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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特區長期以來堅守控制供應及減低需求這兩大禁毒策略，近年更加積極研究及採用

減低傷害措施，實行三減政策，進一步保障整體社會的安全和健康。

	 澳門打擊毒品罪行以及藥物依賴防治的工作，主要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及社會

文化司轄下的有關部門全力執行。透過多個禁毒相關機關各自分工、互相協作下，並集結民

間力量，全方位地施行各項禁毒的措施。與此同時，有關方面緊貼世界毒品形勢和澳門實際

情況，持續強化處理毒品犯罪的立法和執法力度，另一方面，亦高度重視推動和發展對外禁

毒事務的交流和合作。

澳門禁毒政策

澳門禁毒政策及毒品形勢

檢察院 法院 行政長官 立法會

行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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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司保安司

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司法警察局

刑 事 技 術 廳

毒品罪案調查處

警察總局 

衛生局社會工作局

藥 物 事 務 廳

公共衛生化驗所

澳門監獄

民 間 戒 毒 機 構

自願康復小組 防治藥物依賴廳

預防藥物濫用處

戒 毒 復 康 處



	 綜觀澳門近年的毒品形勢，傳統海洛英問題仍然佔據主要市場，但精神科毒品(氯胺酮-

俗稱“K仔”、搖頭丸)同時肆虐本澳，被偵破的跨境濫藥、人體藏毒以及青少年吸毒販毒的

案件有上升趨勢。回顧過去一年，本地的禁毒工作在緩減傷害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因吸毒

感染愛滋病/愛滋病毒的個案有大幅回落，但面對日漸複雜嚴峻的毒品問題，澳門當局絕不

會掉以輕心。2008年將全面加強在禁毒立法、執法以及協調機制等方面的工作，包括修訂

毒品條例和設立禁毒委員會，期望透過結合更大的資源和力量，更好地解決毒品問題。

	 以下將綜合報告和分析各禁毒相關單位近五年所錄得有關毒品及濫藥的數據資料。

	 根據檢察院有關毒品案件的統計，自2003至2007年總共立案827宗，起訴為

870宗。而於2007年，立案偵查的毒品犯罪案件有157宗，較2006年的130宗增加了

20.8%；起訴的147宗，較往年的160宗下降了8.1	%。

	

	 從澳門海關統計在各口岸檢獲的毒品數據資料顯示，2007年度檢獲的精神科毒品共有

293粒，較2006年的224.5粒上升了30.5%。從分類上看，檢獲的氯胺酮和海洛英均有很

大升幅，分別為272.61克及644.3克；而大麻則大幅下降，只有1.2克。

澳門毒品形勢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總數

立案〈宗〉 174 191 175 130 157 827

起訴〈宗〉 197 193 173 160 147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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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禁毒政策及毒品形勢

檢察院近年處理有關毒品的案件數



澳門海關近五年緝獲毒品種類及數量

毒品種類 單位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大麻草 克 215.97 150.14 84.60 302.33 1.2

海洛英 克 46.96 376.54 51.01 0.80 644.3

可卡因 克 － 9.00 1.57 1.30 0.5

美沙酮

粒 1.00 8.00 － － －

克 － － 20.00 － －

毫升 － 40.00 － － －

氯胺酮 克 46.06 19.38 3.17 10.91 272.61

MDMA	(搖頭丸)
粒 34.00 38.50 28.00 36.50 －

克 0.02 2.53 0.40 － 97

安定
粒 3,433.50 2,214.50 926.50 184.00 101

克 3.90 14.34 2.53 － －

去氧麻黃(冰毒)
粒 0.86 32.00 264.50 4.00 95

克 － 3.87 2.36 5.80 3.25

LSD 粒 1.00 － － － －

嗎啡 粒 10.00 14.00 － － －

可待因 毫升 － 480.00 600.00 － －

苯巴比妥 粒 － 32.00 － － －

澳門禁毒政策及毒品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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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警察局近年查獲的毒品種類仍以海洛英、大麻、氯胺酮和冰毒為主。2007檢獲海

洛英7,190克，較2006年的4,076克大幅颷升。同年，司法警察局拘捕與毒品有關的疑犯

共150人，當中涉嫌販毒有48人，較2006年的69人下降30.4%；涉嫌吸毒的有102人，

較2006年的78人上升30.8%。

	 在全澳藥物依賴人口統計方面，2007年錄得503名濫藥人士，包括政府及民間機構跟

進的457名自願戒毒個案，以及監獄所登記有毒癮的犯人46名。在整體戒毒求助者當中，

仍以濫用海洛英為主，精神科毒品為次，約8成為男性成年人。(濫藥個案的資料分析詳見調

查研究部份報告)

2007年全澳濫藥登記人數	(*當中或有重覆登記)

機構 社會工作局 民間戒毒機構 澳門監獄 總數

人數 349 108 46 503

比例 70% 21% 9% 100%

社會工作局戒毒綜合服務中心近五年個案數統計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總個案 384 350 358 345 349

新個案 87 86 85 59 57

澳門禁毒政策及毒品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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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吸毒者感染愛滋病毒/愛滋病(HIV/AIDS)的情況，隨著有關部門近年加強多項防治

監控和減低傷害措施，包括美沙酮維持治療服務計劃，感染率已有明顯下降，新登記因共用

針筒而感染HIV的個案在2007年只有1名。

澳門感染愛滋病/愛滋病毒個案近五年統計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愛滋病毒HIV 24 30 23 28 21

愛滋病AIDS 2 3 3 2 5

經由共用針筒感染HIV 0 18 10 8 1

經由共用針筒感染AIDS 0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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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遏
止
毒
品
罪
行
工
作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遏止毒品罪行工作 

	 司法警察局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刑事警察機關，其法

定職責是預防、調查犯罪及協助司法當局。為履行上述使

命，該局對緝毒工作一直努力不懈，全力以赴。調查販賣

麻醉品及精神科物質的犯罪是法律賦予司警局的專屬權

限，為此，該局設置了毒品罪案調查處(簡稱緝毒處)，以

便更集中、有效地打擊毒品犯罪。

QuickTime™ and a
 decompressor

are needed to see this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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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局—刑事技術廳

	 刑事技術廳(前稱司法鑑定化驗所)是司法警察局轄下的一個廳級部門。根據第

9/2006號行政法規規定，具有進行鑑定及研究、並對檢驗的結果進行綜合判斷及作出專業

結論等職權。

					 在刑事技術廳的工作中，包括毒品的化驗、鑑定，收集及統計相關的資訊。下圖一為該

廳在2007年所接收送檢毒品種類的情況；圖二是歷年各類送檢毒品宗數的變化。

＜圖一＞  2007年送檢毒品種類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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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海洛英 91 100 97 63 57

大麻 68 39 33 30 15

大麻樹脂 1 3 1 1 1

可待因 2 5 3 16 5

苯二氮䓬類 124 104 101 72 80

美沙酮 0 4 2 0 0

搖頭丸 40 69 35 25 25

馬	(麻古) 0 6 21 10 17

冰 5 5 12 18 34

二甲基安非他命 0 2 1 0 0

氯胺酮 52 52 17 31 93

可卡因 4 8 3 4 5

黑芝麻 1 0 0 0 0

其他 5 14 4 2 2

<	表一	>	近五年送檢毒品個案數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海洛英																 (克) 115.06 478.98 829.55 4089.33 7924.84

大麻																						 (克) 978.33 3400.54 694.55 555.00 219.58

大麻樹脂														 (克) 26.49 126.78 21.80 0.18 3.04

可待因																	 (瓶) 8.00 0 13.00 175.00 10.00

苯二氮䓬類										 (粒) 4821.50 3491.75 5211.50 1345.00 872.50

美沙酮																	 (粒) 0 8.00 2.00 0 0

搖頭丸																		 (粒) 1470.50 1550.25 869.50 669.50 297.00

馬(麻古)																 (粒) 0 87.00 920.00 839.00 1636.50

冰			 (克) 6.29 13.64 20.39 65.17 212.92

二甲基安非他命	 (克) 0 34.11 0.70 0 0

氯胺酮																 (克) 227.64 720.68 13332.44 216.31 849.65

可卡因														 (克) 3.86 231.46 5.20 21.99 7.67

黑芝麻																 (粒) 1.00 0 0 0 0

其他 (粒) 118.00 263.00 189.00 3.00 14.50

<	表二	>	近五年毒品送檢數量及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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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毒品罪行工作

	 2007年緝毒處共拘捕疑犯150人，當中有48人是因販毒罪而被拘捕，102人是因吸毒

罪而被拘捕。2006年拘捕人數為147人，當中69人是因販毒而被拘捕，78人是因吸毒罪而

被拘捕。2005年拘捕人數為185人，當中83人是因販毒而被拘捕，102人是因吸毒罪而被

拘捕。

	 2007年被捕人數中有66人年齡在16至21歲之間，70人為21歲以上人士，14人是

16歲以下。而其中有99人持澳門居民身份證，有11人是來自非洲。

2007年被補嫌犯之統計

	 2007年檢獲海洛英7190克、冰(甲基苯丙胺)17克、大麻56克、氯胺酮(k仔)478克、

可卡因0.4克、丸仔數量528粒(當中187粒為甲基苯丙胺，126粒為硝基去氯安定，其他的

則為二甲苯乙胺、三唑安定、氟咪唑安定。）

2007年拘獲毒品之資料

司法警察局—毒品罪案調查處

	 過去一年，緝毒處針對本地區毒品犯罪和國際跨境運毒的情況，採取了嚴密布防和清

剿，對販毒份子予以嚴厲痛擊。根據各項數據顯示，此項工作已取得顯著成效，對確保澳門

市民的健康、社區的安定、和諧及發展起到較大的作用。

	 司法警察局一般將負責調查的刑事案件分為三類：專案調查、精簡調查及要求調查。為

進行統計，檢舉(即拘捕現行之實況筆錄)被視為專案調查計算。2007年緝毒處共接收88宗

專案調查及檢舉。而2006年是95宗，2005年是147宗。2007年較2006年減少7%，較

2005年減少40%。

	 2007年緝毒處接收毒品方面的精簡調查共58宗，2006年收52宗，2005年收56宗，

三年的數量相若。

	 2007年緝毒處接收的要求調查共有298宗，2006年接收221宗，2005年接收

223宗。2007年較2006年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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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毒品罪行工作

	 2006年檢獲海洛英4,076克、冰25克、大麻489克、氯胺酮110克、可卡因18克。

	 2005年檢獲海洛英757克、冰15克、大麻728克、氯胺酮11,225克、可卡因5克。



三. 
藥
物
依
賴
防
治
工
作  

‧社會工作局
‧衛生局
‧澳門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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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依賴防治工作

社會工作局 — 防治藥物依賴廳

	 澳門藥物濫用的防治工作主要由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以下簡稱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

負責統籌和執行，該廳職務重點包括有推行預防藥物濫用的教育及宣傳工作，直接提供戒毒

治療和復康服務，搜集和分析藥物依賴領域內的重要資料及數據，進行濫藥相關的調查研究

工作以及參與地區和國際性的禁毒合作。

	 在2007年，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繼續致力推行多元化的預防工作以及綜合性的專業

戒毒服務，年內在多個方面的工作都取得顯著進展，特別在戒毒服務的資源和運作方面，得

到很大程度的強化，八月份落實了延長戒毒綜合服務中心之門診服務時間，使美沙酮治療服

務得以更全面及有效地推展。減低傷害的工作同樣收到肯定成績，2007年本澳只發現有一

宗因吸毒而感染愛滋病毒個案。

	 與此同時，一系列以大專生、中學生和街頭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的濫藥調查工作，以及健

康生活教育課程之評估研究亦已宣告完成，為防治濫藥的有關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數據和

建議。而以青少年為主要預防對象的禁毒活動獎勵計劃亦屢創佳績，2007年共有16個青年

社團參與，動員起過千名青年朋友合共舉辦了40項禁毒活動，並吸引約三萬人次參與。在

 

社會工作局—防治藥物依賴廳

預防藥物濫用處
健康生活教育中心

禁毒教育資源中心

預防教育推廣小組

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支援民間戒毒服務

研究及資料搜集 

戒毒復康處

地區及國際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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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依賴防治工作

預防藥物濫用處

	 該處主要透過講座、培訓課程、展覽及傳媒等向學校、社區、家庭及各階層人士進行禁

毒教育及宣傳工作，同時推動和支持民間機構舉辦預防濫藥活動，致力提高社會大眾的禁毒

意識，以及加強市民關注及參與本澳的禁毒工作，共建無毒社區。	

健康生活教育中心
	 健康生活教育是一套國際認可的健康及藥物教育課程，教

學對象為5至12歲學童，旨在運用嶄新的教學器材和互動教學

方法，引導學童認識健康生活的益處以及濫藥的危險性。課程

自2000年9月開展至2007年，已累計向本澳76間學校，覆蓋

了全澳八成以上小學參加該課程，共向158,261人次學生提供

服務。

	 於2007年，共20,673名幼高至小六學生(包括英文班及

特教班學生)參與上課活動，是歷年最多的一次，而參與的小學

 

推動民間戒毒服務方面，社工局一如以往持續給予適切的支援和監督，同年更大幅增加對民

間戒毒機構和團體的財政資助，並特別重視開展濫藥青少年之外展服務，以協助穩定及完善

全澳的戒毒服務和設施。

	 2007年本澳充分發揮禁毒交流和合作平台的作用，進行了多個重大抗毒會議，為國家

以至國際的禁毒事務作出應有的貢獻。社工局9月成功主辦“2007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

討會議”，以及分別在5月和10月協辦“第22屆國際會議非政府組織預防藥物濫用國際聯

合會議〈IFNGO〉”，以及“聯合國藥物政策諮詢大會〈UNGASS-NGO	Consultation	Be-

yond	 2008	 Forum〉”。此外，年內社工局繼續促進與本地及鄰近地區相關禁毒部門的務

實交流和合作，以及積極參與其他區域性和國際性的禁毒交流活動或會議，當中包括有“粵

港澳禁毒交流體驗計劃”和“第50屆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會議”等。

	 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下設有預防藥物濫用處及戒毒復康處兩個附屬單位全面執行各項

防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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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健康生活教育中心的服務，於2007年分別

舉辦了巡迴拜訪學校老師及中心開放日活動，此外還接

待18個團體到訪健康生活教育中心，共有372人，當中

包括政府及社團的教師、大專生、社工、長者、兒童及

專業人士等。

	 為團結老師的力量共同推動本澳預防藥物濫用教

育，健康生活教育中心於11至12月期間進行巡迴拜訪

學校老師活動，共拜訪了5間學校，有124名學校老師

出席，此活動會延續至2008年6月完成。

	＊	中心推廣活動

亦有61間，當中參與英文課程有8間，而參與特教課程的則有2間，隨堂老師有812人次。

人數													學校

2000(7-12月)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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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7年	參與學校及學生人數人數 學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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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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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生活教育中心開放日於2007年12月16日順利舉行，活動目的是加強市民對中心

的服務有更多了解，同時亦讓曾參加課程的學生有機會帶同家長一起參與中心的活動，藉此

促進親子的溝通。

	

	 當天參加人數約有300多人，活動時間由上午十

時至下午六時，內容包括攤位遊戲、哈樂時間、哈樂影

院、親子活動、參觀展覽及派發紀念品等。而由社工局

預防藥物濫用處高級技術員鄧玉華主講的家長講座“至

醒家長全攻略”於下午三時舉行，參與的家長反應熱

烈。講座後中心導師還藉機向家長介紹健康生活教育課

程的意義及課室的設備，讓家長更明白子女在中心上課

的情況。當天的活動在一片歡樂氣氛下圓滿結束。

藥物依賴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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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開放日活動

	＊	哈樂Fans	Club活動

	 哈樂Fans Club在2007年初共招募了102位小四至小六的學生成為會員，同年亦舉辦

了三次活動，包括有會員聯歡聚會、參觀禁毒教育資源中心及哈樂Fans	Club生活營。

	 每次活動約有50名會員參與，而參觀禁毒資源中

心更有家長陪同一起參加。透過三次的活動不單可讓會

員加強人際溝通，亦能學習預防濫用藥物知識及健康的

訊息，從而加強會員正面的人生價值觀。參加者在活動

過程中都相當投入，大家都表示活動內容有啟發性及可

學到新事物。

中學藥物教育課程	－“智Cool攻略”
	 為著不斷提昇預防濫藥教育的效能，積極發展專

業優質和系統化的藥物教育課程，	於2002至2005年

陸續引進適用於中一至中三學生的預防濫藥課程－“智

Cool攻略”。



禁毒講座及培訓課程
	 禁毒講座為常用的禁毒教育形式之一，預防藥物濫

用處每年均主動聯絡社團、學校和社會服務機構，因應

他們的要求，就講座的時間、內容、形式等作出最好的

安排，務使參加者接收到最正確的訊息，以發揮預防藥

物濫用的效果。於2007年，該處共為6,274人舉行了

80次一般禁毒講座。此外，為加強在葡人社群內的預防

濫藥工作，社工局繼續與民間團體澳門戒毒康復協會合

作，向本澳各類葡人組織，包括政府部門、社團、學校、娛樂場所寄發葡英版的禁毒單張及

海報，亦於葡文電台播放宣傳聲帶以及舉辦禁毒講座，於2007年內舉行了葡/英語講座共

53次，參加人數共1,032名。

	 至於以教師、社工等專業人士為對象的預防藥物濫

用培訓課程，在2007年共舉行了4次，其中有兩次培訓

是特別為教育暨青年局的學生輔導員和澳門監獄的前線

工作人員而安排，全年四次培訓共有10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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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對象
2006年 2007年

學校數 班數 參與人數 學校數 班數 參與人數

吸煙多面睇/中一學生 9 49 2,017 16 94 3,762

Cool Teen有計/中二學生 10 43 1,673 16 85 3,345

無藥一樣Cool/中三學生 12 49 1,802 15 75 3,004

總數 14* 141 5,492 18* 254 10,111

	*已扣除重複學校，故總數不是各數之和。

＜表2＞ 中學藥物教育課程 —“智Cool攻略”統計

	 此套中學課程同樣以健康生活教育的理念，針對在青少年之間流行的藥物，分別以煙、

酒精、大麻、搖頭丸及K仔等派對藥物為主題，採用有趣和互動的教學方式，並利用多媒體

器材，除帶出藥物知識外，還包括解決問題、溝通、作決定以及尋求協助等技巧的重要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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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教育資源中心
	 禁毒教育資源中心開設的目的，是為加強對預防

藥物濫用信息的推廣，促進禁毒教育工作的普及，讓市

民有多一個途徑取得禁毒的資訊。2007年自行到訪中

心以及社團/學校預約前往的參觀者合共有174人次。

另一方面，中心亦不斷增添與禁毒主題有關的書刊、教

具，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而為將禁毒訊息更廣泛流

傳，中心定期出版通訊，並在2007年全新製作有關宣

傳毒品禍害的單張，向學校、社團及社會服務機構派

發。

禁毒宣傳工作
	 於2007年的禁毒宣傳項目，除在重點時段如國際禁毒日、暑假、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的

長假期前後在電台及電視台播放禁毒宣傳短片及發放禁毒訊息外，亦加插在一些球賽的時段

播放，以使禁毒的訊息傳至不同層面的市民。過往採用電子屏幕廣告亦如常在鬧市和巴士向

市民宣傳禁毒的資訊，並計劃於2008年推出首張印有禁毒訊息之“澳門通卡”。另外，為

加強跨境濫藥的宣傳工作，於關閘口岸的電子屏幕上發放禁毒及相關法例的訊息，而本澳首

個禁毒網頁www.antidrugs.gov.mo，會定期將有關澳門的禁毒資訊更新，以供市民取得

最新的禁毒情報。社工局亦全新印製了有禁毒口號的環保文件袋及幾款原子筆向學校、社團

及社區派發，並透過貼有禁毒標語的公車將禁毒的訊息帶到社區的每個角落。同時，預防藥

物濫用處的禁毒諮詢熱線28781791，繼續為市民提供諮詢及求助的服務。

	＊	國際禁毒日

大型禁毒活動

	 為響應每年6月26日國際禁毒日，社會工作局聯同相關的機構舉辦一系列活動，以加

強市民認識及關心毒品問題，推廣預防濫用藥物的訊息。於6月23日下午假祐漢公園舉行

名為“健全社區，杜絕毒品”的嘉年華會，當天活動

內容豐富，包括禁毒攤展、開幕禮暨音樂會及“禁毒

巡遊響全城”之電單車創意比賽。是次音樂會邀得香

港及本澳年青偶像歌星演出，並向在場年青人宣揚禁

毒訊息，音樂會氣氛熱烈，吸引場內約千名青少年和

市民觀賞。此外，亦於禁毒日期間與澳門電訊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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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響應每年5月31日世界無煙日，社會工作局與衛生局合作推行“無煙食肆”計劃，截

至2007年底約50家食肆參與了該項計劃。

	 在推行“無煙校園”方面，社會工作局全力資助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青年社區中心開展為

期一年的系列活動。包括在本澳16個中小學部內推行“校園無煙計劃”，以壁報、小組、

講座、攤位、設計比賽及問答比賽等活動形式進行，舉辦項目超過72次，服務達30,522人

次。同時，亦舉辦了“無煙大使領袖訓練計劃”，參

與學生共43人，透過一系列的營會訓練、小組聚會和

推廣活動，讓參加者認識到吸煙的害處，肩負起無煙

大使的責任，並在校內及校外舉辦多項無煙活動，包

括講座、街頭推廣、佩帶無煙襟章、嘉年華會、T恤

設計比賽、歌曲創作、無煙短片比賽等，參與活動人

數達到4,500人次。

		＊	無煙運動

 

		＊	陽光少年活動

	 社會工作局再度聯同教育暨青年局及體育發展局與善明會合作籌辦“陽光少年

2007”系列活動，活動主題以禁毒、運動、教育、個人成長、認識社會及參與社會事務為

重點。各項系列活動由4月起至10月期間進行，包括有“耆

青共融，親子和諧乒乓球賽”、禁毒大使大招募、“奧運有

我一份”北京訓練營，以及陽光少年才藝大匯演暨閉幕音樂

會。禁毒大使大招募活動內容包括有禁毒知識培訓講座、參

觀香港禁毒服務機構，以及禁毒宣傳短片創作比賽，希望

讓陽光少年透過參觀交流和培訓，實踐成為禁毒大使。而

司合辦禁毒網上有獎遊戲，共有365人次參加。而禁毒日的閉幕活動“城市搜尋－禁毒之

旅”於7月29日下午在路環石排灣小型賽車場舉行，目的是讓參與者認識本澳的禁毒服務和

設施，提昇巿民大眾對禁毒工作的支持和關注。而“禁毒之旅”汽車創意比賽活動，有近

150人參與，比賽之前，參賽者悉心為車輛打扮，每輛汽車都貼上反吸毒的標語。主辦機構

首次以此嶄新形式宣傳禁毒訊息，讓參賽者獲得全新的體驗，喚起更多家庭和年青人重視毒

品對身體及社會造成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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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更有效提高青少年對毒品問題的關注及警覺性，鼓勵他們身體力行參與和創作各

項宣傳禁毒教育活動，社工局於2007年再度舉辦“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共有16個中

葡青年社團加入是次計劃，合力於社區內籌辦及創作40項具意義和別開生面的禁毒教育宣

傳活動，包括義工訓練營、話劇和舞蹈、各類競賽、拍攝影片、郵票設計、講座及大型音樂

會等，當中動員1,000多名青年義工，共3萬人次參與，而社工局贊助是次禁毒活動接近澳

門幣五十萬元。各團體竭力發揮年青人的幹勁及團結友愛的精神，使該計劃得以培育出一批

熱誠的禁毒精英。為了嘉許各參與的團體及讓市民了解年青人努力抗毒的成果，社工局於

2008年首季舉行頒獎禮，向參與2007計劃的所有團體代表致送紀念品及頒發最傑出禁毒活

動、最具創意禁毒活動及最具組織活力大獎。

閉幕音樂會活動於10月6日假漁人碼頭羅馬廣場舉行，大會邀請港澳歌星助陣演出，包括

有張敬軒、陳柏宇及彭永琛等，向在場青少年帶出健康及禁毒訊息，當晚參與的人數約有

4,000人。

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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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團名稱 活動名稱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氹仔社區中心 高度警覺，防毒品入侵系列活動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學生會 創意K房物品由你做

澳門青少年體育舞蹈協會 舞出活力，舞出自信，舞出七彩暑假

工聯北區綜合服務中心 禁毒門徒防治藥物濫用義工培訓

澳門青年抉擇協會 青年抉擇禁毒系列活動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青年服務隊 “不想”濫藥

澳門健舞會 舞出毒害，舞出色彩人生，2007系列活動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黑沙環社區服務中心 2007毒品洗剪吹系列活動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親情要緊，遠離毒品系列活動

澳門社區青年義工發展協會 “創”系列活動

澳門繁榮促進會綜合服務中心-青年事務委員會 禁毒勇者2007

澳門少年飛鷹會 無毒人生，姿彩繽	Fun系列活動

澳門基督新生命團契青少年拓展部 蒲人蒲語互片雜作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死亡北記2

Igreja Assembleia de Deus Portuguesa Campisom em  Hac – Sa

Grupo de Escuteiros Lusófonos de Macau Ofi cínas  de  trabalhos  Manuais

＜表3＞	2007年度“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各社團所舉辦之活動

推動民間禁毒活動
	 社工局於2007年繼續透過技術及財政援助方式，鼓勵

和推動民間社團參與發展社區禁毒活動，以加強社區之預防

濫藥工作，並持續向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青年社區中心提供固

定及偶發性活動資助，以支持其營運及發展北區之服務。

於2007年社工局資助了5個民間團體所舉辦的合共24項活

動(見表４)，內容以預防藥物濫用、禁煙和青少年成長為主

題，資助金額合共澳門幣490,7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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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機構名稱 活動名稱

澳門蓮峰慈善值理會 林則徐紀念活動

善明會 陽光少年2007系列活動

戒煙保健會

健康活力滿濠江籃球邀請賽及頒獎典禮

青少年學生戒煙圖畫海報比賽及頒獎典禮

無煙無毒話劇比賽

澳門戒煙日活動

澳門珠海衛生系統戒煙交流大會及籃球友誼賽

澳門健康日嘉年華活動

青年學生戒煙常識問答比賽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2007無煙大使訓練計劃

無煙大使學習交流營

2007港、珠、澳無煙大使交流營

禁毒宣傳品設計比賽

禁毒宣傳短片創作比賽

預防藥物濫用活動計劃比賽

藥到病除禁毒競技比賽

“笑談禁毒語”課間廣播劇

“不藥而癒”無毒生活營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Actividades a serem realizadas nas Escolas  

Realização de fi lme de curta metragem na TV a ensinar em como dizer não 

Saber a sua importância e em como dizer “Não”

Para comemorar o Dia Mundial Contra a Drogas

Realização das palestras na  área de prevenção

＜表4＞	2007年各團體所舉辦的活動項目



25

藥物依賴防治工作

	 主要負責為藥物依賴者提供自願性戒毒、維持

治療及復康服務，管理戒毒綜合服務中心，並向民

間戒毒機構/社團提供專業技術及財政援助。該處同

時處理經由法院及其他部門轉介之個案，統計及分

析藥物依賴人口及情況之有關資料，以及協助推展

預防藥物濫用的計劃和活動。

	 2007年，戒毒復康處繼續完善及加強戒毒治療

質素，在8月份，落實延長門診服務時間，改為早

上八時至晚上八時，週末及假期如常開放，更好地

配合以美沙酮及丁丙諾非作為脫毒與維持的二藥雙

軌治療服務。此外，門診部亦已於同年下半年，展

開籌設全新的電子化病歷檔案資料系統的工作。住

院部繼續貫徹推行ISO9001:2000質素管理體系的

工作，2007年的質量指標均獲得理想績效，無論完

成住院比率及成功轉介率方面均達質量要求。關於

愛滋病防治工作方面，著力展開減低傷害的各項防

治計劃和措施，並為感染者提供專業的輔導、轉介

和醫療服務。同時加強與澳門監獄的合作，特別為獄內感染愛滋病毒的人士提供有關知識講

座。至於輔助民間戒毒服務方面，一如既往地持續協助機構在戒毒服務及運作管理上的專業

化發展	。

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中心於2002年10月正式啟用，服務重點為提供門診戒毒及

維持治療、短期住院脫毒醫療服務，及為康復者設有益健康樂活

動之場所。除提供社會心理輔導外，並設有醫療服務，例如抽

血、驗尿、專科轉介等，亦對民間機構提供支援服務，例如特殊

活動場所的提供、召開會議及專業培訓等工作。

戒毒復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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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戒毒門診部一共跟進349名戒毒個案(圖1)，當中新個案有57名，與2006年相

約。2007年提供29,771服務人次，較去年上升19.7%(圖2)，升幅主要來自護理服務，上

升了29.2%。而短期住院服務方面，共64人次，其中16名為首次入院個案，	男性個案居

多，佔77%。

			戒毒門診接案及住院數據

＜圖1＞	戒毒綜合服務中心求助個案數

醫療評估情況
	 醫療評估方面，主要包括各類傳染病快速測試、詳細生化及傳染病檢測、尿液毒品檢

測、心電圖檢測等。由於與法院及社會重返廳之合作加強，2007年開始加強對緩刑中之戒

毒個案進行尿檢，尿檢需求因此大增。中心於該年共進行14,922次毒品尿液檢查。

	 在傳染病之身體檢查方面，各項身體及傳染病檢查人數達1,368人次。此項服務，有效

加強監控傳染病的擴散情況。戒毒者感染傳染病情況以乙肝及丙肝之感染率較高，其中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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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感染丙肝。自從在2004年曾爆發共用針筒

吸毒而感染愛滋病毒的個案以來，至近兩年有

關情況已有所回落。據衛生局的資料，2007年

全年共錄得1宗經吸毒感染HIV的個案。戒毒個

案數據及感染傳染疾病之詳細統計和分析，可

參閱本報告書有關調查研究部份。

社會心理輔導及社會重返工作
	 2007年，中心為個案提供社會心理治療服務有4,846人次，有7.6%上升（圖2）。為

更好協助外籍女性在戒毒治療的效果，因此特別為之開展小組治療活動。此外，隨著美沙酮

維持治療個案的增加，無論在戒毒以及維持治療的社會心理輔導方面，採取多項不同的輔導

策略以加強治療效果。在HIV感染個案方面，針對性地提供較為深入的輔導及協助，鼓勵個

案接受適切治療。

	 2007年，社會工作局繼續協助民間戒毒機構開展專業服務，在技術支援方面，定期與

各機構管理層及前線人員進行服務運作檢視會議，完成對各機構協助設立專業會計財務系統

的工作，至年底，各機構均已使用統一電腦會計軟件入賬，提升了處理會計賬目的效率。就

人員培訓方面，戒毒復康處多次協調各民間戒毒機構，共同開展對戒毒服務人員之培訓。透

過定期工作會議，與各戒毒機構共同研究澳門吸

毒群體的特質及最新發展，以制定戒毒及有關工

作策略及措施。關注到吸毒者感染傳染病例如肝

炎及愛滋病等情況，2007年戒毒復康處繼續向民

間機構提供有關預防感染傳染病、院內衛生處理

及傳染病監控等知識，以及協助向感染者提供輔

導及治療跟進等服務。

	 2007年社工局共向4個非營利戒毒社團，包

括4間戒毒院舍、1間中途宿舍、1個戒毒康復自

派發美沙酮	–	正待電腦系統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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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民間戒毒服務

 

          正進行社會工作戒毒專業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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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類型
服務使用者人次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戒毒復康設施 138 119 117 123 108

戒毒外展服務 557 579 1,571 2,145 7,860

戒毒自助社團 90 101 112 117 5,302

戒煙服務 --- --- 277 664 1,366

總	數 785 799 2,079 3,049 14,636

*	由於各機構接觸和跟進之個案有所重複，因此總數中包含重覆個案。

＜表１＞	受資助民間戒毒機構服務數據	2003-2007

助組織、戒毒外展及濫藥青少年外展各1項以及1個戒煙門診等，提供財政及技術支援。該

年民間的戒毒院舍共為108人次提供服務，接受戒毒外展隊服務的人次達7,860，其中針對

濫藥及高危青少年的外展服務人次為2,619，而戒毒自助服務則為5,302人次(117人)提供

輔助重返社會服務。戒煙門診服務方面，2007年全年共為613人（1,366人次）提供戒煙

服務。

固定資助 活動資助 設備及其他

     2003年 3,023,520.00 159,700.00 499,659.00

     2004年 3,531,750.00 369,600.00 255,984.00

     2005年 4,937,510.00 355,300.00 360,104.00

     2006年 5,862,417.00 407,100.00 799,945.00

     2007年 6,575,968.00 421,385.00 1,094,314.00

7,000,000.00

6,000,000.00

5,000,000.00

4,00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0.00

＜圖3＞	社工局近五年資助民間戒毒服務數據

澳

門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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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社會工作局對民間戒毒社團的資助已重新調整，並對機構增聘人員作出薪酬

資助，同時對整體資助作出調升。至年底，政府為協助機構適時地回應員工的訴求，提升士

氣，同時體現特區政府對社會服務界的關懷，因此向受資助機構發放特別津貼，有關對戒毒

團體發放之特別津貼總額共481,411元。

戒毒工作培訓及交流活動

“非洲鼓樂聚”音樂治療活動

	 戒毒復康處為發展多元化服務，於2007年嘗試進行種子培訓計劃，透過培訓本處兩名

社工，前往香港學習非洲鼓敲擊樂“情緒輔導音樂治療”，以便為本澳戒毒機構工作人員提

供相關訓練，期將院舍中原以耍樂為主的音樂活動，提升為有治療效用的音樂輔導，進一步

為本澳戒毒機構培訓一些專門的音樂治療的輔導人員，為提升在音樂治療方面的專業發展作

好部署。

	

	 為加強民間戒毒機構的有關專業知識，社會工作局於2007年9月邀請“香港心窗教育

中心”導師來澳，為戒毒機構共24名工作人員開辦“非洲鼓—音樂治療工作坊”，由於非

洲鼓樂運用簡易，透過簡單獨特的擊鼓技巧，配合跳躍明快的節奏，激發參加者創意和音樂

感，並可配合各類不同服務範疇的專業知識，作為團隊訓練、釋放壓力、提升士氣等的音樂

治療活動，非常適合在戒毒院舍或組織內的戒毒人士進行小組治療活動。

音樂治療技巧培訓

導師與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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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局於2007年8月31日及9月1日邀請

香港路德會青怡中心資深導師為戒毒機構工作人員

共24名開辦二天的培訓課程，內容包括：預防高危

青少年濫用藥物的理論及原則、認識高危青少年特質

及“及早辨識”概念、設計及推行預防高危青少年濫

用藥物活動的能力、對高危青少年的危機處理能力

等，目前各戒毒機構均有接觸濫藥青少年，因此有關

課程對工作員具有實際作用，亦可提升對濫藥青少年

的輔導及減低傷害跟進等服務	。

		針對高危濫藥青少年的輔導培訓課程

學習對濫藥青少年的活動技巧 導師與學員合照

導師講解新興毒品的吸食方式及危害

	 本項課程於2007年4月25日及5月2日進行，目的為加強前線工作人員面對及處理危機

個案的工作技巧及相關專業知識，該課程邀得香港基督教服務處PS33(藥物濫用者輔導中

心)的資深人員作為課程導師，內容包括：濫用藥物所衍生危機及介入方法、濫用藥物與暴

力事件危機、戒毒院舍可能發生的危機事件談判及處理技巧等。此外，亦教授學員基礎脫身

術，如何在危機情況下保障當事人、工作員及其他人員之安全。參與培訓的有來自社工局及

各民間戒毒機構的人員共３０名。

		危機個案處理技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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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戒毒人士堅持完成治療課程，加強各機構人員的溝通合作，戒毒復康處於4月

14日假九澳鮑思高青年村慈青營舉辦了“群英競技007”活動。活動邀請了4個機構轄下戒

毒院舍的工作員及學員共同參與，包括青年挑戰、戒毒康復協會、基督教新生命團契及重光

之家等，當天出席人數約有50多人。活動以競技為主題，防治藥物依賴廳黃艷梅廳長為參

與人員致詞及打氣，而戒毒復康處及各個院舍亦有樂隊表演，以歌曲傳達支持及鼓勵戒毒者

的訊息，其他活動內容有健身操、暖意傳頌、羅馬炮架、彩虹傘及各類體能競技比賽等，參

與者都顯得積極投入。

		群英競技007

比賽氣氛激烈 發揮合作精神

		扮嘢星輝迎聖誕	

正進行扮嘢比賽

	 是項聯歡活動出席總人數約90人。除住院戒毒

人士外，亦有家庭成員出席。活動假青洲社區中心舉

行，內容豐富，包括健身操、樂隊歌曲表演、遊戲及

抽獎等。活動目的是讓戒毒及康復人士獲得社會關

懷，同時感受聖誕節日氣氛，藉活動鼓勵他們更好的

保持操守。此外，藉活動亦讓有關人士與戒毒復康處

工作員建立良好關係，透過互動，使接受戒毒治療個

案感受到關懷與支持，希望藉此加強個案繼續接受治

療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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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門社會各方面的急劇發展的同時，愛

滋病亦無聲地蔓延。戒毒復康處愛滋病關懷小組

自2006年開始，展開一連串的愛滋病預防及專

業輔導培訓課程，根據曾參與“愛滋病輔導專業

培訓工作坊”的機構及學員表示，經過課堂學習

及課後實地體驗後，在進行相關工作時，尤其在

紓緩病人因病情而引致的情緒及危機處理時的信

心和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有見及此，戒毒復康

處於2007年5月再次為民間戒毒機構主管及工

作人員等，繼續舉辦第二期“關懷愛滋、愛多

D”專業工作培訓，透過課程達致深化機構人員對HIV/AIDS的認識，從而提升院內管理及

專業輔導技巧。課程內容包括：認識愛滋病工作應具備的條件、愛滋病感染及預防知識、護

理與治療、專門輔導及情緒支援、提升治療及跟進之技巧以及在院舍中的預防守則及指引。

課程完結時並安排學員到香港參觀兩個民間愛滋病患者服務機構，讓學員吸取實際經驗，加

強日後工作成效。

	“關懷愛滋、愛多D”專業培訓課程	

與民間戒毒機構人員往港進行專業交流活動

	 為加強愛滋病預防教育工作，戒毒復康處於2007年2月至2008年1月為獄中有關人士

進行4個工作坊及個別輔導的工作。課程主要透過有關知識教授、直接提問及個別輔導，提

升參與者對愛滋病的認識及了解，籍以糾正錯誤的慨念而減低了對愛滋病的恐懼，提昇對治

療的信心。

		監獄愛滋病小組講座

正進行講座 講解有關專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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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公共衛生化驗所

	 為了加強公眾對預防愛滋病及性病感染的意識，並協助制定相關的防治策略，衛生局公

共衛生化驗所透過其附屬的愛滋病諮詢及輔導小組，提供以下服務：

˙●		親臨或熱線的個人保密性諮詢及輔導；

˙●		針對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開展預防感染愛滋病的教育及宣傳；

˙●		愛滋病病毒抗體的血液檢測；

˙●		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輔導，以及轉介往仁伯爵綜合醫院跟進治療。

(一)	為戒毒求助的人士提供傳染病血清學檢驗

	 公共衛生化驗所自2002年5月起，為戒毒求助人士提供下列傳染病的血液檢測服務。

	 2007年接收的樣本總數為221個：

	 	有關丙型肝炎病毒抗體的檢測方面，對219個樣本進行檢驗，其中150個呈陽性反應	

	 	(68%)，感染率與2006年的相若。

	 	在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檢驗方面，化驗樣本為219個，當中呈陽性反應的樣本有							

	 	21個，感染率(乙型肝炎帶菌者)為10%，較2006年的19%明顯減少。	

	 	至於愛滋病病毒抗體的測試方面，共檢驗214個樣本，發現1個證實感染愛滋病病毒	

	 	(0.5%)，較2006年的1.9%下降。

●

●

●

	2007年度公共衛生化驗所與社會工作局合作範圍內的工作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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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以往六年的檢測數據顯示，戒毒求助人士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及愛滋病的感染情

況如下：

	 在丙型肝炎方面，感染率自2001年較高的89%下跌至近兩年的68%；雖然在比例上有

所下降，但仍處於偏高水平(圖1)。

	 乙型肝炎的感染率自2001年后回落，除了2006年度曾上升至19%外，於2007年出現

近六年內的新低(10%)(圖1)。

	 至於愛滋病病毒的感染情況，感染率除了於2004年度激增至3.5%外，最近3年逐步下

跌至2007年的0.5%，相信是與近年來積極推動預防愛滋病宣傳教育的工作有關，成績令人

振奮及鼓舞(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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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	戒毒者乙肝及丙肝感染情況

＜圖２＞	戒毒者HIV感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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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衛生化驗所於2007年度，參與特區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舉辦的多項愛滋病預防教

育的宣傳活動，向社會不同層面的群眾宣揚愛滋病及性病的防控訊息，以遏止愛滋病在澳門

的傳播(表一及各圖片)。

活動 主辦機構 日期 對象

�“認識愛滋病”講座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1月31日 路環感化院的男院生

�	愛滋病檢測及防治健康講座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4月14日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工友

�	國際禁毒嘉年華攤位遊戲 社會工作局 6月23日 市民大眾

�	愛滋病專題工作坊 防治愛滋病委員會 9月至10月 衛生工作者

�	澳門女性娛樂業從業者的健
�	康行為評估、教育及預防

�	愛滋病及梅毒的快速測試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11月21至23日 中區及北區的性工作者

�	澳門2007年愛滋病研討會

�	派發預防愛滋病的宣傳物品
澳門預防及控制愛滋病協會 11月26日 市民大眾與訪澳旅客

�	性在安全—東亞及東南亞愛
�		滋病宣傳品展覽

防治愛滋病委員會 11月26日至12月2日 市民大眾

�	世界愛滋病日嘉年華2007，主	
�	題為“領導社群、共抗愛滋”

防治愛滋病委員會 12月2日 市民大眾

＜表一＞	2007年度參與活動一覽表

		參與特區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舉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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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禁毒嘉年華”攤位遊戲

預防愛滋病講座	-	工人醫療所 世界愛滋病日嘉年華2007				

“世界愛滋病日”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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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自1986年開始實施對愛滋病病毒抗體檢測至今，愛滋病病毒感染率多年來均維持

在較低的水平。

	 	 	 	 本澳2007年新增的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共有21宗，較2006年的28宗減少25%，男女

性別的比例為1.3:1。經異性性接觸感染佔57.1%，共用針具注射毒品則佔新感染個案的

4.8%（表二）。

			 	從1986年至2007年，澳門已累積388宗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及40宗愛滋病個案。傳染

途徑以性接觸為主（68%），其中異性性接觸佔60.3%及同性性接觸佔7.7%；透過共用針

具注射毒品而受到感染佔13.4%。女性佔感染率的56.4%（女性及男性的比例為1.3:1），

當中有80.4%是從事於娛樂場所的外籍員工（非本地居民）的初次檢驗中發現（表二）。

	 剔除娛樂場所外籍員工的感染數目，由1986至2007年，澳門共錄得181宗愛滋病病毒

感染個案。傳播途徑的特徴如下：性接觸是主要的傳播途徑，佔總感染個案的38.1%（異性

性接觸佔29.3%與同性性接觸佔8.8%)，透過共用針具注射毒品傳播受到感染佔28.2%。

整體而言，男女性別感染率為3.2:1。

	 直至目前為止，愛滋病病毒在澳門蔓延的程度仍是有限。每年來自不同來源申報的個案

並不算高，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澳門居民在新增感染人數中所佔的比例有逐步上升的趨

勢，而娛樂場所外籍員工的比例則有所下降。現時性接觸仍是感染愛滋病的主要途徑，但是

由於共用針具注射毒品是愛滋病病毒傳播較高的一個途徑，故還須持續對吸毒人士的愛滋病

感染情況加以關注及監控，以避免愛滋病在此人群中擴散。

	 根據所呈報的數據分析，估計澳門愛滋病流行率約0.056%(56/10萬人口)，仍屬低感

染率地區(<	0.1%)。

		澳門愛滋病流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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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2007全年

1986年累計

至2007年

HIV AIDS HIV AIDS

男 12 5 169 33

女  9 0 219  7

種	族
中國籍  6 2  92 22

非中國籍 15 3 276 18

不詳  0 0  20  0

年	齡
成年人 21 5 378 39

小童(13歲或以下)  0 0   2  1

不詳  0 0   8  0

傳	染途徑
異性性接觸 12 1 234 14

同性性接觸  0 0  30  6

共用針具注射  1 1  52  6

輸血/血製成品  0 0    1*  0

母嬰傳播  0 0   1  1

不詳  8 3  70 13

總數 21 5 388 40

*	外地輸血感染

HIV：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AIDS：	愛滋病

資料來源：	澳門特別行政區衛生局	-	公共衛生化驗所

＜表二＞	澳門愛滋病統計資料



維持工作小組的運作

	 委員會自成立以來，每年均定期舉行會議聽取各界別代表的意見並商討各項預防策略。

委員會於2007年內舉行了兩次會議，共決議了兩個工作小組的重組，一個工作小組的更

名，並帶領吸毒者援害計劃的討論和諮詢，也就多項工作小組提出的計劃和建議作出決議。

	

	 2007年，藉各部門及團體的努力，已建立多項策略性計劃並完成多項培訓、調查及宣

傳工作，茲摘要整理如下：

		政策討論

開展緩害計劃諮詢過程

	 2006委員會的重點工作之一是研究及討論美沙酮替代治療及針具交換等緩害計劃的可

行性及推行策略。2007年，已全面開展美沙酮服務，曾接受服務的人數超過90人。委員會

並正準備將服務拓展，延長服務時間，增加服務點，以及開展在監獄及羈留所內的服務。至

於針具交換的緩害計劃，年內已完成全面的資料搜集，將資料集結成諮詢文本，完成委員會

的內部討論，並將按委員的意見針對性地向本澳特定群體展開進一步的諮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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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於2005年11月21日作出批示，成立防治愛滋病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社會文

化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衛生局、社工局、教青局、司法警察局、監獄、鏡湖醫院、理

工學院高等衛生學校、鏡湖護理學院、中華醫學會、執業西醫公會、紅十字會、明愛、工

聯、街坊總會、同善堂等部門和民間組織的代表。宗旨是透過不同領域的公共部門、社團及

組織，策劃及推動愛滋病的預防及控制工作，以遏止愛滋病的傳播。

	 防治愛滋病委員會秘書處由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傳染病防制暨疾病監測部擔任。

委員會下設六個專責小組：濫藥者愛滋病防治小組、安全性行為推廣小組、青少年性健康推

廣及監測小組、衛生工作者防治性病/愛滋病培訓小組、愛滋病感染者跟進聯絡小組和血液

安全保障專責小組。

防治愛滋病委員會

2007年委員會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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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監測

	 經委員會倡議，公共衛生化驗所於7月正式開展	“市民不記名愛滋病抗體檢測服務”，

為不願意透露個人資料的本澳市民提供檢測服務，以加強監測工作。同時，簡化及完善血液

樣本轉介檢測的程序，以便利非政府醫療場所將懷疑病例的樣本轉介公共衛生化驗所進行愛

滋病的確定檢測。

	

	 同時，為加強監測網絡及推動私人醫務團體的參與，委員會正推行“非政府醫療機構性

病/愛滋病防治合作計劃”，其中第一階段醫護人員的部份培訓工作已於2007年內完成。

開展高危人群的危險因素調查及宣傳教育

	 2006年內擬定的多項研究和調查，如“澳門女性娛樂業從業者的健康行為評估、教

育及預防”研究和“澳門酒店類場所愛滋病資訊/安全套提供情況及意願問卷調查”分別於

2007年內順利展開和完成。前者已完成第一期的街頭及賓館性工作者之資料收集工作，後

者已完成資料收集和分析，並將於2008年內完成報告，以就未來的預防及干預工作提供參

考基礎。	

落實一般人群危險因素調查及宣傳教育

	 ＊	青年⧸學生性教育

	 研究如何將性教育納入常規課程的“澳門性教育課程研究”已於六月展開，內容包括聚

焦小組及問卷調查，對象涵蓋學生、教員及家長，預計2008年完成。

	 此外，為喚起教育及社會服務機構對青少年性教育及愛滋病預防教育的重視，於

2007年10月舉行“澳門高中學生對愛滋病的知識、態度及行為調查結果發佈及交流會”，

會上除發佈了於2006年內完成的本澳調查

的結果外，還邀請香港的專家學者及教育界

工作者分享香港的現況，以及在中小學推行

愛滋病預防教育的成功經驗。在同月，亦為

機構及學校前線人員開辦愛滋病預防教育及

諮詢輔導工作坊，以推動前線人員在其職場

中舉辦愛滋病預防教育的活動。

 	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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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型宣傳活動

	 為加強市民對愛滋病的認識，同時配合世界愛滋病日（12月1日）的宣傳，委員會在

12月2日進行“世界愛滋病日嘉年華2007”，主題為“領導社群、共抗愛滋”。該活動由

委員會主辦，由不同政府部門和社會群體共同參

與籌備及組織。嘉年華以三十多個部門及社團共

同宣讀“紅絲帶宣言”揭開序幕，隨後舞台上以

樂隊表演、嘻哈舞蹈和話劇表演向市民介紹正確

的愛滋病知識、全球及本澳愛滋病的流行情況等

資訊，加上活動中的攤位遊戲、展覽和摸彩等豐

富節目，共吸引了數千人次的市民參與。

建設社群能力，推動社區參與

	 為持續鼓勵和推動社會不同組織及團體參與及開展深入社區的愛滋病預防工作，委員

會首次舉辦“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以資助民間社團及學校在社區舉辦各項預防教育及

宣傳活動，共甄選出十個活動計劃予以

資助，活動完結後會邀請活動機構參

與分享會，以鼓勵更多社團的參與。

2007年內，委員會亦以不同形式資助

或協助多個社會團體的活動，包括工會

聯合總會屬下工人醫療所舉辦的“愛滋

病檢測及防治健康講座”及“全民認滋

知多少”大型愛滋病宣傳活動、“澳門



關懷愛滋協會”在世界愛病日的街頭宣傳活動以及

泰國駐香港領事館的職安健講座。

	 委員會亦於11月內舉行“性在安全-東亞及東

南亞愛滋病宣傳品展覽”，作為世界愛滋病日宣傳

活動的前奏，務求推介更多創新的宣傳設計，並以

不同形式的活動迎合不同階層及年齡的市民。

教育培訓

	 2007年內委員會秘書處及各工作小組均積極推行各項內部及對外的培訓及交流活

動，以期提昇各工作成員、社團組織及醫護人員在愛滋病服務的知識及技巧。包括派員出

席區域及國際性會議，如粵港澳傳染病防治會議

及2007華人健康平台，以及8月在斯里蘭卡舉行

的“第八屆亞太區國際愛滋病會議”，派員參加由

世衛組織安排的愛滋病培訓工作，以及前往香港參

觀提供性教育的服務機構和九龍灣愛滋病中心等進

行交流及觀摩。同時，亦於10月至11月期間與香

港中文大學合作舉辦“愛滋病新知工作坊”，合共

四場次，共有逾300名本澳現職醫護人員和醫療學

術機構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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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監獄

	 澳門監獄的主要職能除了對被囚禁者執行剝奪自由刑罰及羈押收容所採取之相應措施

外，並為他們提供社會援助、心理輔導、醫療護理、保健、戒毒治療與復康、職業培訓、教

育、文娛康樂活動等，目的是使被囚禁者在服刑期間改過自新，並為重返社會後建立新生活

作準備。

藥物依賴防治工作

  澳門監獄職能簡介

		監獄中濫用藥物之囚犯/嫌犯相關的統計數字

入獄時有濫藥習慣之囚犯/嫌犯人數持續下降

	 根據監獄之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07年12月31日在囚總人數為812人，其中男性有

724人，女性有88人。而2007年入獄之囚犯/嫌犯共有337人，其中男性有279人，女性

有58人。於本年度入獄且有濫用藥物習慣之囚犯/嫌犯較上年有輕微下降，從上年50人下降

至49人，當中男性有45人，女性則只有4人。與2006年比較，本年度女性之囚犯/嫌犯有

濫藥習慣下降明顯。從最近四年之統計數字來看，入獄之囚犯/嫌犯有濫藥習慣的則持續下

降。

＜圖一＞	2004-2007年入獄且有濫藥習慣之囚犯/嫌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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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入獄時有濫藥習慣之囚犯/嫌犯特徵

	 本年度入獄時有濫藥習慣之囚犯/嫌犯中，首次濫藥年齡最年輕為15歲(最年輕入獄者為

16歲)，最年長為47歲，15-18歲便首次濫藥共有14人，佔整體人數約三成。而濫藥者主

要以澳門人居多，以澳門為居住地，約有35人，佔七成多人，其次是以內地作為居住地，

約10人，佔二成多，其餘為居於香港、馬來西亞、緬甸及台灣等，由此可見濫藥之囚犯/嫌

犯仍以澳門人為主，其次為內地人。而他們的工作狀況方面，濫藥者有近一半失業，一成人

間斷工作，只有三成人有穩定之工作，由此得知在入獄前，濫藥者失業情況嚴重。

	 本年度入獄者濫用的物質仍以海洛英為主，有22人，約佔45%，其次為搖頭丸、

K仔、麻古及大麻，有19人，約佔39%，其餘為濫用冰毒等。與上一年比較，本年度濫用

搖頭丸、K仔、麻古及大麻之入獄者較上一年(約15%)比較，有明顯上升。而濫用海洛英之

入獄者上一年為80%，與本年度比較，濫用海洛英之入獄者則有明顯下降。

＜圖二＞	2006、2007年入獄且有濫藥習慣之囚犯/嫌犯所濫用之物質	(以百分比計算)

	 總括本年度有濫藥習慣之囚犯/嫌犯之統計，濫用海洛英的情況開始有明顯減少，但在

22名濫用海洛英者中，有17名有犯罪記錄(本年度有21名濫藥者有犯罪記錄，詳見圖三)，

佔81%。可見濫用海洛英與其他物質者之比較，濫用海洛英再犯罪的可能性較高。不過由於

本年度濫用搖頭丸、K仔、麻古及大麻之人數上升明顯，相信未來有需要加強這方面之相關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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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前二年因為共用針筒而感染愛滋病的情況有明顯的上升，監獄為了回應社會方面的

需要，與澳門社會工作局合作，針對有關共用針筒而感染愛滋病者，提供講座、輔導等方面

的教育及支援工作，以提高愛滋病帶菌者對其所患病之病理認識，緩解其情緒。經過一年多

時間的工作，參與者均表示上述的教育及支持工作，能有效幫助他們認清其所感染之疾病，

亦減輕他們心理上的負擔，情緒亦得到紓解。另一方面，向獄中服刑人士提供毒品禍害訊息

的毒品禍害講座，亦是本年之重點工作之一。在得到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青少年拓展部的

支持，開辦有關青少年濫藥禍害之講座，讓參加的在囚人能認識到現時社會上青少年流行濫

用之物質及後果。

 	總結

  復康小組簡介

	 基於有相當數目的囚犯在入獄前已有濫用藥物的經驗，並且很多都因為濫用藥物而導致

犯罪入獄。因此，獄方於1997年成立復康小組，為有濫藥的男性囚犯提供自願性的戒毒復

康服務，目的是協助他們戒除濫藥的習慣、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及灌輸毒害的知識，同時為

預防再次重吸及再犯罪。

＜圖三＞	入獄的濫藥者的犯罪記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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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設施

	 復康小組設於澳門監獄男子監倉區第五座五樓，內裏設有飯廳、綜合活動室、工作室、

運動室、閱覧室及供小組學員住宿的囚室。獄方每年都會因應需要而購置一些新的器材及物

品，以改善小組內的設施。

(二)	治療模式

	 因應藥物依賴者之特性、戒毒治療復康服務之需要性及考慮到獄中之實際條件及人力資

源等因素，治療模式主要採用認知行為治療法（Cognitive-behavior Approach），協助學員

糾正濫藥的錯誤認知，認識清楚吸毒的真正害處及嚴重後果，矯正不良之行為及學習良好之

行為，學習新的生活經驗及技巧來處理日常之生活壓力及人際關係等，以激勵學員決心放棄

濫用藥物之偏差行為及建立新的生活。	

(三)	活動內容

	 本年度復康小組的活動內容有專題講座、個別心理輔導、小組心理輔導、人際溝通工作

坊、健身運動、主題分享、小組會議及每週金句等等，目的是透過系列的活動使學員對違禁

藥物增加認知、學習克服心癮、拒絕毒品的技巧，以及加強學員們的自信心。另外，在學員

加入小組之後，他們均須填寫一份評估問卷，藉著該評估問卷去了解及評估學員的某些特質

及狀況，以便對學員進行心理輔導及跟進工作。	

(四)	治療期及人數

	 戒毒復康計劃的療程為期二年，學員在完成了一年的課程後，將會按個人的進度來決定

可否進入第二年的課程，務求學員們能有更多時間學習持守及工作技能。復康小組最多可提

供二十個名額給男性囚犯申請，不分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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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依賴防治工作

		未來工作展望

	 在未來一年，獄方會繼續回應曾有濫藥習慣之服刑人的需要，除舉辦認識毒品禍害之講

座，以加強預防濫用藥物的工作外，亦會繼續加強有關預防愛滋病之相關宣傳及預防工作，

為不幸感染愛滋病之服刑人提供輔導及病理教育的工作，以協助愛滋病患者緩解其染病後所

產生的情緒，並教育他們以負責任之態度去對待自己及社會。另外，考慮到部份在囚人對愛

滋病的認識不多，亦會組織教育講座，教導在囚人正確對待有關的疾病及做好預防措施，防

止染上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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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依賴防治工作

圖為對抗愛滋病計劃之部份教育內容

圖為參加毒品禍害講座之

在囚人參與認識自我的遊戲活動

圖為澳門新生命團契青少年拓展部

為獄中在囚人提供毒品禍害講座

圖為參加對抗愛滋病計劃之

在囚人對教育內容進行討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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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士提反會應許之家
．澳門青年挑戰中心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澳門更新互助會
．戒煙保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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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戒毒工作

聖士提反會應許之家

		簡介

	 聖士提反會應許之家成立於1987年，	隊工及服務隨即於該年展開。

	 早於1966年，該會之創辦人潘靈卓女士開始在香港九龍城寨內開辦青年中心，為區內

之青年及失學少年提供服務，帶給一些易受三合會及犯罪集團引誘的青少年人有新生盼望。

聖士提反會現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成員。

		2007年工作簡介

（1）	外展

	 －	 舉辦青少年活動，透過討論、遊戲，讓青少年定立正確人生觀，鼓勵他們發展		

	 	 潛能，亦以活動使青少年了解濫藥之禍害。

	 －	 隊工會接觸不同類別之低下階層，協助他們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2）	戒毒及康復

	 －	 提供輔導及意見予濫藥人士，鼓勵他們建立新的生活模式。

	 －		用“再教養”法，幫助濫藥者了解及處理濫用藥物之根源問題，使其身心得到醫	

	 	 治。

	 －		提供為期不少於一年的康復計劃，以家庭模式為藍本，協助濫藥者戒除毒癮。

	 －	 提供訓練使康復者也能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之人士。

	 －	 跟進已完成及離開“康復計劃”之成員，並提供定期聚會。

	 －	 為濫藥者家人提供支持及意見。

（3）	展望

	 －	 培訓同工及義工為社區服務。

	 －	 於社區內舉辦宣傳活動，使區內人士明白濫藥之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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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戒毒工作

澳門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男子)

	 澳門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是由葡藉牧師加文狄先生所創立，加牧師在1987年發現位

於路環的一個山谷，谷內只有一座荒廢已久的石屋，加牧師認為這環境十分適合開展福音戒

毒之事工，因此向政府申請借用該地，而澳門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於1989年正式投入服

務。

　　中心提供之服務是為期最少一年的福音戒毒住宿課程計劃，主要目標是提供合適的環

境，採用非藥物治療方法，從生理和心理上幫助吸毒或藥物濫用者戒除毒癮並進行康復治

療。隨著近年青少年濫用藥物個案持續上升，由以往吸食海洛英至現今吸食軟性毒品的趨

勢，低齡化濫用藥物日漸嚴重。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本著教育方面出發，有必要及早讓新

一代青少年學習尊重及承擔社會的責任，	因此“青年挑戰”更藉著基督醫治創傷及生命影響

生命的信念，開始把對象擴闊至關注濫用藥物之青少年身上，配合多元智能的發展模式，協

助他們改變舊生命及重整家庭關係網，直至成功投身社會。

		機構簡介

社區預防教育

	 為了開展及強化青少年關注濫用藥物情況，並且因應澳門社會急速變化及家庭功能退化

的現象，預防工作教育正是目前有需要跟進的任務，因此，中心繼續舉辦不同形式活動，讓

青少年嘗試持續吸收課餘的知識及學習提升拒絕濫藥的技巧。活動模式以工作坊、戶外活動

及體驗營為主，從活動中他們會嘗試突破自己能力的遊戲及富有挑戰性的户外競技項目，透

過活動過程讓青少年對自身有著更深徹之瞭解、對自我能力有所領悟，還可增強對個人的信

心與價值觀，並且藉著工作人員過往在中心所得之寶貴經驗及洞察力，直接實踐於與青少年

相處及活動帶領上。

		2007年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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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工作坊”劃上休止符號

	 隨著中心多元化的發展，中心致力發掘不同形式之工種，讓學員能豐富在課程中所學及

加深多方面的體驗，作為重返社會前的就業實習機會。在2006年間中心開設了“迦南飲食

”工作坊，在看似順利運作期間，出現了經營牌照上無法解決問題，及後更不幸遇上工作人

員嚴重流失，造成對有關培訓及優質的飲食服務不能順利運作的情況，在兩難的局面底下，

於2007本年夏季中心決定結束營業，讓中心歷來能希望能運作一所職業工作坊的夢想，再

一次劃上休止符號。

中心蛻變情況

	 近年，青少年濫藥問題已受到社會廣泛關注，隨著社區形態、個人生活模式及經濟發展

的改變，青少年濫用藥物的情況開始呈現，較為哄動的是2006年年尾五名於卡拉OK酒吧

任職侍應及酒保的青少年男女，在任職酒吧內販毒，期間向熟客提供及販賣“K仔”，並被

警方拘捕。中心深知青少年濫用藥物漸趨嚴重，為免青少年再深受其害，因此本中心為青少

年服務開展作準備，致力為濫用藥物青少年提供戒毒服務、輔導服務、群體生活教育及職業

訓練等等，從而協助他們脫離癮癖，鼓勵他們積極面對人生，重新融入家庭及主流社會，實

踐“全人關懷”精神，回應他們身、心、靈和社交需要，讓他們活出整全的生命。

	 為了掌握未來青少年事工發展之方向及模式，其事工之運作與處理模式也殊不盡同，對

各同工而言也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心理調適及工作重整。因此，強化各同工對青少年事工之承

擔與能力是中心的一大前題。在過去一年的調整下，經歷了不同程度的重要變化（如：人員

流失、新院舍基建問題及資源重組等等），且都面對重重障礙及挑戰。基此，讓各同工都參

與及共同經歷，去為來年青少年院舍的生活管理規則、人員調配、教育模式及工作信念等等

都作出適度的調配，方能作出人員與資源上有效地運作及發展。

民間戒毒工作



男子宿舍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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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戒毒工作

	 隨著發展青少年事工如箭在弦，期望將“青年挑戰”精神能夠薪火相傳，讓有需要的青

少年得到支援及協助，並朝著共同的目標進發，因此，青年挑戰中心未來的重點工作包括：

1.	 為即將開幕的新院舍做準備；

2.	 讓籌備已久的青少年事工得以順利過渡；

3.	 隨著事工的擴展及協調整體運作，增加不同工種的人員及培訓義工；

4.	 加強對員工的專業培訓，讓同工可以提升專業知識及技巧，為配合新院舍打好基礎；

5.	 重組及發展青少年外展事工。

青少年戶外校園活動講座

歷奇活動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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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希望之家（女子）

	 隨著近年經濟發展迅速，有關負面問題已蔓延至社會關注的層面，尤其女性吸毒的求助

個案有上升的趨勢，因應社會現狀及需要，於1995年開始成立希望之家(女子戒毒中心)，

初期於路環石排灣白粉村之地段提供服務，及後由於人力資源缺乏以及路環的社會發展的

影響，在運作上遇到重重困難，在2001年底遷離有關地段並暫停女子中心戒毒服務，直至

2003年經社會工作局協助下，在原男子中心地段重建了一座二層高的女子戒毒院舍，女子

戒毒中心得重新投入服務，為女性戒毒者提供為期最少一年之住院戒毒服務。

民間戒毒工作

			機構簡介

		2007年中心活動

交流學習以迎接新挑戰

	 鑒於澳門青少年濫藥的情況日趨嚴重，中心除了與本澳的機構討論相應策略外，亦遠赴

新加坡“青年挑戰”作實地考察與進行專業交流。這次的探訪活動，對於中心日後的運作和

矯治濫藥的系統工作上，掌握了不少理念，除進一步優化中心的服務與運作上的素質外，對

於濫藥青少年的心理及行為的矯治技術上，亦有了基礎性的探討及經驗，讓各同工面對青少

年工作的時候，有更針對性的妥善處理方法。

建立個人技能

	 中心為了讓學員在重返社會前，強化個人發展及成長，在基礎技能上透過開設不同形式

之課程，建立她們的自我形象。如：電腦基礎課程、侍應服務培訓及廚藝學習班等等。透過

一系列課程活動，讓她們建立未來的方向及以正面行動加強個人學習動機，藉此提昇學員的

能力，在投身社會之時，能擁有一些基本的技能。

強化社區關愛

	 隨著中心日常基本運作及職業培訓外，中心亦讓學員提昇社會關懷的機會，建立關心弱

勢社群態度及珍惜生命的理念，因此，透過到訪本澳不同社會服務機構進行義務工作，目的

是讓學員參與工作及建立良好的溝通技巧，並作出相應的輔導及跟進，促進學員在重返路上

有良好的心態去面對社會的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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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戒毒工作

1.		 期望於女子中心發展青少年外展事工。

2.		 藉著未來推行多元化課程，強化學員的學習動機與及重投社會之基本技能。

3.		 運用社區資源來擴闊學員的康體與社交等能力，從而讓她們更有把握地融入社會。

		未來展望

青少年校園活動

中心家庭聚會女子宿舍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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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葡文簡稱ARTM，是一所非牟利機構。自1993年紥根於澳門，至今

已有十多年以“治療社區”模式為有志戒毒康復人士提供住院式藥物脫癮及復康服務的經

驗。該會所提供的戒毒復康治療會根據每位學員的獨特需要，從生理、心理、社會三個層面

來協助學員擺脫毒癮及重過新生，而療程為期最少一年，當中包括：群體生活、責任培養、

朋輩輔導、社會心理輔導、治療小組、專題教育講座、職業訓練、社區活動、文康活動、興

趣培養以及家屬支援小組等形式，目的是加深學員對自己吸毒問題和個人問題的了解，促進

個人成長、協助重建學員與家人的關係，以及協助學員重投社會並開展新的健康生活模式。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機構簡介

		理念

	 康復的意義不僅僅是入住戒毒中心，或者渡過一年的戒毒療程，更重要的是生命上真正

的轉變，建立新的角度去察看世界，重建自尊、誠實、尊嚴和自律。一個人需要重生就必須

剪除過去，特別是一些“過往的同道中人”，而剪除過去不一定需要忘記以往所有的經歷，

而是藉過去的經歷來提防將來有可能發生的危險。在澳門戒毒康復協會，“決心”這兩個字

是很重要的，更要時常將這兩個字放在心中，才能夠跨過所有的障礙及獲得成功。

		2007年中心活動

（一）學員培訓系列：

	 為強化該會學員的生活技能及工作技能，肯定自我的價值，並提高學員自力更生的能

力及信心，好讓他們重回社會後亦能回饋社會，該會承接過往的經驗，不斷為學員提供合適

的知識及技能培訓課程。透過該會安排之一系列的培訓課程，學員除了掌握到相關的知識及

技術外，於整個系列培訓活動當中亦同時培養了學員的耐心、尊重別人的精神、終身學習的

意識、以及自給自足才能適應未來新生活等訊息。最終目的是為了讓該會學員在重踏社會之

前，先建立好更穩固的基礎。

民間戒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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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工作局的財政資助下，2007學員培訓系列課程包括了：

1.	電工入門課程

	 在澳門勞工事務局的技術支援之下，成功舉辦了為

期兩個多個月的電工入門課程，學員在專業導師的指導

下學到有關電的計算、觸電保護、儀錶的運用、電工相

關之實際操作技巧及專業理論等。

2.	電腦操作及中文輸入法基礎課程

	 電腦作為現代社會的主要應用工具，於不同場所都

有機會遇上，為增強該會學員於重踏社會時在職場上的

競爭力及生活上之適應力，該會一直致力為學員提供電

腦培訓的機會。該會學員在專業導師的指導下掌握了電

腦操作之基本技巧、微軟視窗之基本應用，以及中文輸

入法。

3.	英語基礎課程

	 鑒於今天的澳門社會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要求於各行各業都十分普遍，為拉

近該會學員於康復後與社會要求的距離，該會除了為學

員安排專業的技術課程外，同時亦安排了英語課程。在

外籍英語教師的指導之下，讓該會學員掌握了日常生活

應用必須的英語詞彙，以及基本的英語聽寫能力。

4.	音樂興趣小組

	 為培養該會學員對音樂的熱愛以及作為一種情緒紓緩的其中一種方法，於2007年下

旬該會舉辦了為期三個月的爵士鼓音樂興趣班，在資深音樂導師的指導之下讓該會學員初

嘗“打鼓”的樂趣，亦重新組成了以宣揚積極人生及健康生活等訊息為主的「朝陽樂隊」，

當中成員包括該會五位學員和兩名職員。於同年12月下旬，朝陽樂隊得到了澳門繁榮促進

會綜合服務中心之邀請，作為其禁毒活動之其中一個表演項目。事後各學員都表示該次演出

增強了他們對音樂的新看法，並同時提升了他們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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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訪及社區活動：

1.“雪中送炭”探訪系列活動

	 在該會職員之帶領下全年共到訪過本澳八間不同類

型的社會服務機構，當中包括：主教山兒童中心、澳門

鏡湖醫院康寧中心、少年感化院、澳門扶康會（寶翠中

心）、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紅十字會、澳門盲人重

建中心以及澳門街坊總會老人服務中心。

	 該會學員在每次探訪活動中都表現得萬分投入，透

過魔術表演、唱歌以及贈送禮品等活動來與受訪機構之服務使用者交流互動，使探訪活動能

在歡樂和關懷的氣氛下完成。學員事後於分享會中表示支持類似活動的舉辦，並指出該類活

動很有意義，亦有助他們了解澳門弱勢群體、培養愛心以及提升對社會的關注。

2.	第三屆禁毒籃球邀請賽

	 每年一度以禁毒為主題之籃球賽，目的是讓每位參

加者體會到運動所帶來的正面訊息及樂趣，同時亦有助

增進機構間之相互交流。2007年之禁毒籃球邀請賽得

到本澳五間機構團體的支持並派出隊伍參與該次活動，

當中包括：社會工作局、C&C公正律師事務所、澳門

基督教青年會、澳門葡人之家協會以及少年飛鷹。當日

約有100多人出席活動，氣氛熱烈，賽程緊湊，各隊均

以最佳狀態上陣，觀眾們都看得津津有味。跟隨活動後之燒烤晚會亦有近80人參加。整個

活動讓該會學員感受到社會人士對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增強了他們面對康復當中的挑戰和決

心。

3.	第四屆“向毒品說不”足球邀請賽

	 該會另一項主要社區活動是以“向毒品說不”為

主題的足球邀請賽，目的是為了宣揚健康體魄和拒絕

毒品的訊息，同時強調“自信心”、“進取心”和“決

心”是戒毒過程必須具備的態度。活動本身亦有助加強

所有戒毒機構及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和聯誼。2007年

之禁毒足球邀請賽得到本澳七間機構團體的支持，並派

出隊伍參與該次活動，當中包括：澳門社會工作局、司



法警察局、澳門監獄、葡文學校、C&C公正律師事務所、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以及澳門

基督教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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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工培訓及研討會

	 為了更有效地協助立志戒毒人士脫離毒癮以及重返社會，該會要求每位職員都必須抱有

持續學習新知識及提升服務質素的積極態度。於2007年該會除了積極派員參加由社會工作

局所安排的專業培訓課程外，亦先後進行了一系

列與愛滋病工作相關之培訓活動，當中包括派員

到香港九龍灣綜合治療中心和香港關懷愛滋作實

地考察及經驗交流、主辦一項名為“針對戒毒工

作之愛滋病個案處理”的工作坊，並得到了香港

戒毒會的協助派出兩位資深專業人士來澳作演講

嘉賓，內容對職工就愛滋病個案處理及跟進上都

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該會一向積極參與各類國際性研討會，而於2007年先後參加之國際性研討會包括：協

助籌備“第22屆IFNGO國際雙年研討會議”、參加聯合國毒品及犯罪辦公室（UNODC）

於泰國舉辦之交流會、參加“2007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議”、“第17屆IFNGO亞太

區非政府組織研討會議”以及協助籌備“跨越2008全球非政府組織論壇：亞太區諮詢會

議”。通過這些研討會，該會職工能與不同地區的專業人士分享及交流，亦了解到現時不同

地區在防治毒害工作上的最新情況以及需要加強注意的地方。

針對戒毒工作之愛滋病個案處理工作坊

2007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議 第22屆IFNGO國際雙年研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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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工作

	 由於藥物/物質濫用者之家屬長期困於傾訴

無門、左右為難及無助的問題下，家屬們所面對

的壓力亦相當之大，而當中所牽涉到的問題層面

可能會更多，例如：婚姻問題、子女及青少年問

題、經濟問題、家庭暴力問題等等。因此該會希

望能通過家屬支援小組，於社區內以每月一次定

期聚會的形式來建立一個互相支援的關懷網絡，

同時亦提供一個易於讓藥物/物質濫用者之家屬

尋求協助的平台。2007年家屬支援小組為該會

學員之家屬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以身心健康為主題的工作坊，在澳門科大醫院的協助

下為該會學員之家屬提供免費醫療保健諮詢、講座、家屬聯誼及文康活動等。

（五）外展工作

	 2007年該會進行了多次外展工作，以最直接的方法去接觸有藥物濫用/依賴行為的社

群。該會的外展工作主要針對有吸食海洛英習慣的群體，目的是為了宣揚禁毒的訊息，並勸

導他們戒除惡習；透過外展工作亦可獲得最新的藥物情報及相關群體的近況，以便作出有效

的對策。

	

	 另一方面，將正確的個人衛生及護理常識、傳染病（如：愛滋病毒、肝炎、性病等）的

預防知識、不共用針筒及針具等訊息教育給高危群體，亦成為外展工作的其中一環。依著減

低傷害（Harm	 Reduction）的理念，該會工作人員向針筒使用者派發附有清洗針筒方法的

宣傳禮物包，並向他們說明藥物濫用與傳染病的關係。

（六）其他發展

	 2007年該會繼續與澳門大學心理學學系合作，讓該學系其中兩名實習學生在該院的治

療中心進行150小時的實習，而實習內容包括個人輔導、小組治療、活動統籌以及一些簡單

的行政工作，好讓他們從實際工作中感受一下戒毒復康工作中的不同挑戰，這些都是他們在

課堂上所不能體會到的。

家屬支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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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07年該會在預防藥物濫用的工作上可以說是十分忙碌，如在本澳四間外語學校推

行預防藥物濫用講座，有葡文學校、加拿大學院、國際學校以及嘉諾撒聖心女子中學（英文

部），全年共有622位學生參加。另外也有不少民間機構到訪該會位於路環的治療中心，如

澳門少年飛鷹於2007年就有967位學生探訪該會，並在院舍內聽專人講解不同毒品對身心

的害處以及如何有效拒絕毒品的誘惑等。該會又於社會工作局的財政支助下，製作了一系列

帶有禁毒訊息的物品，例如：文件夾、原子筆、杯墊、海報以及禁毒漫畫等，這些物品都在

該會舉辦的禁毒活動中派發給參加對象，而杯墊就直接由該會職員派送到本澳各夜間消閒場

所，希望盡力將禁毒訊息推廣到社會上不同的角落。

	 該會亦設計了一套禁毒宣傳短片於澳門電視台播放，以本澳葡語及英語社區之青少年為

主要對象，內容圍繞物質濫用的後果，並提醒青少年要對自己選擇負責。

粵港澳禁毒交流體驗計劃到訪

澳門少年飛鷹來訪及聽預防濫藥講座

澳門義工協會到訪

預防濫藥之宣傳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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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	2007年入住情況

	 從以上圖表數字得知該會近年入住的情況：2007年總入住個案數字與過去四年的數字

相距不大，而成功完成的個案數字（8.7%）和再度入住的個案數字均較過往四年為低，新

入住個案數字為四年之高位。

	 上述數字反映出2006年入院接受治療而能堅持完成最少一年療程的個案較少，顯示

2006年入住的大多數學員都未能投入他們的最大決心和意志去克服個人問題及面對戒毒的

挑戰。由新入住個案之數字和總入住個案數字之比較，可知2007年該院所接收的學員大部

份都是首次進入該院舍（或於多年前曾在該院舍接受過治療而未能成功），而再度入住個案

數字之下降反映出於2006年未能成功的學員有可能仍受毒品的影響，可見該會之外展工作

還有擴大覆蓋範圍的需要。

	 兩位於2007年畢業離開的學員，現時已重返社會，並與他們的家人展開新的生活。截

至2008年3月份為止院舍內有八位學員。當中超過兩年的有三位，超過三個月的有兩位。

  展望

	 除繼續協助有志戒毒人士脫離毒品，重建新生以及舉辦各類型的活動、探訪、員工及學

員培訓、成長小組、家長小組以及對外交流等活動之外，2008年澳門戒毒康復協會將加強

對學員家屬的關懷，亦會將家屬支持小組的對象逐步擴大範圍而不僅僅限於學員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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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活動內容 日期

預防講座

葡文學校 全年

加拿大學院 全年

國際學校 全年

嘉諾撒聖心女子中學（英文部） 全年

外展工作
於澳門各毒品黑點進行“減低傷害”之工作 全年

於澳門各夜間消閒場所派發杯墊 全年

外出參觀探訪

2007參觀探訪系列活動：“雪中送炭” 全年

主教山兒童中心 04月07日

澳門鏡湖醫院康寧中心 06月06日

澳門少年感化院 07月19日

澳門扶康會（寶翠中心） 10月15日

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心明治小食店) 10月31日

紅十字會（醫療輔助服務中心） 11月24日

澳門盲人重建中心 12月12日

澳門街坊總會老人服務中心 2008年01月09日

來訪路環復康中心

澳門少年飛鷹 全年

粵港澳禁毒交流體驗計劃 01月12日

防治藥物依賴廳“談傳染病之感染預防” 03月26日

重光之家中途宿舍 05月11日

街總：兩岸三地青年義工交流 06月30日

基督教少年軍第一分隊 07月07日

豪江獅子會 09月23日

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成人教育部職業訓練中心） 11月08日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11月09日

澳門義工協會 12月02日

教育暨青年局（黑沙環青年活動中心） 12月09日

豪江獅子會 12月22日

澳門基督教青年協會YMCA 12月30日

	 得到澳門社會工作局的財政支助，該會將在2008年中於澳門開辦一間外展中心，期望

將外展工作發展得更加完善。屆時外展中心會提供免費午膳及沐浴的地方給予那些仍未有意

戒毒的人士，亦會向他們提供相關的教育及講座等不同類型的服務，期望將毒品對他們的傷

害及對社會的影響減低。



63

民間戒毒工作

活動性質 活動內容 日期

來訪路環復康中心

參觀澳門紅十字會 05月06日

主辦第五屆“向毒品說不”足球邀請賽 5月24,27日

參加新生命保齡球比賽 06月02日

參加“626國際禁毒日”活動 06月23日

參加“城市搜尋”活動 07月29日

出席澳門少年飛鷹十週年晚宴 09月02日

參加新生命象棋比賽 09月15日

出席澳門社工局40週年活動 09月15日

出席澳門“愛滋病宣言”活動 12月02日

參加澳門社工局聖誕節聯歡活動 12月08日

參加澳門繁榮促進會“禁毒勇者”活動 12月29日

學員培訓

2007學員培訓系列課程 全年

基礎英語課程 全年

學員電腦課程 全年

初級普通話課程 全年

焊接及噴涂課程 01月-02月

職工培訓

2007職員培訓系列課程：愛滋病課程 全年

參觀香港活力中心 04月18日

參觀香港九龍灣綜合治療中心 10月23月

主辨“針對戒毒工作之愛滋病個案處理”工作坊 12月17日

參觀“香港關懷愛滋” 2008年1月25日

參加“關懷愛滋愛多D”工作坊 06月14日

參加“非洲鼓應用於輔導工作”工作坊 08月01日

出席講座/工作坊

愛滋病諮詢輔導分享會 04月29日

科大醫院講座：酒精濫用 07月24日

科大醫院講座：衝擊波治療慢性前列腺炎 11月03日

研討會

出席“服務質素持續改進機制”研討會 04月28日

協辦第22屆IFNGO國際雙年研討會 05月12-18日

出席聖公會“北區青少年北上濫藥”調查發報會 05月26日

出席聯合國毒品及犯罪辦公室於泰國的交流會 09月份

出席2007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09月18-20日

協辦跨越2008全球非政府組織論壇亞太區諮詢會 10月31-11月01日

出席香港“減低傷害”研討會議 12月3日

出席第17屆	IFNGO亞太區非政府組織研討會（汶萊） 12月3-5日

家長工作 “2007遠親不如近鄰”家屬支援小組 全年



		簡介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以下簡稱“團契”）於1996年正式成立，為一間非牟利的福

音戒毒機構，秉承基督的愛，協助藥物濫用者戒除毒癮、重建家園及重返社會。新生命團契

是透過“福音的大能”改變一群藥物濫用者錯誤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他們對人生無望、被

家人及社會遺棄的境況中，給他們重現希望，重拾人的自信和價值。

		2007年工作簡介

	康復中心

學員入住統計

	 2007年，康復中心共有34名濫藥者（共41人次）入住，其中9名為首次入住，25名

為再次入住，每月最高入住人數為20人，最低入住人數為11人，平均每月入住人數為

14.9人（見圖表）。與去年比較，本年入住人數較2006年微升不足一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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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戒毒工作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康復中心及外展部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11
12 12

11

16 16

18 18
17

20

16

12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2007年學員入住情況

月				份 當月實際使用人數



65

民間戒毒工作

活動

員工培訓

●		家長工作—讓員工了解敍事治療法，反思現時在工作上的不足及可以改善的地方。

●			亞太區非政府組織會議及三地禁毒研討會—兩次會議多了員工的參與，大家從不同的角度

來學習，擴闊視野，增進對藥物防治的知識，使中心有效地發展會務。

學員培訓

●	“我有能力”就業小組﹣培訓學員學習實用家居維修知識，從而提升學員的自我肯定。

講師與同工們的合照

水喉維修小組



66

民間戒毒工作

●		“健康唔容易”— 加強現正接受戒毒康復治療的學員、戒毒康復人士及相關範疇社福人		

	 員在預防傳染病、預防復吸、預防過度濫藥及傷口處理等知識，從而教育及宣傳保護自	

	 己、減低傷害的意識。

●   Say	know	to	drugs	音樂會—透過音樂及過來人見證加強濫藥康復人士持守戒毒的動		

	 機，使市民對濫用藥物者有正面的認識。

●			比賽—年內舉行過象棋及釣魚比心賽。

釣魚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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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戒毒工作

“城市搜尋－禁毒之旅”汽車創意比賽

 此活動與社會工作局合辦，為本機構歷年來舉辦最大型的對外活動，籍此參與者認識本

澳戒毒服務機構的工作，提昇大眾的禁毒意識，喚起更多年青人重視毒品對身體及社會造成

的禍害。參賽者悉心為車輛打扮，貼上反吸毒的標語。

服務統計

		外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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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第一部份是宣傳推廣工作。外展部製作一些單張及海報，宣傳濫用藥物及共用針筒的危

險。到濫藥者經常出現的地方張貼，不定期舉辦一些與毒品有關的講座，邀請一些專業人士

講解怎樣預防再次濫用藥物，以減少藥物濫用者復吸的機會。透過這些宣傳和講座，讓人明

白毒品的禍害。

	 第二部份是常規性的外展工作。除了批核求助者的申請，還包括外展飯堂、家庭探訪、

監獄探訪、離院學員的跟進、街頭外展和處理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的轉介個案、贈送寒衣給

有需要人士。

“關懷隊――生命健康推廣計劃”外展活動

	 此活動的目的是藉由濫藥者的傳染病、身體健康、衛生問題作為工作介入點，協助濫

藥者認識健康的重要性及預防傳染病的訊息，提升濫藥者改善用藥衛生的意識。活動為期半

年，由招募義工、組成外展義工隊、制作外展物資、到黑點接觸濫藥者、舉辦燒烤活動等，

主要的策劃及執行都是由參與的同工、義工及學員等努力的成果。

  總結及展望

康復中心

	 團契推行服務至今，經過無數的高低起伏，今年更經歷了不少的挑戰。內部的挑戰包

括：學員入住率減少、管理層及職員的人事變動、外展流動車的增設和資助模式單一化等。

團契外部的挑戰包括︰美沙酮替代治療服務增加、跨境濫藥的泛濫、傳染病的蔓延、濫藥種

類的轉變及年輕化等，這些現象正在不斷衝擊社會及團契。因此，本著“以學員為本”的方

針，團契在未來一年的服務將多著重於學員在康復中心的發展及訓練。從康復的基本觀念開

始，重新以學員的角度及屬靈的角度，搜集不同的資料，聽取學員的困難，以期全面探索團

契服務不足之處，進而將團契重組及更新，做好對學員生命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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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戒毒工作

外展部

	 外展部同樣經歷重大的人事變動，包括被業主收回及員工離職，使外展的服務需要暫

停。這些危機促使外展部勇於求變，提升服務質素。來年，外展部將重整內部架構並與重光

之家（中途宿舍）合作，工作目標以街頭外展、跟進離院學員、向濫藥者宣揚緩減傷害意識

義工隊開會																						 燒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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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戒毒工作

重光之家

		機構簡介

	 重光之家在社會工作局的資助下於2001年成立，以濫藥人士為服務對象，重點透過職

前訓練、家庭輔導、個別輔導及團體聚會來進行工作，期能重新塑造新生命。重光之家不僅

是一“中途宿舍”，更是心靈的重建、信仰的造就，使濫藥人士能夠生命更新，克服誘惑，

離惡向善，重新建立自己，重投社會，正常就業生活，自力更生，回饋社會。

		2007年工作回顧

	 回顧2007年工作，重光之家為學員提供的職前訓練、離院跟進及預防學員復吸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大部份離院學員能堅持自己的承諾與信念，勇於克服困難，願為社會出一份

綿力。他們的進步，予以重光之家同工極大的鼓舞。然而，他們也遭遇到各種困難，就是社

會人士對他們的歧視，打擊他們的自信，令他們產生自卑，因此，社會人士的接納是協助他

們開展新生活的關鍵。

		在2007年的工作包括

於學員完成戒毒課程進階康復階段時，著重個人成長的訓練和

教育，透過公民教育活動，加強學員的公民意識，培養正確人

生觀；學習處理危機的方法和預防復吸的技巧，提昇自我管理

能力；透過參與社區義務工作，培養學員關心社會弱勢社群，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以及溝通技巧。

學員在院舍接受訓練，只是重投社會的過渡階段，學員能否重

投社會過正常生活，這與家庭對學員的支持及接納起著關鍵性

作用。在2007年院舍為輔導學員家庭做了大量的工作。

離開重光之家的學員，無論在適應社會環境、工作或家庭問題

上，都會遇到新的困難，從而衍生各種壓力而不能應付。故此，

學員離院九個月至一年時間內，社工會予以持續支援及跟進，了

解離院學員生活及工作狀況，定期舉辦康樂活動，鼓勵離院學員

積極參與小組分享，聯繫感情。

聯絡僱主，為有志投身就業市場的學員作就業轉介及進行職前

評估	。

1.	 公	 民	 德	 育	 教	 育：

2.	 家	 庭	 重	 建	 工	 作：

3.												跟進離院學員的工作	：

4.	 學	 員	 工	 作	 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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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月16日 康體日 踩單車⧸卡啦ok

1月 職前培訓⧸實驗農場 園藝種植⧸農耕種植(每周一次)	

2月2日 社會服務系列活動 探訪九澳老人院

2月11日 禁毒“毒斷、獨行”之hi	high	party 卡啦ok比賽

2月16日 新春慶祝會 春節聯歡

3月 職前培訓⧸實驗農場 園藝種植⧸農耕種植(每周一次)	

3月14日 社會服務系列活動 探訪仁慈堂安老院及協助清潔院舍

4月 職前培訓⧸實驗農場 園藝種植⧸農耕種植(每周一次)	

4月28日 更生互助會會慶 會慶聚餐

5月 職前培訓⧸實驗農場 園藝種植⧸農耕種植(每周一次)	

5月12日 濫藥調查報告發佈會 發佈青少年北上濫藥調查報告

6月 職前培訓⧸實驗農場 園藝種植⧸農耕種植(每周一次)	

6月23日 國際禁毒日 攤位遊戲

6月24日 畢業禮 聖經學院學生畢業典禮

7月 職前培訓⧸實驗農場 園藝種植⧸農耕種植(每周一次)	

7月29日 禁毒之旅－城市搜尋 以汽車作定點探訪禁毒機構

8月13日 濫藥調查報告 本澳大專生濫藥調查發佈會

8月18日 本澳社會保障情況 了解探討本澳社會保障

9月18日 社會重返更生研討會 更新人士重返社會

10月2日 燒烤同樂日 同工、義工、學員聯誼

10月6日 精神醫學研討會 濫藥人士與精神病

10月21日 遠離毒品、精彩人生禁毒活動 攤位遊戲

10月25日 成人教育終身學習研討會 推廣終身學習理念

11月 職前培訓 園藝種植(每周一次)

12月 職前培訓 園藝種植(每周一次)

12月21日 聖誕聯歡 聖誕聚餐

5.	 監	 	 獄	 	 事	 	 工：

2007年重光之家活動一覽對外活動

定期探訪在囚人士，介紹重光之家的服務宗旨，與監獄康復小

組的成員建立良好關係，當在囚人士離開監獄後，未能重拾信

心、重建新生時，重光之家將是他們重返社會，重建家庭的橋

樑。

		全年活動

	 中心除了提供生活輔導及訓練之外，還定期舉辦康樂及對外探望的義務活動。透過不同

類型的活動，以助學員身心全人發展，加強他們的社交能力，增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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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內容

2月5日 探訪東莞晨曦戒毒中心

3月24日 敍事治療法的應用

3月12日 藥物濫用知識講座

4月14日 戶外訓練營

5月14日 IFNGO無毒家庭國際研討會

5月18日 愛滋病宣傳教育、輔助與諮詢工作坊

5月20日 戶外工作工作坊

5月29日 關懷愛滋愛多D培訓課程

6月14日 探訪香港愛滋病服務機構

7月7日 NLP培訓課程

7月21日 探訪香港戒毒服務機構

8月31日至９月１日 設計及推行活動予高危濫藥青少年的概念及原理

9月18日 社會重返更生研討會

10月2日 探訪香港靈愛戒毒中心

培訓活動

		入住重光之家情況

2006年入住重光之家的學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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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入住重光之家的學員人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9 7 4 3 1 1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0 0 0 3 1 0

2006年學員重返社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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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07年7月至9月因院舍滲漏，暫停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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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年學員家人跟進情況

2006年 2007年

有跟進 36 34

無跟進 64 66

2007年學員重返社會的情況

保安員 文職 社會服務工作 建築業 復吸 入獄 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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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及展望

（一）總結

	 在過去一年，受到澳門社會變遷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重光之家出現人力資源不足，

缺乏禁毒專業知識與技能的人士支援，前線工作人員的培訓不足，工作人員的流失等等因素

影響，對院舍的正常運作及工作的延續性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同工們能克服困難，互相配

合，朝著共同的目標做好工作，不辜負社會各界及學員家人對重光之家的期望。	

	

	 近年來，澳門經濟發展蓬勃，失業人數持續減少，然而社會上仍有不少濫藥康復人士遇

到各種各樣的就業障礙，雖然有個別濫藥康復人士能找到工作，但都是體力勞動及短期替

工，極少數找到固定工作，故此，濫藥康復人士投身就業市場並不順暢。弱勢人士失業往往

衍生不少個人、家庭及社會問題，更對社會造成負擔。基此，重光之家不斷努力協助學員創

造就業機會，使學員早日融入社區，重返社會，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二）展望

	 未來的工作充滿挑戰和艱巨，特別在缺乏人力資源的情況下，重光之家仍會加強為服務

使用者提供職業復康服務，為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提供緊急暫宿服務，提供延續性的康復配

套服務，包括住宿、日間訓練、互助小組及職業復康等。尋找更多與商界合作的新機會，為

學員提供最新之就業市場動向及資訊，促進他們融入社區過自主的生活。我們深信，學員沒

有就業的機會，重返社會只是一句空話。

		在未來一年，重光之家將加強以下工作

將透過良好的評估管理，與個案建立關係及輔導工作，使個

案跟進服務更能有效地提供早期介入。另外，加強為離院人

士提供更完善的離院跟進服務。

來年會加強協助學員家庭重建工作，定期舉辦家庭聚會並邀請

學員家人共同參與，使學員和家人建立互信，重建和諧家庭。

在2008年將繼續積極推展監獄事工服務，為出獄人士重新融

入社會提供協助。

將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推行的戒毒工作，組織外展工作隊，到

本澳各區，向藥物濫用人士傳遞減低傷害訊息，為藥物濫用

人士提供相關支援與機構轉介，提供膳食及諮詢輔導等服務。

加強前線工作人員的培訓，提昇同工的專業知識和工作技

能，從而提昇服務質素。

1.	個	 	案	 	跟	 	進	 	工	 	作

2.	協	助	學	員	家	庭	重	建

3.	繼	續	推	展	監	獄	事	工

4.	加	強	外	展	服	務	工	作	

5.	前線工作人員的專業培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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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參與農耕種植

學員參與“夏日禁毒保齡球大賽”

中心學員休閒活動

學員探訪老人院

國際禁毒日攤位遊戲	

學員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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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為一間非牟利民間戒毒機構，成立於

1996年，一直為有濫用藥物之成年人提供服務。但因應社會的不斷

變遷，毒品種類亦層出不窮，於2003年增設青少年拓展部（Smart-

youth），並秉承耶穌基督愛人的精神，透過不同的工作手法，專責

協助、輔導有濫用藥物傾向或依賴之青少年戒除藥癮，讓他們不但

了解濫藥後對自己身體的影響，而且引導他們尋覓生命的意義，同

時中心也在預防濫藥的工作上進行基層及中層預防推廣。中心成立

目的是協助青少年遠離毒害，發掘個人潛能，實踐理想，活現生命

影響生命的意義。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 青少年拓展部

		青少年拓展部服務簡介：	

			服務內容

民間戒毒工作

1.	 外展工作
●		 接觸濫藥或高危之青少年

	 近年來青少年夜遊及“北上濫藥”情況有增加的趨勢，故此中心在關閘(圖片1)、卡拉

ＯＫ等青少年聚腳點為有濫藥傾向及高危之青少年進行即場輔導(圖片2)，並向他們灌輸濫

藥禍害的訊息，以引發他們戒藥的動機，並減低濫藥後所造成的傷害。

●	

●

●

	

●

	

●	

		2007年工作簡介

在夜間及深宵時段以外展手法主動接觸服務對象，讓他們明白濫藥對自身的禍害。

以緩減傷害（Harm	 Reduction）的介入手法協助青少年面對濫藥問題，並提供適切的濫

用藥物禍害訊息及健康教育，鼓勵濫藥之青少年減低濫藥行為及理性用藥，從而減低藥物

對身體的影響。

向服務對象提供適切的服務和輔導，包括以下幾方面：康體活動、專題講座及即場身體檢

查服務。開設不同的文娛康體活動、培訓，引發青少年正面的興趣，這些正面的興趣活動

會抽離他們在夜場流連的機會，從不同的技能和活動中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正面相交和人際

關係。

即場身體檢查服務就是在外展場地設立服務站，為喜好夜遊的青少年提供即時的簡單身體

檢查。

以服務對象為本的轉介工作，讓青少年取得更有效的服務，使他們透過不同的服務

在“愛”中成長。



●		 深宵外展及宣傳工作

	 中心派外展社工到的士高、卡拉ＯＫ等夜場及關閘駐守，

主動接觸喜歡夜遊的高危青少年，向他們灌輸濫藥禍害的訊

息。每逢週五和週六到關閘出境處及卡拉ＯＫ的場所門口，均

發現大批青少年衝關往內地通宵玩樂，或成群結隊走進Ｋ場消

遣。在不同的服務站中，社工會向青少年派發宣傳品(圖片3)和

帶有預防濫藥訊息的宣傳品(圖片4)。為了讓更多青少年能明白

濫藥對自身的禍害，本年度投放了更多的資源在外展工作上，

從上半年所接觸到757人次，增加到下半年的1,795人次，而

上半年派發的宣傳品有2,869份，下半年有2,734份，從接觸

人次和派發宣傳品的情況顯示，工作員的外展工作不但派發宣

傳品，亦透過派發宣傳品的過程中與有需要的青少年建立關

係，給與他們多些時間一起探討藥物對自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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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1

圖片2

圖片3
圖片4

●			 網路外展工作

	 在外展工作中，單是深宵的外展工作是不足夠的，因著

執法人員大力掃蕩的原故，有些濫藥青少年的濫藥地點有所

改變，由公眾娛樂場所轉移到“私竇”去吸食，更有一些青

少年是濫用咳藥水，這一群人士更難接觸。故此，中心以有

限的資源拓展一個新的試驗計劃，就是網路外展工作，其目

的是找著年青人上網習慣，在網上放一些年青人的健康常識

和濫藥對自身禍害的訊息。透過網上的討論，工作員鼓勵對

方正視自身的健康和主動去尋求社工的協助	。



79

民間戒毒工作

	2.	康體活動

	 中心舉辦不同的康體活動，透過“處境抽離”的理念幫助服務對象，我們深知他們無法

擺脫藥物的誘惑，必須有意識地改變其身處的環境，避免再次到濫藥的地方，協助青少年建

立正面形象和積極態度。2007年舉辦不同的康體活動包括：set頭化妝課程、燒烤活動、野

外歷險活動（圖片5）、結他班、英文班、打碟班、War Game（圖片6）、小型賽車活動

等。透過這類活動希望給予濫藥青少年的關愛和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

圖片5 圖片6

	3.	員工培訓系列
●		 教練技術工作坊

	 在工作的過程中，員工的培訓是不容忽視的，因此中心誠邀達人培訓支援中心首席導師

沈大衛先生向中心員工及實習社工教導作教練的技巧，因教練像一面鏡子，能反映對方的心

態。故此，透過是次的培訓工作，讓員工明白在接觸和輔導濫藥青少年時使對方洞悉自己，

就表現給予回應，讓對方及時調整心態，認清目標，並以最佳狀態創造成果。

●			 香港培訓系列

	 古語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心在外展工作的歷程中，對比鄰埠香港還有

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在往港機構探訪交流活動中，共參觀了三間機構，包括香港路德會青

怡中心、香港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圖片7）和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圖片8）。在一

連三日兩夜的參觀交流活動中，讓同工參考到香港外展服務的不同模式，以及擴闊同工之視

野，為澳門未來濫藥青少年服務提供更多適切性的方向。

圖片7 圖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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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宣傳拓展及社區教育工作

	 因應社會的急速發展，普遍家庭的生活水平相應提高，但急速發展的背後，呈現出各樣

的社會問題，青少年問題尤其突出，在2007年中，校園暴力事件不斷增加，而青少年的濫

藥、販毒等犯罪問題在報章上每月均有發生，故中心與澳門

社會服務中心合辦名為“譜出新篇章	 展出新姿彩”嘉年華活

動（圖片9），	目的是希望透過宣傳預防濫藥的訊息，不僅教

育青少年要預防受誘惑而服食毒品，同時亦關注近年青少年

濫藥問題漸趨嚴重，希望鼓勵家長和老師提高警覺，關心青

少年，並及早察覺青少年的濫藥問題。

	
	

	 中心工作員也到不同的學校開展預防濫用藥物的講座，

邀請朋輩輔導員講述濫藥對自身的禍害。（圖片10）

	 中心亦邀請澳門財經專業進修中心總監陳臻臻先生講述生

活理財的秘訣（圖片11），目的是讓一些曾有濫藥現重回正常

生活的青年人和一些有興趣認識理財秘訣的市民一起學習理財

之道。

		５.	其他工作
●			 學術交流

	 中心與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合辦“‘毒’斷獨行之青年與濫

藥問題發佈及交流會”（圖片12），主要是發佈“澳門大專生

對毒品的看法及到卡拉OK或的士高濫用藥物的情況調查”，而

中心亦發佈“青少年十項拒絕濫藥的理由”調查。

圖片9

圖片10

圖片11

圖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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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議

	 中心在2007年的“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上發表文章（圖

片13），呼籲社會不同的層面關注青少年濫藥的情況。

●	 “北上尋青交流活動”

	 中心與不同機構和學校社工，親身體驗青少年北上消遣的世界（圖

片14），也透過是次活動一起認識青少年濫用藥物後的行為模式。一

起為本地的青少年濫藥問題出謀獻策。

●			 香港大學社工同學會到訪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梁祖彬教授和曾潔雯博士帶領同

學會一行十多人到中心了解本澳的青少年濫藥預防工作及深宵外展情況

（圖片15）。

●			 家長工作

	 在青少年的濫藥問題中，責任不單在青少年的身上，而家長的品格、素質都是十分重要

的，中心為要讓更多家長了解青少年的成長危機，如夜歸、逃學或濫藥等問題，故中心舉行

了“More戒三重奏—家長篇”經驗分享會（圖片16），以及得美滿家庭協進會家長小組邀請，

由朋輩輔導員表達出自己濫藥的成因和當中的心路歷程（圖片17），讓家長們明白青少年的偏

差行為及濫藥的成因。

圖片13

圖片14

圖片15

圖片16 圖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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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及展望

	 青少年的濫藥情況有年輕化和複雜化趨勢，青少年北上濫藥的問題上不但變本加厲，而

且把在內地把用剩的藥物帶回澳，他們一方面要面對運毒的違法行為，有些還在夜場、學校

有販賣行徑，不但影響社會的安寧，而且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也有直接衝擊，令我們“扶

青”的一群像熱鍋上的螞蟻。

	 在過去的一年，青少年拓展部為扶助濫藥青少年的成長，加強深宵外展工作，還開設不

同的興趣班及活動。在拓展各類服務給青少年的同時，服務地點的空間及人力資源成為一個

很大的障礙，中心的空間難以拓展任何活動，只能給工作員辦公，所以在推展活動時須向不

同的社團租借地方，加重同事不少工作量。地方的限制也直接影響中心的工作和拓展，而且

人手及資源不足夠也影響團隊的士氣，所以在未來的日子會不斷凝聚團隊對工作的歸屬感和

熱誠，一方面需要增加服務地點，讓服務對象有更多活動空間，另一方面是人力資源的加

添，還需要加強員工的培訓，有效地協助濫藥青少年重拾健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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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9年開始，澳門的一些民間戒毒機構開始陸續設立戒毒院舍，以協助藥物濫用者

戒除對毒品的依賴。隨後十年間，由於經驗到康復者在重返社會的過程，因為個人技能不

足、欠缺謀生技能、未能即時適應社會等問題，使到復吸的機率增加。因此在一群成功戒除

毒癮人士的發起及政府的支持下，於2000年成立了澳門第一個戒毒康復自助社團—澳門更

新互助聯誼會，期望透過戒毒康復者互助鼓勵、互助協助與支持下，推動協助戒毒康復人士

更好的重返社會，發揮社會功能。並透過義務工作及探訪活動，協助他們肯定自我，建立

正向的社會形象，以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及接納。於2003年12月底經過會員大會商議後決

定，改名為“澳門更新互助會”。						

澳門更新互助會

		機構簡介

		2007年工作回顧

民間戒毒工作

	 澳門更新互助會屬下分成兩個部門，包括社會服務部及互助暨發展部（以下簡稱營運

部），社會服務部主要負責舉辦各類團康及培訓活動、為協助會員重返社會推行各項工作；

營運部是一項模擬真實工作場景的就業輔導服務，主要負責承接對外工程以及教授會員工作

技能，如清潔、滅蚊、裝修等。

		社會服務部

午膳服務

	 自創會以來，該會一直為會員提供免費午膳服務，以紓緩他們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的壓

力，2007年，共3,660人次享用該項服務。

交流培訓及康體活動

	 2007年，該會共舉辦了多項培訓課程，包括：水電維修、木工製作、機械及工具應用

培訓等，共85人次參與。由社會工作局舉辦有關防治藥物濫用知識的培訓，該會派出理監

事、會員及社工參與，共36人次出席。

	 在交流活動方面，2007年參與了香港培康聯會會慶和愛滋病研討會，並參與戒毒機構

所舉辦的禁毒計劃活動，如大專院校的禁毒活動等，除派出多名理監事成員及社工出席外，

亦鼓勵會員參與，豐富了對過來人的工作經驗及加強工作人員對藥物濫用的防治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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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體活動方面，共舉辦及參與了17項康體活動，包括節慶聯歡、會慶晚會、國際禁毒

日、林則徐攤位設計比賽及聖誔扮嘢大賽等，參與人數共328人次。

與香港培康聯會交流

親子同歡慶團圓	—	家長與子女參與小組遊戲

與香港明愛樂協會交流

義務工作

	 讓會員可發揮所長，貢獻社會，為社會的弱勢社群提供協助，該會安排多項義務工作，

如幫助獨居長者、殘障人士、精神病康復者等提供家居維修、清潔、滅蚊等服務，除此之

外，亦協助民間福利機構，透過實地訓練，強化工作技能，提升的競爭能力。

	 於2007年期間，在參與義務工作方面，共出隊72次，參與人數共28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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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長者更換燈泡協助會員家居清潔							

非常義工外展隊

	 非常義工外展隊於2004年成立，由戒毒康復者所組成，以減低傷害作為外展隊的計劃

理念。外展隊的工作包括：視察廢棄針筒的黑點、到各區撿拾廢棄針筒，派發宣傳單張及

派發安全套，加強藥物使用者、市民及性工作者對愛滋病病毒及其他傳染病的危機意識。

在2007年期間，撿拾針筒的出隊次數共22次，出席人數共108人次，撿拾廢棄針筒共

1,342支，派發宣傳單張的出隊次數共5次，出席人數共30人次。

後續跟進—外展服務

	 後續跟進—外展服務是一技由社工及過來人共同組成的後續跟進服務隊伍，主要透過家

訪面談、電話聯絡及法律諮詢等形式，主動接觸戒毒不久之康復者，協助他們適應戒毒後的

持守生活。2006年與社會工作局之戒毒綜合服務中心合作共創接院服務，向離院個案提供

即時輔導及支援，以助離院個案在離院的時候平伏心情，共同籌劃日後操守之路。

	 於2007年總計，與社工局合作的接院次數共28次。外展服務於該年的總服務人次共

1,711人次，服務形式以電話聯絡及面談為最多。

梯間鐵閘欄的針筒 點算檢獲的針筒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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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狀況

	 至從2007年12月，該會會員人數有160人，正式會員佔24人，受助會員佔136人。男

性佔149人，女性則佔11人，有98人居於澳門，其餘22人居於內地。年齡層方面，主要分

佈在41至60歲的層區，以51至55歲為最多，佔22%，其次為41至45歲，佔16%

  會員狀況統計

  營運部

對外承接工程

	 2007年營運部承接不同類型的工作，包括剪草、滅蚊、清潔、搬運、維修及洗冷氣等

工種項目。於2007年所承接之工程共有221次，以搬運、清潔及維修為主，參與人次共有

2,589人次，營業額為澳門幣393,089.30元正。

租車

清潔

搬運

滅蚊

維修

除草

2007年營運部服務統計（按類別）

41%

24%
3%1%

17%

14%

21%

79%

正式會員
受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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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數字

澳門更新互助會服務人次統計 2006年 2007年

社會服務部

外展個案服務人次 1,848 1,711

外展活動或聚會人次 545 83

會務偶發性活動人次 700 562

進出及午膳人次 3,295 3,660

營運部 營運部工作人次 2,169 2,338
總服務人次 8,557 8,354

  總結

	 本會成立至今，將邁向第八個週年，在社會服務、營運工作的項目上採取積極的態度，

不斷探索，以藥物濫用者之需要來調整各項服務的提供。

	 在社會服務方面，“家庭為本”仍是2007年的發展方向，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聚

會、鼓勵會員及其家人共同參與，加強相互間的溝通與關懷，同時增強會員間的聯繫，策動

其他會員互相幫助，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令本會會員間更團結。為向社會人士作社區教

育，建立戒毒康復者的正面形象，該會不斷鼓勵會員參與義務工作，包括義務清潔、義務滅

蚊、到黑點清理廢棄針筒等，同時，製作有關刊物，讓大眾從多角度瞭解戒毒康復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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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宣傳預防愛滋病訊息的工作上，該會會員關懷性工作者這一邊緣社群，向她們派發安

全套，培養利他的價值觀。

	 營運工作方面，開辦各項培訓課程，如機械、清潔、維修等，讓會員在重返社會的初

時，學習工作技能；承接各項工程，除可學以致用，亦能回饋社會，協助社會上有需要的

人。

  來年展望

	 2008年，該會將在原有的基礎上，強化各項服務及工作，加強各工作人員之專業及安

全意識。

家庭服務

	 增加探訪的工作，接觸會員的家人，瞭解他們的狀況，鼓勵參與各項親子活動，開拓以

其需要為本的服務。

工作培訓

	 開拓各項工種，加強營運部的培訓工作。除此之外，為著讓會員對各項工作程序的瞭

解，開辦工程管理的培訓課程，電腦培訓課程等。

社區教育

	 加強對外界的宣傳工作，強化“過來人”的正面形象，協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關懷獨

居長者、精神病患者等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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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煙保健會成立於1980年，宗旨是宣傅戒煙保健知識，推動反吸煙活動，保障人民健

康。該會由社會熱心人士組成，每年舉辦多項文娛體育活動。其後於1989年成立歐漢琛慈

善會，為一非牟利慈善社團，多年來為廣大市民提供多元化服務，並以樂助人群為服務宗

旨。戒煙保健會及歐漢琛慈善會一直開展多項預防吸煙及煙害知識的推廣及宣傳活動，近年

來有見市民及青少年吸煙情況有所增加，為提升全民對健康的關注，同時為邁向澳門為健康

城市的目標，因此戒煙保健會及歐漢琛慈善會遂與社會工作局合作，開展免費戒煙門診服

務，致力於反吸煙的工作。

	 戒煙保健會及歐漢琛慈善會於2004年間曾合作開展戒煙服務試驗計劃，至2005年2月

份正式開展歐漢琛慈善會“免費戒煙門診服務”，有關服務由社會工作局提供財政資助及技

術支援，而各項運作安排及服務提供則由歐漢琛慈善會專責。

戒煙保健會

		機構簡介

民間戒毒工作

戒煙保健會及歐漢琛慈善會免費戒煙門診服務

		宗旨及目標

	 輔助戒煙人士戒除吸煙的習慣，藉著戒煙資料的提供，使之了解吸煙對健康的危害及影

響，以鞏固對戒煙的持守力，及提升自身健康的素質。此外，亦透過輔導服務及戒煙藥物的

提供，以加強戒煙成效、提升個人自信心及能力。

  服務內容

1.	 向有意戒煙者提供服務諮詢；

2.	 提供戒煙前期及終期之醫護及心理評估，制定戒煙治療計劃；

3.	 提供免費戒煙藥物；

4.	 對戒煙者提供免費心理輔導；

5.	 舉行戒煙班，透過小組分享及互相支持作用，加強戒煙的持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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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年齡，所有有意戒煙的市民。

		服務對象

		申請服務手續

	 可致電28572929查詢，或於開診時間親臨桔仔街八十七號醫療部，可獲安排門診服

務。

歐漢琛慈善會免費戒煙門診總結
	 自2004年9月開展免費戒煙門診服務，在社會工作局贊助及支持，透過多位戒煙大

使努力及廣大市民、煙民的支持下，使戒煙工作得以順利進行。2007年戒煙人數達到

1,366人次，登記個案數有613人，戒煙成功率66%。詳情可見以下圖表:

＜表一＞	2007年全年戒煙門診男、女求診者如下

2007全年門診人數

月份 男初診 女初診 男複診 女複診

一月 59 10 58 5

二月 27 9 30 10

三月 28 20 44 30

四月 28 3 52 8

五月 13 10 54 20

六月 96 25 39 17

七月 20 5 67 4

八月 16 6 75 12

九月 24 6 56 9

十月 20 5 55 9

十一月 32 3 39 6

十二月 86 62 48 4

合計 449 164 617 136

總計 613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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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7年成功戒煙人數

成功者	 404

未成功者 209

＜表三＞	2005年至2007年求診個案

戒煙門診求診人數(2005-2007年)

2005年 人數/次 2006年 人數/次 2007年 人數/次

初診 277 初診 664 初診 613

複診 670 複診 917 複診 753
合計 947 合計 1,581 合計 1,366

	 2007年歐漢琛慈善會仍然持續地擴大宣傳戒煙保健知識，在各大報章上每天刊登免費

戒煙廣告及每半年出一本《戒煙與健康錄》。根據過往多年來舉辦澳門戒煙日嘉年華、澳門

健康日嘉年華、青少年學生戒煙圖畫及漫畫比賽、戒煙常識問答比賽、青少年禁煙禁毒話劇

比賽和戒煙講座，得到多間學校支持，使青少年學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吸煙危害健康危害社

會的教育，達到了預期目的。每年均組團探訪澳門、氹仔和路環各間老人院，派發禮物給長

者送上關心與歡樂，教育青年一代發揚敬老愛老的優良傳統。本會在過去內地同胞遭受洪水

災害時及時送上衣物，捐贈醫療器械協助當地衛生醫院等善舉。為加強本會工作，並參與社

會工作局的禁毒活動及衛生局推行的無煙食肆活動，與香港珠海地區衛生機構互訪，學習鄰

近地區控煙的先進經驗，如2007年兩次組團訪問香港衛生署控煙辨公室及香港吸煙與健康

委員會，與珠海衛生系統舉辦戒煙交流大會，9月份出席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參加社

會工作局主辦的戒煙戒毒培訓工作坊。10月份組團(六人)出席台灣 兩岸四地煙害防制研討

會，在會上介紹本澳戒煙狀況，並吸取中國、台灣、香港各地戒煙工作的經驗，回澳後舉行

記者招待會匯報赴台開會實況，進一步推動本澳反吸煙工作。本會仝人與過往一樣齊心協

力，堅持反吸煙宣傳工作，攤位遊戲、講座、展覽圖片和文藝表演等多種形式，向市民青少

年學生灌輸吸煙危害健康及如何戒煙等知識，誓把反吸煙行動進行到底，為營造澳門成為健

康城市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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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4年起至今每星期六下午舉辦戒煙班，邀請戒煙大使(10人)、戒煙成功者及戒煙者、

戒煙者家屬聚會，暢談戒煙心得、體會，互相交流戒煙經驗，達到互相鼓勵互助幫助，早日達

到成功戒除煙癮還一個健康體魄。成功戒煙者獲發獎狀，使戒煙者有成功感，亦組織他們旅遊

及參與文娛生活，加強聯繫。

		展望

	 鑑於近年青少年及婦女吸煙人數有增加趨勢及市民吸煙人數未見明顯下降，而世界潮流趨

向戒煙禁煙，為保障市民健康，保持環境清潔，空氣清新，響應澳門政府創建健康城市的號

召，本會仝人認為有必要加強宣傳無煙城市的好處，進一步落實反吸煙措施，建立美好人生。

在教育暨青年局、衛生局支持，特別是社會工作局在財政及技術上大力支持，贊助經費及全部

戒煙藥物。	與社會工作局合作開展的免費戒煙門診服務，自2004年9月下旬至今共接待了數千

人次煙民，為吸煙者提供戒煙藥物如戒煙貼及戒煙香口珠、戒煙嗅劑的同時，	並給他們心理輔

導，講解戒煙的重要性和戒煙方法，增強戒煙的信心、決心。

			

	 鑑於宣傳力度未夠，煙民對煙悟未高，所以戒煙問題仍需努力，仍有待政府、各社團機

構、市民的大力支持，使戒煙工作早日獲得更大成績，該會工作人員有信心和全力以赴，搞好

戒煙工作。

	 展望來年在政府各界努力下，本澳經濟仍持續發展增長、市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煙害

問題應有智慧和長遠視野去解決，採取積極有效措施控制煙害，目標是使澳門成為無煙城市。

一切以民眾福祉考量，我們的目的一定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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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漢琛慈善會、戒煙保健會、澳門健康協會

2007年活動一覽表

活動月份 活動名稱

全年 免費戒煙門診

3-5月 第三屆健康活力滿濠江籃球比賽

4月 赴香港訪問香港衛生署控煙辦公室

5月 澳門青少年學生戒煙圖畫及漫畫比賽

6月 戒煙與禁毒講座及頒獎典禮

6月 參加兩海坊會華佗先師寶誕

6月 參加社會工作局舉辦的戒煙戒毒培訓工作坊(2天)

6月 澳門戒煙日嘉年華活動(15周年)

7月 澳門無煙食肆

9月 戒煙保健會煙草控制法律諮詢記者招待會

9月 出席2007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9月 赴香港訪問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10月 出席台灣“兩岸四地”煙害防制研討會

10月 戒煙保健會召開記者招待會研討澳門煙草控制法律諮詢意見

10月 慶祝國慶五十八周年澳門敬老愛老聯歡宴會

11月 敬老愛老探訪活動(聖瑪利亞安老院)

11月 第三屆青年學生戒煙常識問答比賽

12月 出席環境健康國際學術會議

12月 青年學生禁煙禁毒話劇比賽

12月 澳門健康日嘉年華活動

12月 澳門珠海香洲衛生系統戒煙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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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好地掌握本澳濫藥情勢，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開展相關調查研究工作，2007年完成

一系列青少年濫藥調查，以及《健康生活教育課程成效評估研究報告》，此外，社會工作局

戒毒復康處一直有對戒毒求助個案和有關毒品判案之資料進行統計及分析，報告本澳濫藥數

據、戒毒者之傳染病情況，以及比較毒品罪案刑罰等重要參考資料。

	 承接2001年《澳門青少年與藥物調查研究》、2003年《澳門街頭青少年濫用藥物調

查》以及《澳門大專生與藥物調查研究》，社會工作局於2006年底至2007年期間，再度

委託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研究中心及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開展同類型的調查，追蹤近年

青少年濫藥之趨勢變化，分別有系統地針對不同類別之青少年群體進行調查，調查內容主要

包括：1）青少年對一般藥物之認知和態度；2）對常被濫用的物質之認知和接納程度；3）

評估青少年接觸各毒品之高危程度；4）推論實際接觸毒品之青少年比例；5）分析濫藥原

因及環境因素等。為增加樣本之代表性，是次研究除包括中學生、大專生及街頭青少年之

外，還增加高小學生組別，樣本數按次序分別為：2,261人、1,363人、165人及718人，

樣本總數為4,507人。此外，為深入了解青少年之濫藥情況，是次研究首次對48名青少年

學生進行深度訪談調查，以補充問卷調查之不足。

	 研究發現，各組別之在學青少年對一般藥物之使用，均有較正面的認知；對於使用丸

仔、大麻及海洛英普遍持謹慎態度，當中表示曾經有濫藥行為的學生比例保持在較低之水

平，共有89人，佔受訪學生的2.1%，使用之毒品以丸仔及大麻為主。而街頭青少年調查方

面，雖然對海洛英仍持審慎態度，但對各類新型毒品卻有較高之接納度，濫藥危機亦處於較

高水平，街頭青少年表示曾吸毒人數有39名，佔受訪者的23.6%，遠高於在學青少年之濫

藥比例。

	 在學部份的調查亦同時發現，青少年對煙酒之接納程度相對較高，而且隨年紀增長接納

度越高，表示曾有吸煙行為的比例依次如下：高小組有7.3%，中學生組有19.3%，大專生

則有21.4%；值得關注的是高小學生已有吸煙的情況。曾經飲酒比例依次如下：高小組有

調查研究工作

95

		青少年濫藥情況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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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中學生組有74.0%，大專生則有77.1%，大部份學生表示通常在節慶或生日聚會

上接觸過有酒精飲品，一般指啤酒和餐酒。而街頭青少年部份並沒有再就煙酒使用情況作調

查，因邊青大多有曾吸煙和飲酒之經驗。

	 綜合是次調查結果與早年之系列研究作比較，其趨勢變化主要有：1）在學青少年之整

體濫藥情況稍有下降（由過往錄得的3.9%下降至2.1%），生活圈中認識吸毒朋友之比例亦

有所減少。2）街頭青少年之濫藥情況有明顯上升（由18.1%上升至23.6%），多項高危指

標（認識吸毒人士的比例、拒絕毒品的決心、對毒品的戒心、較接納吸毒人士等）皆呈上升

趨勢。

	 從上述整個研究結果來看，本澳大部份青少年對毒品問題有一定的認知和抗拒能力，若

與鄰近地區作比較，青少年濫藥情況較為受控，與東南亞或歐美等地方比較，調查得出的在

學青少年濫藥比例亦相對為低。此外，新調查趨勢顯示在學學生的抗毒意識較高，濫藥情況

亦未見上升，反映出學校及政府有關部門近年對預防濫藥教育之重視並取得的成效，學校發

揮起保護網作用，學生有較多機會接受預防濫藥之專門教育及技能。但相反地，在街頭青少

年之研究則發現，邊青濫藥問題正趨惡化，濫藥比例之增幅明顯，危機不斷增加。隨著澳門

社會經濟急速發展，家庭結構轉變，出現了更多失學失業的青少年群體，顯然，脫離學校網

的青少年潛在著很大的濫藥風險。

	 無論如何，目前本澳防治濫藥的工作仍然面對著很多的挑戰，政府方面將繼續積極鞏固

學校網的預防濫藥工作，增加預防吸煙和酗酒的宣傳教育，強化面向邊青的防治濫藥外展服

務，以及加大拓展家長方面的預防教育。而類似的調查研究將會持續進行，以有效監控本澳

青少年濫藥情勢之變化，制訂相應之預防及治療措施，確保本澳的禁毒工作能與時並進。

	 有關調查報告的內容可於澳門禁毒網及社工局網上瀏覽及下載（www.antidrugs.gov.

mo/, www.ias.gov.mo/）。



澳門青少年濫用藥物之追蹤研究調查結果

(2006-2007)

受訪者表示曾經服用以下物質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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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 大專生 街頭青少年

丸仔
3.1%

3.5%
11.2%(K仔)

7.8%(搖頭丸)

大麻 2.8% 8.6%

海洛英 0.8% 1.5% 1.7%

總濫藥比例(人數) 3.4%	(108人) 4.3%	(154人) 18.1%	(21人)

樣本數目

(有效問卷數)
3,187人 3,599人 116人

在學與街青比較 3.9%		(262人/6,786人) 18.1%	

整體
4.1% 

(283人 / 6,902人)

澳門青少年濫用藥物之調查結果

(2001-2003)

受訪者表示曾經服用以下物質之情況：

高小 中學生 大專生 街頭青少年

丸仔/K仔

0.6%
2.3% 2.3%

14.5%(K仔)

15.1%(搖頭丸)

大麻 13.3%

海洛英 0.8% 0.9% 2.4%

總濫藥比例(人數)
0.6%

(4人)

2.3%

(51人)

2.5%

(34人)

23.6%

(39人)

樣本數目

(問卷回收總數)
718人 2,261人 1,363人 165人

在學與街青比較 2.1%  (89人/4,342人) 23.6%

整體
2.8%

(128人 / 4,507人)

受訪者年齡層－高小：（10歲至12歲或以上）

	 	 中學：（12歲或以下至18歲或以上）

	 	 大專：（18歲或以下至25歲或以上）	

	 	 街頭青少年：（12歲至2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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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3年 中學生 大專生 街頭青少年

煙 23% 25.1% 66%

酒 69.1% 84.9% 78%

樣本數目 3,187人 3,599人 116人

受訪者表示曾經使用煙酒之情況：

2006-2007年 高小 中學生 大專生

煙 7.3% 19.3% 21.6%

酒 47.8% 74% 77.1%

樣本數目 718人 2,267人 1,363人

澳門青少年使用煙酒方面之調查結果

	 比較以上兩項調查所得，中學生和大專生的吸煙比例皆稍有下降。

		健康生活教育課程成效評估
	

	 2006年社工局為促進禁毒預防教育的工作和發展，開展

了一項針對“健康生活教育課程”之成效評估研究，報告於

2007年11月出版，該研究是委託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研究

中心，研究目的是從受用者角度檢視課程實施狀況，了解學生

及教師對於課程的需要和期許，為課程適切性的檢視和未來的

發展方向提供了參考。

	 研究方法包括：個案研究(學校為單位)、師生深度訪談、

相關政策的文本分析、相關教材的文本分析及參與觀察教學情

況。

研究結果撮要如下

澳門特區政府在防治藥物濫用及預防教育的範疇，一直採取積極的態度，從2000年至

今，幾乎每年的施政報告都明確提出有關“預防教育”的發展方向和具體實施方案，

足見對於預防濫藥教育的重視。“健康生活教育課程”的開設、“健康生活教育中

心”的成立，更是進一步落實了專責普及和推廣防治藥物濫用訊息的工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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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學校在預防濫藥教育方面的教材較為缺乏，加上濫用藥物問題日益趨向年輕化和

複雜化，因而以預防濫藥教育為定位的健康生活教育課程，在當前實有推行之必要。

健康生活教育課程的目標是讓學生透過提高藥物認知水平和相關的技能，加強預防濫

藥的認知和實踐能力。是次評估，從文本及學校個案分析，以至深度訪談皆顯示課程

的成效已達標。

健康生活教育中心的設備、導師的態度和教學方法，還有課程內容皆一致獲得受訪師

生的肯定，認為課程對學生的學習和成長(特別在藥物濫用預防教育方面)發揮了良好的

正向引導作用，為學校的相關教育教學活動提供補足和支援，起到了強化和深化的作

用。受訪師生大多提出增加學習時間的強烈要求。

多數受訪者對於濫用藥物持不贊成或抗拒的態度。他們對於醫療用途藥物也持審慎態

度，不贊同生病時私自用藥，對藥物的標籤資料和使用方法也有一定認識。不少學生

表示參與過中心課程後才知道煙、酒均屬藥物的一種，對於香煙含數千種成分的事實

倍感震驚。但部分學生對於藥品分類的認識仍然模糊，如認為“所有的藥都有醫療作

用”。

受訪學生對於吸煙危害的瞭解比較深入和全面，對吸煙行為多表示堅決抗拒。而飲酒

方面，態度相對比較溫和，接納度明顯高過吸煙行為，個別學生有飲酒經驗。不少受

訪者表示家人有吸煙或飲酒習慣，且對於家人或孩子的勸阻置若罔聞，部分家長認同

甚至是鼓勵孩子嘗試飲酒。家長對於吸煙飲酒的態度和行為，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孩子

相應的認知和態度，亦是影響相關教育成效的重要因素。

多數受訪學生表示，健康生活教育課程對其行為實踐的影響多體現在對正餐厭食和偏

食行為的反省和改善方面。而受訪教師認為課程的主要作用在於幫助學生獲得和深化

健康的知識，培養其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而對學生生活實踐的影響相對較小。

整體而言，學生對三大學習範疇的認知程度和相應的生活實踐存在差異：“身體知

識”和“藥物資料”部分的認知和實踐程度較高，“技能發展”部分相對較弱。當

中，受訪者對於食物的認知程度在所有課程內容中是最高的，部分學生對於身體系統

及藥物分類及影響的認識仍有待提高。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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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澳濫藥登記人數
	

	 目前，本澳能提供濫藥者數據之單位包括社工局戒毒綜合服務中心、民間戒毒機構以及

澳門監獄。其中社工局及民間機構屬自願戒毒性質，而澳門監獄主要呈報有毒癮犯人資料。

社工局有計劃完善全澳濫藥人口的登記及管理工作，優化現行的登記系統及數據統計平台，

以便進一步擴大及準確地收集實際濫藥資料的範圍。

機構 社會工作局 民間戒毒機構 澳門監獄 總數

人數 349 108 46 503

比例 70% 21% 9% 100%

2007年全澳濫藥登記人數如下表（當中或有重覆登記）

所有小學中高年級受訪者均表示不會借功課給好友抄襲，會運用中心教授的拒絕技巧

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拒絕朋友的不當要求。但受訪教師提出因學生較少機會使用中心

的社交技巧，因而難以促成學生的技能發展。

學生的家庭或學校環境未能與教學配合，例如學校的小賣部多賣一些不健康的零食，

都妨礙了學生健康生活技能的實踐。

多數受訪師生視健康生活教育課程為“課外活動”，對於課後的延伸學習，特別是中

心派發的工作紙採取非強制的要求，都反映出對課程未有足夠的重視。

總的來說，健康生活教育課程自2000年開設至今，得到了本澳多所學校師生的關心和

支持。為了更好地發揮預防教育的功能，在改良相關硬體設施和教學環境的同時，健

康生活教育中心亦努力提升服務質素及完善課程內容，期望為全澳兒童及青少年開闢

一條邁向健康成長之路的康莊大道。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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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復康處近年收錄之自願戒毒個案數據

		澳門自願戒毒個案之資料及濫藥趨勢分析

	 根據社工局戒毒復康處戒毒綜合服務中心資料，2007年一共有57名新增自願戒毒求助

個案，佔整體戒毒個案的16.3%，新增個案數為近五年最低。而2007年中心跟進個案總人

數為349人，與2006年的情況相若。自1991年直至2007年底，門診登記之戒毒個案累積

總數已超過一千人，錄得戒毒病人資料庫共1,1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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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求助
累積過案

2007年總跟進個案與新求助個案之分析比較

	 分析本年度門診總跟進的349名求診者特性，男女比例為85%：15%，平均年齡為

40歲，其中20歲以下青少年有11人，佔3%。濫用之藥物主要為海洛英，佔80%。靜脈及

肌肉注射者佔64%，失業者佔58%，未婚者佔42%，出生地以內地為主，佔50%。

	 2007年度57名新求助個案特徵方面，男性佔77%，女性佔23%；平均年齡為36歲。

年齡組別方面，以35至39歲組別為多，佔23%。15至19歲青少年有6人，佔10%。約有

30%為無業，44%為澳門本地出生，38%為內地出生。在藥物之使用上，48%為海洛英使

用者，32%採用靜脈及肌肉注射。

人

數

年			份

圖1.		自1991年10月起，	戒毒復康處共累積登記有1,197名戒毒求助個案。每年新戒毒個案數約有60至8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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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個案數 百份比 新個案 百份比

性							別
男 297 85% 44 77%

女 52 15% 13 23%
總數 349 100% 57 100%

　

　

年							齡

　

　

　

<14 0 0% 0 0%
15-19 11 3% 6 10%
20-24 13 4% 7 12%
25-29 34 10% 8 14%
30-34 50 14% 5 9%
35-39 64 18% 13 23%
40-44 60 17% 4 7%
45-59 102 30% 10 18%
60+ 15 4% 4 7%

毒品種類	

　

鴉片類 279 80% 28 48%

鎮靜劑類 3 1% 1 2%

興奮劑類 9 3% 6 11%

大麻類 3 1% 1 2%

其他 55 15% 21 36%

　

使用方式	

　

　

靜脈注射 192 55% 17 30%

肌肉注射 33 9% 1 2%

嗅服 43 12% 10 18%

吸服 16 5% 3 5%

鼻服 10 3% 8 14%

口服 28 8% 11 19%

其他 27 8% 7 12%

2007年度總跟進與新個案之資料分析表：

	 綜合以上各類指標，2007年總求助者中，注射海洛英之情況仍然較為普遍，而新求助

之吸毒者則濫用其他毒品之情況較多，使用海洛英者持續減少。新個案當中19歲以下青少

年有6名，佔新求助者約10%。

近年新求助戒毒個案之趨勢分析：

	 在比較過去五年新求助個案資料的趨勢分析方面，各項重要指標都有一定之變化，具

體情況包括：1）吸食毒品之種類方面，雖仍以海洛英為主，但近年已有下降之趨勢，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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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女性比例約為20%~30%。

用其它類別之毒品則持續上升。2）按求助年齡及吸毒史分析，近年新求助個案年齡平均在

36歲左右，吸毒史平均超過8年，2007年之個案甚至超過10年，顯示吸毒者在吸毒初期之

自願求助動機明顯不足；3）隨著經濟環境的改善，近年新求助者中無業者比例持續下降；

4）同時，新求助人數持續下降，2007年新求助人數為歷年最低。此外，本澳之外來遊

客、新移民、外地勞工等人數不斷增多，跨境吸毒的情況亦不能忽視，使吸毒問題更為複雜

化，詳細情況請參考下列圖表。

	 針對新型毒品的求助個案有所增加，青少年濫藥情況亦值得關注，對濫藥青少年之治療

服務，需作好相應的準備。對針上述自願戒毒之資料，吸毒者平均吸毒10年後才自願尋求

戒毒，由於新型毒品對青少年心智發展影響深遠，引至各類精神問題更為複雜，引發其他生

理症狀及精神病之情況，屢見不鮮。當中自願接受戒毒治療者只屬極少數。如何有系統地讓

更多濫藥青少年自願參加戒毒治療，是目前必須面對的難題。

新求助者性別比例變化趨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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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濫藥求助者一直以成年人居多，30歲以上之比例穩佔六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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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吸毒年齡及吸毒歷史

圖4			首次吸毒之年齡在近年來保持穩定，約在25歲左右。2007年新求助個案，平均吸毒達10年，才首次登記求助。

圖5	 吸毒種類一直以海洛英為主，2007年佔48%，是近年來較低的水平。而其他類毒品比例相對上升，其中興奮劑在近

三年有較明顯的上升。濫用其他類別的物質情況增幅比較大，當中包括K仔等新型毒品。

靜脈注射

肌肉注射

嗅服

吸服

鼻服

口服

其他

圖6	 使用毒品方式仍以靜脈注射為主，2007年約佔30%，是近年來較低的水平，主要原因可能與使用海洛英人數下降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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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新求助者中，本澳及內地出生者為主流。至於其他地區出生者，俄羅斯女性求助者在2004至2006年間大幅上升，反

映近年，外來人口增多，2007年雖然有所下降，但吸毒問題複雜化的情況深值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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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過往多以單身比例佔多，已婚及離婚亦佔一定比例，離婚比例在近年為12%左右，顯示吸毒對家庭之影響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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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新求助個案過去一直以無業者佔大多數，但近三年就業情況有所改變，2007年就業者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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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藥者之傳染病感染情況	

	 2007年戒毒復康處為戒毒求助者安排各類醫療檢查共1,076次。各項傳染病之感染率

與2006年相若，丙型肝炎的感染率仍高達75%，同時，仍有12.06%個案感染乙型肝炎，

感染肺結核(TB)者有8.16%。另外，2007年由戒毒門診發現之HIV感染個案有1人，感染率

由去年3.36%下降至0.72%。而且，根據衛生局資料，澳門在2007年共錄得1名因共同針

筒感染HIV的新個案，較2006年的8名明顯減少，可見HIV病毒在吸毒人群中擴散之趨勢有

所控制。

戒毒者感染傳染疾病之具體數據可參考下列圖表：

圖10	 近年最為關注的HIV感染在2007年已有所回落，由3.36%下降至0.72%，丙型肝炎之感染率仍居高不下。

圖11	 在2007年接受身體檢查之個案，超過大半以針筒注射方式吸毒(71.81%)。而注射組別感染丙肝情況遠超於非注射

組別。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003年度，n=197
2004年度，n=205
2005年度，n=168
2006年度，n=154
2007年度，n=149

HIV                      乙肝														丙肝													梅毒															TB

0.5 5 34 1

11
1512 12

19

73
77 76 77 75

8
4 5 45

11
14

10
16

8

受
感
染
比
例
%

注射組別(n=107)

非注射組別(n=42)

100

80

60

40

20

0
HIV                   乙肝											丙肝												梅毒												TB

0.93 0
9.34

16.67

88.79

23.81
1.87

9.52 10.28 11.9

n=149

受
感
染
比
例
%



107

調查研究工作

		毒品罪案資料分析

	 根據本澳第5/91/M號法令第40條之規定，法院將毒品相關之裁判書副本送交社會工作

局防治藥物依賴廳作存錄。經收錄及統計，於2007年共收到152份法院公函，其中106份

毒品有關的案件判決書、24份要求社會工作局協助戒毒治療，11份要求查詢戒毒治療情

況，11份為其他情況。由社會工作局發出相關的治療報告共143份，其中67份為個案戒毒

治療報告，76份為法務局社會重返廳尿檢報告。2007年與法院及社會重返廳的合作明顯增

強，無論是法院要求戒毒治療或社會重返廳的尿檢報告，均較2006年大幅增加。法院跟進

個案工作已成為戒毒綜合服務中心重點工作之一。

近年毒品案件之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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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分析要點
	

	 2007年被起訴定罪之個案較2006年為多，約有24%的升幅。性別方面，以男性為

主，女性比例較去年稍微上升。年齡方面，仍以30歲以上為主。在犯案原因方面，以持有

毒品(自用)之情況較多，次之為持有吸毒用具，其餘則為少量販賣及販賣。在刑罰方面仍然

以罰款及緩刑為主。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緩刑判決的附加條件須接受戒毒治療之比例有上升

的趨勢，2006年達18%，2007年亦有11%。綜合上述2007年澳門毒品判案情況，雖然以

較輕判者居多，但犯案者年輕化跡象值得關注。而罰款的判決則有下降趨勢，取而代之以緩

刑、有條件緩刑及轉介戒毒治療為主，這對提升吸毒者接受戒毒治療及接受操守監管起到積

極和正面的作用。

	 根據戒毒復康處之實際經驗，以接受戒毒治療作為緩刑附加條件之個案，在門診跟進或

入住戒毒院舍方面，其參與治療計劃及操守之情況均較一般求助者為佳，可見法院之轉介有

助增強病人之戒毒動機及增加治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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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議
	

	 由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社 會 工 作 局 主 辦 、

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

的“2007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硏討會議”，於9月

18及19日在澳門舉行，會議增進了內地、香港及本

澳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及工作人員的交流，促進合

作機遇，亦有助推動彼此在相關範疇的服務水平及成

效。	

				有關會議今年已辦至第五屆，約有200人參加。今年主題為“優化防治、共享科硏、加

強康復、降低危害”。	 硏討會除以藥物濫用防治及減低傷害工作最新發展為題目的全體大

會外，另安排了四個工作坊，分別深入探討藥物濫用預防及治療工作、科學硏究報吿、社

會重返及康復服務、降低危害等專題，最後作專題工作坊的綜合匯報。會議結束後，社工

局還安排各地與會者參觀本地的防治藥物濫用機構。整體而言，會議進行相當順利，研討

交流積極踴躍，並取得豐碩成果，合辦三方並決定下一屆會議於2009年在新疆省舉行。

		第22屆IFNGO會議

 IFNGO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for	the	Pre-

vention	 of	 Drug	 and	 Substance	 Abuse（預防藥物與物質濫用非政府組織國際聯盟），

成立於1981年。第22屆IFNGO世界會議於

2007年5月14-18日在澳門舉行。參與是次

會議共有205人，當中包括來自世界各地超過

36位專家學者及20多個國家代表出席，並圍

繞“毒品非兒戲”和“完整家庭杜絕毒品”的

主題進行交流研討，重點是為建立健康家庭，

擺脫濫用藥物，以及就預防青少年濫藥問題作

	 澳門特區政府十分重視禁毒事務的對外合作，2007年更積極發揮交流的平台作用，年

內在本澳成功主辦及協辦數項大型全國性及國際性的藥物濫用防治研討和工作會議，並繼續

推動粵港澳禁毒交流體驗計劃，以及參與其他地區性和國際性禁毒會議及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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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會議還討論有關愛滋病病毒和愛滋病的世界性問題、有關濫用藥物成癮和相關疾

病、更有效的預防方法，以及減低濫用藥物對公共衛生的傷害等。

	 會議由亞太家庭組織（APFO）主辦，於5月15日上午十時假旅遊活動中心二樓舉行開

幕禮後隨即展開一連三天的研討會議，社會工作局局長葉炳權、旅遊局副局長文綺華、澳門

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榮恪，以及IFNGO多名負責人主持了會議開幕禮。會議期間來自世

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分別於全體大會及工作坊分享及交流各地區的防治濫藥工作經驗和技巧，

而聯合國大會臨時會議的初步地區性非政府組織諮詢項目“Beyond	 2008”亦同步於會議

期間進行。此外，大會亦於今屆會議特別安排一個專為青少年舉辦的論壇，於5月17日下午

二時進行，有超過100名澳門學生及國際青年志願工作者參加，當中亦有澳門、葡國、香港

等學者出席發表演說及回應年青人的提問，各與會的年青人就有關濫藥問題共同探討及對

話，現場討論氣氛熱烈，效果理想。是屆會議亦安排與會者參觀及考察澳門的防治藥物濫用

機構設施和服務，包括有社工局轄下的健康生活教育中心、澳門青年挑戰中心及澳門戒毒康

復協會。

		聯合國藥物政策諮詢會

	 由亞太家庭組織舉辦的“聯合國藥物政策諮詢大會”，於2007年10月31至11月1日

在本澳舉行，有來自近四十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出席，大家就2008年屆期

的聯合國藥物政策的十年計劃發表意見，並檢討政府及民間組織落實國際公約的成效。

	

				是次大會集中討論非政府組織在毒品控制上的成效，特別是對聯合國藥物政策的制訂、社

區參與、預防及治療、康復和重返社會的成效；檢討非政府組織、政府以及聯合國附屬組織

的合作機制。諮詢大會並會在預防濫用藥物、罪案及愛滋病等問題上尋求解決方案，為未來

制訂有關毒品政策時提供參考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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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禁毒交流體驗計劃

	 是項計劃於2006年12月啟動，由香港特

區政府保安局禁毒處主辦、廣東省禁毒委員會

辦公室及本澳社會工作局協辦。第一期計劃已

於2006年12月11日至15日在廣東省進行，

第二期計劃於2007年1月9日至13日在澳門

舉行，由社工局負責接待，安排粵港代表參觀

了多間防治濫藥機構，包括有禁毒教育資源中

心、健康生活教育中心、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青洲社會服務綜合中心、澳門更新互助會、澳

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康復中心以及澳門戒毒康復協會等。第三期計劃於2007年1月22日至

26日在香港進行，由香港禁毒處負責接待，安排考察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衛生署、警務

處毒品調查科、海關毒品調查科、北區醫院等。完成三期計劃後，在同年7月13日，由香港

禁毒處主辦了一場經驗分享會，邀請原有三地參與考察交流的成員再度聚首一堂，總結和分

享體驗，會上並安排了多個相關的專題報告，各方認同是次交流體驗計劃有助加強三地在禁

毒工作上的實務交流和合作。

		第50屆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會議

	 社會工作局葉炳權局長及防治藥物依賴廳黃艷梅廳長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了

2007年3月12日至16日在維也納舉行之“第50屆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會議”。國家代表

團由中國常駐維也納特命全權大使唐國強及國家公安部禁毒局副秘書長安國軍率領。

	 在本屆會議，麻委會專題辯論有關前體化學品管制面臨的新挑戰，包括用於非法製造甲

基苯丙胺、苯丙胺、“搖頭丸”、海洛英、可卡因以及其他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的轉移和販

運新趨勢交流訊息。期間繼續審議和討論大會第二十屆特別會議的後續行動、藥物濫用/毒

品販運和供應的世界形勢、國際藥物管制條約的執行情況等議題以及有關業務職能部份的事

項。此外，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秘書處及執行主任發表多份重要報告，包括世界毒品問

題、麻委會附屬機構會議成果以及關於社會發展、安全和公正的報告等。今年麻委會亦審議

通過了由世界衛生組織提交之建議，把東罌粟碱（oripavine）列入經1972年議定書修正的

1961《麻醉品單一公約》附表一。（相關資料可查閱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事處網頁：

http://www.uno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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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港參觀美沙酮服務及濫藥中央登記系統

	 社會工作局於2005年開始推行美沙酮維持治療服務，由於尚處起步階段，特別在藥物

供應、美沙酮配製、保全、監控、行政管理及應急機制等方面，仍需要不斷完善，並需建立

風險管理制度。考慮到香港推行相關服務已超過三十年，具備豐富的專業經驗，因此，社工

局與衛生局仁伯爵綜合醫院人員，於2007年3月2日到訪香港，考察相關設施及進行交流討

論，過程中了解到香港美沙酮的配製過程，討論到兩地合作的可能性，以及開設相關實驗室

的技術問題等，亦討論有關風險評估及管理的具體措施。

	 此外，為進一步完善澳門有關吸毒人口之中央登記管理，及建立較為完善之電腦資料

庫，社工局正著手進行優化現行的登記系統及數據統計程序，並期望能開發網上登入及查詢

平台。因此藉機亦同時拜訪已成功推行網上平台之香港禁毒處，獲該處的專業技術人員解釋

香港中央登記系統之運作及網上平台需要克服的實際問題，對本澳日後推行相關工作起到積

極的參考作用。

		拜訪香港社會福利署

	 鑑 於 “ 違 法 青 少 年 教 育 監 管 制 度 ” 於

2007年10月17日正式在本澳實施，當中將牽

涉到因濫藥而被判感化令措施的案件，因此，社

會工作局防治藥物依賴廳組織了本澳多個政府部

門（社會工作局、法院、法務局、教育暨青年

局、澳門監獄）及民間組織（澳門青年挑戰中

心、聖公會北區青年發展中心、澳門基督教新生

命團契青少年拓展部、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

青年服務隊）共22人，於2007年9月27日前往香港與社會福利署進行交流及考察活動，主

要了解香港在跟進有濫藥青少年的輔導工作及感化服務方面的經驗，以助各相關單位在面對

濫藥青少年感化措施上的協作。當天除了與社會福利人員進行交流會外，還實地參觀了社會

福利署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以及一所收容濫藥青少年院舍－基督教得生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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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市禁毒教育工作交流會議

	 透過成功舉辦“粵港澳禁毒體驗交流計劃”讓三地禁毒同仁深入了解到彼此的禁毒工

作情況，期間廣東省禁毒委員會辦公室對本澳

預防濫藥教育的模式和工作表示讚賞及認同，

因此藉著響應國際禁毒日，當局組織東莞市初

級中學的骨幹教師約250人，於2007年6月

25日進行東莞市中小學禁毒教育工作現場會

議，並邀請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的禁毒教

育專業人員參與，以及向一班中學生作教學示

範，藉此向當地教師進行禁毒預防教育方面的

培訓及交流。

	 教學示範由社工局技術員負責主講，向袁崇煥中學的中一年級學生進行禁毒教育，學生

反應非常熱烈和積極參與，讓整堂課在輕鬆又愉快的氣氛中進行。之後社工局人員與當地教

育局官員、校長及老師進行交流會議，大家藉此有更實務及深入的交流，同時表示本澳的預

防教育模式可作借鑒，有助國內在未來禁毒教育方面的發展。



七. 
附
件
      

．澳門禁毒相關機構/服務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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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禁	毒	相	關	機	構	/	服	務	名	錄

政	府	部	門
名稱 服務類別 地址 電話 傳真

社		

會		

工		

作		

局		

防

治

藥

物

依

賴

廳

戒毒復康處

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門診及住院戒毒治療

社會支援服務
加思欄後新馬路

求助熱線：

28358844
28715204

預防藥物濫用處
預防教育、宣傳、

諮詢及接待服務
美珊枝街五號一樓

28781718
禁毒諮詢熱線：

28781791
28781720

新口岸飛南第街

11號2樓AK1

28225778
28225779

28225780健康生活教育中心 預防及健康教育

禁毒教育資源中心 預防教育及資訊提供 美珊枝街七號 28781791 28781720

衛			

生			

局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疾病預防控制及健康

教育

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335-341號

獲多利中心7樓

28533525 28533524

公共衛生化驗所 衛生化驗
白頭馬路

公共衛生化驗所大樓
28530291 28530294

藥物事務廳 監管藥物
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47號華仁中心二樓
85983424 28524016

精神科 精神病治療 仁伯爵綜合醫院地下 83908868 ---

社會工作部 醫務社工 仁伯爵綜合醫院一樓 28313731 ---

司

法

警

察

局

刑事技術廳 毒品化驗
路氹蓮花路〈蓮花口岸

邊檢站側〉
88003222 28870333

毒品罪案調查處 刑偵
氹仔米尼奧街

鴻發花園第二座一樓
83967709 28839496

澳門監獄復康小組 戒毒康復
路環竹灣馬路

聖方濟各街
28881211 28882431

禁毒工作相關政府部門網址
部門名稱 網址 電子郵件

社會工作局 http://www.ias.gov.mo dep@ias.gov.mo

衛生局 http://www.ssm.gov.mo info@ssm.gov.mo

司法警察局 http://www.pj.gov.mo nar@pj.gov.mo

澳門監獄 http://www.epm.gov.mo info@epm.gov.mo

澳門禁毒網

http://www.antidrugs.gov.mo
dptt@ia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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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團	/	機構

機構
服務類別

性質及對象
地址 電話 傳真 負責人

澳

門

基

督

教

新

生

命

團

契	

辦事處及

康復中心*

巴波沙大馬路台山平民新村C座地下A、B、G、H座			

電郵:	newlife@macau.ctm.net
28457495
28455576

28457219 梁偉明

重光之家*
澳門提督馬路金龍樓

電郵:	casack@macau.ctm.net
28933662 28933672 林江聲

青少年拓展部*
澳門黑沙環馬場大馬路216-276號威龍花園地下H舖	

電郵:smart823@macau.ctm.net
28470802
28470803

28470809 劉展瑞

澳

門

青

年

挑

戰

福

音

戒

毒

中

心

男中心*

路環九澳高頂馬路恩福山谷

路環郵箱25號

電郵:	tcmacau@macau.ctm.net
網址:http://home.macau.ctm.net/~tcmacau

28965515
66837600

28965515

許康植

	(總幹事)

梁國成

(中心主任)

女中心*
28965515
66602744

28965515 朱玉瓊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路環田畔街16號

電郵:	artm@macau.ctm.net
網址: http://www.artm.org.mo/artm_chi/index.html

28870117 28870118
Augusto	

Nogueira

聖士提反會應許之家
紅街市郵箱6113號

電郵: ssssnew@macau.ctm.net
28345026 28345026

Hudson	

Matthew	

Alehander	

澳門更新互助會*

祐漢菜園路514號美蓮大廈第二座閣樓

電郵:	aram@macau.ctm.net
網址:	http://www.aram.org.mo

28474348 28474065 陳文銳

歐漢琛慈善會

(免費戒煙門診)*
	

澳門桔仔街八十七號二樓AB座

電郵:	saagha@gmail.com
網址:	http://www.smokefreemacau.org

28572929 28355531 歐漢琛

			*	正接受社會工作局財政資助

			服務方式：	　				住院　				福音　							中途宿舍　								互助　								外展		

			服務對象：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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