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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為了探討校園禁毒工作的新路向，禁毒最前線編輯委員會先後在2014年3月及4

月邀請了一些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及其他相關業界人士，舉行兩次焦點小組討

論，集思廣益，討論內容摘要如下：

焦點小組(一)

主持：麥偉強博士

成員：鄒秉恩校長、阮愛馨副校長、潘弘強學生發展主任、王周善麗女士、

陳國基老師、施岳忠老師、李智偉老師、李泳娜學校社工　　　

撰文：李景輝先生（編輯委員會）

校園吸毒問題概況 

1. 雖然官方數字顯示校園吸毒問題已受控制，但吸

毒者毒齡上升及隱蔽吸毒問題仍令與會者擔心。

販毒是黑社會最容易賺錢的方法之一，無論在那

個社會，總是禁之不盡。近年毒販利用客貨車、

的士、私家車為吸毒者提供「點到點送貨」服

務，吸毒活動更趨隱蔽。內地嚴打毒品行動並不

會長期持久，有些青少年假日往內地玩樂，只需

帶毒品過關回港，便可獲免費毒品供應和玩樂消

費。女孩子吸毒更不用付款，可用其他方法「找

數」，情況令人擔心。新興毒品較傳統毒品〈白

粉〉容易收藏，執法人員搜查更不容易。 

2. 有與會者反映，以前只會在某些地區見到吸毒者

活動。現在在清晨時分，也常在區內車房、便利

店、地鐵站附近發現疑似吸毒青少年流連，目瞪

口呆，明顯受毒品影響，有些甚至在街上裸跑。 

3. 與會者認為，第一組別學校(Band One Schools)

也不是沒有吸毒學生，但是人數少之又少，對

其他同學影響不大。第三組別學校(Band Three 

Schools)有吸毒學生並不出奇，在某些問題嚴重的

學校，學生並不認為吸毒是甚麼一回事，問題只

是他們有沒有在校內吸毒而已。

青少年吸毒的原因 

4. 與會者認為，青少年吸毒的開始通常是「家庭

失守」、接著是「學校失守」，最後是「朋輩

失守」。首先，父母通常在管教方面沒有設定

底線，孩子半夜三更不回家，也不需向父母交

代。有些父母在孩子失蹤兩三日後才懂得緊

張。另一個情況是父母常用責罵的方式，孩子

抗拒便離家外出。有些「雙職父母」長時間工

作，沒足夠時間督導孩子。這些無心向學、成

績差的孩子，往往被派到第三組別學校，同學

吸煙、吸毒、打架是平常事。吸毒學生身邊一

定有一群吸毒朋友，所以很容易取得毒品。有

些學生吸毒則未必有特別原因，他們其實都很

清楚吸毒的不良影響，但就是抵不住好奇嘗試

毒品。 

5. 持續吸毒的學生家庭背景則通常比較複雜，例如

單親家庭、私生子女、父母有情緒病、常被父母

責罵「無用」等。這些孩子自我形象低，情緒問

題大，結識了吸毒朋友，朋友一叫他們就嘗試毒

品。他們往往對生活感到不開心和挫折，他們普

遍認識毒品禍害，但不開心時就借酒和借毒品尋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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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專題探討 

學校應該如何協助吸毒學生 

6.	 與會者認為，學校應對學生持正面態度，否則學

生發生問題時不會告訴校方。在第三組別學校，

沒可能杜絕吸毒學生，只可有效控制問題。學校

應和區內社福機構保持密切聯絡，在需要時安排

學生尋求所需服務，不應迴避問題。 

7.	 如果真的在校內發現有學生出現吸毒徵狀，學校

應召喚救護車把有關學生送院治療，因為學生的

安全最重要。學校須同時通知家長，並透過家長

了解學生的背景。學校應支持吸毒學生戒毒，學

生停止吸毒後再接受其返回學校繼續學習。有些

家庭經濟較好的吸毒學生，父母安排他/她們短時

間去外國轉換環境、遠離損友、停止吸毒後再返

港考試，校方也可考慮予以配合。 

8.	 有與會者認為，邀請戒毒康復機構到學校，以真

實故事形式勸導吸毒學生，也是有作用的，內容

可加插毒販在毒品加入雜質牟利等實況，打擊他

們的「消費信心」。 

9.	 有與會者認為，吸毒青少年和朋友的關係其實很

表面，彼此分享不到心事，只是一起消磨時間的

玩伴。所以吸毒青少年在真誠關心下通常也肯和

社工合作，在建立關係方面，個別輔導比講座和

小組效用較大。在輔導初期，這些青少年容易否

認自己有吸毒問題，隨著社工長時間地表達關

心，特別是對他們身體健康的關心，彼此可建立

信任關係。吸毒青少年其實也很想戒毒，肯接受

驗尿測試，但未必一次就能成功戒毒，間中吸毒

的情況是常見的。另外，在康復過程中，極需要

留意吸毒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和情緒狀態。 

10.與會者同意，「關係」對協助吸毒學生來說是非

常重要。誤入歧途的學生變乖，家庭支持往往發

揮很重要作用。老師和學生關係好，和他們「傾

得埋」也能發揮影響作用。一位吸毒學生需要校

方很多時間的關顧，包括和學生傾談，和家長傾

談，和輔導機構協調。但老師工作量大，一位老

師關顧不到太多學生，在人手編制方面，需要政

府撥給更多資源，特別是在第三組別的學校，更

需要多點資源，特別照顧高危學生。

學校在預防教育方面的角色 

11.學校面對最大的困難是，有些學生上學抱著「過

日神」 (hea)的態度。以前無心向學的學生，也

會把時間放在玩耍、踢足球等活動上。現在有些

學生晚上在家通宵上網玩遊戲，日間回到學校坐

著虛度日子，連一些生活興趣也沒有。與會者認

為，生活需要有很多興趣。學校應教育學生過充

實、豐富的生活，多點為他們安排活動。「生涯

規劃」也是有幫助的，曾經有學生醒覺父母日漸

年長，自己要分擔家庭責任而生活態度轉趨積

極；有學生學習動機不大，但積極做兼職，中學

畢業後有穩定工作，找到自己的價值；有些學生

嚴重缺乏目標，對生涯規劃沒有興趣，則可嘗試

從關注他們當下的健康入手。 

12.與會者認為，應從小學，甚至幼稚園開始向學生

宣傳毒品禍害。因為這時他們仍較單純，驚嚇式

的宣傳對他們有阻嚇作用。到中學生階段，他們

喜歡挑戰恐怖、尋刺激。吸毒的學生更難被嚇

倒，因為他們自己和吸毒朋友的實況可能也沒有

宣傳廣告說得那麼嚴重，驚嚇式的宣傳往往適得

其反。 

13.在小學和初中，學校亦應為家長提供抗毒教育，

內容應包括指導家長在學生出問題時的處理方

法。家庭是預防吸毒的第一關，家長應自小要求

子女告知和誰外出玩耍，家長間應經常互通消

息，了解子女交友和活動情況。

總結 

14.總括來說，學校應建立「關愛校園」的氣氛，讓

學生感受到他們發生問題時，校方是樂意提供幫

助的。當然，學校對學生違規行為要有底線，要

清晰地讓學生感受到，協助不代表縱容或默許學

生吸毒，以免學生把問題行為「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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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二)

主持：香港戒毒會社會福利總監 黃萬成先生

成員：香港戒毒會區域服務總監（港島）曹美華女士

路德會青欣中心社工胡永華先生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教育主任劉栢康先生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項目經理謝秀怡姑娘

香港小童群益會中西南區學校社工周思萍姑娘

撰文：李景輝先生（編輯委員會）

校園禁毒工作概況 

1.	 與會者表示，2008年校園吸毒問題嚴重，政府

在同年11月發表《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

告》，校園禁毒工作得以迅速發展。政府委託學

院／社福機構推行的新計劃，有全港中小學校教

師培訓課程、訓輔老師禁毒進階培訓課程、大埔

校園驗毒計劃、為小學三至六年級學生提供的禁

毒教育、增加五分一位中學駐校社工、增設濫用

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至11間等。不少慈善基金亦

撥款支持禁毒工作，如為小學一二年級學生提供

的禁毒教育。校園禁毒工作一時間出現「百花齊

放」的現象，服務涵蓋老師、家長及學生。 

2.	 近年較多學校對舉辦禁毒活動持開放態度，積極

與社福機構建立合作關係。有些學校更自行申請

禁毒基金，主動找相關組織合作，如宗教戒毒機

構、警區、滅罪委員會、少年警訊等。校園禁毒

工作發展至多元化、多模式的活動。

對校園禁毒工作的意見 

3.	 與會者反映，在資源配搭上，政府和慈善基金批

核申請的時間各有不同，社福機構常常無法延續

既有計劃，造成服務中止、員工流失、未能在學

校編定行事曆前宣傳服務等問題。此外，政府和

慈善基金似乎傾向支持較大型的活動或計劃，期

望服務人數眾多，成本效益更高。與會者提出，

規模較小但工作層次深入的計劃亦應該獲得支

持。因為禁毒工作是對社會長遠發展的一項「投

資」，而不只是一項「開支」。 

4.	 增加了新服務，學校在尋找合作伙伴時有更多選

擇。但因為缺乏中央統籌、協調和分工，經常出

現資源重疊的情況，不同社福機構同時為某一間

中學提供服務的現象很常見。結果有些學校得到

很多社區支援，有些學校則較為缺乏。與會者建

議禁毒處在統籌方面可以採取更積極的角色，例

如增強網頁設計，讓學校更容易在網站找到相關

服務機構的資料。另外，不少社區人士希望為戒

毒康復人士提供義工服務、物資和金錢捐贈等幫

助，如能經禁毒處統籌配對，亦可減少資源重疊

情況。 

5.	 政府撥款增加的五分一位學校社工，原意是專責

處理學校禁毒工作的，但學校通常期望該社工也

能協助做禁毒以外的事務。另外，青少年開始吸

毒的年齡持續下降，有需要在小學開始提供駐校

社工服務。目前教育局雖有向小學撥出資源，但

容許學校按個別情況靈活運用，最後學校未必把

資源用於聘請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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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專題探討 

6.	 與會者反映，邀請家長出席禁毒教育活動有困

難。很多家長忙於工作，有些在週末和週日也要

上班。有些家長過份保護子女，甚至反對子女參

與探訪露宿者等體驗活動，對子女參加禁毒教育

活動的態度更消極。為此，需要探討將來應透過

何種形式接觸家長，而校長和老師在推動家長參

與活動時亦起到很大作用。 

7.	 有與會者分享，對學校或學生來說，禁毒教育仍

然不是一個高度受歡迎或吸引的題材，所以在推

行這類活動時，往往需要以正向心理學、問題解

決技巧訓練、逆境智商等名義包裝活動。 

8.	 在政府廣泛宣傳下，學生普遍對毒品禍害已有一

定認識。與會者提出，安排戒毒康復人士（過來

人）到學校現身說法較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和專

注。目前「過來人分享」以講座形式為主，如能

小組分享形式，讓學生和過來人更直接地對話，

相信效果更好。但學校除了考慮時間安排外，老

師在識別有需要學生，及是否需要在場參與小組

等方面，普遍存有疑慮。

對禁毒宣傳工作的意見 

9.	 近年政府的禁毒宣傳策略，以強調毒品對健康和生

命的嚴重危害為主。與會者認為，對不同的組群需

要採用不同的宣傳手法。「阻嚇」的手法，對一般

學生較為有作用，但高危青少年就不會被嚇倒，因

為他們身邊的吸毒朋友仍未出現宣傳短片描述的嚴

重問題。建議政府在宣傳策略方面，多採用推廣正

向生活和積極人生的手法，鼓勵高危青少年參與其

他健康、有意義的活動。另外，與會者認同政府宣

傳短片提供求助熱線（186-186）電話號碼，讓家

人可以有所選擇，不用動輒報警以執法形式「大義

滅親」，令他們和吸毒子女的關係更難修補，透過

適切輔助面對問題。 

10.有與會者擔心，負面描述吸毒者形象的宣傳手

法，可能會減低吸毒青少年的求助動機。與會者

提議多推廣「社區接納」的訊息，讓社區持份者

明白戒毒康復人士如何努力重過新生、鼓勵學校

接納他們重返校園，鼓勵僱主為他們提供就業機

會等訊息亦很重要。

協助吸毒青少年的意見 

11.與會者關注不少吸毒青少年已離開校園，在職青

少年的比例越來越多。社會投放在學校的資源，

未能令這群青少年得益；外展服務亦以24歲為服

務對象年齡上限。「隱蔽吸毒」已成趨勢，現時

很多社福機構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Apps)接觸

吸毒青少年，為他們提供網上自我評估，促進他

們的戒毒動機，鼓勵他們聯絡社工，並轉介他們

接受戒毒康復服務。 

12.與會者關注吸毒青少年在戒毒後能否重返校園。

據知目前有些收生不足的學校都願意接收「叩

門」求學的戒毒青少年。與會者建議可聯絡這些

學校組成「地區關愛校園連線」，方便戒毒青少

年「叩門」求學。有與會者補充，通常學校會要

求戒毒青少年的家長和社工擔保該學生不再接觸

毒品，定期出席學校召開的個案會議，緊密跟進

其進展。如果該學生復用毒品，會影響學校接收

其他戒毒青少年的信心。 

13.有與會者提議，社福機構可與大學合作，多進行

對預防復用毒品的調查研究，讓社區持份者客觀

了解戒毒青少年在康復過程中的努力、面對的困

難和所需的幫助。 

14.與會者認為戒毒青少年在戒毒後投入工作，對其

康復很有幫助。建議政府部門和社福機構舉辦

「關愛僱主運動」，鼓勵企業為戒毒青少年提供

實習和工作機會。 

15.與會者關注戒毒青少年家長所需的支援。家長渴望

子女戒毒，吸毒青少年拒絕戒毒是常見的現象。安

排過來人和家長分享他們家人的不離不棄，是推動

他們戒毒的原動力，可幫助家長更堅定支持子女。

與會者認為，各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工作量大，難

以兼顧吸毒青少年家長的特殊需要，建議發展專門

服務去幫助吸毒青少年的家長。 

16.與會者認為，不同的社福機構各有所長，應該加

強合作，集合彼此的優點和長處去協助戒毒康復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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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年人對談

　　吸毒行為與愛滋病傳播息息相關。吸毒者主要透過性接觸或血液傳染而感染愛滋病病毒。

　　吸毒者容易受毒品影響導致精神錯亂而發生不安全性行為。無論何種性別，沒有使用安全套的陰

道交、肛交，以及口交都是最常見的愛滋病病毒傳播途徑。使用毒品會影響性行為的表現，同時亦會

減低預防意識，增加感染愛滋病及其他性病的機會。

　　另外，共用沾污了血液的針筒針咀是注射毒品人士染上愛滋病的常見途徑。在全球各地，這一類

吸毒者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人數持續上升。某些吸毒者為了賺取金錢會從事性工作，從而加速愛滋病病

毒的傳播。

切勿掉以輕心

　　青少年總覺得自己不會染上愛滋病，但愛滋病傳播不限於吸毒者，非吸毒人士亦有機會透過性接

觸而感染愛滋病病毒。根據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 2011年「青少年與性研究」發現，約六成的青少年

發生性行為時並沒有使用安全套。他們已不知不覺地墮入高風險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境地。所以大家切

勿掉以輕心，應採取預防措施。

如何預防感染？
 
(1) 	必須清楚明白愛滋病的傳染途徑。 

(2) 	要懂得如何保護自己，拒絕毒品。

（毒品所傷害的是自己的健康、生命與尊嚴。尊重自我是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千萬不要礙於情面或

講求朋友義氣而接受朋友的引誘。毒品能夠引致使用者神智不清而做出高危行為，大大提升感染愛

滋病病毒的機會率）。 

(3) 	採取安全性行為。

（最有效預防性病和愛滋病的方法是採取安全性行為，即是與一位未受任何性病 /愛滋病感染的人

士保持專一的性關係或每次性接觸都正確地使用安全套）。 

(4) 	有些青少年喜歡穿耳或紋身，但進行這些程序應注意所採用的刺針或儀器經已消毒，減少感染機

會。 

(5) 	不要與人共用私人物品，如剃刀、牙刷、梳、指甲鉗等。 

(6) 	支持及積極參與社區的愛滋病教育活動；並向家人、朋友及同學宣揚愛滋病的資訊。

參考資料：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 (2013). 第五屆亞洲性教育會議 . Retrieved April 28, 2014, from http://www.famplan.org.hk/fpahk/zh/press/press/201306
speech-chi.pdf
衞生署愛滋病網上辦公室. (2014). 愛滋病及性病資訊. Retrieved April 28, 2014, from http://www.info.gov.hk/aids/chinese/hotline/mstdaids06.htm
衞生署紅絲帶中心. (2014). 預防性病／愛滋病採取安全性行為 . Retrieved April 29, 2014, from http://www.rrc.gov.hk/chinese/rrcprodpa07.htm
衞生署紅絲帶中心. (2014). 預防愛滋病點少得我. Retrieved April 29, 2014, from http://www.rrc.gov.hk/chinese/exb_prevent_hiv_i_c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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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人深省故事 

香港戒毒會美沙酮康復員　鋼寶

　　

　　

　　

　　

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紹，我叫鋼寶。其實我和大多數吸毒朋友差不多，開始時都

是和朋友一起接觸毒品，出入戒毒所無數次，自我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直至二零一

零年，我到美沙酮診所服藥，途中一定低著頭，但有次突然抬頭望望身邊的環境，發

覺兩個月前路邊的樹本來又枯又黃，現在變得青青綠綠。以前沒有留意，原來自己一

直低著頭走路，一直沒有關心身邊的一切。

自從這次之後，我每次走路都很留意身邊的事和物。以前我見到老人家跌倒，都

不會去扶他們，現在我會扶長者過馬路，又會在公共交通工具讓座給有需要的人。

原本以前覺得平平無奇的事物，現在覺得很是美好，不論一花一草都覺得很美。自從

有了這個改變，我多了和家人一起，記得有一次在八號風球時去診所飲用美沙酮，外

面大風大雨，我叫太太不用陪我去。但她說了一句說話，令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她

說：「你現在為了自己和家庭去服藥戒毒，無論外面十號風球，有多大雨、多大風，

我都會在你身邊陪著你、支持你。」聽到這句話，我覺得好慚愧，以前因為吸毒而放

棄了很多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現在她這句話，令我覺得無論戒毒這條路有多辛苦，我

都要堅守下去，不要再令他們失望和傷心。我要好好把握今次的機會。

現在我已經成功戒毒三年了，回想這三年，我覺得好充實，和家人的關係也好了

很多。以前我不顧家人的感受和勸告，家人一度覺得我無可救藥。到現在他們有甚麼

事都會和我商量，生活得很開心。最近我父親身體出現了

一些問題，希望他可以早點康復。現在父親每次見到我，

都會拉著我的手，展現出我多年沒見的笑容，令我覺得要

好好地堅守下去。

幸福不是必然的，我們真的要好好把握生命中的每一

次機會。最後，多謝香港戒毒會和多位社工給我這次機

會，和大家分享我的過去。感謝聚賢社（美沙酮康復人士

東九龍區域自助小組）的組員們一直對我的支持。希望在

康復路上同行的兄弟姊妹們，大家一同努力。前路由我

創，希望在明天，讓我們互勵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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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感

吳璧鈞

我從來都沒有去過戒毒所，這是我第一次到戒毒所，

我一開始以為石鼓洲康復院所是個很像監獄，很嚴肅

的設施，但原來不是的，裏面很清幽，我覺得裏面很

舒服。我以為石鼓洲康復院是強迫性戒毒的，但聽過

講座後，了解到石鼓洲康復院是自願性的；康復院裏

所有戒毒者都是男性，並沒有女性。石鼓洲康復院裏

有多間廟宇，原因是希望他們可以更有戒毒的決心，

裏面有個儲水庫，供應他們平日用水。康復院有分多

個社，而我當日參觀的是信社，主要是一些較年輕的

戒毒者居住的，他們平日日常生活都跟著時間表做

的，他們每日都有不同的活動，令他們可以自力更

生。我們還有跟戒毒者交談，我更加了解吸毒的壞

處，令我知道我一定不可以吸毒。這次活動令我獲益

良多，有機會的話，我希望可以再參觀。

吳嘉明

我很開心這次參觀石鼓洲康復院，

因為多人參加，故我以為沒有得參

加這個活動，所以本來很唔開心，

但後來有得去，所以好開心。我學

到好多事物，他們原來有很多社，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其實吸毒人

仕都不是好恐怖，他們是好好人

的，以及他們好有決心戒毒，所以

大家不要再對他們有偏見。 

羅梓悠

與石鼓洲康復院的戒毒者傾談後，發現他們

雖然曾經吸毒，但其實他們好有決心去戒

毒。在石鼓洲康復院中，有很好多活動讓戒

毒者參與，例如木工、水墨畫，康復院還養

了很多小動物。康復院的環境及設備都不

錯，有部份戒毒者是中年人，我感到他們有

愛心，亦有決心戒毒，我們需要支持他們。

何泳淇

這次參觀石鼓洲康復院之後，我了解到他們不是

坐在康復院等天光和等日落，而是他們在康復院

也有日常生活要做，也要學識社會上一些的勞動

上的工作。我感受到當時他們想自願戒毒的心情

和他們講述自己吸毒的經歷和體驗。我覺得他們

吸食毒品的年齡太年輕，他們開始吸食毒品的年

齡大約是1 5-16歲，最細的年齡是1 1歲，也證明了

吸食毒品的人開始年輕化。當他們講解自己吸食

毒品的時候，一開始我覺得他們有少少害羞，我

以為他們不想與我們講起自己的經歷，但是慢慢

地我覺得他們的經歷令人感動，而他們當中會講

解自己的吸毒經歷給其他人聽，而且他們開始沒

有那麼的害羞，而且開始有講有笑！最後，我非

常了解到他們的經歷和在康復院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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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感

青年先鋒地帶

麥文曦

我透過學校社工安排，我先後參觀了喜靈洲和

石鼓洲的戒毒所，而這兩個戒毒所也給了我不

同的感受。石鼓洲給我的感覺是輕鬆，那裏的

導師很用心地教導戒毒者一些工藝。由於戒毒

者是自願性戒毒，所以他們很積極地投入石鼓

洲康復院的生活。雖然喜靈洲和石鼓洲都是位

於島上，但喜靈洲戒毒所四周包圍着很多的鐵

絲網，給我的感覺則較嚴肅。那裏的懲教人員

要穿着整齊的制服，而且那裏有很明顯的階級

分別，戒毒者要跟導師們敬禮。他們的型髮也

是一致的。由於他們是被判入喜靈洲戒毒所進

行戒毒，所以有些戒毒者不是十分願意聽從導

師的話。這兩個戒毒所給了我一個得深刻的印

象。所以我勸戒現時的年青人要遠離毒品，不

要被毒品所引誘。

羅穎珊

在本次的活動中，我們參觀了石鼓洲康復院

中的其中一個康復社，他們的年齡是康復院

中最年輕的。因為這次是我首次參觀戒毒

所，一直以為戒毒所是一個十分恐怖的地

方，像電視劇一樣，有很多警官在看守，原

來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因為這是自願前往的

戒毒所吧。正在戒毒的人士自由度比我想像

中高，而且戒毒所人員也準備了很有意義的

活動給他們，令他們在慢慢脫離毒品的時候

也不會浪費時間。在分享感受時，發覺到舍

員也很友善，很樂意分享經驗，還特地叮囑

我們千萬不要吸毒。在今次的石鼓洲康復院

參觀活動中，我感到獲益良多，知道了原來

有很好東西都親眼目睹才能相信。如果可以

的話，我很想下年度可以再次探訪他們！

高熙柔

近日，參觀了石鼓洲康復院，它是一所自願性戒毒所，相

比於非自願戒毒所有很大的分別。當中在講解時，院長指

每個戒毒者都有自己的原因或理由去嘗試吸毒，他們會在

戒毒所中向長官學習和改過以前的過錯。另外，透過親身

交談過程中，我了解和嘗試去提出問題，他們也會逐樣解

答你的提問，例如：當初第一次獲得毒品的途徑；父母得

知後的反應；毒品對自己的影響；戒毒出院後的計劃等。

第一次吸毒的原因有很多，如透過朋輩的影響，並且大部

份接觸或服用都是在十三到十七歲的期間。因此，可以證

明青春期中的青少年因反叛，很容接受朋輩的影響，我們

更應了解毒品的禍害。這短短的半小時交談，更能讓我清

楚了解毒品對人體的禍害。而且，在離開之時，戒毒者也

向我們提醒毒品只有壞處和對身體的損害不是一天的事，

而是一輩子的傷害。最後，這次的活動十分有意義，能加

強我們對毒品的認知和損害，希望禁毒計劃一直維持實

行，令更多人不要迷上毒癮。

潘泳希

四月十七日我到了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

院參觀。我認為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

和其他的戒毒所分別真的很大。其他的戒

毒所都是非常的規律性、都是非常嚴肅、

有很多事情都不得由戒毒者去作決定。例

如，入住戒毒所的時間等等。而且這些戒

毒所都是非常嚴肅的，可能戒毒者做錯了

一些事會給那裏的教職官責罵。可是香港

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會比較自由。我認為

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比其他戒毒所更

自由的好處就是可以令戒毒者更容易更成

功地戒毒。 

9 



 

毒品術語新知

毒品檢驗為什麼出現

「假陽性」、「假陰性」？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董事　吳錦祥醫生

　　毒品測試的準確度由它的「靈敏度」和「特異度」來計算。「靈敏度」（ sensitivity）是指該測

試能將實際有吸毒的人正確地被檢測出來的比例。如測試的「靈敏度」達 99%，即表示 100個實際吸

毒的人當中，該測試最少能顯示出 99個呈陽性反應（即 99個真陽性及 1個「假陰性」）。 「特異度」

（specificity）則是指該測試能將實際沒有吸毒的人正確地被檢測出來的比例。如測試的「特異度」達 

99%，即表示 100個實際沒有吸毒的人當中，該測試最少能顯示出 99個呈陰性反應（即 99個真陰性及 1個

「假陽性」）。

　　但「靈敏度」和「特異度」是「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越高的「靈敏度」會帶來越低的

「特異度」。這其實不難明白：假如我不用什麼測試便說所有的樣本都是陽性，那我的「靈敏度」就是 

100%，因為我準確地找到了所有的陽性樣本，但我的「特異度」就是 0%了，因為所有的陰性樣本都被

我誤判為陽性，所以這個 100%「靈敏度」的測試其實沒有用。一個好的測試應該要有高「靈敏度」和

「特異度」，兩者要取得平衡，不能光看二者之一，尤其是實際上真正陰性的樣本一定比陽性多，所以

高「特異度」十分重要，太多假陽性出現不但勞民傷財，更降低了測試的認受性。

　　毒品檢驗可使用不同樣本進行，其中包括血液、汗液、唾液、尿液及頭髮。不同的毒品檢驗方法各

有利弊，每種檢驗方法都有限制，而最常用的方法是以尿液驗毒。但尿液驗毒只能探測到一個人過去數

日的吸毒情況，並不能追查更早期的吸毒紀錄。尿液若果不是即時進行化驗，就需要在低溫下儲存。而

在技術上和程序上的錯誤，以及其他在化驗樣品裡有的衝突物質皆有可能產生錯誤的結果。例如：有些

試紙對某些西藥或中藥特別敏感，可能會出現「假陽性」反應。另一方面，使用毒品後飲用大量清水或

電解質飲品去稀釋尿液，或食用維他命去隱藏殘留毒品的濃度，刻意製造「假陰性」反應。

　　毒品本身亦可能影響檢驗的準確度，例如：氯胺酮在人體內的穩定性較低，其含量在尿液中只能在

吸食後數小時內才能準確地被驗出。所以針對在人體內穩定性較低的毒品，頭髮驗毒試是較佳的選擇。

頭髮的生長每月平均 1.25厘米，而檢驗頭髮是可驗毒品或其代謝後產生的物質。透過髮根到髮端的分析

就可檢驗到達三個月（有些更可長達一年）的吸毒習慣和歷史，包括毒品種類、吸毒時間和每次劑量。

加上頭髮樣本可保存於室溫長達一年，亦可於期間內進行重複檢驗，確保檢驗結果準確可靠。根據香

港科技大學詹華強教授指出，新技術「液相色譜－晶片／多級質譜」（ HPLC-Chip-MS/MS）不會造出

「假陽性」或「假陰性」反應。

參考： 
http://www.ust.hk/chi/news/press_20091216-7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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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新聞通識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董事　吳錦祥醫生

《禁毒最前線》曾刊登了不少新興毒

品資訊，例如於 2010年 5月介紹「喵喵」

及 2012年 8月介紹過「浴鹽」，這兩種都

是卡西酮的衍生物。卡西酮及卡西酮的

衍生物均納入《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受法例管制，估計跟恰特草（Khat，

Catha edulis）外號「東非罌粟」、「阿

拉伯茶」有關連。恰特草含興奮劑卡西酮

（cathinone），結構不太穩定，易分解

成去甲偽麻黃鹼（cathine）和去甲麻黃

鹼（no rephedrine），其結構類似安非他

命和腎上腺素。因此恰特草的化學物質卡

西酮及卡西酮的衍生物對人體的中樞神經

有刺激作用，令神經系統興奮。

「飲茶」無害？
　　近年在東非及中東流行的恰特草，逐漸流入中國多個省份。更

有報導指廣州街頭公然售賣恰特草，商販稱是「阿拉伯茶葉」，與

茶葉一樣沒甚麼壞處。這種植物主要的作用是提神，新鮮的每斤 

500元人民幣，乾的每斤 200元人民幣。

　　新鮮的恰特草似莧菜，曬乾後似茶葉。一般食用方法是嚼食恰

特草的葉子，讓汁液流出。由於恰特草的汁液帶有苦澀味，亦有人

會混入果汁飲用及曬乾磨粉如沖茶飲用。恰特草的汁液會釋放出

與安非他命相似反應的卡西酮及卡西酮的衍生物。這對人體中樞神

經具有刺激作用，讓人有欣喜、提神、充滿力量、胃口減少、心情

輕鬆及健談等反應。它的不良反應會令血壓上升、瞳孔擴張、體溫

上升、增加心跳及呼吸。長期使用更可能引致心理困擾、性功能障

礙、失眠問題、腸胃問題〈如便秘〉、口腔發炎和甚至增加患口腔

癌的風險。雖然目前對嚼食恰特草成癮問題暫未透徹了解，但是有

服用者表示停止嚼食時會出現脫癮徵狀導致上癮。
參考： 
Australian Drug Foundation. (Updated 2013). Khat Fact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Diversion Control, Drug & Chemical Evaluation Section, US. (2013). Khat.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2013) Drug Fact: Khat. (www.drugabuse.gov)
 

計劃動態進展青 年 先 鋒 計 劃

　　

大合照

青年先鋒委員會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探訪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當日我們參觀了院所特別

為年青人提供的「新德計劃」。這些年青院友全部都因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如氯胺酮（ K仔）及冰等而自願

入住戒毒的。我們參觀了他們的生活起居室及部份訓練場所，最重要的就是有機會與多名年青院友分組近

距離傾談。他們誠懇地各自分享他們決心戒毒的原因及心路歷程。令我們感到特別深刻的是大部份院友的

身體機能已經受到損害，特別是膀胱、腎臟及記憶力的受損程度最為嚴重。我們實在很多謝他們真摯的分

享，好讓同學們得悉損失健康的可悲與及賠上寶貴光陰的可惜，從而懂得愛惜光陰、珍惜生命、遠離毒

品。同學們也鼓勵年青院友要努力更生，重建人生。活動共 22人出席。

小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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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動態進展

「禁毒有法 - 教師培訓課程」

為學校個別訂定培訓內容

　　我們將繼續樂意為港島及離島區各中小學校，因應您們個別學校之需要就上述課程 “度身 ”制

定培訓內容。敬請各學校切勿錯過這個黃金機會。我們十分歡迎學校能與我們商討有關特定的訓練

內容。歡迎港島及離島區各中小學校報名參加，費用全免。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3762 0805湯女士。

編者的話
關明德

第十五期「禁毒最前線」又與大家見面了！

回顧「校園禁毒—教師培訓課程」於2009年2月因當時校園吸毒問題嚴峻而推
出，至今不經不覺已快六年。根據禁毒處之最新資料顯示青少年吸食毒品的人數
大幅回落，2013年21歲以下被呈報的整體吸毒人數比去年減少了27％（由1623人
下降至1182人）；而二十一歲以下首次被呈報的吸毒人數下跌了30％（由1020人
下降至711人）。雖然青少年吸毒情況有所改善，但吸毒隱蔽化問題卻愈趨嚴重，
值得大家繼續關注。禁毒處因此亦於去年展開「驗毒助康復」的社區驗毒諮詢，
希望藉著該計劃協助青少年及早遠離毒品。同時，因著校園吸毒的問題有所緩
和，「校園禁毒—教師培訓課程」相信亦將功成身退，將於今年暑假後暫告一段
落。

因此，今期「禁毒最前線」希望就上述這個轉變去著力探討「校園禁毒」教
育的未來路向。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多位來自教育界及社工界的資深校長、老師、
社工及義工為我們分別進行了兩個焦點小組，以「校園禁毒教育的未來新路向」
為討論課題，並將他們於小組內討論之要點輯錄成文，於今期之「禁毒專題探
討」刊載，藉此希望引起業界工作者對這課題的繼續關注，共謀對策、對症下
藥，使青少年及早遠離毒品。這是一場持久的耐力戰，不容鬆懈。

我在此衷心多謝出席兩個焦點小組之校長、老師、社工及義工，他們在百忙
中抽出寶貴時間出席。他們包括兩個焦點小組主持人麥偉強博士及黃萬成先生，
與及小組成員包括鄒秉恩校長、阮愛馨副校長、潘弘強學生發展主任、王周善麗
女士、陳國基老師、施岳忠老師、李智偉老師、李泳娜姑娘、曹美華女士、胡永
華先生、劉栢康先生、謝秀怡姑娘及周思萍姑娘。

另今期亦有多篇來自青年先鋒學生參加活動的後感，值得各位讀者細閱，共
享青少年人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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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顧問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人文及法律學院總監 陳永華教授

香港戒毒會 總幹事 譚紫樺女士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 董事 吳錦祥醫生

總編輯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關明德博士
編輯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湯月有

香港戒毒會 李景輝　徐芝玲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 何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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