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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藥行為辨識、應對及
求助資訊

濫藥行為辨識要訣

2



• 各類毒品及吸毒行為的相關術語

毒品項目 澳門術語 劑量術語 使用方法術語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仔、
美金

一套 拍、開檔、

氯胺酮(K仔)

K仔、茄、 
KELLY、小白、

香水
一行 索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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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毒品及吸毒行為的相關術語

毒品項目 澳門術語 劑量術語 使用方法術語

冰毒

豬肉、豬、 一啖 Bu豬、Bu嘢

可卡因

可樂 一滴 飛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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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項目 澳門術語 劑量術語 使用方法術語

大麻

草 一支 隊草

硝甲西泮

5仔、Five仔 一粒 含嘢

• 各類毒品及吸毒行為的相關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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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項目 澳門術語 劑量術語 使用方法術語

咪達唑侖

藍精靈 一粒 ---

可待因

咳水、BB 一支 飲嘢

• 各類毒品及吸毒行為的相關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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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項目 澳門術語 劑量術語 使用方法術語

麻古

古 一粒 bu嘢

毒咖啡和開心水

咖啡、神仙水 一杯、一揸 飲

• 各類毒品及吸毒行為的相關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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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項目 澳門術語 劑量術語 使用方法術語

酒精

酒 一杯、一jar --

尼古丁(Nicotine)

-- 一支  --

• 各類毒品及吸毒行為的相關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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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眼球辨識吸毒行為
我們觀察個案的眼睛，透過觀察一些蛛絲馬跡，來評估
個案的情況。個案如果出現以下情況，他們有可能吸食

了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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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淚眼
即流眼水,這是吸食鴉片類毒
品或藥物(如罌粟、鴉片、海
洛因、嗎啡、可待因、美沙
酮)成癮後，突然停止吸食而

出現的脫癮徵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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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紅眼

即結膜血管擴張，有可能是
吸食大麻或嗅吸揮發性溶劑

如Toleune、Acetone、
Benzene後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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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眼

即鞏膜(眼白)變黃，通常
是肝炎徵狀；有可能是曾
經共用未消毒的針筒或吸
入揮發性溶劑所引起，亦
可能是長期服用過量藥物

引致之急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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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眼
即瞳孔放大，在鴉片類毒品或藥物
脫癮時會出現此徵狀，亦可能是濫
用興奮劑如安非他明、可卡因、迷
幻劑LSD後出現的現象。正常人的

瞳孔直徑約2-3亳米，但服用興奮劑
後，瞳孔直徑可擴大至4-5亳米，而
這種濫用藥物引致的瞳孔擴大反應

不會因環境燈光影響而改變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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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細眼

即瞳孔直徑收縮至針尖般
細小(1-2亳米)，顯示當事
可能在不久前曾服用鴉類
藥物。此徵狀不會因當事

人持續用藥而產生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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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震眼

• 即眼球震顫。橫向眼球震顫就是眼球不斷來回移動1-2亳米，此現象
在當事人眼睛向側面極端側望時最明顯。外國公路巡警常當用的辨
識駕駛者有否服用酒精或藥物(鎮靜劑)之方法。

• 具體做法是將手指放在被測試者面前12-20亳米的視覺範圍，然後叫
被測試者保持頭部不動，只用眼睛跟隨測試者舉起的手指移動。正
常人的眼球一般在1-3個週期的眼球移動後就停止不動，但如果當事
人受酒精或藥物影響，他們的眼球會繼續不停的來移動。PCP天使塵、
K仔等藥物均可引致嚴重眼球震顫,就算被測試者向前直望，也可以觀
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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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常被濫用毒品包裝及工具

類別 外貌 / 包裝 工具 /其他 常見吸食方式

海洛因(白粉)
Heroin

追龍 – 將毒品加熱
後 經 口 鼻 直 接 吸 入
氣體
注射 – 肌肉、靜脈
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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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常被濫用毒品包裝及工具

類別 外貌 / 包裝 工具 /其他 常見吸食方式

咪達唑侖(藍精靈)
Dormicum

常以水溶解，然後
與海洛因(白粉)一起
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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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常被濫用毒品包裝及工具

類別 外貌 / 包裝 工具 /其他 常見吸食方式

甲基苯丙胺(冰)
Methampheta-

mine

冰壺 - 將毒品加
熱，吸入過瀘後

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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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常被濫用毒品包裝及工具

類別 外貌 / 包裝 工具 /其他 常見吸食方式

氯胺酮
(K仔)

Ketamine

鼻吸 – 經鼻孔直
接吸服
(索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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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常被濫用毒品包裝及工具

類別 外貌 / 包裝 工具 /其他 常見吸食方式

硝甲西泮(五仔) 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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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常被濫用毒品包裝及工具

類別 外貌 / 包裝 工具 /其他 常見吸食方式

可卡因
Cocaine

鼻吸 – 經鼻孔直
接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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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常被濫用毒品包裝及工具

類別 外貌 / 包裝 工具 /其他 常見吸食方式

霹靂可卡因
Crack Cocaine 加熱有霹靂聲響

22



本澳常被濫用毒品包裝及工具

類別 外貌 / 包裝 工具 /其他 常見吸食方式

大麻(草)
Cannabis

煙抽吸 – 製成香
煙狀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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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及介入方法

1. 如何可以有效減低抗拒？

- 可以運用MI(動機式晤談法)的技巧，其核心概念為：

• 合作 Collaboration–不對質、避免陷入爭辯、同步合作的處理個案
問題；

• 啟發Evocation - 不具威脅性的方式提升個案需要改變的覺察；

• 自主Autonomy –個案自我選擇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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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關注為重點，非先處理濫用藥物問題
去除抗拒，建立互信由關心開始，可以參考以下的小貼士：

(戒毒中心工作員與個案的一段對話)
工作員： 最近三個月健康狀況如何？

個案： 好ok。

工作員： 似乎你對自己最近的身體狀況好滿意，有甚麼原因令到身體狀況變OK了？

個案： 最近瞓覺好左，覺得精神左。

工作員： 你的意思係以前情況唔好，點唔好法？

個案： 成日無精神，好攰嗰時又瞓唔到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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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員： 好攰瞓唔到覺嗰種感覺又真係好難受，嗰時仲有無其他情況？

個案： ………(唸緊又唔想答)

工作員： 唔緊要，你再唸下。剛剛聽到你話之前精神唔好又攰又瞓唔著，不如我同你做
個簡易 心電圖，可以幫你了解自己多少少。

個案： ………(唸緊又唔答)

工作員： (攞部簡單手提心電機)，呢部機好容易做，幾分鐘就有結
　　　果，攞上手都好輕便(俾個案睇一齊研究)。

工作員： (測試後…) 唔，測試結果睇到有心率不正的情況。(工作員表現出緊張的樣子)

個案： 吓！………

工作員： 不如我再同你睇睇有咩原因會令到心率不正………(進行解說工作 - 有很多原因，
但會講埋毒品影響心率不正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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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

1.  如果個案開放肯講濫藥問題，工作員就可以同個案一齊研究所濫用
的藥物如何影響心率不正的情況，亦可能會討論到其他身體或精神症
狀問題，這時候便可對個案多給濫藥禍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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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個案唔講濫藥，工作員可以先關心個案的身體情況，或其他簡
易檢測。

• 有做運動嗎？

• 飲食習慣？

• 最近有否進行過身體檢查？

　讓個案自我察覺問題所在(啟發)。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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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常重要的一步是讓個案不會抗拒提供的服務，願意合作，才能做
到下一步的自我啟發和自我決定，為自己的身體健康而行動。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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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抓緊時機？

工作員要先準確評估濫用藥物人士身處在那一個改變動機階段，然後
按所處的階段來設計及調整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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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個案健康評估流程圖

改變階段

接受身體檢查及健康評估

動機提昇輔導

藥物濫用對自我健康改變

過量濫藥症狀及急救知識

動機提升工作懵懂期、沉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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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個案健康評估流程圖

改變階段

動機提昇輔導

身體狀況跟進

協助以遞減方式

戒掉藥癮

戒癮治療決定期、行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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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個案健康評估流程圖

改變階段

動機提昇輔導

身體狀況跟進

強化案主正面保護因素

維持健康生活習慣

預防復吸維繫期

33



• 中心接觸的大部份個案均處於懵懂期、沉思期的階段，有
專家指出由慒懂期到最後戒毒維繫階段，通常約40-60%的時間，個
案處於懵懵懂懂、未想過要停藥及戒藥的問題，如果個案早一步去
到決定期和行動期的階段，就可以減少因濫藥所導致身體損傷及精
神損害越來越嚴重的情況。

• 中心經驗到簡易身體檢查有助個案提前思考自己的問題，有助踏出
行為改變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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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互信(保密原則)

• 保密原則非常重要。很多個案在接觸戒毒中心時，最關心是自己的
資料及情況會被其他人知道，所以他們較抗拒到服務中心求助。為
了提升濫藥個案求助動機，因此我們不斷告知個案的資料是絕對
保密的。

• 在面談過程中，輔導員會細心聆聽、了解個案感受及與其
共同探討問題的解決方法，所有查詢及面談均在保密的情況下
進行，未得個案同意，是絕不可以洩露個案的身份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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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分享

• 基本資料：男、22歲，濫藥超過5年

• 濫藥原因：希望可以更專注打機及上班表現好，因此服用冰毒來提神、增
加效能；

• 自我感覺：睡眠差、脾氣大、不夠氣、有幻覺；

• 身體檢查：血壓年齡45歲、身體年齡40歲、黑眼圈、皮膚非常乾燥、有口
臭；

• 個案關心部份(啟發)：希望自己可以更自信、能改變外表、對測試身體年齡
及血管年齡結果非常關注，工作員由其關心部份開始進入個案健康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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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個案因為過往從來未有機會與別人討論健康話題，亦對個人健康保健資訊一無所知，
看似莫不關心，實則個案無從入手及對相關保健知識貧乏。濫藥是希望能借助毒品
來提神、變得有自信、有能力。因此重點是協助個案如何透過自然健康有效的方法
來達到個案想要的目的，教導個案可以自己創造天然提神方法(少量運動+出汗+減少
不健康食品)，自覺有付出及嘗試，再加上有少許成效，自信心自然增加，我們比較
重視個案是否有付出及努力過程，加以讚賞，讓個案感到自我效能的提升。

經過二個月努力，個案的血壓年齡由45歲下降至35歲，身體年齡由40歲下降至35歲，
仍然有黑眼圈、皮膚已有改善、精神飽滿、持續有少量運動(散步及健身)，無使用毒
品三個月。

(備註：改變不容易，所以在過程中，教導個案一少步一少步的進行，每次鼓勵個案
的付出及進步，才能達到此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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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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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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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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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資訊

41



求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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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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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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