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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隨著政府近年來積極推行反吸毒教育宣傳和戒毒計劃，香港吸毒人數明顯減

少。根據保安局禁毒處的統計，被呈報的吸毒者人數從 2002 年的 17966 人下降

至 2011 年的 11469 人，下降約三成半。有見及此，政府緊接推行「社區驗毒計

劃」的公眾諮詢，希望藉以進一步打擊吸毒和預防吸毒。(保安局禁毒處，2014)。 

 

    不少人擔心「社區驗毒計劃」實施後會使吸毒者更小心吸食毒品，例如盡量

留在私人地方吸食，以致身邊的人更難發現，吸毒隱蔽情況惡化。除此之外，由

於「社區驗毒計劃」要求可疑人士提供尿液或血液樣本作毒品測試之用，有市民

擔心此舉會對私隱權和人權造成損害。 

 

    雖然如此，作者對「社區驗毒計劃」則持相反的意見。作者認為計劃能盡早

找到吸毒的青少年並向他們提供協助、治療和教育，有利於青少年遠離毒品。另

外，作者指出警員執法時必須根據科學判斷，盡量避免引起警權過大或濫權等爭

議。他認為實施計劃並非侵犯人權，而是把重點放在吸毒者身上。 

 

    「社區驗毒計劃」的成效和對市民的私隱權一直存在爭議，而文中對該計劃

亦作出了正反兩面的詳盡分析。作者期望政府能大力推動各界以尋求共識，達至

共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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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目的、方法及對象 

2.1 研究目的 

 

由背景資料可見，目前香港吸毒人數明顯減少，這歸功於政府近年來積極推

行反吸毒教育宣傳和戒毒計劃。有見及此，政府緊接推行「社區驗毒計劃」的公

眾諮詢，希望藉以進一步打擊吸毒和預防吸毒，重整香港社會風氣。在實施社區

驗毒計劃上，無論吸毒者、已戒毒人士、香港人權監察組織、禁毒常務委員會、

不同政黨、吸毒者家人、市民、社工和學生都對此問題提供不同的意見。 

 

為了回應社會就香港應否推行社區驗毒計劃的爭論，本人希望通過這份專題

報告，達到以下幾個目的： 

一、了解不同持份者對香港實施社區驗毒計劃的看法，分析支持支持者和反對者

的爭議點 

二、評價雙方論點的合理性，分析香港推行社區驗毒計劃的利與弊 

三、表達個人立場，再按社會實際情況作出適當的建議 

 

2.2 研究方法 

    本報吿通過文本研究及議題探究法，收集社會就香港推行社區驗毒計劃一事

上的討論作出分析。 

 

    文本研究方面，本報告參考了 2005 至 2014 年出版，約四十多份來自不同來

源的文字資料，包括網上資料、報章資料及書籍。在選擇資料上，本人參考了社

會上對應否推行社區驗毒計劃持不同立場的持分者之觀點，並一併考慮其身分和

利益，盡量涵蓋更多不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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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對象 

    對於香港應否推行社區驗毒計劃的問題，社會中不同持分者皆有不同意見及

看法。現透過禁毒團體人士、已戒毒人士、社工、議員學者、學生團體成員和人

權組織成員的看法，從而對該議題的情況及雙方觀點之利弊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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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同持份者的看法 

以下將歸納市民於「香港應否推行社區驗毒計劃」討論上的不同看法。縱觀

各持份者的觀點，禁毒團體人士、部分已戒毒人士、部分社工、議員和部分學者

均認為香港應推行社區驗毒計劃，但部分社工、部分學者、學生團體成員、人權

組織成員和部分已戒毒人士卻持反對意見。以下將從支持和反對兩個角度，總結

不同持份者的爭議點及其意見。 

 

       首先，對支持者而言，他們認為社區驗毒計劃能有助及早發現吸毒者且協助

戒除毒癮、具有阻嚇性，從而能增強吸毒者戒除毒癮的意欲和可以減輕未來公營

醫療的壓力。 

 

       支持者提出，社區驗毒計劃能有助及早發現吸毒者且協助戒除毒癮。禁毒常

務委員會主席石丹理表示，「根據現時法例，若執法人員在當事人身上找不到毒

品，便不能強逼對方提供尿液，或其他方式驗毒，實施社區驗毒將會有更多機會

找出有毒癮的青少年。」(星島日報，2013)。已戒毒人士二十六歲的阿彤指出，「認

為吸毒者欠勇氣戒毒，要別人推一把，贊成驗毒。」(太陽報，2013)。社區藥物

教育輔導會資深社工黃寶文亦指出，「支持社區驗毒計劃提出的教育方向，亦認

同驗毒能有效找出吸毒者。」(成報，2013)。可見，社區驗毒計劃賦予執法人員

在合理情況下有權要求被懷疑吸食毒品人士進行驗毒測試，吸毒者在事後需要到

復康中心進行一系列程序戒除毒癮。他們容易迷失自我，需要社會提供適當的幫

助，而計劃後期的復康治療正正能協助吸毒者遠離毒品，脫離毒海。因此禁毒團

體人士、已戒毒人士和社工認為其能助他們戒除毒癮，脫離毒海，支持計劃。 

 

     另外，支持者指出，社區驗毒計劃具有阻嚇性，能增強吸毒者戒除毒癮的意

欲。已戒毒人士二十六歲的 Oscar 指出，「見過很多青年人吸毒，又經常有船上

吸毒派對，所以贊成社區驗毒，認為這樣才有阻嚇性，『以前見警察就將毒品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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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上、捽碎就可以』。」(星島日報，2013)。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也對此表

示同意，「社區驗毒計劃具有一定阻嚇作用。」(文匯報，2013)。由於執法人員能

根據環境證供和被懷疑吸食毒品人士的表徵而要求他們進行驗毒測試，吸毒者再

也不能因即時掉棄毒品而逃過執法人員的追查。吸毒者在事後或有可能受到法律

的制裁如罰款或監禁，計劃的阻嚇性能增強他們不想被捕而戒除毒癮的意欲。因

此已戒毒人士和議員支持計劃。 

 

另一方面，社區驗毒計劃或能有助減輕未來公營醫療的壓力。中大青少年泌

尿治療中心主管譚煜謙指出，「私家醫院無法提供洗腎、透析等服務，這些嚴重

個案隻能由公院承擔，由此可以想像，公營醫療在該方面的支出將是天文數字；

倘驗毒計劃通過，將有助減輕未來公營醫療壓力。」(大公報，2014)。北區醫院

泌尿科副顧問醫生麥肇敬亦表示，「近年因『索 K』引起的腎積水、腎衰竭，以

至肝衰竭入住深切治療部（ICU）的個案明顯增加，每年平均兩、三宗，這類病

者留醫時間長，至少兩星期，相對一般手術所需兩、三日康復時間長六、七倍，

對 ICU 構成重大壓力。」(大公報，2014)。可見，由於社區驗毒計劃能增加發現

吸毒者的機會並協助他們戒除毒癮，避免他們因長期吸毒而對身體造成極大的影

響。因此學者認為這有助減少未來公營醫院負責的吸毒者身體機能受損個案，投

放在吸毒者上的資源如藥物或醫護人員亦因而下降，從而減輕吸毒者長遠對醫療

構成的壓力。 

 

     由此可見，從支持者角度出發，禁毒團體人士、已戒毒人士、社工、議員和

學者等持份者將考慮的著眼點，放在社區驗毒計劃能有助及早發現吸毒者從而協

助他們戒除毒癮上，加上實行計劃的同時能增強他們戒除毒癮的意欲，而且社區

驗毒計劃能減輕未來公營醫療的壓力，對整體社會有正面影響。促使他們對香港

推行社區驗毒計劃一事持正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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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反對人士而言，他們認為計劃的有效性低，擔心市民的人權因此而

被政府所侵犯，而且計劃在社會上標籤了吸毒人士，使他們吸毒隱蔽的情況愈趨

嚴重。 

 

反對者認為社區驗毒計劃的有效性低，未能達到打擊吸毒和預防吸毒的目

的。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發言人王家明指出，「從瑞典的例子所示，投放大量

資源執行驗毒工作後，青少年吸毒人數及因吸毒導致死亡的數字不跌反升，效果

成疑。」(獨立媒體，2014)。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工作學系葉錦成教授表示，

我同意社區篩選是重要的，不過如果沒有成熟的社區照顧服務和社區教育配合，

我很質疑『驗毒助康復』是否能有效幫助濫藥者康復。(獨立媒體，2013)。學民

思潮成員陳貽晉更表示，「對計劃成效有所保留，同時質疑強制驗毒與康復之間

的關連。」(獨立媒體，2013)。瑞典的例子與香港的情況相似，儘管當局投放大

量資源執行驗毒工作上，但由於它缺乏相應的社區照顧服務和社區教育配合，即

使成功找出吸毒者後也難以為他們提供針對性的治療或輔導，未能令他們下定決

心後戒除毒癮，甚至迫使部份吸毒者因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萌生了自殺的念

頭。社工、學者和學生團體成員對計劃的成效提出質疑，認為計劃中打擊吸毒和

預防吸毒的目的未能達到，因此反對實施計劃。 

 

另外，反對者擔心社區驗毒計劃會侵犯到市民的人權。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

啟認為，「當局建議侵犯人權，是強逼市民接受非自願醫療檢驗，即使警察有合

理懷疑，被要求驗毒者在定罪前仍是疑犯，是否需接受驗毒涉複雜法律理據，宜

交予社工或醫護處理。」(星島日報，2013)。學民思潮成員陳貽晉表示，「擔心政

府會以『康復』之名侵犯人權，並憂慮政府權力會進一步擴大致不同層面。」(獨

立媒體，2013)。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員楊政賢亦指出，「對《驗毒助康復計劃諮

詢文件》有所質疑，憂慮警權過大，剝削人權。」(獨立媒體，2013)。社區驗毒

計劃賦予執法人員在合理情況下有權要求被懷疑吸食毒品人士進行驗毒測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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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人士需向有關機構提供尿液或血液樣本作毒品測試之用，人權組織和學生團體

成員擔心此舉會對市民自身的私隱權和人權造成損害，因此反對實施計劃。 

 

     另一方面，反對者憂慮社區驗毒計劃使吸毒者吸毒隱蔽的情況惡化。香港基

督教服務處於 2013 年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1 日就驗毒計劃訪問約 104 名正吸毒、

戒毒者及邊緣青少年。結果發現 52.6%受訪者認為吸食分量會不變；73%受訪者

更認為吸毒者會更小心吸毒，包括會在私人地方吸毒、吸毒後待完全清醒才出街

等以減少被執法人員辨識出來。(文匯報，2013)。已戒毒人士阿海指，「為了避開

執法人員，吸毒者可能叫『外賣』（送毒品上門），到時甚至不會再出街，要發現

他們就更困難。」(文匯報，2013)。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發言人白艾榮進一

步指出，「驗毒只是進一步在他們的傷口灑鹽，令他們更形退縮，覺得自己更罪

疚及慚愧。」(獨立媒體，2014)。由於香港現時缺乏成熟的社區照顧服務和社區

教育配合，即使成功找出吸毒者後也難以為他們提供針對性的治療或輔導。計劃

在社會上標籤了吸毒人士，使他們原有的自責感和自卑感更深，卻而又因資源不

足而未能確保即時向他們提供戒毒服務，令他們吸毒情況愈來愈隱蔽。因此已戒

毒人士和社工反對實施計劃。 

 

     由此可見，從反對者的角度而言對社區驗毒計劃的成效有所保留，加上此計

劃要求被合理懷疑者提供尿液或血液樣本作毒品測試之用，令市民的人權和私隱

權受到威脅，計劃還在社會上標籤了吸毒人士，使他們吸毒隱蔽情況惡化。以致

反對者對香港實行社區驗毒計劃持反對的立場。 

 

 總括而言，我們可以看到，支持及反對雙方就社區驗毒計劃對大眾的利益、

計劃成效的問題上各持己見，使社區驗毒計劃存在極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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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評論及建議 

4.1 評論  

上一章已歸納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看法，兩者之間，我較同意反對者的看法。

就社會及政治兩個角度而言，實施社區驗毒計劃對社會及政治均帶來負面影響。 

 

     從社會角度分析，實施社區驗毒計劃會使吸毒者吸毒隱蔽的情況惡化，增加

社會公共醫療開支，長遠將為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降低社會和諧度。「反社區

驗毒社工陣線」發言人白艾榮表示，「推行『社區驗毒』，只會破壞有需要的青年

人對成年人對信任，對社工、對醫護人員、對警察、就是對父母親都再沒有信任，

那他們還有出路嗎？」(獨立媒體，2013)。雖然基督教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根

據他接觸過的吸毒青年指出，「吸毒者本身是會『愈吸愈隱蔽』，故不認同計

劃是令他們更隱蔽吸毒的原因」。(明報，2013)。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工作

學系葉錦成教授表示，「現時社會人士對濫藥者的認識不足，部份更有負面看法，

再推行社區驗毒，只會做成更嚴重標籤效應，對濫藥者康復更為不利。」(獨立

媒體，2013)。儘管吸毒者者本身可能已經存有「愈吸愈隱蔽」的問題，然而社

區驗毒計劃在社會上標籤了吸毒人士，使他們為了減少被執法人員辨識出來而更

小心吸毒，例如在私人地方吸毒和吸毒後待完全清醒才出外等，吸毒隱蔽的情況

進一步惡化。由於吸毒者吸毒情況隱蔽，身邊人難以察覺，直到被親朋好友發現

或自己不適求診時毒品已對身體造成無可挽救的損害。長遠來說，未來公營醫院

負責的吸毒者身體機能受損個案增多，投放在吸毒者上的資源如藥物或醫護人員

亦因而上升，從而引申出公共醫療開支增加而導致社會和諧度下降。 

 

從政治角度分析，社區驗毒計劃賦予執法人員權力，在現時沒有足夠的監察

機制底下市民的人權受到威脅，損害香港的法治精神。醫學會會長謝鴻興指出，

「新計劃違反基本人權」、「計劃的立場是違反了法律精神中的『無罪假設』，因

為警方可隨時將懷疑吸毒者，送押警局，並有權要求對方驗尿」。(成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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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律師公會代表羅沛然亦表示，「會令警權擴大」、「擴大執法機關權力，

或會嚴重干預《基本法》下保障市民的權利」。(太陽日報，2014)。在社區驗毒計

劃實施後，執法人員在合理情況下有權要求被懷疑吸食毒品人士進行驗毒測試，

而可疑人士需向有關機構提供尿液或血液樣本作毒品測試之用。然而即使是醫生

也難以根據一個人的表面徵狀分辨他是受毒品或是感冒藥影響，更遑論執法人員

能準確的判斷出吸毒人士。由於所有可疑人士均需提供毒品測試樣本，沒有吸毒

但被懷疑者自身的私隱權和人權卻因而造成損害，香港的法治精神受到威脅。 

 

     總括而言，實施社區驗毒計劃會使吸毒者吸毒隱蔽的情況惡化，提高社會公

共醫療開支，為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降低社會和諧度。同時亦會令市民的人權

受到威脅，損害香港的法治精神。基於以上兩個角度的分析，我反對實施社區驗

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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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議 

基於以上討論，現針對可行性及成效兩方面，分別作出以下建議。 

 

首先，在成效方面，政府應把社區驗毒計劃與相應的社區照顧服務和社區教

育配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工作學系葉錦成教授表示，我同意社區篩選是重

要的，不過如果沒有成熟的社區照顧服務和社區教育配合，我很質疑『驗毒助康

復』是否能有效幫助濫藥者康復。(獨立媒體，2013)。由於香港缺乏相應資源配

合，即使成功找出吸毒者後也難以為他們提供針對性的治療或輔導，未能令他們

下定決心後戒除毒癮，因此對計劃的有所保留。故我認為政府應開展成熟的社區

照顧服務和社區教育並加派人手配合，彌補政策的不足。透過是項計劃，相關社

工能引導吸毒者接受輔導服務，繼而了解他們背後吸食毒品的原因和分擔其生活

上的煩惱，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受到他人重視而建立回正確的價值觀。另外，計劃

中的醫護人員能透過教育向吸毒者講述吸毒對身體造成的損害，從而以健康作為

誘因，提升他們戒毒的動機。而醫護人員亦應從旁指導和協助吸毒者脫離毒海，

在適當時給予支持和鼓勵，使他們盡快重獲新生。因此，政府應開展社區的資源

配合社區驗毒計劃，以同行者取代懲治者，以關愛取代懲罰，這才是治標治本的

長遠方法。 

 

    接著，在可行性方面，政府應在驗毒測試和報告後銷毀被懷疑吸食毒品人士

的尿液或血液樣本。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員楊政賢亦指出，「對《驗毒助康復計

劃諮詢文件》有所質疑，憂慮警權過大，剝削人權。」(獨立媒體，2013)。由於

他指政府實施社區驗毒計劃會侵犯市民的人權和私隱權，因此對計劃有所保留。

故我認為政府不應把被懷疑吸食毒品人士的尿液或血液樣本作其他用途之用，應

在驗毒測試和報告後立即銷毀。計劃賦予執法人員在合理情況下有權要求被懷疑

吸食毒品人士進行測試，利用尿液或血液樣本作毒品測試無疑是較簡單和準確的

方法。然而政府應在事後立即銷毀有關樣本，而不應把其作其他用途，變相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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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侵犯市民的私隱，損害人權。因此，他們應履行其應有的責任，以整體市民的

利益作依歸，從而提高社區驗毒計劃的可行性。 

 

基於社會及政治角度的分析，我會反對實施社區驗毒計劃。但如果政府從可

行性及成效兩方面進行改善，我會支持其方案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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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反思 

    從製作這一份獨立專題探究的過程中，本人有以下三方面的反思: 

 

    首先，製作是次獨立專題研究讓我得知自己對時事議題的認知大多流於表

面。從前我只會透過報導了解相關的時事議題。然而由於這一份獨立專題探究需

要從多角度分析持分者的立場和看法，因此我從多個渠道搜索有關的資料，並從

而發現原來自己對該時事議題的認知只是流於表面。背後有很多觀點和隱憂等都

是我從前忽略掉、沒有考慮到的。透過獨立專題研究，我才明白平日應從各方深

入探討時事議題，避免相關認知流於表面。 

 

       其次，搜索有關探究題目的資料也是一大學問。不論是在網上或是書籍裡，

都能找到大量詳盡的資料。但這兩方面的資料大都欠缺全面性，常側重於其中一

方的看法。因此，我詳細地閱讀了大量網上或報章資料，從中找出容易被忽略的

持份者論點和觀點，繼而對各觀點再作出客觀全面的分析。 

 

另外，製作這一份獨立專題研究令我明白到自身的能力仍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在云云網上和書籍當中有些資訊是重複、錯誤或與探究題目無關的，所以必

需要很強的分析批判和歸納整合能力才能作出適當的篩選和整理。透過是次獨立

專題研究，我明白到平日應多看新聞評論和新聞論壇等以加強這兩方面的能力。 

 

總括而言，是次獨立專題研究令我在對時事議題的認知、資料搜集和自身的

能力這三方面得以反省。儘管在製作研究的過程中困難不斷出現，但這正好提高

了我的解難能力，使我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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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總結 

總結以上對各持分者的分析，大部分支持香港實施社區驗毒計劃的人士均為

禁毒團體人士、部分已戒毒人士、部分社工、議員和部分學者，他們分別認為社

區驗毒計劃能有助及早發現吸毒者從而協助他們戒除毒癮，增強他們戒除毒癮的

意欲，而且社區驗毒計劃能減輕未來公營醫療的壓力; 反對者為部分社工、部分

學者、學生團體成員、人權組織成員和部分已戒毒人士，他們則著重於社區驗毒

計劃的成效、市民的人權和私隱權和對吸毒人士的影響。 

 

本人對香港實施社區驗毒計劃一事持反對意見，亦認同反對者對社區驗毒計

劃所帶來的好處和看法。於本次爭議上，由於香港缺乏相應資源配合，即使成功

找出吸毒者後也難以為他們提供針對性的治療或輔導，未能令他們下定決心後戒

除毒癮，計劃的有效性低未能達到打擊吸毒和預防吸毒的目的。而且，被懷疑吸

食毒品人士需向有關機構提供尿液或血液樣本作毒品測試之用，令市民擔心計劃

會對其私隱權和人權造成損害。 

 

有見及此，本人建議政府優化社區驗毒計劃，開展成熟的社區照顧服務和社

區教育並加派人手配合，並在驗毒測試和報告後銷毀被懷疑吸食毒品人士的尿液

或血液樣本，從而增加社區驗毒計劃的可行性及成效。 

 

(共 6965 字) 



 16 

第七章  參考資料 

一、書籍： 

1.  李德康、魏文輝和洪昭隆合編（2012）。《香港中學文憑 通識教育應試辭典 - 單

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單元二:今日香港》。香港︰金石圖書館貿易有限公司。 

2.  馬傑偉、吳俊雄、張志偉和曾仲堅合編（2012）。《普普香港(二) 閱讀香港普

及文化 2000-2010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  迪特爾．拉德維希著，李彥達譯（2005）。《上癮的秘密》。台灣︰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二、 網上資料：  

1.  作者不詳（2013）。〈驗毒助康復計劃 諮詢文件 2013 年 9 月〉。禁毒常務委員

會。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nd.gov.hk/tc/acan/doc/rdt_consulation_paper_chi.pdf 

2.  作者不詳（2013）。〈社區「驗毒」不等於成功「戒毒」 信任才是戒毒的主要

良方〉。香港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340 

3.  作者不詳（2014）。〈「驗毒助康復計劃」意見書〉。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瀏

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hkptu.org/17200 

4.  莊耀洸，徐嘉穎（2013）。〈「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大會 從人權和法律角度分

析強制社區驗毒〉。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c4e.hkcss.org.hk/user/human_rights_for_drug_test.pdf 

5.  作者不詳（201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就《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文件》意

見書〉。香港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389 

6.  方鈺鈞（2013）。〈社區驗毒計劃諮詢不足 引公眾疑慮〉。香港獨立媒體。瀏覽

http://www.nd.gov.hk/tc/acan/doc/rdt_consulation_paper_chi.pdf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340
http://www.hkptu.org/17200
http://c4e.hkcss.org.hk/user/human_rights_for_drug_test.pdf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389


 17 

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7499 

7.  練柏朗（2013）。〈陳兆焯談社區驗毒計劃 盼能幫助而非標籤吸毒青年〉。基督

教時代論壇有限公司。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0088&Pid=1&V

ersion=0&Cid=145 

8.  作者不詳（2014）。〈吸/戒毒者對「驗毒助康復計劃」意見調查發布〉。香港基

督教服務處。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hkcs.org/commu/2013press/press20131229.html 

9.  鍾炳霖（2013）。〈『驗毒助康復計劃』不治標不標本〉。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

員會。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hkjp.org/comment.php?id=375 

10.  作者不詳（2014）。〈回應《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文件》：反對社區驗毒〉。普

世頻道。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ecumenicalchannel.net/?p=1161 

11.  作者不詳（2014）。〈驗毒「阻」康復 人權被侵零容忍〉。香港獨立媒體。瀏

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310 

12.  作者不詳（2014）。〈驗毒助康復計劃誤導家長〉。香港獨立媒體。瀏覽日期：

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988 

13. 作者不詳（2014）。〈愈認識愈反對 立即撤回計劃 全面檢討服務〉。香港獨立

媒體。瀏覽日期：2014年 2月 27日。檢索網址: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407 

14.  作者不詳（2013）。〈驗毒真的助康復——訪葉錦成教授〉。香港獨立媒體。瀏

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727 

15.  作者不詳（2013）。〈給禁毒常務委員會的一封信@年青過來人〉。香港獨立媒

體。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735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7499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0088&Pid=1&Version=0&Cid=145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0088&Pid=1&Version=0&Cid=145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0088&Pid=1&Version=0&Cid=145
http://www.hkcs.org/commu/2013press/press20131229.html
http://www.hkjp.org/comment.php?id=375
http://www.ecumenicalchannel.net/?p=1161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310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988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407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727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735


 18 

16.  作者不詳（2013）。〈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第六十二號報告書 第二章－ 

二零零三至二零一二年吸毒趨勢〉。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禁毒處。瀏覽日期：

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nd.gov.hk/pdf/report/crda_62nd/chapter2_trends.pdf 

 

三、 報章 ： 

1.  星島日報（2013-09-18）。〈社區驗毒諮詢擬設兩門檻〉。《星島日報網》，瀏覽日

期：2014年 2月 27日。檢索網址  : 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loc/0918ao05.html 

2.  星島日報（2013-09-18）。〈社區驗毒挑戰大 校園抗毒待提升〉。《星島日報網》，

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jou/0918jo01.html 

3.  香港成報（2013-09-25）。〈暫訂兩原則 諮詢今展開 社區驗毒大考驗〉。《香港

成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singpao.com/xw/yw/201309/t20130925_461816.html 

4.  蘋果日報（2013-09-13）。〈傾向「寧縱毋枉」社區驗毒月底諮詢〉。《蘋果日報

網》，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913/18421203 

5.  香港經濟日報（2013-09-26）。〈社區驗毒爭議大 「無毒人生」價更高〉。《香港

經濟日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303ba9d-89ff-450a-9a46-920631157888-573312?ref=ak8

fs 

6.  香港商報（2013-10-05）。〈有市民憂社區驗毒警濫權〉。《香港商報網》，瀏覽日

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3-10/05/content_3254068.htm 

7.  太陽報（2013-09-25）。〈過來人齊撐社區驗毒〉。《太陽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30925/00407_017.html 

http://www.nd.gov.hk/pdf/report/crda_62nd/chapter2_trends.pdf
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loc/0918ao05.html
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jou/0918jo01.html
http://www.singpao.com/xw/yw/201309/t20130925_461816.html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913/18421203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303ba9d-89ff-450a-9a46-920631157888-573312?ref=ak8fs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303ba9d-89ff-450a-9a46-920631157888-573312?ref=ak8fs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3-10/05/content_3254068.htm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30925/00407_017.html


 19 

8.  香港成報（2013-10-06）。〈「驗毒助康復計劃」應予支持〉。《香港成報網》，瀏

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singpao.com/xw/ht/201310/t20131006_463795.html 

9.  香港文匯報（2013-12-30）。〈社區驗毒憂反效果 石丹理：可助戒癮〉。《香港文

匯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pdf.wenweipo.com/2013/12/30/a22-1230.pdf 

10.  香港文匯報（2013-07-30）。〈63%人指「社區為本驗毒」存爭議性〉。

《香港文匯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7/30/HK1307300017.htm 

11.   大公報（2013-09-28）。〈社區驗毒計劃不容抵毀〉。《大公報網》，瀏覽日期：

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news.takungpao.com.hk/hkol/politics/2013-09/1934322.html 

12.  明報（2014-01-24）。〈多個團體要求撤回社區驗毒計劃〉。《明報網》，瀏覽日

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40124/gb51215h.htm 

13.  大公報（2013-07-30）。〈調查指「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爭議大〉。《大公

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news.takungpao.com.hk/hkol/shjj/wz/2013-07/1796595.html 

14.  東方日報（2013-09-18）。〈社區驗毒擬授權警執行〉。《東方日報網》，瀏覽日

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

址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30918/00176_025.html 

15.  蘋果日報（2013-10-05）。〈隔牆有耳：社區驗毒被質疑藥石亂投 青年聯社召

集人彈：只是政績工程〉。《蘋果日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

址  :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005/18450892 

16. 星島日報（2013-09-23）。〈社區驗毒 諮詢公眾 青年毒海回頭撐驗毒〉。《星島

日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檢索網址  : 

http://www.singpao.com/xw/ht/201310/t20131006_463795.html
http://pdf.wenweipo.com/2013/12/30/a22-1230.pdf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7/30/HK1307300017.htm
http://news.takungpao.com.hk/hkol/politics/2013-09/1934322.html
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40124/gb51215h.htm
http://news.takungpao.com.hk/hkol/shjj/wz/2013-07/1796595.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30918/00176_025.html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005/18450892


 20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3-09-23/hongkong1379923474d4711190.html 

17. 香港文匯報（2013-07-28）。〈郭偉強憂倉促驗毒衝擊學界〉。《香港文匯報網》，

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7/28/HK1307280029.htm 

18. 大公報（2014-01-27）。〈「驗毒」助早拯癮君子〉。《大公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127/2244392.html 

19. 大公報（2014-01-27）。〈索 K 入院迫爆深切治療部〉。《大公報網》，瀏覽日期：

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127/2244391.html 

20. 明報（2013-12-30）。〈人權監察憂強制驗毒令警權過大〉。《明報網》，瀏覽日

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news.sina.com.hk/news/20131230/-3-3153137/1.html  

21.香港成報（2013-11-04）。〈指違基本人權 力促源頭滅毒 醫學會不支持強制驗

毒〉。《香港成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news.singpao.com/gat/201311/t20131104_469740.html 

22. 太陽報（2014-01-08）。〈團體反對社區驗毒 憂警權大剝削人權〉。《太陽報網》，

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40108/00407_072.html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3-09-23/hongkong1379923474d4711190.html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7/28/HK1307280029.htm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127/2244392.html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127/2244391.html
http://news.sina.com.hk/news/20131230/-3-3153137/1.html
http://news.singpao.com/gat/201311/t20131104_469740.html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40108/00407_072.html


 21 

第八章  附錄 

1.星島日報（2013-09-23）。〈社區驗毒 諮詢公眾 青年毒海回頭撐驗毒〉。《星島日

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3-09-23/hongkong1379923474d4711190.html 

 

社區驗毒 諮詢公眾 青年毒海回頭撐驗毒 

 

禁毒常務委員會將於周三公布社區驗毒計畫，並諮詢公眾四個月。社區驗毒並非

為了檢控和懲罰，盡早找出有毒癮的青少年，不想公眾覺得警權過大；有曾沉淪

毒海的青年率先「撐」驗毒，「以前見到警察就將毒品丟到地上、捽碎就可以」，

根本難起阻嚇作用，但認為政府有足夠的戒毒支援，才最重要。 

 

二十三歲的 Oscar 過去十年沉淪毒海，曾因販毒入獄八個月，前年某夜吸食過量

毒品，神志不清從四樓躍下，跌在路邊被小巴輾過，昏迷入院個多月，死過翻生

才改過自新，「但一想起那種毒品，就想食、就會抽筋，所以戒毒就如減肥，一

鬆懈就會復發」。 

 

首要有足夠戒毒支援 

他家住屯門，見過很多青年人吸毒，又經常有船上吸毒派對，所以贊成社區驗毒，

認為這樣才有阻嚇性，「以前見警察就將毒品丟到地上、捽碎就可以」，但他提醒

當局首要提供足夠的戒毒支援。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石丹理昨出席一個電視節目時表示，諮詢文件會提出更多客

觀準則，賦予執法人員權力要求可疑人士驗毒，強調不讓警方胡亂拉人去驗毒，

因為社區驗毒並非為了檢控和懲罰，而是希望盡早找出有毒癮的青少年，協助他

們接受治療，委員會不想公眾覺得警權過大。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3-09-23/hongkong1379923474d4711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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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不能胡亂拉人驗毒 

他補充，根據現時法例，若執法人員在當事人身上找不到毒品，便不能強逼對方

提供尿液，或其他方式驗毒，實施社區驗毒將會有更多機會找出有毒癮的青少年。 

 

夜青看不到前景墮落 

另外，救世軍屯門深宵青少年外展展務於今年初訪問六百多位夜展和一般青年，

發現社區人士對夜展青年的印象一般較負面。他們又發現，夜展青年較一般青年

更自覺有嗜好和技能，外展服務隊長鄧裕仲稱，很多夜青喜觀跳舞、踩單車、玩

滑板，卻看不到前景，終致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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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陽報（2013-09-25）。〈過來人齊撐社區驗毒〉。《太陽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http://the-sun.on.cc/cnt/news/20130925/00407_017.html 

 

過來人齊撐社區驗毒 

 

禁毒常務委員會今日將公布《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文件》，建議對有合理懷疑的

可疑人士進行驗毒，以協助盡早戒毒，有吸毒過來人支持，吸毒二十年的阿偉，

曾因「索 K」致尿頻，更需「手夾下體」免失禁，常要蹲着小便不能外出，其後

更索性把居所變成毒品散貨場，他指若當年及早被發現吸毒，就不致失去親人、

健康及事業。信義會天朗中心主任劉宏章亦贊成社區驗毒，但指要平衡人權，在

具私隱度的場所進行，並有非警方的第三者在場。 

 

「唔想下一代走我條舊路」 

阿偉十七歲開始吸毒，吸食氯胺酮（K 仔）後出現胃痛、尿頻及屙血尿，為賺錢

吸毒曾偷竊及販毒，與朋友合營的寵物店結業收場，亦遭兒子離棄，去年下決心

戒毒，現於香港戒毒會當義工，坦言希望政府盡快實行驗毒計劃：「吸毒帶來的

影響並非個人的事，唔想下一代走我條舊路。」 

 

現年二十六歲的阿彤，早年離家獨立後「無王管、經常索 K」，高峰期每三日花

千元購毒品，令身體每五至十分鐘便要小便，試過搭港鐵要每站下車找廁所，曾

險些被警察搜到毒品：「當時覺得大步檻過，依家認為早啲戒毒先真正幫到自己。」

認為吸毒者欠勇氣戒毒，要別人推一把，贊成驗毒。而曾戒毒三次的阿恩，贊成

驗毒，但認為為保吸毒者尊嚴及私隱，建議在娛樂場所巡查。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30925/00407_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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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宏章指出，天朗中心過去四年接觸六百多吸毒個案，七人自殺身亡，多為二十

至三十歲，因長期吸毒嚴重侵害神經系統，判斷力及神志不正常，其中一名三十

多歲男子，因吸毒損害神經系統有幻覺，而其吸毒友人相繼死亡，又遇上感情問

題，最後跳樓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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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港成報（2013-09-25）。〈暫訂兩原則 諮詢今展開 社區驗毒大考驗〉。《香港成

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www.singpao.com/xw/yw/201309/t20130925_461816.html 

 

暫訂兩原則 諮詢今展開 

社區驗毒大考驗 

 

禁毒常務委員會今早公布「社區驗毒計劃」諮詢文件，進行為期四個月公眾諮詢，

初步會先收集支持或反對計劃的大方向意見，再諮詢有關計劃的具體方案內容，

希望 2016 年前立法實施驗毒計劃，而諮詢文件建議交警方執法，若符合「現場

發現毒品」和存在「吸毒表徵」兩大合理懷疑條件，便可要求當事人進行驗毒程

序。不過，計劃引起多方關注，有資深社工直言該計劃無論驗毒方法抑程序上仍

有頗多未議定之處，加上政府民望不高，諮詢前外界已質疑成效，而警方執法更

會令吸毒人士抗拒受助，相信實施時將面對不少困難。 

 

由於本港青少年吸毒趨向隱蔽化，故「社區驗毒計劃」旨在找出這些隱蔽的吸毒

青少年，以提供協助，並由警方擔任尋找吸毒人士的前線人員，但現時警方巡查

娛樂場所時，縱使發現有毒品棄置地上，也不能要求被懷疑吸毒的人士驗毒，故

諮詢文件提出在合理懷疑時，只要符合兩點要求，即現場有毒品的環境證據，以

及被懷疑人士有吸毒的表徵，就可以要其進行驗毒；文件亦提出驗毒期間要安排

獨立第三者在場，以及對首次發現吸毒人士採取先監察、後檢控的建議等。 

 

http://www.singpao.com/xw/yw/201309/t20130925_461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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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檢毒品 具吸毒表徵 

從事社工工作 18 年的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資深社工黃寶文，表示支持社區驗毒

計劃提出的教育方向，亦認同驗毒能有效找出吸毒者，但對於實行計劃的方法卻

有疑問，表示得悉初步建議，會在警局替涉嫌吸毒者作「行直線」和「瞳孔測試」

測試，若不及格才再驗毒，例如用血液、頭髮或尿液，「若驗血的話會在甚麼地

方檢驗，是否會先帶到醫院？若帶到醫院，每人對藥物的反應吸收有所不同，會

否影響取樣結果？若在警局驗毒，會否有醫護人員配合？這些都是文件未有提

及」。 

 

他又指出，市民近年對政府不信任，警方執法問題亦引起公眾討論，若這時候推

出諮詢文件，擔心計劃會變成政治議題，節外生枝，產生不必要的討論；他亦憂

慮警方的執法身份，會令部分吸毒人士誤會被拘捕，因此抗拒受助，「由於警方

會將吸毒人士交由社工負責跟進，可能有吸毒者誤會社工聯合警察行動，以為自

己將被拘捕，令他們對計劃產生不信任的感覺」。 

 

他建議政府先擱置計劃，將資源重新投放在教育及宣傳身上，讓更多教師、家長

和社工對毒品有更多認識，以及給予吸毒者更多幫助，「禁毒工作從來應多管齊

下，執法、教育和宣傳同樣重要；倘若強推有關計劃，可能會激化隱蔽性吸毒問

題，事實上有吸毒人士便曾說：『若計劃推出，寧願逃到國外吸毒』」。 

 

警方執法或被誤會拉人 

禁毒常務委員會成員郭永強回覆本報表示，計劃推出諮詢，正是希望引起公眾討

論，收集是否要就隱蔽性吸毒情況進行更深入處理的意見。對於有意見質疑計劃

成效，他表示這亦是預期效果，「雖然現在未有細緻內容，但希望公眾明白，計

劃是希望協助更多吸毒者戒掉毒癮，而並非涉及其他政治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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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強亦曾處理有關大埔校園驗毒計劃，他認為現時情況與當時相似，「當時推

出校園驗毒亦引起社會多番討論，因為當時屬於新鮮事情，所以需要一邊實行一

邊研究，縱使過程遭受質疑，例如人權、師生及家長關係惡化，但結果最終都成

功實行」。他認為現時公眾多些討論，能讓計劃更加獲得改善，內容亦變得更清

晰。 

 

對於計劃可能加深隱蔽性吸毒情況，他則表示現在有關情況已愈趨嚴重，計劃亦

是希望找出有關吸毒人士，「現時第一步應先經過諮詢，討論有關細節，讓更多

人了解計劃目的，將資源投放在適當地方，幫助吸毒者脫離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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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文匯報（2013-07-28）。〈郭偉強憂倉促驗毒衝擊學界〉。《香港文匯報網》，

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7/28/HK1307280029.htm 

 

郭偉強憂倉促驗毒衝擊學界 

 

「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討論多時，保安局今年 6 月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期望藉此

展開廣泛公眾討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郭偉強昨日

表示，社福界及學界對社區驗毒仍存在不少疑問，擔心政府未做好諮詢工作便倉

促推行，將對戒毒支援機構及學界造成衝擊，亦會引起市民憂慮。他們促請當局

加強打擊毒品源頭，減少毒品流入香港。 

 

本身是註冊社工的郭偉強指出，近月接獲不少社工對政府何時展開社區驗毒的公

眾諮詢表示關注，又指當局未有就計劃邀請戒毒機構研究細節。2008 年時任律

政司司長黃仁龍，曾領導跨部門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就青少年吸毒問題發

表報告，表明強制驗毒需立法，理由是「有合理懷疑吸毒的青少年進行強制驗毒，

以及早識別和介入」。 

 

郭偉強指出，當局聚焦方向包括社區驗毒適用範圍、個人權利侵擾疑慮、警方合

理懷疑的標準、接受驗毒測試時第三方在場等問題，大多涉及驗毒過程實際操

作，較少討論到驗毒以外的禁毒及戒毒工作如何全面配合。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7/28/HK13072800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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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成全面禁毒戒毒起步 

郭偉強認為，社區驗毒計劃具有一定阻嚇作用，卻未必能直接減低吸毒人數。他

強調，具體識別吸毒者固然重要，但社區驗毒應作為牽動全面禁毒及戒毒工作的

起步，「政府應加強打擊毒品源頭，減少毒品流入本港；長遠應推出持續有效的

禁毒教育及宣傳，才能強化公眾對毒品的警覺性。」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早前曾就

不同持分者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進行調查，並將於明日舉行記者會公布結果，

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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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公報（2014-01-27）。〈「驗毒」助早拯癮君子〉。《大公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127/2244392.html 

 

「驗毒」助早拯癮君子 

 

禁毒常務委員會去年 9 月建議推出「社區驗毒計劃」，其公眾諮詢期於本年 1 月

24 日結束。由於反對派公民黨等組織，在諮詢期結束當日突然遞交 1200 份意見

書，令支持與反對意見的「天秤」頓失平衡。反對意見主要認為計劃將令警權過

大，不過支持驗毒計劃的醫生卻認為，驗毒有助盡早辨識吸毒者，並幫助其及早

接受輔導和治療，並能減輕未來公營醫療壓力。 

 

中大青少年泌尿治療中心主管譚煜謙，認為計劃能盡早驗出吸毒人士，及早幫助

其治療和康復。譚煜謙強調，吸毒者毒癮愈深，劑量愈大，身體受損程度就愈重，

「我手上個案的吸毒期中位數已達 6 年，長年累月吸毒令他們機能嚴重受損，若

錯過及早治療時機，將導緻腎衰竭、肝衰竭等疾病。」 

 

私院無力 公院「硬食」 

譚煜謙續謂：「私家醫院無法提供洗腎、透析等服務，這些嚴重個案隻能由公院

承擔，由此可以想像，公營醫療在該方面的支出將是天文數字；倘驗毒計劃通過，

將有助減輕未來公營醫療壓力。」譚煜謙強調，「助康復」是驗毒計劃的關鍵一

環，執法人員辨識出吸毒者之後的措施有待繼續商討。譚煜謙表示，「助康復」

需要醫院、社工、戒毒院舍及社區非政府機構的全方面配合，因此政府必須投入

更多醫療資源和社會福利資源，以保證計劃順利實行。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127/22443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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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公報（2014-01-27）。〈索 K 入院迫爆深切治療部〉。《大公報網》，瀏覽日期：

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127/2244391.html 

 

索 K 入院逼爆深切治療部 

 

禁毒常務委員會正就「社區驗毒計劃」諮詢公眾，盡管支持聲音頗多，但卻遭部

分人士指計劃令「警權過大」而大力反對。正反意見相持，唯青少年隱性吸毒愈

見嚴重，腦部、泌尿係統嚴重受損的個案大增，對公共醫療係統構成沉重壓力。

北區醫院的泌尿專科便一度因「索 K 人士」求診者眾，新症需輪候近 3 年才能

就醫；多數醫護人士都贊成驗毒計劃，希望盡早找出吸毒者、盡快治療。 

 

「近年因『索 K』引起的腎積水、腎衰竭，以至肝衰竭入住深切治療部（ICU）

的個案明顯增加，每年平均兩、三宗，這類病者留醫時間長，至少兩星期，相對

一般手術所需兩、三日康復時間長六、七倍，對 ICU 構成重大壓力。」北區醫

院泌尿科副顧問醫生麥肇敬表示。 

 

學名「氯胺酮」的「K 仔」是近年「年輕癮君子」最流行的毒品，且「隱性索 K」

情況愈來愈嚴重，近年，首次被發現「索 K」的吸毒者平均「毒齡」竟達 4.6 年，

癮君子被發現有吸毒時，其泌尿係統和大腦已被毒品嚴重破壞。麥肇敬稱，因「索

K」需看泌尿專科的人數增加，在吸毒者與普通病人排隊輪候情況下，「新症閑

閑?要等三年才可就診」。 

 

「索 K」對公共醫療係統帶來沉重壓力，禁毒基金特別撥款 375 萬元，於 2012

年在北區醫院成立「危機轉向中心」，將全港自願戒除「索 K」癮的人士，安排

到該中心戒毒及醫治，藉?分流紓緩公共醫療係統的壓力，中心至今已為逾 300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127/2244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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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服務。 

 

麥肇敬說：「為讓中心順利運作，院方特別在內科預留兩張病床供戒毒者使用，

讓他們住院一周戒毒，其後起碼會為他們安排兩次覆診，如吸毒者泌尿係統已受

損害需要專科診治，亦可到中心繼續就醫。」 

 

醫護工作百上加斤 

北區醫院病床使用率本來已達 100%，還要額外為吸毒病者提供服務，麥醫生無

奈地說：「禁毒基金針對吸毒人士的醫療服務確實有撥款、有增加資源，但床位

和醫護人手沒有增加，多出的工作唯有自己『食?佢』，前線醫護人員做得好辛苦。」 

據悉，為營運該中心，院方額外安排了兩名兼職顧問醫生、1 名兼職護士長和 1

名職業治療師，但因醫生屬兼職，中心服務時間唯有安排在下午 4 時至晚上 6 時。 

 

前線醫護雖有不滿，中心卻令北區醫院的泌尿專科輪候時間大大縮短，如沒有中

心提供的服務，麥肇敬不諱言泌尿科的輪候時間便會返回過去「等三年」的景況，

市民也會質疑：「同樣是有尿頻、尿痛等問題，對香港作出幾十年貢獻的老人家，

為何要同一班吸毒者一齊等睇醫生？」 

 

對「強制驗毒」諮詢，麥作為公立醫院醫生受制於「紀律」拒絕發表個人意見，

但對禁毒基金的撥款今年便到期卻不無擔憂，因為中心一旦因資源問題停止運

作，肯定對全港公立醫院泌尿科造成極大的壓力。本報曾向醫管局查詢各大醫院

聯網泌尿專科的輪候時間，但至截稿時間尚未有回覆。 

 

重藥冀病者盡快出院 

「索 K」除會對吸毒者泌尿係統造成損害，腦部亦可能被毒品破壞出現精神問

題，目前公立醫院已不堪其重負，據說有醫生不得不使用「激進的治療方式」，

http://news.takungpao.com.hk/h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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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患者住院期，從而加快騰出床位。 

 

翻查資料，2009 年 10 月至 2013 年 6 月，醫院管理局轄下物質誤用診所（專門醫

治因濫藥出現精神問題的病人），共收到逾 2200 名有吸毒的新症病人，當中逾

1200 名有吸毒的病人在入院時已有精神疾患，最常見的問題包括由毒品引緻的

思覺失調（佔 29%）、抑鬱症（佔 23%）、適應障礙（佔 13%）和精神分裂（10%）。 

 

九龍醫院精神科專科醫生王萬德說，現時為吸毒人士設立專門精神科病房的醫院

僅有葵湧醫院和青山醫院，其餘醫院由物質誤用診所或普通科門診提供服務，接

收的精神問題病者皆收入普通病房，誘發出不少問題。王醫生說：「吸毒者的思

維在毒品作用下時常很混亂，加上精神狀態較差，容易與同房的一般病人衝突，

站在醫院的角度，吸毒者大大增加了潛在壓力。」為紓緩精神疾病患者留院時的

壓力，據說有精神科醫生會開出「加重」的藥量，務求令病者盡快康復及出院，

騰出病床。 

 

王萬德坦言，如果沒有因毒品導緻精神問題的病人入住，資源緊絀情況將可大為

改善，「既然吸毒人士有接受治療的需求和權利，就須加強相應資源配合，加大

投入，尤其是人手和床位」。 

 

驗毒加速「搣甩」毒癮 

禁毒常務委員會就「社區驗毒計劃」進行公眾諮詢，卻遭部分人士以擔心計劃令

「警權過大」而大力反對。該會主席石丹理表明若公眾意見並不統一，便不會建

議政府強硬推行，不過，後果卻要整個社會承擔。「社區驗毒」旨在盡快找出吸

毒者、盡快讓其戒毒和接受診治，如未能推行而維持現狀，估計「索 K」緻泌尿

係統和腦部受損的病者絕不會減少，市民大眾又是否願意因此而向公營醫療係統

投入更大的資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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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者不詳（2014）。〈愈認識愈反對 立即撤回計劃 全面檢討服務〉。香港獨立媒

體，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407 

 

愈認識愈反對 立即撤回計劃 全面檢討服務 

 

工黨、民主黨、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簡稱社總)、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

學民思潮、香港女社工協會、民間人權陣線、香港基督徒學會(排名不分先後)；

趁「驗毒助康復計劃公眾諮詢」於今日完結，向禁毒常務委員會(禁常委)遞交立

場書及 1100 份反對意見書，他們要求政府立即撤回「驗毒助康復計劃」。 

 

社總發言人王家明批評「社區驗毒」授權執法人員進行驗毒，是不恰當的。較早

前，香港醫學會會長謝鴻興醫生指出，即使是醫生也不能單憑表徵，分辨一個人

受毒品或是感冒藥影響，試問警方又怎能分辨？從瑞典的例子所示，投放大量資

源執行驗毒工作後，青少年吸毒人數及因吸毒導致死亡的數字不跌反升，效果成

疑。 

 

此外，各請願團體指出禁常委有意將「人權」和「人命」放在天秤上，引導大眾

誤以為處理濫藥問題的方向只得一個選擇。我們認為一份「以人為本」的諮詢，

理應羅列更多政策選擇，而非一味強調別無他選，硬要市民付上人權可以被侵犯

的代價。 

 

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發言人白艾榮進一步抨擊，諮詢文件是一份粗糙、平庸、

單調的政策文件，他指出「吸毒」背後都有千百種難以想像的原因。而戒毒與個

人動機有莫大關係，要真正協助他們是不可存有「走捷徑」的心態。我們認為驗

毒只是進一步在他們的傷口灑鹽，令他們更形退縮，覺得自己更罪疚及慚愧。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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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願團體認為過往的一些成功經驗也不應忽視，例如：有機構曾向青年展示濫藥

如何破壞身體機能作介入，從而提升戒毒動機及成效。故此，政府應以教育取代

檢驗，以同行者取代懲治者，以愛與關懷取代懲罰，正視濫藥人士的需要。最後，

請願團體要求： 

1. 政府立即撤回推行「驗毒助康復計劃」 

2. 推動業界全面討論現行法律和服務的成效 

3. 提供全面而客觀的數據，說明驗毒與戒毒的關係 

4. 停止對服務對象污名化 



 36 

8.作者不詳（2013）。〈驗毒真的助康復——訪葉錦成教授〉。香港獨立媒體，瀏覽

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727 

 

驗毒真的助康復——訪葉錦成教授 

 

問問前輩／專家系列（一）「助康復」之 先決條件 

被訪對象：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工作學系葉錦成教授 

訪問：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召集人小白 

文字整理：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成員 Cherry 

 

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非常關注「驗毒助康復」諮詢文件，遂約了香港理工大

學 應用社會工作學系葉錦成教授訪問他對諮詢文件的意見，葉教授是教授精神

健康及濫用藥物輔導的專家。 

 

整全的政策應該是…… 

葉教授要評估諮詢文件，大家要先了解三個對推廣精神健康及處理精神病復康很

重要的概念 - 社區篩選 (Community Screening)，社區照顧服務 (Community Care) 

和社區教育 (Community Education)。一個整全有效的復康政策，必須三者並行，

缺一不可。 

 

葉教授指出「社區驗毒」只是社區篩選 (community screening) 的其中一方法，社

區篩選是為了達到及早辨識，以及早介入。他回顧現時香港現行的社區篩選方

法，例如醫社合作，推行身體檢查服務及其他的展外服務，其實也有一定的成效。 

 

他同意社區篩選是重要的，不過如果沒有成熟的社區照顧服務和社區教育配合，

他很質疑「驗毒助康復」是否能有效幫助濫藥者康復。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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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照顧服務的不足…… 

社區照顧服務包括正式照顧服務如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青少年外展服務及

物質濫用診所和非正式照顧如家庭照顧，而社區教育服務則包括政府宣傳短片及

學校教育。 

 

雖然禁毒處指過去幾年已增加不少的資源予社會服務機構，唯相比其他國家的服

務，香港仍是處於求過於供的情況，現時部份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出現「排

隊」的情況，服務無法滿足所有有需要的人士。 

 

社區教育的不足 

葉教授以最近精神健康綜合服務中心在不同地區尋找會址，很多時都會遇到居民

反對作為例子，說明缺乏足夠的社區教育服務，居民對精神病康復者有誤解，不

接受精神病康復者，就算政府願意投放資源提供大量社區照顧服務，也對於讓精

神病康復者的康復構成障礙。 

 

最近政府不斷指出濫藥者的暴力行為及危險性如何對社會構成負面影響以說服

大眾接受社區驗毒，讓社會人士對濫藥者誤解更深，嚴重的更會排斥濫藥者。葉

教授指出現時社會人士對濫藥者的認識不足，部份更有負面看法，再推行社區驗

毒，只會做成更嚴重標籤效應，對濫藥者康復更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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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性使用者之「真正」需要 

葉教授提出濫藥者可分為三類濫藥者分別是間歇性使用者、常規性使用者及長期

性使用者。三類濫藥者的成因有所不同，研究指出，間歇性使用者多受外在因素

影響，如不良朋輩影響；而常規性使用者及長期性使用者的成因多受內在因素影

響，包括很多成長創傷如被父母遺棄、被父母虐待、父母離異、或被欺凌。對常

規性使用者及長期性使用者，往往抑壓了很多負面情緒，當中都會有強烈的罪疚

感 (Guilt Feeling)，濫藥是讓其逃避痛苦現實的方法。所以，要真正幫助他們，

重點在處理他們內心的鬱結。驗毒多在阻嚇的作用，不但未能回應常規性使用者

及長期性使用者的需要，更有機會導致更嚴重的傷害。 

 

葉教授建議政府想助常規性使用者及長期性使用者康復，社區教育不應再只是指

出藥物的傷害及可怕，而是要讓社會人士更全面了解他們的需要，讓社會更接納

他們，更明白他們內心的掙扎，如社會有足夠的包容及接納，他們也不需要毒品；

同時，政府也要認真檢視現存的濫藥輔導服務是否足夠去支援需長期及深入輔導

濫藥者。 

 

作為青年工作者，葉教授分享進一步確定我們前線的經驗。當政府在推行社區驗

毒前，應該檢討現時的服務及社區人士是否有足夠的認識，是否有足夠的準備以

盛載被識別的濫藥者。簡單而言，葉教授認為若現時強推社區驗毒，相信未能助

復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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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作者不詳（2013）。〈社區「驗毒」不等於成功「戒毒」 信任才是戒毒的主要良

方〉。香港獨立媒體，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340 

 

社區「驗毒」不等於成功「戒毒」 信任才是戒毒的主要良方 

 

【2013 年 12 月 1 日】90 多名社工老師和前線社工上月參與由香港浸會大學青年

研究實踐中心和社工復興運動舉辦的「社區驗毒沒有告訴你的事」─ 回應《驗

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文件》研討會，席上討論氣氛熱烈，均認為禁毒處於 9 月 25

日發佈的未檢討、先推出的《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文件》，未能有效反映現時青

年人吸毒的問題；卻以種種恐嚇、誇張失實的數據，以蒙混公眾視聽，強行落實

打壓社工專業、漠視青年用藥實況、濫用警權的執法手段。 

 

與會者不忍服務對象進一步被邊緣化、問題化，30 多名社工老師和前線社工遂

即時組織關注組，並於今天公告「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的成立，以社工身份，

認真回應吸毒問題。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收集了業內不同社工團體的支持，並

透過社交平台，提出對《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文件》的質疑，亦有前線社工投稿

分享他們的工作經驗，務求引起公眾人士對社區驗毒問題的關注，正視有效支援

吸毒青年的方法。 

 

「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發言人白艾榮任職前線外展社工 10 年，曾接觸不少吸

毒的青年，他指出：「與青年人建立信任，解決引致他們吸毒的原因，才是最有

效協助他們成功戒毒的因素；推行『社區驗毒』，只會破壞有需要的青年人對成

年人對信任，對社工、對醫護人員、對警察、就是對父母親都再沒有信任，那他

們還有出路嗎？禁毒處能承擔這個惡果？」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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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上另一位外展社工郭美霞亦表示，在她的服務對象中，有很多吸毒的青年不滿

政府「捉」他們去「驗毒」。她指出：「他們根本就不需要驗毒！所謂針對隱蔽吸

毒青年的方案，根本漠視了社工的專業！我們一班與服務對象關係稍為好的社工

都會知悉他們的『竇』在那裡。因為，問題並非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找出他們所在

之地，而是我們如何能夠提升他們去面對自身處境之困惑所在。」 

 

學民思潮成員陳貽晉表示對計劃成效有所保留，同時質疑強制驗毒與康復之間的

關連，並認為諮詢期短，公眾人士未能對「驗毒助康復」計劃有所掌握並在諮詢

期內作出回應，同時又擔心政府會以「康復」之名侵犯人權，並憂慮政府權力會

進一步擴大致不同層面。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員楊政賢表示，對《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文件》有所質疑，

憂慮警權過大，剝削人權。他又指出有其他國家以「緩減傷害」(Harm reduction)

模式去處理吸毒問題有所成效，批評政府處理吸毒問題時，除強制驗毒外沒有考

慮其他的可能性。 

 

1 月 24 日就是《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期的結束，「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將會

走到不同群體，動員前線社工參與。他們亦會舉辦更多「驗毒以外的正視吸毒問

題」的工作坊、更會與不同界別會晤，進行動員及游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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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要求： 

一， 延遲諮詢期，引入商討文化，凝造社會共識； 

二， 改善諮詢工作，廣納意見，特別是異議的聲音； 

三， 減少對服務對象的污名； 

四， 提供全面而客觀的數據，說明驗毒與戒毒的關係，以及社區驗毒計劃的後

遺症； 

五， 檢視「零度容忍」的禁毒政策，探討「緩減傷害」取向的可行性； 

六， 檢視及交代現存的法律和服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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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星島日報（2013-09-18）。〈社區驗毒諮詢擬設兩門檻〉。《星島日報網》，瀏覽日

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loc/0918ao05.html 

 

社區驗毒諮詢擬設兩門檻 

 

討論多年的社區驗毒計畫諮詢文件下周三出爐，為免外界憂慮令警權過大、人權

被壓，消息指，計畫擬設兩大驗毒門檻，包括具備環境證據如即場檢出毒品，以

及事主初步神情有異，警察才可帶其返警署或醫院抽取尿液驗毒，又考慮豁免檢

控年輕吸毒初犯者，並擬通過成立新法訂機制如獨立委員會，交社工及醫生等跟

進協助戒毒，半年後再驗毒看成效。 

 

本港隱蔽吸毒問題惡化，吸毒隱蔽期中位數由○九年的一點九年，大幅飆升至去

年的四年，最長更高達五、六年，大部分為二十一歲至三十歲青年；加上警方巡

查娛樂場所，即使發現滿地毒品，但在場人士如非正吸毒或身藏毒品，警方亦無

辦法，過去兩年有百多宗同類個案，消息相信，推行適 

用於任何年齡人士的強制社區驗毒，是找出隱蔽毒青的出路。 

 

消息指，基於政治考慮，當局交由禁毒常務委員會推出諮詢文件，擬賦予警方權

力執行社區驗毒計畫，權衡警權、人權後，採「寧縱毋枉」原則，警方必須有合

理懷疑，即當事人疑似曾吸毒，神情有異外，兼具備足夠環境證據，如當場搜獲

毒品及吸毒工具等，符合兩門檻才能帶事主返警署或到醫院，並可能有第三者監

場下，進行損害測試如手指觸鼻、行直 等，以及驗尿測毒。若缺一門檻，事主

都被「放生」。 

 

為加強驗毒過程把關，由兩名警務人員負責處理，其一為督察級。 

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loc/0918ao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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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稱，由於計畫旨在盡早找出並協助隱蔽吸毒青年戒毒，非送上法庭，未擬對

十八歲至三十歲被檢出的吸毒者作即時檢控，但鑑於警司警誡只應用於十八歲以

下青少年及非嚴重罪行，並且不能再強制跟進個案，故考慮透過成立新法訂機制

如獨立委員會，轉介個案予社工、醫生等跟進戒毒，半年後再驗毒，再犯才決定

是否檢控。 

 

消息強調，諮詢文件只訂出大方向，細節有待討論，如獲社會支持，可向政府申

請增撥資源推行。諮詢文件下周三推出，諮詢公眾四個月，收集意見後，將再進

行第二次諮詢，預計二○一六年度提交立法會討論。 

 

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認為，當局建議侵犯人權，是強逼市民接受非自願醫療檢

驗，即使警察有合理懷疑，被要求驗毒者在定罪前仍是疑犯，是否需接受驗毒涉

複雜法律理據，宜交予社工或醫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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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香港文匯報（2013-12-30）。〈社區驗毒憂反效果 石丹理：可助戒癮〉。《香港文

匯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pdf.wenweipo.com/2013/12/30/a22-1230.pdf 

 

社區驗毒憂反效果 石丹理：可助戒癮 

 

政府今年 9 月開始諮詢公眾對「驗毒助康復計劃」的意見，社會反應各異。有

團體訪問約 100 名正吸毒、戒毒者及邊緣青少年，發現逾七成受訪者認為，若

實施社區驗毒計劃，吸毒者會更小心吸毒，擔心驗毒計劃反作用大，只會令吸毒

者變得更隱蔽。團體又指，現時最早知道吸毒者吸毒行為的大多數是吸毒者的「身

邊人」，建議政府在推出計劃前，增加對這些「身邊人」的支援，觀察其效果後

才考慮是否推行計劃。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石丹理昨日重申有必要實施社區驗

毒，及早發現更多吸毒人士。 

 

73%受訪者指會更小心吸毒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於上月 18 日至今個月 11 日就驗毒計劃訪問約 104 名正吸毒、

戒毒者及邊緣青少年。結果發現 52.6%受訪者認為吸食分量會不變；73%受訪者

更認為吸毒者會更小心吸毒，包括會在私人地方吸毒、吸毒後待完全清醒才出街

等以減少被執法人員辨識出來。調查亦發現最早知道吸毒者吸毒行為的大多數是

吸毒者的「身邊人」，包括家人、要好朋友和伴侶，49.5%受訪者於慣性吸毒後半

年內就被上述「身邊人」發現，但這些「身邊人」卻只會以口頭形式如鼓勵、指

責等推動吸毒者戒毒；甚少透過實質行動如帶吸毒者去見醫生或去戒毒機構等協

助他們戒毒。石丹理昨日在港台《城市論壇》上重申，現在毒齡有上升趨勢，相

信「驗毒助康復計劃」有助及早發現吸毒者並協助戒毒。他認為，早前大埔區自

願驗毒計劃的報告顯示，計劃無影響老師、社工、家長與學生的關係，而警員須

經嚴格訓練才可執法，亦要在懷疑吸毒者附近找到毒品，方可分階段進行檢驗

http://pdf.wenweipo.com/2013/12/30/a22-12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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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認為會出現警權過大的問題。 

 

過來人盼源頭「解毒」家長冀獲支援 

驗毒計劃是否有效，暫時仍是未知之數，但有過來人相信計劃只會將吸毒者 

「逼入死路」，戒毒機構日後更難找到他們。另外，有吸毒者的家長批評政府現

時對他們的支援嚴重不足，即使發現了子女吸毒仍求救無援。曾經吸毒 5 年的

阿海估計，驗毒計劃只會將吸毒者「逼入死路」，「為了避開執法人員，吸毒者可

能叫『外賣』（送毒品上門），到時甚至不會再出街，要發現他們就更困難」。阿

海又認為，即使計劃推行與否，吸毒者仍然會繼續吸毒，要解決吸毒問題，應由

源頭入手，即吸毒者吸毒的原因。「即使被發現到，強制戒毒後仍然會復吸，我

見過很多人進進出出戒毒所都解決不了問題」。作為吸毒者的家長黃太表示，早

前在兒子的床上發現氯胺酮，但又不敢揭發，因為擔心揭發後兩人的關係會 

變差。她說，當時曾向社工求助，但對方回應指要其兒子親自前往才會受理。求

救無援的她變得十分沮喪，「知道個仔吸毒，好擔心他的身體，但又幫不了他，

感覺好無助。自己想找人幫助、傾訴又找不到」。黃太批評，社會上只着重對吸

毒者的支援，而忽略了對其「身邊人」的教育，家長發現子女吸毒時連應找什麼

機構，隱瞞子女吸毒是否犯法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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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明報（2013-12-30）。〈人權監察憂強制驗毒令警權過大〉。《明報網》，瀏覽日期：

2014年 6月 20日。檢索網址：http://news.sina.com.hk/news/20131230/-3-3153137/1.html  

 

人權監察憂強制驗毒令警權過大 

 

「驗毒助康復」計劃（前稱社區驗毒計劃）授權警方在特定情况下可進行強制驗

毒。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代表邵家臻指計劃令吸毒者更隱蔽地吸毒，香港人權監

察更擔心計劃令警權過大。但基督教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則指出，根據他接觸過

的吸毒青年，吸毒者本身是會「愈吸愈隱蔽」，故不認同計劃是令他們更隱蔽吸

毒的原因，他支持政府落實計劃，盡快找出吸毒者並協助他們戒毒。 

 

會否令吸毒者更隱蔽吸毒 意見迥異 

俗稱強制驗毒的「驗毒助康復」計劃在 9 月底開始諮詢公眾 4 個月，文件建議警

員可在當事人符合涉藏毒及有吸毒表徵兩大條件的情况下進行強制驗毒。邵家臻

昨出席城市論壇時表示，計劃會令吸毒者更隱蔽地吸毒，無助他們康復，他建議

政府應把資源花在其他支援吸毒者的地方。莊耀洸則表示，文件指只要警員在當

事人的附近發現毒品，加上當事人出現目光呆滯等情况就可進行強制驗毒，門檻

太低，他指警員很容易濫權，「可以隨便捉一個人驗都得」。 

 

石丹理不認同計劃門檻過低 

不過，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石丹理表示，以上條件已保證驗毒是「高門檻」

程序，加上執法警員須具相當職位及受過訓練，而驗毒過程設有錄影，相

信警方不會濫權。同時，執法人員只會在娛樂場所等指定地方執法，不會

隨意在街上截停和拘捕某人，要求他們接受驗毒。他又指，進行強制驗毒

的警員須於一個國際認可的測試中合格才可執行強制驗毒，故不認同計劃

http://news.sina.com.hk/news/20131230/-3-315313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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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門檻過低。他亦以校園驗毒計劃為例，他指計劃推出後，主動求助數字

有上升，故看不到計劃會令吸毒問題更隱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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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香港成報（2013-11-04）。〈指違基本人權 力促源頭滅毒 醫學會不支持強制驗

毒〉。《香港成報網》，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news.singpao.com/gat/201311/t20131104_469740.html 

 

指違基本人權 力促源頭滅毒  

醫學會不支持強制驗毒 

 

禁毒常務委員會就社區強制驗毒計劃，在 9 月展開為期 4 個月的公眾諮詢，醫學

會檢視計劃後，表示不支持，認為計劃是藥石亂投，既未能針對濫藥問題，並涉

及警權膨脹的問題。醫學會會長謝鴻興指出，新計劃違反基本人權，質疑警方不

能以表徵條件，作為強制拘留和驗毒的理由。 

 

謝鴻興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諮詢文件建議賦予警員權力，在可疑人士有吸毒表

徵，以及現場找到毒品的兩個條件下，可強制將當事人帶返警署驗毒，此建議存

有問題。「即使一個醫生都不能單憑表徵，分辨一個人受毒品或是感冒藥影響，

這樣警方又怎能分辨。」 

 

「合理懷疑」警權過大 

他批評計劃的立場是違反了法律精神中的「無罪假設」，因為警方可隨時將懷疑

吸毒者，送押警局，並有權要求對方驗尿。醫學會董事蔡堅在同一場合表示，強

制驗毒計劃涉及警權過大的問題，「一般市民若『飲酒飲到臉紅紅』，警方就可

以『合理懷疑』帶回警局，在失去人身自由下，進行一系列檢測。」 

http://news.singpao.com/gat/201311/t20131104_469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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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會會董鄭志文在旁補充，「源頭滅毒」以及找出「隱蔽吸毒者」才是有效的

方法。針對前者，他建議有關部門進一步打擊毒品送遞服務。他表示，「曾有一

個吸毒者說，他同時訂了毒品及薄餅，結果前者更快送到。」他謂這些送遞服務

加劇「隱蔽吸毒」的情況。 

 

他又認為提高吸毒者主動戒毒的動機，勝過對他們實施強制戒毒，透過跟接觸邊

緣青年的社工組織合作，免費替吸毒青年進行身體檢查，令他們知悉個人身體健

康被毒品影響後，再自願戒毒。他說，新計劃根本沒有解決年輕人吸毒的核心原

因。「你送他們進戒毒所，他們一出去就會重新去吸毒。」 

 

教育吸毒者自願戒毒 

根據文件顯示，吸毒情況已有顯著的改善，由 2008 年高峰的 14,241 人，降至 2012

年的 10,939 人，減幅為 23%。與此同期，21 歲以下的吸毒人數的下降速度更明

顯，由 3,474 人降至 1,591 人，減幅過半。他認為目前應付毒品的政策已足夠，

沒有必要推行社區強制驗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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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太陽報（2014-01-08）。〈團體反對社區驗毒 憂警權大剝削人權〉。《太陽報網》，

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檢索網址：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40108/00407_072.html 

 

團體反對社區驗毒 憂警權大剝削人權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討論社區驗毒計劃，多個團體表示反對，大律師公會代

表羅沛然認為會令警權擴大，質疑計劃是否有效找出隱蔽吸毒人士，又指擴大執

法機關權力，或會嚴重干預《基本法》下保障市民的權利。醫學會會長謝鴻興說，

校園驗毒計劃成功，不代表社區驗毒都能收效，他作為醫生，要在事主樂意接受

治療，才能提供協助，否則不能強迫對方接受治療。 

 

民間人權陣線聯與社工團體等六個民間組職，組成反社區驗毒聯網。聯網指社區

驗毒無助吸毒人士戒毒，反令吸毒問題更隱蔽，又令警權擴大，擔心人權被剝削。 

 

聯網成員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邵家臻說，如果政府重視吸毒問題，應先重新評估

現時社工人手，增加資源。 

 

社區驗毒計劃的諮詢期於本月二十四日完結，禁毒常務委員會稱，如公眾支持推

行計劃，有需要考慮計劃的具體細節，如保護個人權利措施，或需進行次階段諮

詢。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40108/00407_072.html


 
 

 

示例  
Exemplar 

得分  
Mark 

簡評  
Comments 

示例 4  6   探究有系統、有組織；能就探究題目，多元搜集相關資料  

  惟題目未能反映探究內容，頁 4 顯示探究並非只集中探討各持份者的看法，所以探究題目應訂

定為「香港應否推行社區驗毒計劃」，以反映其探究重點  

  探究資料以意見為主，討論部分只集中該計劃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沒有考慮在第三章中贊成該

計劃的看法，角度及證據也不足夠，論證因此較為薄弱  

  在個人立場和建議方面，應提出更多證據，諸如外國例子、數據，且應作更深層次和多角度的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