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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危害精

神毒品，它一直擁有一班自己的追

隨者，並被部份人視為吸食毒品的

「入門」。自 2015 年起，青少年

吸食大麻人數正不斷上升，由 2015

年 11.3%、2016 年 16.8% 上升至 2017

年 27.8%.。2018 年 首 季 的 數 字 是

28.6%，佔 21 歲以下吸食危害精神毒

品人數的第二位。

為甚麼近年 21 歲以下吸食大麻

的青少年驟增，而年齡較大的則不

受影響？這與年青人接觸社交媒體

的文化和習慣是否有關？我們不難

在互聯網上找到一些有關大麻的報

導：吸食大麻的 18 種方法、大麻比

花生更安全、大麻可以醫治糖尿病、

癌症、大麻在各地合法化的情況等。

這些片面甚至是謬誤的資訊會否影

響青少年吸食大麻的態度？青少年

吸食大麻的因由和使用頻次等吸食

現象與成人吸食者有何異同？

今期年刊，我們分別訪問了八

位年青的大麻吸食者，了解他們吸

食大麻的態度、原因及他們的吸食

行為與社交媒體資訊的關係如何。

同時我們嘗試臚列一些網上流傳有

關大麻片面的論述和謬誤，加以澄

清，也邀請了中醫師和中毒科西醫

分享大麻的藥性和對身心的傷害。

另外，我們亦引用一位南亞裔吸食

者的個案，解說南亞裔的文化與吸

食大麻的關係。期望今期年刊的內

容能拋磚引玉，引發各界對青少年

群體吸食大麻上升趨勢的關注和回

應，及早遏止和應對這趨勢的蔓延。

服務總監

吳雪琴女士

總監的話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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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勃（大麻的花）

性味：辛、溫、無毒

主治：記憶力衰退、瘰 、刀傷

拆解迷思

麻（麻子連殼的總稱，大麻的果實）

性味：辛、平、有毒

主治：�便秘、消渴、血痢、

� 髮落不生、小兒頭瘡

大麻葉
性味：辛、有毒

主治：�瘧疾、下蛔蟲目草本「 」綱
中
醫

俗語有云：「是藥

三分毒」。「毒」字不

一定解作可以毒死人

的毒藥，亦可解作有藥

性的意思。大麻是眾所

周知的毒品之一，而大

部份國家吸大麻都屬

違法，因此可見大麻的

確給人不太好的印象。

但在傳統中醫藥上，原

來大麻的不同部位有

不同的藥性，可作治病

之用。

《本草綱目》李時珍曰：「大麻即今火麻，亦曰黃麻，

處處種之。剝麻收子，有雌有雄，雄者為枲，雌者為苴。

大科如油麻，葉狹而長，狀如益母草葉，枝七葉或九葉，

五六月開細黃花成穗，隨即結實，大如胡荽子，可取油

剝其皮作麻，其梗白而有稜，輕虛可為燭心。」

據《本草綱目》大麻使用記載，可謂整棵植物的根

莖花葉果實皆有可用價值，但臨床醫學上以麻子仁的使

用為多。現代中醫最常用為麻子仁丸，用作潤腸通便。

由於大麻是天然草本植物，所以部份濫藥者對它的戒

心會較少，以為對身體的傷害不大。不過，其實大自然

中也存在不少可致命的中草藥，所以不應以為天然就是

安全，更不應隨便濫用草本藥物。若要使用此類藥物，

就必須經由專業中醫師處方、配伍才可安心服用。

許多人使用大麻是將大麻捲成大麻煙，然後使用吸

煙的方式吸食大麻，這不但會讓有毒物質快速被人體吸

收，而且附帶釋出的有毒物質，還會毒害旁人。因此，

不要以為吸毒只是自己的事，而是會傷害到身邊的人。

大麻與酒精一樣，同樣會影響人體中樞神經系統的

運作，也有造成精神疾病的風險，尤其是正發育的青少

年，大麻對他們的影響更為深遠。

由於大麻對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方式非常複雜，某

些功能有興奮作用，對另一些功能又有抑制作用，同時

還能致幻，但又沒有很強的成癮性和急性生理毒性，甚

至還具有治病的能力，這讓大麻成為目前所有毒品當中

定位最模糊的其中一種。

再者，大麻更被稱為一種「上 」毒品，正因它的

界線比較模糊，讓人對它比較掉以輕心，讓年青人容易

在朋輩的影響下首次吸食大麻。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發現，第一次使用大麻後，大

多數人會傾向使用其他烈度更大的毒品。因此，大眾亦

應對大麻有更真實的認識，以減少下一代濫用藥物的機

會。

醫天圓中醫診所

陳家富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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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聞草「 」

人工合成大麻

人體大麻醇 四氫大麻酚�(THC)人工合成大麻，又稱 Spice�或�K2，用合成大麻的溶

液噴在煙葉上然後焗乾，將煙葉放在紙裡面做成捲煙，

吸食方法是像吸煙一樣。合成大麻大都不會做成藥丸，

因為很少的劑量已經有很大的效果反應。使用合成大麻

會上癮，由最少的劑量開始慢慢增加，並越食越多。

人工合成大麻是研究人員在研究大麻受體過程中製

造來的，被毒販拿來販賣，並且加以演進，以逃避法律

的檢控。其化學份子結構愈來愈偏離天然大麻，而毒性

亦愈趨猛烈。

人體內有很多化學傳導物質，令我們可以能感受外

界、能夠思考、有喜怒哀樂、身體可活動等等。其中一

種化學傳導物質作用於大麻受體，可影響我們思考、感

受、食慾、集中能力、行動協調性、控制腸胃等等運作

身體機能和功能。神經傳導物質像鑰匙，受體像鎖，傳

導物質的� 3D 結構只要與受體吻合，就可以像鑰匙一樣

將鎖開啟，達致完成身體機能運作。其實人體會自行製

造大麻植物裡大麻物質 Anadamin，由於物質� 3D 結構相

近，所以可以將大麻受體「開鎖」。

人工化學的立體結構越與受體相似，反應效果就越

大。今天科學掌握了技術資訊，令科學家可以更準確設

計和製造化學分子去「開鎖」，反應效果甚至比天然的

傳導物質更好。應用在好方面的例子就是標靶藥物，能

更準確對準目標受體，藥到病除，更減少副作用。然而

壞方面的例子，就是毒販也利用這個技術，利用分子設

計圖，製造出新型藥效更強的人工合成大麻毒品，其毒

性也往往比傳統毒品更強。

自有人製造了人工合成大麻和售賣後，政府就立例

禁止，但毒販隨之又將其改頭換面，出現另一隻類似但

化學份子結構不相同的人工合成大麻。由於法例最多只

能禁止已載列的化學份子，所以當有新化學結構的毒品

出現時，法例條文也要及時更新，否則其效力便不能覆

蓋它們。日新月異的人工合成大麻毒性越來越大，可致

持續幻覺、肌肉分裂、嘔吐、抽筋、腎衰竭、身體僵硬

等，嚴重的甚至可以致命。

已確認的大麻對人的影響
� 失眠。

� •� 短期記憶差，例如考試會忘記答案，不能集中精神。

� •� 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的能力提高，但實際結果能力卻是差了。

� •� 大麻致癌物質比香煙多�1.5�至�2�倍，致癌性比香煙高。

� •� 斷癮，緊張，「冇得食好唔過癮，好唔 CHILL」。

� •� 部份人不停嘔，要浸熱水浴止嘔。

� •� 如果家庭有精神分裂歷史，會增加患上思覺失調的風險，實驗顯示比沒有精神分裂歷史家庭高幾倍以上。

� •� 10% 的人因某基因原故分解大麻素係會弱一點，分解大麻素較弱的人吸食一支大麻煙等於其他人吸食了十�

� � 支，因此會較容易上癮。

醫院管理局中毒諮詢中心主管

謝萬里醫生

54



隨著大麻合法化議題近年在歐美

國家升起，坊間有關大麻的解說及傳

聞越趨繁多。網上的傳聞究竟可信多

少？為讓讀者對大麻有更全面的認

知，本刊特意邀請了醫天圓中醫診所

陳家富醫師及醫院管理局中毒諮詢中

心主管謝萬里醫生對不同的網上觀點

作出回應，以釐清箇中迷思。

「『天天吃火麻，活到九十八』，中醫都

話食火麻有延年益壽既作用，咁姐係大麻都好

健康啦。」

中醫回應：

其實我們所說的火麻仁或火麻，是指工業用的

大麻，與常被濫用的大麻是完全不同的。兩者雖取自

同類植物，但由於大麻有多個品種和變種，當中的 THC�

(Tetrahydrocannabinol) 含量有著相當大的差距。THC 指大麻

中會使人興奮及致幻的成分。工業用大麻通常僅含 0.3% 或更

少的成份。研究已經表明，人類攝入 THC 含量（以品質濃度

表示，下同）<3g/kg 的大麻，不顯示精神活性，而攝入 THC

含量 >3g/kg 的大麻，則具有一定的藥用或濫用傾向。所以，

工業用大麻已經不具備提取毒性成分 THC 的價值，也不能直

接作為毒品吸食。

網上傳聞�1
「外國都合法化啦，咁姐係大麻唔算係毒

品啦，係香港太保守姐。如果大麻係毒品，

咁外國個 人晨早比人拉哂啦，仲點會繼續

賣比人 ?」

西醫回應：

大麻的使用在法律上是分為兩種，醫療

用 途 (Medical� use) 及 娛 樂 使 用 (Recreational�

use)。根據美國的法律，吸食大麻是不合法

的，只是部分州份通過決定不執行該法律。

現時美國只有 9個州份是可以娛樂使用大麻，

即允許吸食及售賣大麻，另有 16 個州份只允

許售賣大麻內非興奮性的營養劑（CBD)，其

餘 30 個州份都只是准許醫療用途使用。所以

說大麻合法化，也要分清該地區是合法藥用

成份、合法售賣補充物質，還是合法售賣大

麻煙葉。現時全球唯一合法使用的國家其實

只有烏拉圭。

網上傳聞�3

「大麻對身體的禍害比煙酒更少啦，仲唔

會上癮添。」

西醫回應：

大麻對身體、情緒及腦部的影響已有醫學

研究證實。大麻亦會產生心理依賴性，會有

斷癮癥狀，部分人因基因原故亦會更容易上

癮及被誘發精神分裂等病患。

網上傳聞�4

「藥用大麻對大多數疾病都有醫療成效，點可以話大麻

係『毒品』呢 ?」

西醫回應：

大麻裡面有兩種成份，包括 THC� (Tetrahydrocannabinol)

和 CBD� (Cannabidiol)。THC 是有興奮性的，CBD 則有幫助消

炎止痛等醫療效用。大麻之所以能在美國部分州份成為藥用

品，是因為抽取了其中的 CBD 成份，製成朱古力、藥丸及奶

等形態，供病人用作治療 HIV、癌症及青光眼等病患，而並

非直接吸食未經處理的大麻煙葉。有人會說，CBD 具有藥用

成份，是有益的，但所有本身對身體有益的物質，若使用得

不恰當，都會變成有害的。有益還是有害，則視乎我們的使

用方法及有否按需要正確使用。

網上傳聞�2

Don’t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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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玩家是好友
大麻玩家是損友

網上流傳 小編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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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請問你何時來到香港定居？

訪：�因為我的父親是駐港的��喀兵，故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但出生後，我的父母都安排我回到尼泊爾接受教育，直

至 2006 年 ( 即 17 歲時 )�，因為想找更好的工作，過更

好的生活，才返回香港定居。

工：你是在何時開始吸食大麻？為甚麼？

訪：�我想我大約在 13 歲時第一次吸食大麻，而第一次接觸

的毒品是大麻。當時我仍在尼泊爾讀書，而我的父母在

香港工作賺錢，故通常放學後都會到球場踢足球。因為

當時與我一起玩的朋友都比我大，他們都有吸食大麻。

在自己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都主動向他們要求吸食大

麻，他們便讓我吸食。

工：大麻在你成長的地方普遍嗎？

訪：�視乎你普遍的定義。在一方面，由於大麻是天然的植物，

在一些山邊或路邊都會看到，故此，你可以說大麻是十

分普遍。但另一方面，除了一些特定的群組，如一些印

度教的修士、失學失業的青少年、三合會群組等，普遍

大眾都不會吸食大麻，因為他們都知道吸食大麻是不好

的，家長亦不會容讓子女去吸食。

工：大麻在你成長的地方是毒品嗎？

訪：�很難說，因為一方面，在尼泊爾吸食大麻是違法的，但

另一方面，因為尼泊爾是印度教的地方，印度教其中一

個神明是「濕婆」。傳說濕婆都喜歡吸食大麻，所以每

年慶祝濕婆節（�The�great�night�of�Shiva）的時候，修

道者都會一邊吸食大麻，一邊進行慶祝儀式，並沒有警

察會阻止，所以都很難說大麻在尼泊爾是否一種毒品。

工：�那你吸食過第一次大麻，滿足好奇心後，有繼續吸食�

嗎？

訪：�無論在香港還是尼泊爾，雖然吸食大麻都是違法的，但

我都有繼續吸食。因為我都喜愛吸食大麻後那種愉快的

感覺。此外，大麻亦都是一種能夠使我與其他朋友聯繫

的東西。

工：來了香港後，有否掙扎過不去吸食大麻？

訪：�當我一開始來到香港，因為未有很多朋友，故不知道可

以在那裡買到大麻，而對我來說，不吸食大麻也不會有

不適，故沒有特別去尋找。但當在香港一段時間，在工

作中認識到一些有吸食大麻的朋友，便再吸食。

工：工作員� 訪：受訪者�

「草」文化

在印度和尼泊爾，都有不少人信奉印度教。印度教

是一個多神論的宗教，其中的一位神明「濕婆」(Shiva)�

與大麻都有很大的關係，不少印度教的傳說都表示「濕

婆」是創造大麻的神明，創造大麻後都以一個特別的煙

管 (chillum) 去吸食，以維持生命。正因為「濕婆」需要

以吸食大麻維持生命，長期受到大麻的迷幻影響，「濕

婆」的眼睛都是半開合的。在每年大約二、三月的「濕

婆節」（The�great�night�of�Shiva），不少信奉「濕婆」

的苦行僧都會聚集在「濕婆廟」，以「濕婆」使用的煙

管�(chillum) 吸食大麻去慶祝「濕婆節」。

而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中，加上不同的歷史因素，

居港的南亞裔人數正不斷上升，他們當中包括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及尼泊爾人。在 2016 年他們約有�76,000�人，

佔少數族裔人口的� 29%。而根據保安局禁毒處藥物濫

用中央檔案室 2018 年第一季的資料，非華裔吸食危害精

神毒品的人士都有上升的趨勢，當中南亞裔人士佔大多

數。故此，要提升社會大眾對大麻的警覺性，他們都是

不可忽略的一群。本刊特意訪問了一位 30 歲的尼泊爾裔

戒毒者，了解他對大麻的看法。

雖然大麻是一種天然的植物，但經多年來的科學實

證研究所得，大麻都是一種危害精神健康的毒品，對人

絕對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但隨著加拿大大麻全面合

法化後，相信社會上對大麻的討論定必會越來越多。

而提起吸食大麻的國家，相信不少人立即會聯想起

美國、加拿大和荷蘭等地，因為都會曾聽說過於這些國

家吸食大麻不是違法的，亦會聯想起六七十年代崇尚自

由，不受約束的嬉皮士文化。而在地球另一邊的亞洲，

相信不少人都會聯想起印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為何

會有這個聯繫？相信和這些國家的地理環境和宗教有不

少關係。

由於印度，尼泊爾等地的氣候，土壤和環境都有利

於大麻的生長。故此，在這些地方都會找到天然的大麻。

雖然尼泊爾和印度分別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立法禁止吸食

大麻，但亦因為一些宗教的因素，仍然有不少吸食者存

在。

南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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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青

「草」

工：那吸食大麻對你有影響嗎？

訪：�雖然我都不知道大麻是不是一種毒品，但吸食大麻對我絕對有

影響。第一，吸食大麻都使我上癮，而且吸食的份量會越來越

多，故此，我都需要用很多金錢去購買，使我未能盡上責任，

不能幫補家庭，影響我和家人的關係。第二，吸食大麻都影響

我的精神健康，使我有一些幻覺，記憶力亦受到影響，影響自

己的工作表現，減低我的自信心。第三，吸食大麻都局限了我

的社交圈，身邊的朋友大多數是吸食大麻的，都缺少與其他人

正常社交。

工：為何你會想停止吸食大麻？

訪：�吸食大麻都浪費我的時間和金錢，最重要的是影響我與家人的

關係。此外，我覺得自己多年來都只是原地踏步，假如我仍然

吸食大麻，我覺得自己的人生會一直是這樣，不能進步。

工：朋友對於你停止吸食大麻有甚麼看法？

訪：�他們覺得不需再依賴任何東西是好事，因為他們都認為大麻最

終會令人嘗試其他毒品，故此，提早去停止吸食能減少嘗試吸

食其他毒品的機會。

工：假如再有朋友邀請你一起吸食大麻，你會如何回應？

訪：�圍繞自己身邊的朋友大多數有吸食大麻，故此要停止吸食真的

不容易，但我會緊記大麻帶給我的影響，避免再次被大麻控制

我的人生。

工：對於一些仍然吸食大麻的朋友，你有什麼想對他們說？

訪：�假如與其他毒品相比，大麻起初的傷害其實是很少，但正正是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都很容易掉以輕心，忽視大麻帶來的長期

影響。人生除了大麻，其實還有很多使我們值得愉快的事，假

如我們為著一刻的愉快而忽略人生其他層面，實在不值得。

��� �過往在福音戒毒村主力服務南亞裔吸毒人士近四年的經驗

中，留意到曾吸食大麻幾乎是他們當中的共通經驗，而他們的

確都對大麻較為輕視，這或許與當地的宗教傳統文化所滲透的

意識有關。但是，這種對大麻的輕視在我們的社會其實亦同樣

存在，近年網上的影響絕不比宗教的文化弱。在近年的香港社

會，都有傾向將一些負面標籤，如「毒販」、「罪犯」、「假

難民」加在南亞裔人士身上，這些「一竹篙打一船人」、只根

據人的膚色、種族加上的標籤都容易導致每個南亞裔人士都蒙

上污名，使人對他們產生錯誤的理解，影響了他們與社會中其

他人的關係，這便造成社會對他們抗拒並加以污衊，以致使他

們邊緣化，造成惡性循環。沒有一個文化比另一個文化良好，

沒有一個種族比另一個種族優越。故此，要提升南亞裔人士對

大麻的警覺性，並不能批評他們的文化和宗教，焦點亦不是

討論大麻是一種毒品與否，而是要由人開始，從他們的角度，

了解大麻對他們造成的影響，從而使他們製造更多對大麻的矛

盾，提升他們的停藥動機。

路德會青彩中心註冊社工

曹永亮先生

港

前文所言，21 歲以下吸食大麻的人數近年來一直上升，甚

至佔據著 21 歲以下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數的次席。為了透析

背後原因，本刊邀請了 8 位年青的大麻吸食者進行訪談，以收

集他們對吸食大麻的意見。

8 位受訪者年齡介乎 16 至 23 歲，包括濫用精神藥物輔導

中心服務使用者及外展對象；教育程度為中二至大學；吸食時

期為 2 個月至 3 年不等；當中有 7 人主要與朋友一起吸食，只

有 1 人會獨自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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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的內容中，
本刊整理了部份值得關注的地方：

訪談問題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訪談問題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訪談問題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訪談問題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訪談問題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大麻比其他毒品禍害更少

大麻有助戒除其他毒癮

香港大麻應否合法化7人

3人

4人0人

1人

4人1人

4人

0人吸食大麻比煙酒
的傷害更少

4人 2人 2人
吸食大麻是潮流大趨勢 5人 0人 3人

吸食大麻是生活時尚品味 3人 5人 0人

吸食大麻影響記憶力 5人 2人 1人

大麻相比吸煙
有更高肺癌風險

0人 4人 4人

青少年期吸食大麻
影響大腦發展

7人 0人 1人

大麻相比吸煙
有更高心臟病風險

1人 3人 4人

第一，在問及「大麻比其他毒品禍害更少」時，有

7 人表示同意，1 人指無意見，而「大麻有助戒除其他毒

癮」則有 3 人表示同意，4 人表示無意見，只有 1 人表

示不同意。由這些意見可以留意到，年青人對於大麻的

傷害性仍抱有輕視及誤解。

第五，在討論大麻應否合法化的議題上，正反意見

各有 4 人。當中，外國已經將大麻合法化，香港應該跟

上、大麻是植物非化學物、吸食大麻並非傷天害理等原

因都是年青人認同合法的支持論點；會上癮、年青人難

以控制、危險、傷害身體等則是反對合法化的年青人所

持論點。從他們的論點中可見，認同合法化的原因與網

上的論述不謀而合，主要都是以「人有我有」、大麻對

身體傷害不大等原因去支持合法化，這反映出社交傳媒

對大麻的描述或已開始影響著年青人對大麻的想法，但

現實上，這些原因都未經證實或沒有實在的理據支持。

另一方面，持反對看法的年青人卻能回答出與自身經驗

相關的理據，包括成癮性及對身體有傷害等。他們以

自身感受作證明，直接衝擊著沒有實證支持的合法化理

據。

第六，在討論大麻對身體的影響問題上，不少年青

人都有提到吸食大麻會出現幻聽幻覺、影響精神、害怕

被注視等狀況，這些我們可歸納成大麻對精神狀態的影

響，而這些發現正正與我們在網上看到的「大麻對身體

無害，仲好有益添」的說法南轅北轍。亦有年青人提到

不吸食大麻的時候會有情緒，這也顯示了大麻有一定的

成癮性，並非網上所說的「大麻並不會上癮」。

是次的訪談只有 8 位受訪者，但我們都可以看到在

年青人當中，他們對於大麻仍有不少迷思，造成這些迷

思的原因可能與網上論述有關，亦可能與現時社會的爭

論有關，亦可能一直以來都存在。當然，我們不能直接

把年青人吸食大麻的原因歸咎於網上對大麻的論述，但

無可否認，有一群人因為網上論述而強化了他們繼續吸

食大麻的動力。另一方面，從年青人的答案中，我們也

瞭解到不少網上論述皆是無稽之談，當與使用者對質時

便已經不攻自破，但這些無稽言論卻一步一步入侵年青

人，甚至每一港人的生活。故此，本年刊希望以此拋磚

引玉，引發業界討論及關注，共同攻破這些虛假之言。

第二，同意「吸食大麻比煙酒的傷害更少」的有 4

人，不同意只有 2 人，另外無人同意「大麻相比吸煙有

更高肺癌風險」及只有 1 人同意「大麻相比吸煙有更高

心臟病風險」；由此數據可見，大部份青少年認同大麻

的傷害比煙草少，但年刊前面部份已提供充份理據證明

大麻毒性並不比煙草差，當中致癌的機會率甚至高出 1.5

至 2 倍。這反映出在年青人群體中，他們都流傳著「比

起大麻，食煙咪仲傷身」的說法。

第三，在「吸食大麻是潮流大趨勢」的問題上，5

人表示同意，3 人表示無意見；而在「吸食大麻是生活

時尚品味」的問題上，同意的只有 3 人，不同意卻有 5

人。這反映在年青人當中，大麻或會成為潮流的存在，

將來或會有更多人接觸到大麻。另一方面，網上雖有渲

染不少名人皆有吸食大麻，並把大麻塑造成一種名人也

會用的良物，亦有品牌化大麻，生產一些以大麻為題的

產品，嘗試建立大麻正面的形象，但從生活時尚品味一

題中可見，網上對大麻的正名化對部份年青人仍未有太

大影響，同時也代表著有其他的因素令他們認為大麻會

成為潮流。

第四，在「吸食大麻影響記憶力」的問題上，5 人表

示同意，而在「青少年期吸食大麻影響大腦發展」的問

題則有 7 人表示同意。由此可見，儘管受訪者吸食大麻

的時期不長，但他們卻切身體會到大麻對腦部的影響，

這也讓網上一些大麻對身體好的論述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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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粉嶺
及大埔

黃大仙

觀塘

將軍澳
及西貢

青 欣 中 心

青 怡 中 心

青 彩 中 心

中心服務區域

訪談問卷內容

心
介紹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旨在為慣性／間歇／
有可能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和邊緣青少年提供輔
導和協助，讓他們戒除毒癮和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輔導中心提供的服務包括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
提供個案和小組輔導、為他們的家人提供輔導服務、
為中學生和社區人士定期舉辦預防教育活動、為相
關專業人員提供專業培訓；以及為有需要人士提供
實地醫療支援服務，以及早識別吸毒者並鼓勵他們
盡早尋求治療和康復服務。

你對大麻的看法

訪談問題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你同意大麻比其他毒品禍害更少嗎 ?

當初你係咩原因 / 途徑接觸大麻 ?

你同意吸食大麻是生活時尚品味嗎 ?

你平時係咩場合吸食大麻多 ?

你同意大麻比煙酒的傷害更少嗎 ?

現在你又點樣睇大麻 ?

你同意吸食大麻相比吸煙會有更高肺癌風險嗎 ?

你認為香港大麻應否合法化 ?�為何呢 ?

你同意吸食大麻會導致失眠 ?

你同意吸食大麻有助戒除其他毒癮嗎 ?

當時你對大麻既認識係點 ?

你同意吸食大麻是潮流大趨勢嗎 ?

仲有無咩毒品你會考慮嘗試 ?��( 如有 )

咁你之前有無試過其他毒品 ?���

咁你會唔會混埋其他毒品一齊吸食 ?

你同意吸食大麻影響記憶力嗎 ?

你覺得有冇咩對身體既影響 ?�

你同意吸食大麻有助戒除煙酒嗎 ?

你鍾意食大麻既原因• ?

你同意吸食大麻相比吸煙會有更高心臟病風險嗎 ?

有無試過或諗過戒大麻 ?�點解呢 ?

你同意青少年時期吸食大麻會影響大腦發展嗎 ?

基本個人資料

你的年齡：

教育程度：

第一次接觸大麻的年紀 :�

持續吸食多久：

頻密程度�( 每月 )�:�

主要吸食狀況：�獨自�/�與朋友一起�( 請刪去不適用選項 )3

1

2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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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技安，我們是大雄的朋友，想來探望他的。」我與阿

福一同前往探望因精神問題而被強制入院的大雄，希望為他送上

一份支持。大雄看來精神恍惚，當我們談起近況時，大雄盡是不

記得，卻只有不斷傻笑。「今次已是第三次了。」我們慨歎大

雄是當中不幸的一人。大雄本身智力一般，後來更因長期吸食

大麻的關係，認知能力嚴重受損，嚴重影響工作和生活。幸而，

我們這趟也不是白行的，知道大雄在醫院參加了跟青欣中心合辦

的治療小組，開始重建生活。回憶起中學時代，我家有一間代代

相傳的店舖，阿福則是個富二代，大家可說是衣食無憂。大雄雖

然是貧苦人家，但因我們自小認識，有著深厚的友誼。我們相當

瘋狂，會相約每天放學後到阿福的家裡吸食可卡因，深信毒品是

帶來歡樂的法寶。�

畢業後，大雄因可卡因的負擔太大而中途轉用大麻，並表示

大麻好處多多，想說服我們一同轉用大麻。我們體諒大雄的家

境，所以我們各自在自己家裡吸食，聯絡也減少了。好景不常，

我因過度沉迷，家庭開始出現債務問題。我的家族生意被拖垮

了，要變賣家產，母親因此寢食不安，肥胖的身型逐漸消瘦起

來，後來更患上焦慮症。我心很痛，卻不知如何是好，惟有放縱

自己繼續吸毒。有一次更在藥物影響下，懷疑母親大義滅親而毒

打她，使家庭關係破裂。` 幸而，母親於今年透過社工認識了路

德會青欣中心的禁毒基金計劃「１＋１一加人社區共融計劃」，

看到當中一個個家庭的共渡難關的故事，母親重拾希望。她以不

離不棄的愛，感動我勇於面對濫藥問題。我到中心接受藥物輔導

服務，明白到童年因創傷產生了不解的結，透過毒品尋找慰藉。

心結雖解，但濫藥的後遺症比想像中嚴重。青欣中心的精神科護

士安排我到「社區診所」接受精神科治療。「社區診所」是青欣

中心聯同北區醫院團隊跨專業合作。精神科醫生診斷我有「雙重

診斷」，同時出現藥物濫用及躁狂精神問題，十分棘手，但經過

6 個月持之而恆的到中心覆診及接受職業治療，情況得以改善。�

後來，在社工的鼓勵下，我重拾唱歌的熱誠，加入了音樂平

台小組樂隊，到各處表演，更參與了青欣中心合辦的「同心同

力同行」北區禁毒計劃，將戒毒歷程創作成歌，宣揚禁毒訊息。

在禁毒基金贊助的「Wecycle� II 改變輪舍 - 單車導賞員及義工訓

練計劃」裡，我與阿福重聚，原來他的日子也不好過。大家彼此

勉勵，並一同立志成為單車導賞員及單車義工，以過來人身分回

饋社會，攜手推動區內抗毒氣氛。最後，我們一同完成訓練，成

為第四屆 Wecycle 團隊的一員，一起以單車帶領社區人士遊覽北

區風光，一起執起剪刀為長者理髮，各自分享自己生命改變的故

事。回想起，我的生活由糜爛變得充滿色彩；我重拾健美的體魄；

我與家人破鏡重圓；我，更珍惜現在擁有。�

故事雖是虛構的，但當中的片段卻由一個個個案及家人的真

實經歷組成。而這個跨專業、一站式，且具人性化的戒毒輔導服

務，正正是路德會青欣中心致力推動的社會工作理念。

路德會青欣中心

服
務
推
介

中
心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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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研究顯示吸毒問題和心理創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 (Gielen,�Havermans,�Tekelenburg,�&�Jansen,�2012;�Ouimette�&�

Read,� 2014)。禁毒處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最新統計數字

顯示，近年吸食興奮劑類 ( 如冰毒、可卡因等 ) 毒品的情況有顯

著上升的趨勢，國外的研究也顯示吸食興奮劑毒品與心理創傷

和精神問題有一定的關連 (Sofuoglu,� DeVito,� Waters,� &� Carroll,�

2016)；而根據本機構三所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CCPSA) 的

統計數字中，約有 30% 的個案曾經歷不同程度的心理創傷，當

中包括被侵犯、受虐、被欺凌、被遺棄等創傷經驗，這顯示吸

毒而有心理創傷的情況絕非少數。

國外的研究亦顯示，同時處理創傷和吸毒的綜合性治療，

比起單純針對其中一個問題的治療更具果效 (Ouimette� &� Read,�

2014;� Najavitis,� 2013)。解創導向的綜合戒毒治療模式 (Trauma-

informed� Integrative� Substance�Misuse� Treatment)�在外國越來越

受到重視，然而在香港目前仍沒有這類同時針對創傷和戒毒的

綜合性服務，在本地客觀的數據所顯示吸食興奮劑類毒品的大

幅增長和不斷惡化的隱蔽吸毒問題，正正顯示需要重視和發展

這方面服務的迫切性。

有見及此，本中心已成功申請禁毒基金，於未來兩年在全

港開展一項創新計劃「Project� C60 解創導向綜合戒毒治療與專

業支援計劃」。Project� C60 是本港首個以「創傷治療」為導向

以處理創傷經驗及雙重診斷問題的戒毒治療計劃，計劃採用在

外國已有實證支持的「解創導向綜合戒毒治療模式」，在本地

嘗試應用於有創傷經驗的吸毒個案，以提昇戒毒治療效果。期

望透過是次計劃累積及整合本地的臨床經驗，發展一套更切合

本地戒毒工作的治療模式，並將有關經驗及技巧，編寫和出版

「解創導向綜合戒毒治療」工具手冊，供業界使用。

同時，研究數據顯示在提供戒毒服務的專業人員當中，由

於經常需要面對和處理嚴重危機和服務使用者的創傷經驗，有

很大部分同工曾出現同情疲乏（compassion�fatigue）或替代性創

傷（vicarious� trauma）的症狀。因此，計劃亦關注從事戒毒工

作的專業人員的需要，將會提供全面的自我照顧、專業知識及

技能的培訓，使更多專業同工能在戒毒工作中具備綜合處理創

傷和雙重診斷的能力，提升他們自我照顧的意識、知識和能力，

避免和預防出現同情疲乏和替代性創傷的問題。

路德會青怡中心
「我個仔成日係屋企胡言亂語，行為古怪。我估又係吸左

毒，大半年都唔返工，匿係屋企唔知做咩，神神秘秘，成日搵

D 藉口同屋企人 錢，呢幾日又有人上黎追數，嚇到成家人心

慌慌。我越諗就越嬲，嬲到想刮佢兩巴，但見佢目露兇光，好

躁底，又好驚佢郁手打人。想報警，又驚佢憎死我地。我真係

唔知點算好…….」

「個女吸左毒都有好多年，為左呢樣野同全家人反曬面，

成日唔返屋企，係出面唔知同咩人一齊，又唔應我地電話，真

係好擔心一個女仔係出面唔知點生活。佢有時會趁屋企人返工

時返黎，一係狂食野，跟住訓死。一係十問九唔應，真係唔知

佢諗緊咩。成日話戒，但從來冇兌現過，今次仲離譜到撬爛我

櫃桶， 左我 D 錢走。我報左警，冇曬辦法，就算比佢坐監，

咁又點呢將來 ? 我地對佢冇曬信心，但又唔忍心當冇左個女，

有冇人幫我地屋企 ?」

吸毒問題成因複雜，背後涉及複雜的個人、家庭及社會因

素。不少吸毒者的家人都不知如何協助家人戒毒。從本中心服

務經驗所見，吸毒者家人均表示對此問題感到巨大情緒困擾。

家庭衝突事件每每聯繫至吸毒議題，目睹吸毒家人屢戒不果時

更是沮喪，自動情緒反應甚大，患上不同程度的情緒病，包括

焦慮症、抑鬱症等。此外，家人也表示與家中吸毒者溝通乏力

乏術，難以推動他們去戒毒。個人功能因而失衡，也同步惡化

了家庭系統的互動模式，甚至形成惡性循環。

有見及此，本中心於 2017 年 9 月 1 日起獲禁毒基金撥款推

行「SOS�《家 ‧ 倍支援》--- 吸毒者家人及隱蔽吸毒者支援計

劃」，計劃以家庭危機介入，情緒與精神健康急救治療與家庭

介入輔導為主，繼而推動隱蔽吸毒者進入戒毒輔導服務。計劃

成立了一個家庭危機急救小隊，為吸毒者家庭衝突事件的首階

段提供快速危機支援，防範情緒惡化，將危機轉化為接觸隱蔽

吸毒者的關鍵契機。計劃亦同步接觸及支援隱蔽吸毒者，並透

過日後緊密之家訪來建立工作關係，提升動機，提供戒毒諮詢，

協助他們進入輔導與治療階段。

此計劃同時研發手機應用程式，作為識別及評估服務對象

的工具，為吸毒者家人、戒毒者及社區人士提供自我情緒、精

神健康狀況的評估工具；程式亦備有舒緩情緒與壓力的資訊，

促進家庭溝通技巧，提升個人身心健康的正向心理學，以及與

戒毒相關的資訊。而為了維繫求助者在輔導期間的穩定性，程

式更設有即時線上輔導，藉此進行初步的聯絡，建立工作關係，

為進入輔導系統作準備。

在計劃餘下的一年，本中心會繼續透過不同媒介去接觸隱

蔽吸毒者的家庭，提供相關的支援；亦會透過研究，探討適合

支援隱蔽吸毒者家人的服務模式，與不同業界交流，務求使更

多有需要的服務對象得到合適的支援。

路德會青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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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青欣中心
新界上水清河 清頌樓地下

聯絡電話：2660�0400
傳真號碼：2662�0444
電子郵件：y07@hkls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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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青怡中心
九龍觀塘馬蹄徑二號

聯絡電話：271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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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y08@hkls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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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青彩中心
新界將軍澳至善街 6 號
怡明 怡茵樓附翼 1 樓

聯絡電話：2330�8004
傳真號碼：2330�8071
電子郵件：y10@hklss.hk
Rainbow-ccpsa.hkls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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