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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藥的趨勢
聰明藥的趨勢



近年，我們總會在坊間的家長群組中聽到一些所謂

聰明藥或健康補品等資訊，部份家長認為可以透過這些

藥物或產品加強子女的專注力甚至讀書能力。家長讓子

女使用甚至濫用這些藥物或產品的原因，相信或多或少

與香港高壓力的教育環境有關。「望子成龍」、「贏在

起跑線」、「入讀名校」等的期望與文化為一眾家長及

子女帶來沉重的壓力。為了突圍而出，各家長無所不用

其極，包括為子女安排補習班、課外活動、海外交流團

等，把子女的時間塞得滿滿的，以致子女們睡眠、運動、

甚至親子時間也需讓路。每逢小一及升中派位時，在電

視畫面上總不難看到成功及未能派到心儀學校的家長的

反應，彷彿是「天堂」和「地獄」的強烈對比。正正因

為這樣，部份家長會在沒有醫生指示下或不知道相關產

品的副作用等情況下讓子女服用一些所謂聰明藥或健康

補品來提升子女的學習能力。

為了加強對相關問題的了解，路德會青欣中心在

2018-2019 年度訪問了 1147 位在學的年輕人，了解他們使

用一些所謂聰明藥或健康補品的情況。結果顯示有些家

長可能在未經醫生處方下安排子女服食「聰明藥」（專

注力藥）及健康補品，以提升子女的學習能力。而相關

的藥物來源包括由中西醫處方，以及自行到藥房或超市

購買。較令人擔心的是有近一成人表示不清楚自己服食

的藥物來源。調查亦發現，多達兩成年輕人的服藥原因

與身體不適無直接關係，更有人表示不清楚自己服藥的

原因。

在沒有醫生建議下使用甚或濫用這些「聰明藥」（專

注力藥）以及健康補品，將會帶來不能預知的副作用或

後遺症的風險，有關情況確實值得大眾關注。故此，本

期年刊以「Smart 風」為主題，帶出濫用「聰明藥」的趨

勢及相關資訊，包括透過精神科醫生的講解，讓大家認

識濫用「聰明藥」的副作用和後遺症，亦有臨床心理學

家分享如何幫助患有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的孩子，我

們亦會了解一下香港網民對服食「聰明藥」的態度以及

全球服食「聰明藥」的趨勢，最後我們亦邀請了一位過

來人為我們分享他的經歷。

吳雪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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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      言      語
連登有無人食過聰明藥？發起人

A君 有無巴絲試過？ 食完係點？
真係咁厲害？

B君 食完咪做哂班隱青

D君 試過食一年 副作用到而家 都 3，4 年 ...

C 君 有無巴絲試過？ 食完係點？

F君 要專注力食大麻好過啦，又無乜副作用 
( 註：編者絕不同意，有關大麻害處可參考上期年刊 [ 知麻 Guide] )

A 君 認真 我依家有一樽 唔敢食

E君 乜 X 聰明藥 後悔藥我就食過

C君 專注力失調 無得醫

A君 咩副作用咁持久？ 巴打食左幾年先搞到咁

G君 本身好聰明，唔需要靠呢 d

H君  流鼻水咁？

D君 讀書集中唔到 個科工作量又大無得 hea

I 君 我食過 1 年
食 時冇咁容易分手同覺得 野悶，頂唔順想玩下電話
但副作用實在太勁
停藥都年幾而家仲未去得返未食之前個狀態，但D心散就係返哂到
呢隻藥係 XX 用 hp ( 註：生命值 ) 搵攻擊力咁款
冇意思

I君 根本食過既人都知呢樣野有幾恐佈
係D人為左個狀態焗住要食
奉勸唔到真係好唔掂都唔好掂
阿爸阿媽為左成績俾細路長期食真係玩 X 佢

J君 食過 依家準備參選總統
利申我食冇副作用

A君 巴打之前食係為咩

A君 J 君你依家身體咁都話無副作用？

A君 值唔值你覺得

D君 食左一年 個頭間中不自控左右擺一擺 手長期震

### 以上資料轉載自網上 << 連登 >> 討論區 (8 個月前 )
32

  小編在網上瀏覽坊間服食聰明藥的情

況，發現網上留言者表達的信息，與我們

的假設與擔心頗一致，就是有些人為了學

業及提升專注力，有濫用聰明藥的情況，

並出現不少負面的後遺症，情況值得關注。

小編結語



開始走火入魔
我有時候會多吃半顆 ritalin，覺得效果不錯又會再吃一顆，份量慢慢加上

去，而我絕大多數選擇加藥的原因都跟學業有關。其實我覺得自己是 SEN，

能讀上大專也很厲害，但始終難接受自己跟別人不同，有時候做不到某些事

情。醫生曾經跟我說：「咁你有病啊嘛！所以你要接受自己能力不及人。」

當時我聽到這句話真的覺得很難聽。我還記得吃得最瘋狂的一次是學期尾交

FYP，但我之前幾乎沒有做過，直至後來申請遲交後才開始做。最後我由幾百

字到完成整份 FYP 只用了約 30 小時，因為要非常專注做，所以期間我吃了 20

幾顆 ritalin，但並沒有任何不舒服，當時一心只怕交不了 FYP 會畢不了業。那

30 小時內，我一點東西也沒有吃，因為吃藥後沒有胃口；我也沒有睡覺，連

一點疲累的意識也沒有。那是我第一次吃這麼多藥，但我覺得自己沒有選擇，

因為我承受不到畢不了業的後果，我實在不想在學校多留一年了。

聰明藥是我的朋友
除了學業壓力之外，還有跟同學的相處也令我喘不過氣來。很多同學都很

不喜歡我，我一開始會介意，但後來開始接受，覺得沒有所謂了。最後一個

學期全部 project 都由我自己一個人做，因為根本沒有人想跟我同組。但我覺

得自己也有責任，因為我說話很直接，別人說的話不合我心意便會直接批評，

他們也有提醒過我，但當時我自己沒有察覺。直到 2015 年最後一個學期我確

診了亞氏保加症 (Asperger's)，之後我就覺得解脫了，彷彿為自己找到個理由，

證明我與人衝突不是因為我本身性格差。但我害怕再跟人合作，不知道如何

跟別人相處和溝通，也擔心自己無意中說了令人難堪的話，所以即使我想維

繫關係，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當時我不開心會吃一至兩顆 ritalin，雖然 ritalin 主要的作用不是這樣，而

是提升專注力，但我不知道為何每次吃完之後都會覺得想法比較樂觀，這功

效在我身上很明顯。當我覺得自己的想法很糾纏的時候，吃完之後就會覺得

自己並沒有想像中差，也會較容易想到解決方法，但如果沒吃藥，我就會較

自責，鑽牛角尖，感覺很辛苦。

我發覺自己很早以前已經對藥產生了依賴。尤其畢業後沒工作，容易回想

以前不開心的事，變得情緒低落，然後我就會用 ritalin 解決，希望服藥後情緒

較好。但現實是，藥力過後我就會打回原形，或者感覺情緒更低落，而這種

落差更令我失望和無所適從，所以我選擇不斷吃藥來處理這種落差，再加上

吃安眠藥睡覺，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熬過來。

我畢業後有一段時間曾經工作，但無奈難以習慣職場環境，異常緊張，甚

至聽不到同事叫自己，被誤會為沒禮貌，而且常碰壁，幾乎每次碰壁後就診

都會加藥，不停循環，更有一次嚴重到入院。當時醫生表示正常人吃藥會有

改善，但這個情況沒有發生在我身上，甚至變得更差，所以認為我的狀況根

本跟藥物無關，也沒有太大的服藥需要。反之，醫生觀察到雖然家人對我學

業上的要求很高，但整體上他們過份保護我，令我缺乏挫折經驗，反而更容

易和害怕跌倒，每次碰壁後的反應也更大。我也同意醫生的說法，但我實在

不知道如何改變這個多年以來的習慣和依賴。

我也曾經聰明過. . .
我與聰明藥的相遇

當時的我會為了讀書而晚睡，以致睡眠不足，而我

服用的安眠藥的藥效應該不會持續這麼長時間，但我

依然醒不了，甚至常常起不了床上學。即使起床後五

分鐘依然覺得自己處於入睡狀態，坐在床上但卻以為

自己已經在走路和刷牙，沒有醒過來的意識，彷彿不

知道自己是否清醒。所以醫生讓我開始食 rital in，希望

可以醫治我渴睡的情況。我一開始食 rital in 時，醫生限

定需要時服，認為非上學日不用食，所以處方的份量

不多，兩至三星期開十顆藥左右。一開始我只吃最低

份量，即半顆 10mg，雖然吃完感覺依然累，但感覺起

床後五分鐘開始有知覺能醒過來，但很快醫生已經把

我的藥量加強至一顆。

我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生，我自己本身對學業成績

有一定要求，另外家人對我的學業抱有很大期望，雖

然他們跟我對自己的要求並不一樣，我也自覺未必能

夠做到他們的期望，但家人難以調節，依然希望我跟

著他們的路走。我曾轉校讀大專二年級，但因為難以

適應，自此出現不尋常的狀況：當時我因為太大壓力

而上不了學，每天上學都很不舒服，肚痛、想嘔，連

去學校的天橋也行不了，加上有失眠問題，晚上難以

入睡，早上也很難醒過來，嚴重影響我的學業和個人

身心健康。因此我開始看精神科醫生及服藥，當時服

用的藥物以鎮靜劑及安眠藥居多，以調節情緒及助眠。

我每一次就診，醫生大概開兩至三星期份量的藥

物。我開始服藥初期的確很快入睡，但適應後就覺得

藥力不夠。所以有時候睡不著就會服用比醫生處方份

量更多的藥，大概吃了雙倍份量吧。過了好一陣子，

我才向醫生反映藥力不夠，想調整藥量，期間醫生也

有轉藥，但轉藥令我情緒起伏較大，容易暴躁及情緒

低落，所以過程相當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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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看
Smart風戒藥的痛苦

有一次覆診時，我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向日間

醫院護士長坦白自己服藥的狀況，護士長當時反

應很大，表示我這樣跟與濫藥無異。當時我聽到

感到很震驚，心想，我並不是濫藥啊，只是為了

讀書吃多了，別人濫藥是為了開心，目的相差那

麼遠，又怎麼能夠相提並論呢？但護士長依然堅

持我這樣是濫藥，要求我立刻停止服用 ritalin，並

警告我有機會被送往喜靈洲或醫院強制戒毒。我

聽到很害怕，所以即使萬分不願意也被逼戒藥。

護士長也通知了家人，所以家人也硬起心腸把藥

全部退回。

我到現在還記得，戒藥的過程有多辛苦，當時

我常常都很累，睡不好，又不敢外出，就連站起

來也覺得很累，好像沒有力氣，隨時都會倒下的

感覺，這樣斷癮的情況維持了足足兩個月。當時

的我很絕望，完全沒有機會服藥，就這樣，我就

咬緊牙關熬過了這兩個月。

聰明藥背後的秘密
戒藥之後，我到現在還覺得暫時沒有

比吃藥更好的方法能調節情緒，我還在尋

找其他的辦法，但我沒有傾訴對象，若真

的不開心，最多打去熱線吐苦水。我向大

家分享我的故事，主要想跟大家說，戒藥

的過程真的很辛苦，所以如非必要，都不

要選擇吃藥這條路。但在我的角度，我覺

得自己並沒有選擇，一個人選擇吃藥這條

路，一定是人生中缺乏了某一些東西，才

會尋求藥物幫助，如果一個人心靈滿足，

根本沒有這個需要。

小編註：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聖經 )

外國風
全球趨勢

國際藥物政策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在 2018 年 6 月發表了一項研究，由加州大學舊

金山分校的心理學家 Larissa Maier 帶領團隊以網上不記

名的問卷形式（Global Drug Survey）針對全球藥物使用

狀況作出調查。受訪者來自全球 15 個國家，年齡為 16

歲 -65 歲，在 2015 年有 79640 名受訪者接受調查，2017

年則有 29758 人，總樣本超過 10 萬人，是迄今為止最大

規模的一次用藥調查。2017 年的報告中顯示有 14% 的人

自稱在受訪前 12 個月內，曾為了增強記憶力及集中力，

而服用「聰明藥」。這數據比較 2015 年的 5%，增加了

接近兩倍。可見全球服用聰明藥的情況有上升趨勢，香

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不排除也會受到這種全球趨勢所

影響。

該調查顯示，藥物使用率最高的是美國，而使用最

多的藥物是阿得拉（Adderall）。而增幅最大的則是歐

洲，當中法國的使用率從 2015 年的 3% 上升到 2017 年的

16%，使用最多的藥物為利他林（Ritalin），英國則從 5%

上升至 23%（見註 1 及 2）。歐美文化一向對香港的影

響頗深，一套關於聰明藥的美劇《請服藥》（Take Your 

Pills） 正正在香港近年流行的電影平台 Netflix 上架，不

少香港人都有瀏覽 Netflix 的習慣，自然不難接觸及受相

關的內容影響（見圖 1）。

調查也顯示大部分人是通過朋友而獲得藥物，另外，

10% 的人是從經銷商或互聯網上購買；6% 的人由家人

給予；4% 的人說他們有自己的處方（見圖 2）。這與香

港年輕人的服藥習慣相近，大部分年輕人在沒有醫生處

方下服藥，選擇自行從不同途徑的方法取藥，確實存在

風險。

蘋果日報曾引述英國及美國各自所做的調查，指出

有 15% 至 20% 的大學生曾經為了提升成績，而服食一

些聲稱能集中精神的處方藥物，當中包括牛津及哈佛等

世界首屈一指的學府（見註 3）。相信香港在有關問題

上亦有相近的情況，十分值得我們關注。

參考資料
Frood, A.(2018).“Use of 'smart drugs' on the rise, European nations see biggest increases in use of stimulants such as Ritalin by people 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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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年輕人的訪問結果
青欣中心在 201 8 - 2 0 1 9 年度針對年輕

人服藥情況訪問了 114 7 位在學的年輕人，

評估他們濫用藥物的風險。結果發現不少

人的服藥習慣及態度並不正確，我們相信

不良的服藥習慣往往較易導致濫用藥物

的情況出現，故有關問題實在不容忽視。

訪問結果顯示只有近四成年輕人的藥

物是由合資格醫生處方，其餘六成人均在

沒有醫生處方的情況下服藥。他們透過不

同途徑得到藥物，更有近一成人表示自己

不清楚藥物的來源（見圖 3）。他們當中

部份人表示家長聲稱給他們服用的藥物

能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至於服藥原因，

多達兩成人表示與身體健康問題無直接

關係，有 5% 人直言是為了增加學習能力

或提神而選擇服藥（見圖 4）。在訪問過

程中，不少年輕人表示因學業壓力大，家

長及自己對成績有一定要求，引致他們期

望能透過快速而有效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另外，在服用者中，只有約六成人表示有

按說明書的指示使用藥物，包括服用份量

及次數等（見圖 5 及 6）。藉此，我們可

留意到這班年輕人對使用藥物的危機意

識並不高，他們確實容易誤墮「聰明藥」

的陷阱。

訪問結果分析
綜觀以上資料所得，可見不少年輕人的

服藥動機和心態都不太正確，服藥原因跟身

體問題沒有直接關係，而藥物的來源也沒有

保證，服用方法也只按他們的個人判斷，反

映他們對藥物的防範意識頗低。而這種服藥

習慣和態度無意中令他們容易出現藥物依

賴。事實上，由於每個人的體質和對藥物的

反應都不同，無論服用藥物或保健產品前都

應該先諮詢醫生，才能保證服藥的安全性及

效用。藥物的本質是幫助我們解決身體健康

問題，若誤用藥物來處理身體健康以外的問

題，卻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例如有年輕人

在沒有確診專注力失調或過度活躍症的情況

下，自行透過不適當的途徑購買及服用相關

藥物，情況確實令人擔心。

本地風

有沒有按照
服用指示服用 ?

32%

62%6%

沒有 有

不清楚

中西醫處方 親友

過去處方藥物 內地

藥房（註冊） 國外

藥房（不清楚是否註冊） 不清楚

萬寧、屈臣氏、便利店、
超級市場

其他（包括保健
產品公司、網上）

藥物／保用產品來源

17%

12%

5%

36%

14%

5%

3%
3%

4%

1%

增加學習能／提神

不清楚

長期病患

預防性質

外觀需要

減少病徵

服用原因

59%

5%

13%

7% 7%

9%

有沒有留意藥物／
保健產品上的服用指示?

22%

78%

沒有 有

98

圖3

圖5

圖4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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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識，如果胡亂使用藥物，沒有按照醫生吩咐的份量服用，

可能會令到身體出現後遺症，適得其反，不單不能夠提升專

注力，反而有機會令腦部功能變差。

如果懷疑兒童及青少年患上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最

重要盡快尋求可靠的心理醫學專家進行評估及分析，確定診

斷和找出病因，從而對症下藥去處理，這樣可以大大減少這

個病對學習黃金期的影響。

張力智醫生

精神科專科

Mind Pro 維博心理醫學中心

何謂過度活躍？
患有過度活躍症 (ADHD) 的小孩需要付出極

大的努力，再加上外界環境給予的壓力下，才可

以持續安坐。其實專注力不足是一個腦部的毛病，

在人生不同階段都有機會出現這種症狀，所以應

診者包括三歲小童至成人都有。現在的小孩很多

時候要全日安坐上課，在被老師和家長發現其專

注力不足時而到診所求醫。至於成人患者因為小

時候的症狀不明顯，所以一直沒有被發現和求診，

到成年後要開很長時間的工作會議、寫研究論文

時，才發現自己專注感到困難而求醫。

專注困難背後的原因
有家長為提升子女的學習能力，選擇在坊間

購買聰明藥，即是稱為鹽酸甲酯 (Methylphenidate)

和利他能 (Rital in)。有家長以為小孩食了聰明藥，

成績就會變好，但後來卻發現沒有大幫助。其實

小孩缺乏專注力，除了因為可能患有過度活躍症

外，也可以由情緒問題引致。根據臨床診斷準則，

抑鬱症其中一個症狀就是專注力差，情緒差的時

候，自信也會隨著降低。當一個小朋友沒有信心

考試，又被人發現他專注力變差，加上沒精神，

就提不起勁讀書。在這種情況，其實這小孩是源

於有情緒病而導致不能專注，但很多家長和老師

不問情由就直接想透過食聰明藥解決問題，這不

但沒有對症下藥，問題也沒有根治。

另外，除了情緒問題，我們需要留意另一個

腦部發育的毛病——自閉症。自閉症患者的特點

是不懂得評估社交環境，以作出相對應合適的行

為表現，所以當班上的同學都能安坐，唯獨他不

懂得看老師「眉頭眼額」，喜歡跳就跳，玩就玩。

這證明他不懂得評估在學校班房的環境下應該有

怎樣的表現，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但別人看在

眼內就斷定他頑皮，情況與過度活躍症有點相似，

但這並不能單靠食藥醫治。因此評估患者的表現

需要從多方面去理解，以找出正確的病因。

 

正確面對 ADHD 的態度及方式
精神科醫生有一個臨床指引，指示醫生必須

在病人有需要食藥的情況下才開藥。服藥後，醫

生仍要持續觀察和留意病人用藥情況，例如藥物

對於病人有沒有效、是否有副作用、有沒有必要

繼續食等。每人情況不同，最重要是繼續評估應

診者的需要。

曾聽過家長說自己在藥房買過聰明藥，亦試

過從其他家長手中取得聰明藥給子女服用，一齊

「開心 share」。但利他能始終屬於受管制的危險

藥物，所以必須由醫生處方。留意自行購買聰明

藥的風險，其來源和成份缺乏保證，胡亂服用可

能對身體造成損害。 

醫生心聲
父母自行買藥給子女其實並不恰當，始終專

注力藥物有一定副作用，例如口乾、作嘔作悶、

腸胃不適、胃口差等。若有需要應該尋求醫生的

協助，詢問意見，做一個正式評估，找出問題原

因，對症下藥。其實小孩本身有能力，但如果因

為專注困難而令他們做不到明明該做到的事，實

在可惜。而藥物就是幫這些人，協助他們改善專

注力後發揮原本天賦，帶來成功感和開心。

另外，醫生本身都是一位母親。作為媽媽，

她明白為人父母的難處，面對講求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社會，家長往往對小孩的要求很高，

希望孩子取得獎學金、做尖子，但同時都要重視

小孩其他方面的發展。如只是單單看重讀書成績，

就會忽略了其他面向，例如情緒智商「EQ」。父

母要多點留意小朋友情感和同理心的發展，不要

只偏重在學業。所有小朋友都有他的獨特性，多

方面的成長會更容易令他們感到滿足，而快樂的

童年往往比亮麗的成績表更重要。

 精神科專科 莊勁怡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精神醫學系

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一般的「聰明藥」泛指醫治專注力

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 的藥，這類

藥後來被坊間稱之為「聰明藥」。而人

們之所以為這種藥起這個名字，可能因

為有部分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的小孩服用了這些藥後，讀書成績有進

步，從而被誤解為這些藥能幫助小孩變

聰明。但醫學上暫時沒有藥物能增加人

的 IQ，只不過如果患上專注力不足／過

度活躍症的小孩服用了提高專注力的藥

物，學習能力的確會有所改善。

至於這些藥其實含有甚麼成份，以

致能幫助醫治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方面，現時香港醫治這種病的藥物主要

是大腦中樞神經的刺激劑，而藥物名稱

是叫做鹽酸甲酯 Methylphenidate，這些藥

物的作用是迅速提升大腦前額葉負責專

注力系統的多巴胺 Dopamine 和腦去甲

腎上線素 Noradrenaline 的水平，以提升

腦部功能。這種藥對患有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小孩的成效非常高，很多

患者服用這藥物後在專注力方面都有明

顯及即時的進步。

不過，這種藥有時會出現副作用，

較常見的包括有心跳加速、胃口減少、

甚至失眠。若本身服藥的人患有情緒病，

副作用則較明顯，例如加劇焦慮症患者

的焦慮，而同樣情況也可能會發生在抑

鬱症患者身上。由於這些藥物在法律上

受到管制，必須由醫生處方，所以一定

要先得到醫生細心診斷才可服用。而在

市面上自行購買這些藥物在香港是犯法

的。再者，因為一般市民缺乏醫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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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或HD？
如何處理兒童

專注力不足的問題
第一步先要確定孩子是否有 ADHD 的問題。

以下列出了 ADHD 的一些常見症狀，如果你留意

到孩子常常出現這些症狀， 應該盡快找專業人士

評估和診斷，包括受過訓練的心理學家或醫生。

難以專注，容易分心

粗心大意，常遺失物品，或忘記做功課

難守規則，容易忽略細節

缺乏時間管理能力，難以在限時內完成工作

難以安坐一段時間（例如上課）

 說話時常打斷別人，或者難以輪候和排隊，表

現缺乏耐性

準確的診斷對於解決孩子的問題是最重要的。

要避免在沒有醫生的指引下胡亂地使用聲稱可以

改善專注力的藥物，因為除了 ADHD 之外，情緒

的焦慮和失調也可以引致專注力的問題，錯誤使

用藥物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目前的醫學證明藥物治療是最有效處理 ADHD 

症狀的方法，但必須要有醫生的評估和處方才能

使用藥物，也不是所有的情況都適合使用藥物，

需要根據個別的情況來決定相應的策略。

哈醫生認為有專注力問題的孩子最需要得到關

懷和接納，他認為在為孩子選擇治療的方式時，

最重要的是留意替孩子做治療的專業人士能否對

孩子有真正的關懷和接納。更重要的是家長要對

孩子有一份體諒，關愛和接納。這些孩子往往都

被人標籤為麻煩製造者，常常都被人否定和拒絕，

從而缺乏自信，這些經歷很容易形成惡性循環，

進一步削弱他們的專注力和上進的動力，以至於

很多 ADHD 的孩子在青少年階段誤入歧途，患上

各種的上癮和沉溺的行為，甚至吸毒，埋沒了他

們內在的潛能。就像醉酒駕駛跑車會發生嚴重的

意外。

要避免這些問題，家長和孩子都需要學習好情

緒管理和溝通的技巧，家長更需要以同理心聆聽

和明白孩子的困難和需要，給予適當的支持和鼓

勵，和孩子保持溝通。只有當孩子感受到家人的

接納和關愛，他們才能感到安全，願意和父母表

達困擾和難處，一起想辦法解決，避免尋求不當

的方法去逃避問題。

運動對於提升專注力和改善 ADHD 的症狀有很

明顯的效果，哈醫生也提到一些感統和運動的治

療，如 Dore Method 和健腦操（Brain Gym）等練

習，這對於改善專注力和學習的障礙有很正面的

幫助。然而這仍需要更多的實證去證明其成效，

建議家長在接受主流的治療外，可以考慮加入相

關的元素。

筆者推薦家長細閱哈醫生的著作《分心也有好

人生》（已翻譯成中文版），當中為 ADHD 的患

者和家人提供很多實用的方法和建議，而本文也

參考了該書的部分內容。

最後，簡單總結一下處理專注力問題的重點：

首先，認識和確認問題所在，儘快尋找合適的專

業人士做診斷和評估，遵從醫護人員的指引服藥

和進行相關的治療；同時，關懷和接納的態度是

對患有 ADHD 的孩子最有力的支持；建議家人學

習管理情緒和溝通的技巧，以處理孩子的情緒行

為問題；也可以酌情考慮加入感統和運動的元素

配合治療。

專注力失調的問題如果得到適切的處理，患者

也可以發揮個人專長，過一個美好而有意義的人

生。

林安佑

臨床心理學家

如果你發現孩子常常坐不定，
上課難以專注…

你會如何看待孩子的這些問題呢？

大部分家長認為是孩子故意不認真學

習，而他們普遍會不斷提醒和教導孩

子。如果無效，家長很可能會將提醒

升級到責罵，甚至實行懲罰。但這些

負面的管教方法很少能成功，即使有

短暫的效果，也很難持久，而且會破

壞家長和孩子的關係，對他們的情緒

管理能力也有潛在不良的影響。

孩子專注力出現問題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個原因是孩子患上了專注力失

調及過度活躍症，簡稱 ADHD。ADHD 

已被證實是一種先天性的身體症狀，

精神科醫生哈洛威爾 (Hallowell) 是這

方面的專家，他本人也患有 ADHD，

所以他對這方面的研究特別有興趣。

哈醫生把 ADHD 孩子的大腦比喻成一

輛跑車，如果控制得宜，可以贏得大

賽；但若失控則很容易發生意外。雖

然 ADHD 的孩子難專注、愛拖延、善

忘和急躁，但其實他們大部份人都很

聰明、反應快、幽默、樂觀、又有創

意。他們當中還有的是著名的演員，

作家，甚至科學家和各行的專業人士。

以下是一些給大家的建議，如果你

懷疑孩子有專注力的問題，希望這有

助你為這些親友提供更合適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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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不似預期，作為父母可以為仔女 學業

成績去到幾盡？

如果世上有一粒藥，食完仔女就會考第一、

入名校；你更唔洗幫仔女對功課、溫考試，

你會唔會比仔女食？定仍然相信一分耕耘，

一分收獲？

正所謂「你唔搵競爭，競爭都會黎搵你」，

如果有條捷徑（可能要付出代價），可以令

仔女贏在起跑線，你會唔會走上呢條路？

筆者的女兒剛剛十個月大，學會了自己站

立。她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每天用自己的

小手指、大眼睛尋找新奇事物。作為新手父

母，我們一直想給她最好的。由食物到玩具，

由衣物到學習，每一樣都經過精挑細

選。而提到學習，則避不了接收

家長組群的資訊。家長之間

流傳著眾多消息：要作好

準備入小學，先要找一

間名幼；要準備面試，

學習與人相處，逃不

掉讀 N 班；而讀 N 班

之 前 當 然 要 上 play 

group；這意味一個才

剛學會走路的小寶寶

已經要上學了。

由孩子出生的第一天，香

港家長已經開始訓練孩子在

競爭中取勝。要獨善其身並不

容易，在網絡和現實世界中，都不停

有朋友、親人和專家指導你應該如何為人

父母。面對這些強烈的比較和嚴謹的監察系

統，要發展孩子自身的獨特性，讓他們主導

自己的成長談何容易。家人的管教要與主流

抗衡，就如逆流而上，有說不盡的焦慮。不

管孩子是否感興趣，琴棋書畫通通都要學。

曾聽說小一家長為小孩撰寫簡歷，指孩子認

識核反應爐的操作和計算微積分，聽起來不

可思議。家長千方百計要孩子贏在起跑線，

生怕稍一不慎就會輸掉孩子的未來。結果為

人父母，走的每一步都充滿內疚、無奈和沮

喪。

在這種親職焦慮下，不難理解聰明藥的出

現。家長們在困惑之中很想有一條捷徑，

能幫助他們繞過教養過程的困獸鬥。本來家

長親自誘使子女濫用藥物，是一個十分荒誕

的現象。但這正正顯露出現時親職關係的扭

曲，父母在望子成龍和自身的焦慮下，扭曲

了與子女間的骨肉關係，物

化孩子成為社會上流，

將他們塑造成避免被

淘汰的競爭工具。家

長 在 巨 大 的 壓 力 下，

無意中傷害了與子女的關

係，甚至他們的身體健康。

記得第一次抱起女兒的時

候，那緊貼的身體接觸，

令我感受到她小小的心臟

在跳動。那奇妙的感覺，

讓我初次感受到骨肉的連

繫，而我經常提醒自己記

著這種感覺。若問要為子

女成長要去到幾盡？筆者

認為最難莫過於父母要擴闊

自己生命的容量，回顧及整

理自己的人生經驗，以探索自己

的親職意義，避免把孩子當成自己

人生中未完成之任務的延伸。用人本的角

度來說，其實不是要孩子成為什麼，而是如

何讓孩子盡情發揮，成為他自己。管教的重

點並非在於方法和技巧，而是父母和子女親

密的關係，以建構信任、自主、安全及有歸

屬感的環境，一同享受骨肉關係的苦與樂。

 陳曉暉先生

一位小孩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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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粉嶺
及大埔

青 欣 中 心

黃大仙

觀塘

將軍澳
及西貢

青 怡 中 心

青 彩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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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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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服務區域

辦公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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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青欣中心

家庭為本

   吸毒這種沉溺行為首當其衝破壞的就是家庭關係，

當中家人的徬徨和無助更不容忽視。我們深信家庭本

身就是一個重要而貼身的支援系統，家庭有自身的功

能和抗逆力，因此鞏固家庭功能絕對有助吸毒者重新

振作。所以，我們發展以家人為主體支援的服務，關

顧吸毒者及其家人的需要，提倡「關愛自己、同步助

人」的精神。過去一年，我們舉辦家人互助小組、家

人講座及輔導工作坊、社區照顧者咖啡室，以提供一

個分享資訊和分擔壓力的平台和空間支援吸毒者家人。

    另外，我們也關注身為母親的吸毒者及其孩子的

福祉，故推行「寶護媽媽 - 吸毒孕婦及幼兒照顧者家庭

支援計劃」。計劃於 2019 年 8 月起獲禁毒基金贊助，

旨在支援吸毒媽媽，強化親職功能。我們相信親職是

與生俱來的角色，而親子之間血濃於水的緊密連繫更

是重要。懷孕女性往往基於嬰兒健康和親職意義的原

因，產生更大的戒毒動機。故中心為一眾受毒品困擾

的媽媽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個人輔導，產前產後

教育及支援，陪診服務，互助小組等，以加強母親的

自我效能感及實際親職能力，以延伸至鞏固整體家庭

的關係和功能。

運動治療，社區共融

   中心獲禁毒基金贊助「WeCycle III•改變社輪•單

車導賞員及義工訓練計劃」，延續由 2014 年開始的

WeCycle 改變系列。計劃繼續在「戒毒與運動治療」方

向發展，計畫強調與戒毒者同行，鼓勵他們透過運動重

拾健康生活，透過單車導賞員及義工的身分接觸社區，

以重新定義及建構個人，群體，社會身分及其價值，重

新與社會聯繫。計劃更與香港教育大學整全成長發展中

心合作，透過一系列實證為本的科學研究帶出單車運動

與戒毒工作的正面成效，從而鞏固運動戒毒效能。

雙重診斷，跨專業協作

   由於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對身體及精神造成嚴重的傷

害，故有「吸毒與精神病患」雙重診斷的概念。為了更

有效協助處理吸毒問題，我們著力加強醫療支援和服

務，包括多個專科的醫療支援，例如泌尿科，精神科等

協作，需要時作出轉介。中心一直致力推動社區診所的

工作，與醫護團隊保持緊密的聯繫，包括北區醫院，威

爾斯親王醫院及那打素醫院等，旨在處理服務使用者的

吸毒、精神及復康的需要，以應付吸毒習慣和精神健康

問題互為關連的情況。

紹
心

介

WeCycle 單車隊成員
單車 x 人道 x 抗毒
台灣台南環島青年交流團

中心服務重點推介

由 2019 年 10 月 1 日開始，
三間中心辦公時間更新如右：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開放時間 可提供預約面談服務
及小組訓練

星期一 星期四星期二 星期五星期三 星期六

9:30am-
1:00pm

2:00pm-
5:30pm

6:30pm-
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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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
計劃成效 — 計劃成功跟進 90 名有吸毒行為的孕婦或

母親，協助當中超過八成的母親戒毒，一成母親減少使

用毒品，以及全部嬰幼兒均能按時接種疫苗和接受健

康院成長監察評估。中大評估研究顯示，參加者在完成

計劃後的親職滿意度和親職效能有顯著上升。在成功戒

毒的母親中，幾乎所有母親均反映子女是她們戒毒的動

力，子女相處令她們更感受到骨肉情和親職意義。

研討會及出版刊物 — 計劃在 2017 年 6 月舉辦「支援

有吸毒行為的家長：全人親職輔導及教育研討會」，吸

引超過 300 位社福界同工出席參與。另外，計劃亦出版

了「為有吸毒行為的母親提供全人親職輔導及支援 — 

實務經驗手冊」，結集三年服務經驗，總匯成書，冀能

引起社會大眾對吸毒女性及家庭的關注。

傳媒報導 — 計劃在 2018 年 8 月舉行「為有吸毒行為

的家長提供全人親職輔導及支援 —實務經驗分享會」，

除分享計劃成果外，亦有個案分享自身戒毒和育兒的心

路歷程，以及為新生子女作出的生命轉變。分享會獲

19 間主要媒體正面報道，引起社會大眾對吸毒家庭的關

注。計劃期望未來能進一步推動醫社跨界別協作，增撥

資源，協助更多在困境中掙扎求存的家庭。

2018 年 8 月 2 日舉辦了「為有吸毒行為的家長提供全人親職輔導

及支援—實務經驗分享會」，總結服務經驗及分享計劃成果
19

路德會青怡中心

路德會青彩中心

為進一步回應吸毒隱蔽化問題，加強對隱蔽吸毒者及

其家庭的支援，並提昇社區全民抗毒宣傳教育，路德

會青怡中心於 2018 年 7 月起推行由禁毒基金贊助為期

兩年的「『家添一步』隱蔽吸毒者家庭及社區抗毒計

劃」，並與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合辦，及獲得健康

和諧關愛校園獎勵計劃全力支持。是次計劃透過廣泛

宣傳，提昇社區人士的抗毒意識，並加強與地區團體

合作，共同將觀塘區打造為無毒社區。

「家添一步」計劃由聯繫社區抗毒領袖及社區抗毒團

隊，以推廣無毒關愛共融理念為起點。計劃現已推行

一年，我們已邀請觀塘區內超過 100 名社區抗毒領袖和

社區抗毒團隊參與，為社區抗毒工作注入新動力。當

中包括立法會議員、觀塘區議員、分區委員會主席、

婦女會主席、家教會主席、學校聯會主席、交通安全

隊隊監、地區團體會長等。透過領袖對社區的深厚認

識及強大的聯繫網絡，以發揮其影響力。中心已定期

將禁毒資訊及求助方法發放給社區領袖，透過他們向

社區人士宣揚禁毒訊息，讓更多居民及家長獲得抗毒

資訊，同時亦為更多隱蔽吸毒家庭提供支援和求助途

徑。

除此以外，路德會青怡中心亦在地區舉辦多場社區抗

毒工作坊，透過講解毒品禍害、探訪戒毒村、分享辨

識技巧和過來人生命故事等，於區內推廣禁毒資訊及

戒毒康復共融理念，藉此帶出接納戒毒康復者的訊息，

以及讓公眾了解社區共融在戒毒康復過程中的重要性。

我們一直致力於提昇社區人士對吸毒者的接納和支持。

過去一年路德會青怡中心與觀塘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合

作，獲得香港懲教署資助「藝述．新生」計劃。計劃

透過舉辦藝術治療小組，讓戒毒更生人士在製作藝術

品的過程中表達內心，強化他們遠離毒品、重過新生

的信念。參加者的作品分別於觀塘社區及 JCCAC 賽馬

會創意藝術中心展示，展覽同時設有互動活動，讓參

觀人士觀賞作品後，在「打氣牆」貼上鼓勵字句，為

更生戒毒人士打氣。同時，在展覽中作導賞員的戒毒

更生人士透過向參觀者述說自己改變的故事，能有效

鞏固更生信念，亦讓社區人士更認識、明白及接納他

們。

未來一年，我們將進一步深化隱蔽吸毒者輔導及社區

抗毒服務，運用媒體科技和專業支援，提供一站式的

即時服務。同時，我們正發展「以吸毒者家庭為本」

的介入及輔導手法，總結隱蔽吸毒者家庭工作實務經

驗，發展以家庭為本的介入框架，並編制隱蔽吸毒者

家庭介入工作指引。最後將計劃經驗及介入手法，向

社區人士及業界同工分享。

計劃簡介
路德會青彩中心獲禁毒基金撥

款，在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期間聯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及基督教聯合醫院，推行「生

命孕記」吸毒家長全人親職輔導、

教育及支援計劃。此計劃透過跨專

業協作模式，由社會工作學系研究

人員、聯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

婦產科及醫院管理局九龍東聯網

精神科醫護人員，以及香港路德會

社會服務處的註冊社工及陪月員，

為有吸毒背景的孕婦及母親提供

全人親職輔導、教育及支援服務。

中心服務重點推介

「家添一步」社區抗毒日

中心服務重點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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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腦神經科學有迅速的發展，相關

理論和技巧逐漸被廣泛應用在心理和創

傷治療的範疇。腦神經科學讓我們更明

白受創後個人的身心反應，以及為何人

們選擇用吸毒去處理個人創傷。外國實

證經驗顯示，「創傷治療導向綜合戒毒

輔導模式」能有效提高吸毒人士接受治

療的動機和戒毒成效，創傷的康復也能

夠大大減少對毒品的依賴和復吸風險。

因此，處理吸毒者因創傷經驗而帶來的

心理困擾是其中幫助他們戒毒及康復的

重要元素。

( 多謝支持，已滿額。)

外國研究顯示，吸毒成癮問題與心理創傷經驗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臨床經驗亦發現，大部

分嚴重吸毒人士都曾經歷心理創傷，而這些個

案的問題性質往往較為複雜，通過吸毒來暫時

逃避或減輕問題所帶來的痛苦。有見及此，我

們致力嘗試將「創傷治療導向」帶進「戒毒輔

導模式」。

「感動治療」認為沉溺行為是人內在心理困

擾的外顯表徵。當事人因為承受著長期壓力

及不為人知的孤單感，加上情感及人際關係

上受傷而變得麻木。「感」是指情感，藉著

與治療師建立的安全關係，幫助當事人解開

心結。「動」是指心理動力學派中，如何有

效穿越防衛機制，讓情感復原的力量得以發

揮。「感動」二字合併起來是指在治療過程

中治療師及當事人同得轉化所帶來的感動經

驗。

承蒙禁毒基金贊助，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輔導服務中心組推行「Pro j e c t  C 6 0  解創導向

綜合戒毒治療與專業支援計劃」，為有創傷

經歷的吸毒者提供心理治療及輔導服務，並

為從事戒毒服務同工提供全面專業培訓。培

訓的重點在於結合理論及前線經驗，向參加

者剖釋吸毒與創傷經歷的密切關係，以及解

釋如何透過輔導讓吸毒者有新的情感轉化經

歷，以帶來正面改變。

Project
C60解創導向

綜合戒毒治療

與專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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