媽媽的不離棄，再加上中心每位姑娘悉心的開解及教導，我嘗試由內到外去改掉以前的不良
思想及行為，慢慢地我看到一起生活的陌生人都同在努力，令我知道我不是一人孤身作戰，身邊有那
麼多支援，自己更該珍惜今次的機會。
後來，我選擇在中心報讀再培訓計劃的保安課程，因為自己以前有案底紀錄，雖然已在五年多
前，知道不會影響自己考取保安牌，但自己就是怕被人知道，所以返學的過程都是戰戰兢兢，心情沉
重。中心姑娘知道後不停鼓勵自己去嘗試，最後自己都能完成課程取得保安牌，現在任職保安已一段
日子了，亦在工作中獲得滿足感及自我價值。
其實在做回正常人這四年裏，我想是這一生最難忘的日子了，因為之前荒廢的時間失去太多，現
在想去追回時，步伐要比人快，付出的努力亦比人多。現在自己最希望是可以享受操守的生活，和女
兒及家人一起過平穩的日子，即使工作辛苦，生活會有不開心的時間，我也不會再逃避，因為我知道
這都是人生必經的，我也會嘗試去邊學邊做，踏踏實實地走出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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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幻蘑菇”是一種新興毒品，也稱之為神聖磨菇（sacred
mushroom）。這含有賽洛西賓（Psilocybin）及羥基二甲色胺（Psilocin）
兩種可引致迷幻感覺的物質。約有200種菌類植物包括 Psilocybe ,
Gymnopilu, Panaeolus, Copelandia, Hypholoma, Pleteus,Inocybe,
Conocybe, Panaeolina, Gerronema, Agrocybe, Galerina 及 Mycena 均含有
Psilocybin成份。按國際法規，賽洛西賓自1971年以來即列為禁藥。從1958
年起，迷幻性菇菌自美國西岸開始被濫用，流傳到澳洲、英國、歐洲、日
本等國家、台灣近幾年亦有人使用。
“迷幻蘑菇”的毒性跟LSD有相似。細小及幼嫩的“迷幻蘑菇”含有濃度較高的植物生物鹼以及味道較
好。而植物生物鹼可以影響大腦的血清素的正常運作，腦內血清素越多，會感到較積極樂觀。
Psilocybin是透過口腔及胃部吸收。毒性按進食份量而定。一般毒性於進食後10-40分鐘出現並可持續2-6
小時。短期不良反應包括：出現嘔心、肌肉無力、昏睡、瞳孔放大、流汗、動作不協調及焦躁不安等反應；
如大量服下，便會產生幻覺。心臟有問題的人士服用後可導致休克或死亡。長期的影響包括：驚恐（panic
attacks）、抑鬱及焦慮（depression and anxiety）、迫害妄想（paranoid delusions）。
Reference :
Reingardiene D, Vilcinskaite J, Lazauskas R. Medicina. Hallucinogenic mushrooms. 2005; Kaunas. 41(12):1067-70.
Passie T, Seifert J, Schneider U, Emrich HM. The pharmacology of psilocybin. Addict Biol. 2002 Oct; 7(4):357-64.
Schwartz RH, Smith DE. Hallucinogenic mushrooms. Clin Pediatr (Phila). 1988 Feb;27(2):70-3.

校園禁毒―青年先鋒計劃
「校園禁毒―青年先鋒計劃」於2011年8月至9月舉行了最後
兩項活動。包括於30.8.2011參觀了懲教署勵志更生中心及勵
敬懲教所，另外於17.9.2011參觀了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
院。參加者透過兩次參觀不同的部門，分別認識了非自願性戒
毒之懲教署及自願性戒毒之志願機構―香港戒毒會，並了解兩
者在服務理念、日常運作、更生及康復過程上不同之處並對增
強他們日後遠離毒品及預防吸毒上起了重要及積極的作用。兩
項活動合共有78位同學、老師及社工參加。

17.9.2011
參觀香港戒毒會―
石鼓洲康復院

30.8.2011參觀懲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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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最強防毒牆”研討會
“家˙最強防毒牆”研討會已於二零
一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九
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半假香港銅鑼灣
禮頓道66號港大保良社區書院2樓演講廳
一舉行。研討會目的為探討防止青少年
吸毒的最有效方法及喚醒公眾對家庭在
抵禦青少年吸毒之角色及功能。當日主
禮嘉賓為禁毒處禁毒專員許林燕明太平 紳 士 ， 研 討 會 主
持為商業電台新聞部財經組總編輯何翠萍小姐，講者為香港
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醫學教授周
鎮邦醫生、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及副教
授曾潔雯博士、臨床心理學家何念慈女士及中國神學研究院
實踐科副教授莫陳詠恩博士主講。當日參加者反應熱烈，合

27.8.2011“家˙最強防毒牆”研討會之主禮
嘉賓禁毒專員許林燕明太平紳士、主持及各講者

共約130人出席。如各位欲重溫有關內容，可於下列網址瀏覽：
老師：http://teachertv.hkedcity.net
公眾人士：http://www.hkedcity.net/teachernet/information/edusay/

本計劃進展

完滿結束。學校
「構建校園禁毒文化―半天到校教師培訓課程」2009-2011，已於八月底
程或致電本院
期之課
如有意於下一年度參加，請留意本學院或/及教育署之公佈是否有新一
3762 0805湯女士查詢。

總編輯 黎志棠
今期內容非常豐富，其中「如何幫助毒沈溺的青少年」一文由香港大學醫
學院榮譽臨床助理教授丁錫全精神科專科醫生撰寫。內容深入淺出剖析為甚麼
青少年會成為濫藥者及如何幫助濫藥者。讀者萬勿錯過！
另外，今期之校園論壇邀請多位曾參加校園禁毒―學生先鋒計劃的中學同學從一個學生及
青年人的角度去分享他們對「青少年可以在香港的禁毒運動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的看法。
再者，承續上期，來自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書院的同學也分享他們在台灣考察有
關台灣毒品問題及戒毒服務團的體會及點滴，非常值得大家細閱。

聯絡我們：各界人士，如有查詢、回應及建議，請透過電郵：asoss@sarda.org.hk或yy.tong@hkuspace.hku.hk聯絡本刊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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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戒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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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董事

總編輯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黎志棠

鄭鍾幼齡副教授
譚紫樺女士
吳錦祥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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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戒毒會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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