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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資源

落實自願性校園驗毒計劃

青少年吸毒問題存在已久，不是新鮮事物，但在校園內吸毒及販毒則絶對
不能輕視；若不及時制止，毒害很易在學校迅速蔓延，令更多學生蒙受傷害。原
本活潑開朗、腦筋靈活的青少年，在毒品及精神藥物影響下，變得精神恍惚、智
力遲緩；身體機能受到無可彌補的損傷，嚴重影響學習及往後正常生活。學校變
成「毒品天堂」，又如何能作育英才？
校園吸毒 情況嚴峻
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接收到的定期呈報吸毒個案資料顯示，自 2004
年以來，21 歲以下被呈報吸毒的青少年人數在四年間增加了 57%，（即由 2004
年的 2,186 人增至 2008 年的 3,430 人）
。這些數字只是冰山一角，我們相信沒有呈
報的個案更多。2004 年政府向學生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當時約有 17,300 名中
學生表示曾吸食海洛英或精神藥物，我們促請政府盡快公布 2008 年的最新數字。
今年三月，民主黨從兩所戒毒康復中心及一間輔導機構獲得的個案統計資料
顯示，校園吸毒或濫藥情況十分嚴重。首先，學生吸毒年齡下降，首次吸毒的平
均年齡降至 14 歲，最年幼的只有 8 歲。
其次，校園吸毒非常普遍：在 293 名吸毒學生個案中，合共來自 136 間學校，
當中有 3 間小學、118 間中學、13 間專業學院、職訓中心等，另兩間在深圳和東
莞。該 118 間中學遍佈全香港、九龍及新界，包括 71 間在新界、21 間在九龍、
24 間在港島，也有第一級別的學校在內。
據一所負責接受港島及離島區轉介學生吸毒個案的輔導機構的資料顯示，過
去一年有 128 名學生接受轉介，當中港島區有 19 所學校曾有學生轉介，佔該區
學校 20%，離島區更嚴重，10 所中學有 7 所屬「有毒學校」。
學校變成濫藥、散貨理想地點
『毒風』吹入學校：學生於小息或午膳時在校內廁格或後樓梯三、四人一起
吸食；學校沒警察，老師不易察覺或不予理會，令他們感到較安全。有濫藥學生
坦言：以前不敢在學校食，因學校少人食，現時學校很多人食，很普遍，多些同
學一齊玩、一齊食。
當販毒份子利用層壓式推銷術，提供佣金，利誘學生為他們分銷毒品時，情
況更一發不可收拾。學生當上拆家，學校或到鄰近屋邨就成為海洛英、K 仔、搖
頭丸、藍精靈、白瓜子等散貨場，有時甚至提供免費試食，誘使更多同學吸食。
現時每人二、三十元已可分享一包一百元的 K 仔。
校園驗毒

助學生健康成長

由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帶領的青少年毒品專責小組，早前提交了報告，當中研
究過學校進行測試毒品的情況。美國、英國及新加坡，都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實
施校園驗毒措施，香港則只有部分國際學校自行制定各類驗毒計劃。
民主黨於今年 3 月下旬曾進行民意調查，受訪的 627 人中，有逾七成半擔
心校園吸毒越來越嚴重，認為政府應投放資源及採取針對性措施解決問題。結果
亦顯示近七成受訪者贊成實施校園驗毒。當被問及實施校園驗毒前，是否需先得
學校、家長或學生同意時，分別有近六成及近五成認為需要。（詳見附件）
這反映出大多數市民較容易接受自願性驗毒，民主黨亦認同應先實施自願
性驗毒，因為學校不能任由毒品禍害學生，家長不能漠視子女健康，學生亦需要
予以肯定和受保護下尋求協助，計劃始終需要校方、家長或學生的認同和配合，
才得以事半功倍。至於個別特殊個案可先交學校社工跟進。
自願性參與，亦可給多些時間讓大家了解計劃的運作和效果，才逐步擴展至
更多學校。面對校園吸毒禍害青少年及迅速蔓延，我們須盡快發現和協助吸毒學
生，切斷毒禍在校園蔓延。
落實配套措施 配合校園驗毒
校園驗毒目的是及早作出辨識、及早作出治療，以及起預防之效。政府必須
投放更多資源，增加配套措施，包括為學校提供有關的行政支援、協助老師、家
長及學生認識計劃，幫助學生接受治療，戒除吸毒及濫藥的惡習，重過健康生活。
民主黨促請政府在加強禁毒宣傳教育之外，應盡快落實「校園驗毒計劃」及
相關配套措施，包括：
1. 宣傳「驗毒計劃」
2. 制訂指引和程序，增撥資源予相關醫療機構及戒毒復康中心，進行驗毒
及相關專業跟進輔導工作，追本尋源協助學生重回正常生活。
3. 驗毒個案及相關個人資料必須做足保密工作，保障學生權益；視乎學生
吸毒情況而作出轉介服務或其他治療模式，絶不隨便趕走學生。
4. 為學校、老師、家長提供培訓及輔導，增加他們對濫藥及接受治療的認
識，以及如何觀察同學出現濫藥徵狀及如何處理相關的情緒問題等。
5. 加強運用危險藥物條例，就操控或利用青少年販毒及販毒予青少年的罪
行，要求法庭加重刑罰，打擊背後的操控莊家。
我們真心希望政府、學校、家長及各關注團體了解到校園吸毒已到了很嚴峻
地步，再不能用鴕鳥態度去把學生吸毒問題「收埋」。我們需要積極正視問題，
採取針對性措施，協助曾吸毒學生走出毒海，同時，能預防毒禍在青少年朋輩中
蔓延，讓我們年青一代可在「無毒」的校園環境下健康地學習和成長。
民主黨青年委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近七成受訪者贊成校園驗毒計劃
新聞稿
傳媒接連報導校園吸毒事件，引起社會極大關注，民主黨於 3 月下旬進行
民調，反映有逾七成半受訪者擔心校園吸毒會越來越嚴重，並有近七成贊成實施
校園驗毒。民主黨建議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及採取針對措施解決，包括先採取自願
性校園驗毒計劃，以發現和協助吸毒學生，打擊販毒學生和背後的操控莊家，切
斷毒禍在校園蔓延。
民主黨青年委主席莫兆麟指出，根據民主黨於 3 月 27 日至 4 月日所做民調
結果顯示，受訪的 627 人中，有逾七成半擔心校園吸毒越來越嚴重，並認為政府
應投放資源及採取針對性措施解決問題，反映政府必須採取較以往積極的措施，
以回應市民的擔憂。
就政府較早前建議在校園內實施驗毒計劃，民調結果顯示有近七成表示支
持，但有逾五成受訪者認為應先取得校方及家教會的同意，而有近五成認為應先
取得家長或學生同意，只有四成贊成強制驗毒。
這反映出，大多數市民較容易接受自願性驗毒計劃，因為始終這計劃需要
校方、家長及學生的認同和配合，才得以事半功倍，成功協助有需要的同學接受
適當的跟進治療，最終遠離毒品或濫藥，過健康的校園生活。
民主黨北區區議員兼青委委員羅世恩指出，根據一項由兩所戒毒中心及外展
社工提供的數據資料顯示，校園吸毒或濫藥情況十分嚴重，分佈於港九、新界及
離島的學校，有小學、中學、專業進修學校或職業訓練中心等，當校園內有學生
擔當拆家角色，向同學分銷毒品時，更會助長校園吸毒迅速蔓延。
資料顯示，首次濫用毒品的年齡低至 8 歲，較多為 13-15 歲。據一所負責接
受港島及離島區轉介學生吸毒個案的輔導機構的資料顯示，機構過去一年有 128
名學生接受轉介，當中港島區有 19 所學校曾有學生轉介，佔該區學校兩成，離
島區更嚴重，10 所中學只有 3 所屬「無毒學校」。
據學生及社工分享，學校變成吸毒理想地點，主要是青少年從大陸 K 場回
流香港吸毒，但香港 K 場不准十八歲以下人士進入，而部分 K 場因經濟不景結
業，令他們轉移在校內吸毒。他們於校內或到鄰近屋邨買貨，於小息或午膳時在
校內廁格或後樓梯三、四人一起吸食。學校沒警察，老師不易察覺或不予理會，
他們感到較安全。濫藥成本下降及有免費試食做招徠亦是普及化的主要原因，現
時每人二、三十元已可分享一包一百元的 K 仔。
曾在學校內負責家庭及學生輔導工作的民主黨青委會委員黎文豪指出，目前
為協助青少年戒毒的社工機構只有十多間，涉及約 3,000 人提供服務，嚴重不足。
若每所戒毒機構都進行相同的數據分析，相信涉及的學校和學生將更多。當中包
括販毒人士利用層壓式推銷方式，提供佣金，利誘學生為他們銷售毒品，情況不
容忽視。面對校園吸毒不斷蔓延，禍害下一代年青人，我們須盡快發現和協助吸

毒學生，打擊販毒學生和背後的操控莊家，切斷毒禍在校園蔓延。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成智建議政府採取以下的策略及措施：
校園驗毒和戒毒策略：
1. 政府向所有戒毒中心進行調查，了解學生吸毒販毒的嚴重性和分佈情況。現
階段先採取「自願性校園驗毒計劃」
，即在學校自願參與，家長或學生同意的
情況下才進行驗毒，因為自願參與的話，反映出學校及家長都願意正面處理
同學濫藥問題，對協助同學戒除濫藥，重過健康校園生活，起事半功倍作用。
2. 對於未準備好的學校及家長，可給予多些時間讓他們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以
及了解計劃的效果後才考慮是否參與。
3. 當「自願性校園驗毒計劃」進行一段日子後，才根據實際效果進一步決定校
園的驗毒策略。
政府應加強配套措施，以推動驗毒計劃及使計劃成效更大：
1. 加強宣傳教育工作，包括對學生、教師和校長的宣傳教育。
2. 學校做足保密工作，鼓勵接受治療，並盡量讓學生留校接受教育，不要捨棄
學生。
3. 為學校、老師、家長提供培訓及輔導，增加他們對濫藥及接受治療的認識，
以及如何觀察同學出現濫藥徵狀、如何處理情緒問題等。
4. 增撥資源，提供更多協助予戒毒的中心或服務機構，並向這些機構提供吸食
K 仔、藍精靈及白瓜子等精神科藥物專業治療所需的資源，因這類治療與過
往治療吸食海洛英及嗎啡等不同。
5. 加強運用危險藥物條例，就操控或利用青少年販毒及販毒予青少年的罪行，
要求法庭加重刑罰。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成智
民主黨北區區議員羅世恩
民主黨青年委主席莫兆麟
民主黨青年委委員黎文豪
二零零九年四月六日

《 校 園 吸 毒 問卷調查》
民主黨研究中心
二○○九年四月

(一 )調 查 及 回 收 資 料
1.
2.
3.
4.

調 查 日 期 ： 2009年 3月 27日 -4月 1日
調 查 時 間 ： 下 午 6： 00至 下 午 10： 30
調查方法：主動打出式電腦語音電話調查，在致電被訪者及讀出問題錄音
後，讓被訪者以按鍵作出回覆。
抽 樣 方 法：電 腦 隨 機 選 出 電 話 字 頭 後，再 由 電 腦 隨 機 製 造 剩 餘 號 碼，在 接 聽
後不作第二層隨機抽樣。

(二 )回 收 情 況
1.
2.
3.
4.

電話數目
接通率
成功回收率
成功問卷數目

：
：
：
：

30229
37.4%
5. 5%
627人

(三 )問 卷 結 果 :
1.接連報導中小學生校園吸毒事件，你是否擔心校園吸毒會越來越
嚴重？ (基數=627人)
不知道／沒意見
11.0%
不擔心
12.9%

擔心
76.1%

2.你認為政府是否需要投放更多資源，採取針對措施，解決校園吸
毒問題？ (基數=627人)
不知道／沒意見
10.4%
不需要
13.4%

需要
76.2%

3.如果政府提出在小學及中學對學生進行驗毒，你是否贊成？
(基數=627人)
不知道／沒意見
15.0%

反對
16.1%

贊成
68.9%

4.在進行校園驗毒前，你認為是否需先要得到學校同意？
(基數=627人)
不知道／沒意見
13.7%

應強制驗毒
29.3%

需要先同意
56.9%

5.咁你認為是否需先要得到家教會同意？
(基數=627人)
不知道／沒意見
13.7%

需要先同意
54.5%
應強制驗毒
31.7%

6.咁你認為是否需先要得到家長或學生同意？
(基數=627人)
不知道／沒意見
11.6%

需要先同意
47.5%

應強制驗毒
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