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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門禁毒政策
澳門當局長期以來堅守控制供應及減低需求這二大禁毒策略，透過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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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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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澳門當局更不斷加強處理毒品犯罪的執法力度，緊貼形勢不時

修訂有關毒品條例，並非常重視發展在研究和對外禁毒事務合作等領域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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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澳門毒品形勢
根據澳門特區檢察院統計，於2004年立案偵查的毒品犯罪案件有

191宗，較2003年的174宗增加了9.8%，檢控罪名共計193項，與往年的

197項相約。其中涉及毒品販賣案件立案106宗，檢控罪名42項；販賣、少

量販賣、販賣-吸食者、不法持有毒品案件立案85宗，檢控罪名151項。

從澳門海關統計在各口岸檢獲的毒品數據資料，2004年度檢獲的毒品

數量較2003年有所下降，在緝獲毒品的114案次當中，檢獲的精神藥物共有

2,300多粒，較2003年下降33%，氯胺酮-「k仔」約20克，下降近六成，大

麻約160克，下降26%。

同年，司法警察局拘捕與毒品有關疑犯共270人，當中涉嫌販毒有73人

(2003年有45人)，涉嫌吸毒的有197人(2003年有200人)。全年司警局檢獲的

毒品有海洛英55克(2003年有87克)、大麻類3千多克(2003年有970克)、「

k仔」500克(2003年有204克)、可卡因231克(2003年有4克)以及1,904.5多粒

(2003年有5,585.5粒)違禁藥丸，當中大麻及可卡因有大量上升，「k仔」亦

較去年為多，海洛英及違禁藥丸方面則有顯著下降。

在全澳藥物依賴人口統計方面，2004年，澳門錄得692名濫藥者(包

括所有向政府及民間戒毒機構自願求助的350名戒毒個案、以及監獄內

342名有毒癮犯人數據，但當中未計重覆者)，數字較2003年的634名上升了

9.2%，增幅主要來自獄內濫藥人數之增加。另外，2004年澳門登記有86名

新求助戒毒個案，與2003年相約。戒毒求助者當中仍以濫用海落英為主，精

神藥物為次，約8成為男性成年人。

總結多年以來，澳門的毒品問題一直維持受控程度，但近年新個案濫用

精神藥物的數字持續上升，按2004年度整體濫藥趨勢指標顯示，澳門的吸毒

情況出現一些變化，在新戒毒個案當中的女性及青少年比例開始有較為明顯

的增幅，年中發現吸毒者感染愛滋病毒/愛滋病(HIV/AIDS)的個案大幅上升，

澳門當局已高度關注有關情況，同時亦激發起更大的禁毒、防毒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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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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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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現今的防治濫藥工作，已踏入成熟及專業化階段；預防工作進展為

多樣化、互動和科技化的施教模式，對象由學校群體推向家庭和社區各階層

人士；戒毒服務方面的治療模式以及設施規模亦大有改進，禁毒工作日漸得

到社會各界的正視和支持。在這基礎上，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在2004年，

繼續鞏固小學健康生活教育課程，加強對初中學生推廣預防吸煙和酒精的教

育工作，拓展禁毒教育的內容，並強調青年同伴的共同參與，再度舉辦青年

禁毒活動獎勵計劃，持續地提升預防兒童及青少年濫用藥物的整體成效。與

此同時，於2004年，進一步推展本澳的戒毒服務，從院舍設施及經營運作等

方面協助民間戒毒機構，朝管理制度化和服務優質化的方向發展。研究採用

不同措施加強戒毒治療效益，並增加資源對尋求協助戒煙戒酒者提供治療及

(一) 社會工作局-防治藥物依賴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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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年內，社工局針對吸毒人群大幅感染HIV的突發情況，作出積極

迅速回應，先後加強相關宣傳教育、跟進輔導及外展等工作，並緊密與衛生

局及民間戒毒夥伴溝通合作，以及多番組織前線戒毒人員往港進行實務性考

察學習，以不斷提高本地戒毒工作和醫護人員的技術和知識水平，尤其特別

增強處理與吸毒相關傳染疾病的防治能力及經驗。

除此之外，社工局在2004年繼續積極參與區域和國際性禁毒會議及活

動，並在九月份期間，在澳成功主辦「第三屆粵港澳禁毒研討會議」，進一

步推動和鞏固三地禁毒業務的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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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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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本澳預防濫藥的教育工作正朝向教學多元化、活動多樣化、教材

系統化的方向發展，除了舉辦一般的禁毒講座及宣傳活動外，近年陸續推出

從小學至中學的預防濫藥課程，包括「健康生活教育」及「吸煙多面睇」，

這兩套課程效果顯著且積極在擴展。於2004年引入了預防濫用酒精、大麻及

派對藥物課程，專門針對中二及中三年級學生設計的教學軟件和課堂活動。

同時亦因應濫藥問題的發展趨勢以及社會的需求，不斷加強在宣傳及禁毒資

訊方面的提供，如出版禁毒報告書、印製宣傳海報、藥物危害單張、預防濫

藥實用手冊、期刊等，另外也透過電台、電視台、橫額、公車等方式以加強

在社區的宣傳攻勢，再結合該處的專業人員到學校及社區推廣禁毒教育，務

求將預防濫藥的信息擴展至整個社會，達至禁毒教育更普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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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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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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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月開展至今，已累

計向本澳64間學校近5萬多人次學生

提供服務。

於2004年，是「健康生活教育」持續擴展的一年，年內共有50間學校

參與，為多達515班的19,808名學童提供服務，與去年相比增加了4,243人，

增幅為21%。該年受惠學童的總人數再創新高，原因在於學界對該課程的需

求甚殷，與及2003年擴展設立的「健康生活教育中心」，備有兩個課室同時

提供教學，再加上英文課程的發展亦增加了服務的人數。該年隨堂聽課老師

亦多達843人次，而安排特教班參與上課活動的學校亦有3間。透過課堂活動

可讓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及認識健康生活的重要，從而做好預防藥物濫用的

第一道防線，為兒童未來的健康成長奠下良好的根基。

人數 學校

年份 2000 (7-12月) 2001 2002 200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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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英文課程

為落實2004年施政方針發展健康

生活教育課程(英文版)的計劃，於該年

引進英文版教材，以及進行了英文導師

培訓及試驗班計劃，發展過程順利，

效果理想。期間有8間以英語上課的學

校參與，共有2,721名學生參與上課活

動，隨堂聽課老師亦有129位。英文課

程的發展可讓「健康生活教育」成為雙語課程，為學生締造更多學習條件，

從而使該課程更普及。

＊ 健康週活動

為響應5月31日世界無煙日及宣傳反吸煙的信息，從而提高學生重視

健康的意識。於2004年5月期間舉辦「無煙環境、健康至醒」健康週活動，

由健康生活教育工作人員及吉祥

物長頸鹿「哈樂」分別到訪5間學

校，向曾參與健康生活教育課程的

5,570名小學生宣傳無煙環境及健康

生活的訊息。活動內容以輕鬆活潑

的手法，帶領學生們如何用友善的

態度拒絕吸二手煙和維護空氣清新

的環境。另一方面亦向學生推介保

持身體健康及心境開朗的要素，如均衡飲食、多飲水、早睡早起、常做運動

及呼吸清新空氣等，藉以鼓勵學生過健康的生活。活動過程氣氛良好，學生

反應亦非常熱烈。

健康生活教育中心推出英文版

健康生活教育的「健康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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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日活動

為加強本澳市民對健康生活教育的

認識，並透過講座及活動讓家長了解預

防教育的重要性，從而提高家長重視親

子關係及兒童的健康成長，於2004年

7月24日舉行「健康生活教育中心」開

放日，參加人數約有300人，場面熱

鬧。

開放日活動內容包括為小朋友而設的醒目仔時間、攤位遊戲及「哈樂」

心意卡設計，另外亦設有展覽、課程及設備介紹等。而當天更特別為家長安

排了兩場由戒毒復康處處長韓衛主講之「有效的管教策略」講座，講者運用

了生動有趣的方法及生活化的例子，讓家長們非常投入並熱烈發問。此外，

健康生活教育課程吉祥物長頸鹿「哈樂」的出現亦令小朋友們非常雀躍，爭

相拍照留念，為開放日添上歡樂的氣氛。

(2) 吸煙多面睇課程

自2002年推出之「吸煙多面睇」課

程，是一套以「健康生活教育」為基礎

而發展出來的預防吸煙課程。課程是以

初中一學生為主要對象，採用嶄新的互

動教學方式和利用多媒體器材，與學生

探討有關吸煙的問題，藉以盡早預防及

減低學生吸煙的情況。於2004年，共有

11間中學、50個班級合共2,217名的中一學生參與了該套課程。課程同樣得

到老師和學生的認同及正面回應，根據課後問卷顯示，大部份學生表示課程

令他們增加對香煙危害的認識及加強拒絕不良誘惑的信心，而老師方面則認

健康生活教育中心開放日

「吸煙多面睇」課程進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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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課程能刺激學生思考有關吸煙的問題。

(3) 發展中二及中三藥物教育課程

為確保學生在初中這個重要階段能夠接

受循序漸進的藥物教育，繼「吸煙多面睇」

後，於2004年引進兩項專為中二及中三學生

而設的藥物教育課程，分別為「Cool Teen有

計」及「無藥一樣Cool」，針對在青少年之

間流行的藥物，分別以酒精、大麻、搖頭丸

及K仔等派對藥物為主題。課程沿用有趣和

互動的手法，除帶出藥物的知識外，還函括解決問題、溝通、作決定、尋求

協助等技巧的重要課題。更採用了「減低傷害」(Harm Reduction)的取向，

協助學生實際地評估在與藥物有關的情境中可能發生的傷害，計劃如何預防

和減低潛在的危機。另外，此課程也引用規範教育的理念，強調不是大多數

人都濫藥，並附以準確及客觀的濫藥數據，協助學生明白不濫藥才合符規範

的行為。

課程於2004年7月期間進行導師培訓工作

及教學實習，從該年7月至12月共有6間學校、

38班約1,400名中二及中三學生參加。從課後學

生所填寫的調查問卷來看，大部分學生表示課程

能使他們了解藥物對身體及社交方面的影響，及

提高在娛樂場所時的安全意識；而老師方面則認為課程內的活動有趣吸引，

能刺激學生思考與藥物有關的問題。

中學藥物教育課程統計

引入對中二及中三學生的藥物教育課程

中三課程「無藥一樣Cool」進行情況

2004年
課程名稱／對象

學校數 班數 參與人數

吸煙多面睇／中一學生 11 50 2,217
Cool Teen有計／中二學生 6 20 716
無藥一樣Cool／中三學生 6 18 679

總數 23 88 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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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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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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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發

揮預防藥物濫用的效果。於2004年，該處共為

3,617人舉行了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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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局與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合作，籌備包括講座在內的各種預防教育活動，預計可在

2005年上半年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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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共舉行了5次，有102人參加。該處希望透過這樣的培訓課程，擴大

本地的預防網絡。

(5) 禁毒教育資源中心

投入服務第二年的禁毒教育資源中

心，於2004年初開始延長了開放時間至逢

星期一至五下午2:30至5:30，以方便更多

人使用。據統計，2004年自行到訪中心

及由社團、學校安排前往的參觀者合共有

512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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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類別 舉辦次數 參與人數

學校講座（大、中、小學生）• 22 3,237

社區講座（青少年、家長） 6 380

培訓課程（教師、社工）• 5 102

總數 33 3,719

2004年預防濫藥講座及培訓課程統計

禁毒講座

學生參觀禁毒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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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而為將禁毒信息更廣泛流傳，讓居民多一個途徑了解禁毒工作，以及

多參與禁毒活動，中心定期出版通訊，寄發到各相關部門、社團、學校及社

會服務機構。

(6) 禁毒宣傳工作

社工局一如既往於「國際禁毒日」期間、暑假、

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等長假期在電台及電視台推出禁毒宣

傳短片，於2004年製作了一輯新的宣傳短片－「濫藥

何價」，以提高青少年對藥物濫用的警覺性，以及加強

市民認識尋求幫助的途徑。此外，也繼續與司法警察局

合作印製宣傳海報，於本澳的娛樂場所、卡拉OK、遊

戲機中心等地點張貼。為了配合社會發展，於2004年

籌劃開展本澳首個禁毒網頁，以進一步拓展有關禁毒資

訊的傳遞，該網頁預計在2005年中正式運作。同時，社工局在預防藥物濫用

處設有的禁毒諮詢熱線781791，為市民提供諮詢或求助的服務。

 

(7) 大型禁毒活動

＊ 國際禁毒日

為 響 應 每 年 6 月 2 6 日 「 國 際 禁 毒

日」，社工局聯同十多個官民機構於當日

假議事亭前地舉行「無毒世代真精彩」禁

毒嘉年華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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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禁毒嘉年華活動內容豐富，包括禁毒展覽、攤位遊戲、才藝大

比拼及綜合晚會，展覽及攤位遊戲於當日下午舉行，各個攤位的遊戲設計各

具特色，且起到寓教育於娛樂的作用，吸引了約一萬名市民一家大小參與，

禁毒教育資源中心期刊

國際禁毒日藉攤位遊戲教導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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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面非常熱鬧。此外，還加插了「我有我精彩大擂台」的環節，吸引了不少

市民聚集在舞台前觀賞，才藝表演的項目多元化，有歌唱、舞蹈、流行樂

隊、Hip Hop Dance等，各表演者都有一定的水準且表現出色。

晚 上 的 綜 合 晚 會 特 別 為 年 青 人 而

設，邀請了港澳的年青歌手劉浩龍、C-

plus等演出，並與台下的青年朋友進行互

動遊戲，現場氣氛熱烈，歌手們更藉此向

青年朋友發放禁毒的訊息，加強青少年認

識濫藥的問題，鼓勵他們珍愛生命，遠離

毒品。主辦單位亦藉當晚的活動，向「無

毒世代大比拼」禁毒短訊遊戲的得獎者頒發獎品。

 為響應5月31日「世界無煙日」，

世界衛生組織以“Tobacco and pov-

erty”「煙草與貧窮」定為2004年

的主題，社工局聯同衛生局、民

政總署及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於無

煙日當天舉行新聞發佈會，藉此向

大眾推介是次活動計劃及宣揚反吸煙

信息。

活動主要在學校及社區開展為期一年的系列活動，其中由澳門基督教青

年會駐校社工，為本澳22間學校約8,000名小五至中二學生推行一項「無煙

校園」計劃，名為「無煙宣言及無煙大使」活動，目的是透過學校週會時間

舉行「無煙宣言」的專題推廣活動，讓參加的學生簽一張宣言，藉此提醒學

生承諾把不吸煙的宣言帶到家庭及社區內。另一方面，各駐校社工會在校內

組織小組，培訓學生成為「無煙大使」，藉此鼓勵學生推廣無煙健康生活的

信息。

為使無煙環境的信息更有效地傳送到社區，社工局與民政總署於

國際禁毒日會場

世界無煙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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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期間，在多個公園及活動中心進行6次名為「無煙

環境衛生社區推行計劃」活動，由社工局人員及民署的義工隊共同以互動遊

戲方式進行活動，以加強青少年認識煙草的禍害及學習如何拒絕不良的引

誘，各區的居民多以親子的形式參與。

 

＊ 陽光少年活動

2004年社工局、教育暨青

年局及體育發展局再度與民間

機構善明會合辦「陽光04大行

動」系列活動，包括有「單車

同樂嘉年華」、「全心傳義夏

令營」、「千個陽光大獎賞閉

幕音樂會」，目的是讓青少年

認識自我的價值，建立自尊自

信，發揮互助互愛之精神，同時讓青少年參與有益身心及健康的活動，發揮

服務社群，回饋社會的精神。

「單車同樂嘉年華」於5月在西環湖觀光塔前地舉行，以家庭同樂為主

題，現場設有攤位遊戲及表演活動，亦有政府官員與年青人及家長們一同騎  

單車環繞西環湖至皇朝廣場一圈，活動中邀得香港歌手方力申擔任陽光大

使，並於現場演唱及勉勵年青人要過積極的人生，整項活動約有1,000人參

與。 

「全心傳義夏令營」於暑假期間在鮑思高慈青營舉行了三天的營會，透

過歷奇活動、探訪戒毒機構、講授、遊戲等形式以增強年青人與別人溝通的

技巧及自信心，約有120名青少年參與，參與者及其家長在活動後均予正面

的回饋。

「千個陽光大獎賞閉幕音樂會」是系列活動的壓軸項目，於10月22日

在澳門賽馬會舉行，當晚吸引了6,000名青少年及市民參與，氣氛極為熱

「陽光04大行動」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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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音樂會邀得香港的歌手容祖兒、方力申、梁洛施聯同本澳的歌手表演，

歌手們不斷向在場的年青人呼籲及提醒「珍惜生命，遠離毒品」的訊息，當

晚亦向傑出表現的陽光少年作出嘉許及鼓勵。另外，為使青少年參與更多的

禁毒事務，善明會率領約20名陽光少年參與社工局籌辦的「國際禁毒日」嘉

年華活動，藉此讓年青人參與義務工作來回饋社會，以達陽光少年活動的目

標。

(8) 發展多元化禁毒活動

根據預防藥物濫用處歷年統計的資料顯示，參與預防教育的對象多以

學校的兒童及青少年為主，而大部份的預防活動皆由政府主導。因此為著進

一步動員民間力量，加強社區方面的預防教育工作以及針對青少年發展更多

元化的禁毒活動，社工局於2003年

首次推行第一期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

劃，並於2004年4月2日於議事亭前

地舉辦了頒獎禮。會場展示各社團曾

舉辦的禁毒活動花絮，大會並於場內

設立諮詢攤位，展開宣傳第二期「青

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以鼓勵更多

青年團體參與。頒獎禮晚會節目內容

豐富，各項的表演都是首期計劃中的

作品，而「最傑出青年禁毒活動」大獎由濠江中學學生會奪得，十多名學生

分享了很多當中的感受。

＊第二期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

為推動更多青年人舉辦及創作各

項宣傳禁毒教育活動，藉以鼓勵他們

多關注及支持禁毒工作，2004年繼續

推出第二期「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

2004」，是次獎勵計劃共有七個社團參

加(見下表)，活動的形式更多元化，除了以禁毒為題的各項比賽─話劇、問

     第一期「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頒獎禮

第二期「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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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海報設計、T-shirt設計、改編歌/詞等及大型活動外，更有文字方面的製

作，有社團將會出版一本以「澳門福音戒毒」為題的書籍，以介紹澳門福音

戒毒的情況。

自參與第二期計劃的各社團推出活動後，已有超過數百名青少年參與了

相關的活動，從中令他們加深了對毒品的認識及加強他們的禁毒意識，從自

己做起，進而影響身邊的朋友一同參與抗毒行列。2004年度的獎勵計劃將

延續至2005年進行，而第二期「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頒獎禮也將會於

2005年舉行，屆時將選出是次計劃的「最傑出禁毒活動大獎」及「最具創意

大獎」。

(9) 推動民間禁毒活動

社工局於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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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青年社區中心主要提供預防及發

展性的活動，2004年度中心有會

員共998名，中心更舉辦有關禁

毒的活動，透過青年人的直接參

與，除加強他們認識毒品的禍害

外，亦達致朋輩影響朋輩的正面

作用。此外，亦透過預防性的活

動，以滲透方式傳遞有關訊息及

入選參與機構 活動名稱
1. 街總黑沙環社區服務中心 毒品剪、洗、吹
2. 濠江中學學生會 "無毒以後"青少年禁毒活動系列
3. 澳門健舞會 舞出毒害，跳出色彩人生2004
4.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青年社區中心 禁毒勢力新一代
5. 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 抗毒多面睇
6. 街總望廈社區中心 禁毒Sun人類-----共創新紀元系列活動
7.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出版《澳門福音戒毒》書籍

各社團所舉辦之活動如下：

民間機構協力推行禁毒活動



24

加強青年人的自我形象、自尊感及抗逆能力，如歌唱比賽、義工訓練、歷奇

訓練營、康體比賽、開放日、音樂分享會等一般性之服務項目。全年的服務

共超過150項，參加活動人數達30,439人次。另該中心內附設多個功能室，

如綜合活動室、影音室（卡拉Ok）、BAND ROOM、電腦室、舞蹈室及會

議室等。

另於2004年社工局資助了4個民間團體所舉辦的12項活動(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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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00元。另外，亦有應民間團體的要求而贊助紀念品供舉行活動之用。

2004年各團體所舉辦的活動項目如下:

活動名稱社團/機構名稱

1.與藥物對疊

2.禁毒問答比賽

3.生活點滴專輯

4.「無毒新體驗」戲劇演出

5.「積極自強」生活營

6.健康人生你我知

7.我們的主題曲2004

8.「海闊天空」健康人生計劃2004

9.青少年學生戒煙圖畫海報比賽

10.戒煙及預防藥物濫用講座、
    戒煙圖畫頒獎

11.林則徐紀念活動

12.「毒品危害、影響一生」活動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戒煙保健協會總會

澳門蓮峰慈善值理會

澳門三巴門坊眾互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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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戒毒復康處

主要負責為藥物依賴者提供自願性戒毒及復康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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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關資料，以及

協助推展預防濫藥的計劃及活動。

 2004年對戒毒復康處工作來說，無論

在服務需求或行政改革方面，均深具挑戰。

提供直接戒毒服務方面大幅上升，面對受

HIV感染的戒毒個案不斷增加，相對應的服

務形式需要作出調整，特別在前線工作人員

專業知識的培訓，及減低傷害措施的推行方

面，均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服務質素之提

升方面，醫療專業之臨床試驗，嘗試改良配

方，提升了治療效果。而住院服務增設社會心理輔導之計劃，對處於療程之

戒毒者，提供了更豐富的治療成份，對日後康復及預防重吸起積極意義。在

行政改革方面，開始落實住院服務推行ISO9001:2000的認證工作，一些籌

備及培訓已在2004年正式開展。在住院服務人員配備方面，加強了過來人同

工的職權，使其更有效地發揮過來人同輩輔導的功能。此外，針對減低傷害

的培訓及戒毒維持治療之規劃，作了有系統的安排，使處內人員更具備推行

新計劃的實際操作能力。在對民間機構的合作方面，同樣加強推行了減低傷

害的宣傳活動，開展針對社區黑點的檢拾針筒服務以及針對康復者之後續跟

進服務，同時亦增加對外展工作之資助，評估濫藥青少年外展服務之需要，

在機構間建立跨機構的網上資料平台，提高理順申請戒毒住院服務之人員分

配工作。年內繼續協助一間男性院舍作重建規劃，並特別對民間機構之財務

管理系統作出全面的評估及建議，以及草議戒毒服務法規等一系列工作，以

不斷完善機構之戒毒服務。

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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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中心於2002年10月正式啟用，設立之目

的主要為配合戒毒服務達致多元化發展及提

供多模式之治療方案。中心提供門診戒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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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除提供社會心

理輔導外，並設有醫療服務，例如抽血、驗

尿、專科轉介等，而綜合服務還包括對民間

機構之支援服務，例如活動場所的提供、召

開會議及專業培訓等工作。

戒毒門診接案數據：

2004年門診中心一共跟進350名戒毒者(圖1)，當中的新個案有86名，

與2003年的87名相若。而整年總共提供10,745服務人次，較去年上升

13%(圖2)。

                     候診室一角

圖1. 2004年共有350名個案接受戒毒治療，其中新個案有86人，情況與2003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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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綜合服務中心求助個案數據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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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04年之總服務人次較去年為多，增幅為13%，主要來自社工輔導跟進，另一個增幅則來自 
         其他類別的治療服務，例如驗尿，驗血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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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評估情況：

在臨床藥物使用方面，嘗試使用丁丙諾啡作為門診治療之藥物，並開展

以納曲酮為主的操守維持治療，針對受HIV感染之個案，試驗以丁丙諾啡推

行替代維持治療，效果良好。

2004年中心為戒毒者進行了

6,427次毒品尿液檢查，與去年

相比，增幅為73%。在傳染

病之身體檢查方面，提供

各項身體及傳染病檢查，

檢驗人數創歷年來新高，

總檢驗數達1,355次，此項

服務，大幅增加了戒毒者接受

檢驗之機會，加強了監控傳染病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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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七成以上感染丙肝。在2004年發現經共用針筒吸毒

而感染愛滋病毒的個案數目大幅增加，門診跟進之個案中，證實為HIV陽性

者達10人。據衛生局的資料，2004年錄得18宗經吸毒感染HIV的個案。戒毒

復康處已因應情況，開展必須之預防宣傳工作，與民間戒毒機構合作加強為

吸毒者提供正確之預防方法，灌輸共用針筒及不安全性行為之危害訊息等。

此外，針對感染HIV之戒毒個案，組織特別工作小組，制訂具體之輔導及轉

介措施，為其提供及時的協助，以減低其對社區或家人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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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調

查研究部份資料。

 

社會心理輔導及社會重返工作：

2004年中心為個案提供的社會心理治療服務次數較2003年有18%上升

門診醫生正進行面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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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由於年內感染HIV個案突增，門診社工需要針對性地提供較為深入

的輔導及協助，另外對家庭方面亦需作出適當的預防及情緒輔導，鼓勵個案

接受治療成為工作的另一個重點，此項工作對人力資源的需求較大，在專業

輔導及技巧要求相對提高。戒毒綜合服務中心透過與鄰近地區交流及實習，

從實際工作中累積經驗，期望能開展適切的措施，減低HIV在吸毒人群蔓延

的趨勢。

 

短期住院脫毒服務：

2004年，共有137人次入住初級

治療部，當中男性佔120人次，女性佔

17人次；年齡以35-39歲的佔最多，

接受服務人數與去年相若。在運作方

面，去年住院服務增配了一名專責社

會工作員，開展了多項活動措施，以

提升住院個案之輔導及治療質效，並

按實際經驗及情況，持續對各項服務

進行評估工作，多次修訂內部運作規章，例如透過獎勵計劃、修訂戒毒康復

同工計劃，設立舍監制度，發揮過來人同輩輔導的效果，使住院戒毒服務更

具穩定性。

社會工作局為加強行政管理及持續優化服務，率先在戒毒住院部推行

ISO優質管理系統，2004年開展了一系列籌備工作，為戒毒服務的持續改善

和積極發展建立專業評估標準及管理機制。

此外，住院部亦加強與民間機構的合作，一方面檢討個案轉介程序，

使更多個案在完成住院服務後，能多參與民間機構之康復計劃；增加探訪活

動，並與澳門更新互助會合作，安排外展社工參與住院服務之小組活動，以

便為離院個案提供更好的社會跟進服務。

初級治療部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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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及支援民間戒毒服務

為了協助和推動民間戒毒團體持續提升服務質效，社工局除提供財政資

助外，同時積極給予專業技術支援及培訓，協調各民間戒毒機構的服務，召

開聯合會議及組織各機構社工定期進行工作坊等，以促進官民合作以及全澳

戒毒工作的良性發展。

與往年一樣，2004年社會工作局共向四個民間戒毒復康團體提供資

助，當中包括有四間戒毒院舍、一間戒毒康復中途宿舍、兩個戒毒外展服務

以及一個戒毒康復者互助組織。上述各類型對戒毒復康輔助服務之使用人數

為799人次(見下表)。

社工局一向按實際需要對

戒毒機構之資助作出合理評估

和調整。於2004年間，在固

定資助、設備以及其他活動資

助，均較2003年有所增加，主

要用於完善機構之服務運作及

加強推行多元化活動，提升固

定資助方面例如增設對濫藥人

士之外展工作，以及加強戒毒

受資助民間戒毒機構服務數據 2003-2004

機構類型
間數 服務名額 服務使用者人數

戒毒復康設施

戒毒外展服務

戒毒自助社團

總 數

2003 2004 2003 2004 2003 2004

5

1

1

7

5

2

1

8

66

66

66

66

-

-

-

-

138

557

90

785*

119

579

101

799*
*由於各機構接觸和跟進之個案有重覆，因此人數總和中包含重覆個案。

2000 1,598,176.00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3,000,000.00

3,500,000.00

4,000,000.00

固定資助 活動資助 設備及其他

2,151,856.00

2,347,465.00

3,023,520.00

3,531,750.00

40,720.00

95,222.00

84,050.00

159,700.00

369,600.00

53,900.00

253,190.00

260,713.00

499,659.00

225,984.00

2001

2002

2003

2004

社工局歷年資助民間戒毒服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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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康復跟進服務。另外，活動資助方面，年內共資助戒毒機構開辦42項

之禁毒預防及戒毒治療復康之活動，當中包括對街頭濫藥者推行減低傷害計

劃、擴展對濫藥者家庭之支援及輔導工作、推行免費戒煙服務試驗計劃，及

加強對濫藥青少年輔助及減低傷害等工作。而設施及設備方面，主要用於加

強院內基本配備及完善院舍消防系統及配套設施等。

(3) 戒毒復康處其他特別工作及活動

1. 開展戒煙工作：

為著加強澳門戒煙方面工作，社工局於2004年協助歐漢琛慈善會開展

免費戒煙門診服務。於同年8月戒毒復康處人員聯同該會負責人到港與香港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進行交流，並參觀戒煙中心，加強對戒煙服務的知識和技

術，以助該會規劃及落實戒煙工作。

歐漢琛慈善會於9月份開始提供免費戒煙門診服務，服務地點為該會位

於桔仔街87號遜儀大廈二樓B座之診療所，服務形式以醫生面診、提供免費

戒煙藥物、心理輔導及進行戒煙班為主。自9月至11月期間，經歷二個月的

試驗計劃，共有78人到診療部接受免費戒煙服務，在首月接受服務的第一班

學員44人當中，有24人成功戒煙並取得一定的療效。社會工作局於2005年

起，對該會提供固定資助以正式對外推出免費戒煙門診服務。

2.開辦戒毒講座及培訓：

為加強民間機構關注院內學員預防意外及感染傳染病的危機，戒毒復康

處於2004年繼續為民間戒毒院舍推行各類課程及講座。

a)院舍衛生講座：為保障院舍的衛生環境，加強防炎(SARS)措施工作

的執行，戒毒復康處派員到各戒毒院舍進行衛生講座，在院舍內部各項

防炎工作上，給予技術支援。

b)職業安全講座：於2月份期間，協調勞工事務局工作意外暨職業病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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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處人員為戒毒院舍推行職業安全講座，提高人員及院友預防工作危機

及安全之意識。

c)認識及預防傳染病講座：於4月至5月份期間，曾到多間機構及院舍，

包括澳門監獄、青年挑戰戒毒中心、戒毒康復協會、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康復中心及該機構外展部等推行講座，傳遞減低傷害預防傳染病之工

作，以提升工作人員及學員對傳染病感染之警覺性，支援院舍規劃預防

感染措施。

 d)戒毒工作者初級証書課程：於

10月25日至11月25日期間再次開

辦專業戒毒培訓課程，此次課程共

有6名從事戒毒工作的人員在考試

合格後取得證書。

3.聯歡活動：

為提升個案的戒毒康復及持守效果，促進戒毒者及其家庭建立良好關

係，戒毒復康處於2004年為門診接觸的康復個案及其家庭成員，舉辦了2項

聯歡活動。

 於2004年1月17日在戒毒綜合服務中心舉辦了一項名為「靚勢好景迎

新春」之活動以勉勵戒毒康復者持續操守及與家庭成員積極建立健康及快樂

的人生，當天出席活動人數超過70人。除進行春節活動外，亦特別為曾參與

戒毒範疇社工專業培訓課程並考試合格之7名

民間戒毒機構社工進行頒發証書儀式。同年

12月4日亦進行一項「零舍好景聖誕聯歡」的

活動共60多名的康復者及家庭成員參與。

 

 

頒發証書予“戒毒工作者初級証書課程”
考試及格學員

正進行聯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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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衛生局　 公共衛生化驗所
衛生局公共衛生化驗所內設有預防及控制愛滋病及性傳播性疾病小組，

針對不同類型人士，在有關方面提供輔導服務、進行宣傳及教育工作，以提

高其對預防愛滋病及性病的意識，並協助制定相關之預防策略。

   

 1.2004年化驗所在有關方面的工作概況

 為向社工局求助之戒毒人士提供驗血服務

自2002年5月，公共衛生化驗所透過社會工作局戒毒復康處的安排，為

各戒毒人士，提供傳染病的血清學檢驗。

2004年接收的總樣本數為307個：

檢驗丙型肝炎病毒抗體的樣本共293個，其中214個樣本呈陽性反應，

陽性比率相當於73%(丙型肝炎病毒帶菌者)。感染率較2003年（69%）有所

增加。

在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檢驗方面，接收樣本共294個，其中38個樣本呈

陽性反應，陽性比率相當於13%(乙型肝炎帶菌者)，感染情況與2003年（

13%）相若。

公共衛生化驗所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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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方面，接收樣本共258個，其中有9個個案證

實感染愛滋病病毒，陽性比率為3.5%，感染情況較2003年（1個感染個案）

有明顯增幅。感染途徑均為共用針筒。

 教育

定期派出護士到本澳各院校舉辦「認識愛滋病」的講座，對本澳青少年

進行預防愛滋病的宣傳教育。

 參與座談會及宣傳活動

　 　

於2004年11月28日，協助澳門預防及控制愛滋病協會舉辦之「世界愛

滋病日   婦女，女童與愛滋病」的宣傳活動，包括：

 愛滋病專題研討會；

 於澳門兩處人口較密集的地方，進行宣傳與教育活動；

 參與錄影「諮詢奉告」節目，於「世界愛滋病日」期間播放。

 

 與其他機構之合作

 2004年1月至6月期間，與香港愛滋病基金會合辦宣傳活動。向於港澳

碼頭對出入境的旅客及本澳居民進行宣傳及教育的活動。

 繼續與社會工作局合作對防治藥物依賴之健康檢查計劃。

 亦參與藥物濫用治療及復康工作之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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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澳門愛滋病流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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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多年來均維持在低水平。

 在2004年，澳門共呈報了30宗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較2003年的感

染率上升了25%。男女性比例為2.3：1 ( 2003年度的愛滋病病毒感染男女性

比例為1：1）；與往年比較，顯示在性別比例方面形成一種逆轉的趨勢。感

染的途徑主要是共用針筒，佔感染個案的60%；其次為異性性接觸，佔感染

個案的16.7% (詳見表一)。

由1986年至2004年12月底，澳門愛滋病病毒感染的累積個案共有316 

宗，其中30宗已進展為愛滋病患者。傳染途徑以性接觸為主（70.6%），主

要透過異性性接觸感染(62.7%)，其次是共用針筒感染（9.8%），以及同性

性接觸（7.9%）。 感染個案中以非中國籍的娛樂場所員工居多(59.5%)。

剔除娛樂場所外籍員工的感染個案，截至2004年12月底，澳門居民感

染愛滋病病毒的累積個案有128宗，異性感染是愛滋病病毒傳播的主要途徑

(27.3%)，其次在共用針筒注射毒品(23.4%)及同性戀者(9.4%)之間傳播。在

錄得的個案中，男性感染佔71.1% ( 男女性比例2.5 : 1)。

在澳門，愛滋病病毒蔓延仍不算很嚴重，以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標

準來說，可算是屬於低水平(< 0.1%)，屬亞洲低感染率地區之一。在近幾年

來，從不同來源發現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個案亦只有輕微的增幅，均能維持一

定的穩定性。根據累積資料顯示，現時在澳門，異性性接觸仍是感染愛滋病

病毒的主要途徑，但值得注意的是，共用針筒受感染的個案數在2004年有明

顯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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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澳門愛滋病統計資料

1986年起累積
至2004年12月

2004全年
(1月至12月)

HIV AIDS HIV AIDS

性別

男

女

不詳

種族

中國籍

非中國籍

不詳

年齡

成年人

小童 (13歲或以下)

不詳

傳染途徑

異性性接觸

同性性接觸

共用針筒注射

輸血/血製成品

母嬰傳播

不詳

總數

21 3 120 23

9 0 195 7

0 0 1 0

22

6

2

2

1

0

59

237

20

16

14

0

29

0

1

3

3

0

0

306

2

8

29

1

0

5

2

18

0 0

0

0

0

5

30

1

1

1

198

25

31

1

1

60

316

12

5

4

0

1

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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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ꅿ公共衛生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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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監獄
 1. 澳門監獄職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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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04年濫用藥物的人數及相關統計

根據監獄之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在獄總人數為867人，其中男性囚

犯有788人，女性有79人。2004年入獄者共有276人，其中男性有244人，

女性有32人。新入獄者當中，濫用藥物的男性有83人，佔該年入獄人數的

34%；女性有13人，佔40.6%。(見圖一)與2003年相比，新入獄有濫用藥物

的男女性比例均較2003年上升，其中女性升幅較為明顯。(見圖二) 根據統計

資料顯示，在2004年新入獄而又有濫用藥物的男性最年輕為17歲，平均年

齡為 31.8歲；女性最年輕為21歲，平均年齡為33.9歲。他們的入獄原因主要

為吸毒及販毒。

男性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44

83

32
13

女性

入獄者

濫用藥物者

2004年度入獄者與濫用藥物者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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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療及復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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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復康小組

4.1服務設施

復康小組設於澳門監獄男子監倉區第五座五樓，該樓層內為小組的主要

活動範圍，內設有飯廳、綜合活動室、工作室、運動室、閱覽室及供小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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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60
70
80
90

2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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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正在上英文課

2003年與2004年有濫用藥物之新入獄者比較



38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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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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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勵組員決心放棄濫用藥物之偏差行為及建

立新的生活。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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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主要目的是透過系

列的活動使學員對違禁藥物的

認知及學習克服心癮及拒絕毒

品的技巧；以及加強學員們的自信心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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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參與復康小組的工作坊

學員接受體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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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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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求使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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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囚犯名額，不分年齡，直

至2004年年底，學員的人數為十四人。

 

5. 在職培訓及對外交流

獄方對於員工的在職培訓是十分重視，每年均派員參加由社會工作局及

其他部門所舉辦的培訓課程，以增加工作員的知識。對外交流方面，除了參

與本澳戒毒相關機構定期所舉辦的會議外，更參加了本澳以外的研討會議，

務求使到工作員不斷對新的毒品品種、趨勢及治療模式有更深入之認識。

6. 未來工作展望

未來一年在預防吸毒方面的工作，獄方會繼續上一年的工作方針，舉辦

更多相關的講座，讓獄中的在囚人士對毒品的禍害有更深入的認識。治療工

作方面，復康小組將會把治療期改為二年制後，做好延長治療期的工作，希

望使組員能持守更長時間。另外，繼續與志願團體合作，舉辦更多不同類型

的活動及小組輔導，以協助組員更深入認識毒品的禍害。同時亦會加強工作

人員的專業培訓及工作經驗交流，不斷提升工作人員的工作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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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察局是保安司屬下一個刑事警察機關，在預防和調查犯罪、協

助司法當局的法定職責中，打擊毒品犯罪是該局的毒品罪案調查處(簡稱緝

毒處)的專屬權限，以有效遏止毒品犯罪，維持市民健康，確保社會安定。

而司法鑑定化驗所是司法警察局轄下的一個廳級單位，其主要職責是根據辦

案單位或其他機構委託，對案件中的形象痕跡、可疑文書和各種物質、物品

進行檢驗，並對檢驗的結果進行綜合評斷，就委託單位提出的專門性問題作

出鑑定結論。化驗所下設多個職能部門，其中毒品及毒物組負責對受5/91/

M號法令所管制藥物或物質之檢驗工作。

如欲詳細了解司法警察局的工作及統計數字，可瀏覽該局的網頁

http://www.pj .gov.mo



四．民間戒毒工作四．民間戒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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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些歷史

聖士提反會在澳門的服侍早於1987年隨潘靈卓小姐首次從香港差遣到

澳門的隊工展開。

潘靈卓小姐在1966年在香港創辦聖士提反會，當時她眼見所關注的邊

緣少年和失學青年易受「三合會」及犯罪集團引誘影響，遂於九龍城寨開設

一所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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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戒毒和康復工作

 該會提供此服務給予那些有危機性困難而不能自我解決的人。

 該會採用不用任何藥物的方式。

 該會的策略是基於再養育法。

 求助者需和該會的家庭同住最少一年的時間。

 該會工作同樣包含他們的家人。

 該會也為那些重返社會者提供有如「中途之家」的項目。

 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和重建與家人的關係。

 

3. 該會採用以下方法為有需要的人服務：

 探訪貧窮、患病、有需要和無家的人和在獄中人士；

(一)  聖士提反會　應許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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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年老、孤單和無家的朋友舉辦慶祝和聚會；

 支持那些已入住和等候入住者的家庭；

 在實際上幫助他們如與政府機構洽商，看醫生、牙醫，也有為他們理

髮、剃鬚和清潔衣服。 

該會期望常是在建立信任的關係中，他們會經歷耶穌的愛，也讓生命發

生改變。

4. 附件：聖士提反會應許之家 康復流程

一．接觸

~ 在街上、家庭和轉介

   1. 社會工作局

   2. 吸毒者的朋友

    3. 知道我們的人

 

二．從開始到服務

~ 約見

~ 個人輔導

~ 家庭支援小組

~ 家庭探訪

 

三．戒毒 (不使用藥物方式)

~ 男、女和青少年

~ 第一期家庭式的戒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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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康復程序(居住性和非居住性)

~ 個人輔導

~ 生活技術 (衝突處理／壓力管理等)

~ 再養育培養模式

~ 個人／家庭／社會關係建立

~ 靈性上的訓練

~ 體格訓練

~ 教育訓練

~ 工作訓練

 

五．為重新融合作準備

~ 職業的訓練

  １. 工作計劃

  ２. 社區服務

~ 服務訓練

  １. 社區外展參與和體驗

  ２. 探訪現有成員的家庭

  ３. 街頭外展

  ４. 領導的機會

~ 再融合及受僱

~ 持續的支援小組

  １. 社區生活／個人居所

  ２. 領薪性受雇

  ３. 全時間義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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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門「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 (男子)

1. 機構簡介 

澳門「青年挑戰」中心是由葡藉牧師加文狄所創立的一所福音戒毒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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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牧師認為這地方十分適合創辦戒毒村，因此向政府申請借用該地，「

青年挑戰」在1989年便正式投入服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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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藥物者戒除毒癮並進行

復康治療。藉著信靠耶穌基督的信仰並加入「青年挑戰培訓」，以過來人的

身份為新的戒毒者提供服務。使他們認識自我，重建自我形象，建立新的生

活模式，重返社會。

2. 2 0 0 4 年中心活動

2004年中心踏入服務十五週年，在十月份舉行了一個感恩回顧。感恩

晚會上邀請了有關的政府官員、港澳從事社會服務及戒毒工作的嘉賓。該會

創辦人加文狄牧師亦專誠從葡國回澳門擔任主禮嘉賓。

(3) 

  (二)  青年挑戰中心

十五週年感恩晚會 「青年挑戰」創辦人加文狄牧師出席
十五週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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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五年的回顧

環顧現有的各樣設施，追想十六年前該地還是一個荒蕪的山谷，四周雜

草叢生，沒有水、電、交通及通訊設施等。當年創辦的人運用僅有的資源開

辦戒毒的事工，從零開始至今，能發展成一個具規模的服務院舍實在須要感

謝神的工作。在這十六年，得到社會各界人士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

完善了男性的戒毒工作及後開設了女子戒毒中心、外展部、中途宿舍、職業

培訓工場(清潔公司和汽車美容服務)等，這些設施都為戒毒康復者提供了一

些實質的幫助。

在戒毒服務初期人手非常缺乏，由於從事戒毒服務工作困難重重，並

不容易吸引志願人士參與，從事戒毒工作的人員不斷的流失。能鼓勵留下服

侍的動力，就是能看到一些成功

的個案。吸毒者能成功的戒除毒

癮及重返社會，是從事戒毒工作

者的有力支持。更感恩的是多年

努力下，培訓出願意從事協助戒

毒服務的戒毒人員，用以生命來

影響生命，藉以鼓勵身邊濫藥人

士。

 

4. 未來展望

未來展望是能開展一所外展服務部，幫助濫用藥物的青少年，現時社會

「濫用藥物者」已趨向年輕化，年青人在好奇地追求潮流，又無知地渴望得

到別人的應同，很容易成為濫用藥物人士，所以須要加強外展工作，加深認

識對青少年濫用藥物情況，關心他們的需要及提供及時的幫助。

興趣班



47

  2.澳門「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希望之家 (女子)

1. 機構簡介

澳 門 「 青 年 挑

戰」福音戒毒中心，

由一位葡籍牧師加文

狄所創立。中心初期

只提供男性服務，因

應社會上的需要，於

1995年再擴展服務範

圍，發展女子戒毒中

心。女子戒毒中心初

期的地點位於路環石排灣白粉村之地段，由於缺乏人手，在運作上遇到重重

困難。在2001年底，因路環的社會發展影響，女子中心需要遷離有關地段，

戒毒服務被迫暫停，及後經社會工作局協助下，在原男子中心地段重建了一

座二層高的戒毒院舍，女子戒毒中心遂於2003年底再次投入服務。

  

畢業生

女 子 中 心 再 次 投 入 服 務 已

有一段的日子，在主恩的帶領下

看見姊妹的生命不斷地成長。也

有姊妹完成課程後出外尋找到工

作，重返社會及重過新的生活。

期望未來的日子，中心更能加強

步伐，更有效地完善和發展女性

戒毒工作。 

女中心外貌

女子樂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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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工作

在去年完成戒毒培訓課程畢業

的女學員，部份願意留下中心繼續學

習。因此，有需要教導學員認識戒毒

工作，便有能力地擔當中心的義務工

作，協助濫用藥物人士從過新的生

活，期望日後藉此能夠解決人手不足

問題。另外，中心已成立一支女子外

展服務隊，每週協助外展工作，如到公園派飯盒，協助女性吸毒者進行個人

清潔，以過來人的身份鼓勵她們戒除毒癮。

 

2 . 總結 ２００５展望

服務女性吸毒者實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雖然艱辛，但能看見結出的果

子，足以鼓勵工作者不致放棄，繼續努力，向前邁進。回顧過去，中心遺憾

的是並沒有過來人參與戒毒工作，所以在未來的一年裡，會更著重培訓願意

從事戒毒工作的成長學員，提供更多的機會到其他戒毒機構學習和交流，重

點培訓姊妹成為日後協助戒毒工作的同工。

 

清潔外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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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1. 機構簡介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ARTM)為一所非牟利

機構，已在澳十年為有志戒毒人士以治療社區

的概念提供住院式藥物脫癮及復康服務，更透

過群體生活、心理輔導、朋輩輔導、教育及職

業訓練等幫助他們重返社會，重獲新生。

該 會 在 1 9 9 3 年 落 根 於 澳 門 ， 前 名 稱

為‘Ser Oriente’早期的主要工作內容有兩

項：一、預防毒害之工作及講座；二、協助戒

毒康復之人士重返社會。在預防工作方面，於

澳門不同的區域派發單張向大眾宣揚毒品的禍

害，亦舉辦多項不同的活動，例如學校講座、藥物濫用者家人研討會等等。

而在協助重返社會方面，該會接收本地及其他國家戒毒康復之人士，透過院

內各項社會活動和聚會讓他們學習怎樣再去面對社會，重返社會。

直至1999年，該會因著會務的擴展而遷移至一個位於路環面積更大的

地方，亦由原來‘Ser Oriente’的名稱轉為現在的ARTM-澳門戒毒康復協

會。由於地方的擴大，該會不單會協助康復人士重返社會，亦開始幫助戒毒

人士接受康復療程。

而近這幾年，該會經過更大的發展，其中包括接受社工局的資助及簽訂

合作協議，亦與政府部門及其他民間組織定期聚會及舉辦各項活動，而且院

內設施亦相繼建立，包括不同用途的活動室及各項文娛設施。而新聘用之同

工亦為學員提供更完善的服務，以及跟進更多預防方面的工作。總括來說，

該會在以往多年的努力工作上，時常堅定理念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亦一直保

持最好的去迎接將來。

葡國駐澳領事探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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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理念

康復的意思不單只是入住戒毒中心，或者渡過一年的戒毒療程，而最重

要的是生命真正的轉變，建立一個新的角度去察看世界，以及重建自尊、誠

實、尊嚴和自律。一個人需要重生就必須剪除過去，特別是一些所謂的「朋

友」，當然的是不能忘記以往曾經歷的，因為用以提防將來可能所發生的危

險。而於澳門戒毒康復協會，「決心」這兩個字是很重要的，要時常將這兩

個字放在腦中才能夠跨過所有的障礙及獲得成功。

因此，2004年度該會除

了繼續實施他們的戒毒治療模

式，亦因著康復的意思為所有

學員(包括已重返社會的學員)舉

辦 多 項 的 活 動 、 培 訓 及 探 訪

等，其中一些是讓他們有機會

自我增值及增強自信，而其他

的是預防他們再次接觸毒品。

 

3. 2004年活動一：學員培訓

於2004年度該會得到一班熱心人士及有關的專業人士的盡心幫助下，

為學員悉心安排一連串的課程及培訓，其中包括有電腦初班及中班課程、中

文課程、瑜伽班和籃球班等。初級電腦課程主要教授初學電腦的學員一些電

腦基本的運作及中文輸入的手法，而中級則按照不同的程度教授各項電腦程

式、軟件、互聯網等等，至現時巳有部份學員對電腦產生濃厚的興趣。而瑜

伽班和籃球班除讓學員有機會舒展筋骨外，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運動對人

體的幫助及發展出不同而正面的興趣，有助他們建立正面的人生。最後，由

一位年約六十五的中文老師熱心教導的中文班讓學員學懂中文及英文單字

外，並讓學員明白終身學習及知識的重要。

學員進行戶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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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4年活動二：各項探訪及社會活動

該會於2004年為學員舉辦超過五十多項對外交流、探訪及來訪等的社

會活動，比往年更多並且更豐富，其主要目的是讓他們感受一份與社會之間

的友誼和聯繫，而其中包括與家人共渡的節日慶祝會及探訪其他弱勢社群

(智障、殘障人士、老人等等)，為讓他們有機會關心他人，並體會生命的可

貴。

此外，另一項主要活動為足

球比賽，2004年足球比賽的主題

為「向毒品說不」，目的並非為

了競爭輸贏，而相反的是為了加

強所有戒毒機構及政府部門之間

的合作性，然後共同對抗毒品，

結果活動達致理想及有意義的果

效。另外，由於籃球班驅使學員

對籃球運動產生興趣，該會亦安排了數場的聯誼籃球賽，運動之餘亦能增進

與其他團體的友誼。

 而探訪活動(不論受訪或去探訪)都是十分重要，就好像澳門土生葡人協

會、善明會、聖若瑟勞工主保堂、宣道堂等團體關心該會一樣，他們繼續於

2004年合辦了多個聚會及各項活動，當中包括澳門遊、單車同樂日、籃球

賽、小組分享會、聖誕報佳音和聯歡會，以及其他偶發性的探訪等，他們無

條件的支持帶給該會的學員無限的關心及希望，同時亦鼓勵他們重建健康的

人生。

該會亦於2004年定期進行多次外展的工作，社工及工作員先後去到本

澳普遍的毒品黑點了解藥物濫用者的最新情況，並嘗試勸解他們早日脫離毒

海，接受戒毒療程，重獲新生。亦向他們講解毒品的害處、預防各樣傳染

病、HIV/AIDS等等。

青少年團體探訪中心



52

而由該會學員自組而成的「

朝陽樂隊」，除了給來訪的團體 

表演外，更於社工局舉辦之禁毒

日及粵港澳三地聯合舉辦之禁毒

研討會上作表演嘉賓，贏得掌聲

之餘更將努力康復的訊息透過音

樂傳給聽眾，而且他們不斷的努

力及練習，更於年尾舉辦主題為

「戰勝心魔」 的小型音樂會，意思即是向毒品、罪惡、黑社會及煙酒等負面

的事情“SAY NO”，而當日高興的是有很多的嘉賓、機構團體及青少年前

來參與，共同分享這個具有意義的音樂會。

 

5. 2004年活動三：同工培訓及研討會

各項培訓和研討會都讓同工更能明白及改進各項實務之工作，這都是十

分重要的。2004年該會同工先後兩次赴香港參觀其他的戒毒團體及資訊中

心，其中包括香港培康聯會、鳳凰計劃外展隊，以及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

地。從中收集及吸收了不少最新的禁毒資料、實務工作的技巧、外展工作的

計劃等等，這些資料對日後會務發展為其重要。

而該會亦被緬甸禁毒組織(Mynamar 

Internal Affairs Minister)所邀請，參加於緬

甸(Mynamar,Yangon)舉行的第14屆亞太區

民間組織預防毒害研討會(IFNGO)，主題

為“Let’s Strive The Drugs”，其內容宣傳

有關無毒校園、無毒家庭和無毒社區。

中心的朝陽樂隊於禁毒中演出

工作人員進行戶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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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4年院內設施之改善

院內很多的設施先後已完成及開始運作，其中包括籃球場、提供體能活

動及娛樂的埸地、電腦室、談天室、家長會談室、藝術創作室等。改善設施

主要是給予學員更好的環境，建立更多正面又健康的興趣，而所有的場地及

活動室的用途都切合學員的康復，並顧及其家人之需要。

7. 2004年入住之情況

分析該會入住的情況，可了解入住的情況仍然相當持續，而2004年為

最多學員堅持完成一年的戒毒療程，甚至超過一年及年半，達至27%，簡單

的一個數字，但卻代表他們所付出的努力、堅持和決心。但再度入住之個案

仍然持續高水平，這證明他們自己仍需要付出更大的決心和更多的忠誠去完

成整個戒毒療程，直至他們真的充滿力量去面對社會，拒絕毒品。

 從2004年到2005年將會有更多的學員能夠完成整個療程，重返社會，

重獲新的生命與家人同聚。但該會亦會建議多數學員，完成一年的療程後仍

然繼續留下，這是因為有兩個原因，一、直至他們已準備充足的自信心去面

對社會；二、直至他們找到一份合適他們自己的工作，所以該會歡迎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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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繼續留下，甚至會為他們安排一些特別的責任，例如去照顧和幫助其他

的學員，以及參與院內部份的活動策劃工作，直至他們真正重返社會。

 8. 期望

2005年將會是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ARTM) 更努力、更進步的一年，為要

去幫助更多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所以2005年將會有更多實務工作展開。除繼

續協助有志戒毒人士脫離毒癮，重建新生，以及舉辦不同的活動、探訪、員

工及學員培訓、成長小組、對外交流活動外，預防工作亦會是2005年重點工

作之一，當中工作包括有葡語及英語的預防毒害講座，於本澳各外語學校進

行，除中小學生外，老師及家長也是講座的對象；該會亦製作了禁毒宣傳錄

音帶於電台播放，內容圍繞為怎樣拒絕毒品；另外，由該會學員設計一系列

的海報及宣傳單張亦於各校張貼及外展工作時派發，為宣傳禁毒的訊息；還

有中文及俄羅斯文版本的預防感染愛滋病宣傳單張、如何清洗針筒之單張，

以及內有消毒用品、安全套、宣傳單張、紙巾、糖果等的宣傳小禮包，這都

是為配合外展工作去教導街頭藥物濫用者如何減少傷害，以及預防感染傳染

病，包括愛滋病、乙型、丙型肝炎等等。一連串的計劃，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為要積極將本澳建立成一個無毒社會，一個健康的城市。



55

2004活動一覽表 (i)

 

活動性質 舉行日期活動內容

預防工作
於澳門各毒品黑點進行外展工作 全年

響應國際禁毒日於關閘一帶派發禁毒單張 6月26日

善明會來訪參觀，以及樂捐本會日用之食油和米 5月17日

澳門土生葡人協會來訪，以及與學員BBQ 6月05日

香港明愛青年中心來訪及參觀 8月23日

澳門更新互助會職員來訪及進行交流會議 8月24日

澳門街坊總會青洲社區中心來訪，以及進行採訪和拍攝 8月25日

聖若瑟勞工主保堂青年會來訪及參觀 10月17日

來訪

葡國註澳門領事Dr. Pedro Moitinho de Almeida 來訪參觀

及對中心服務作深入了解

11月10日

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來訪參觀及進行聯誼活動 11月13日

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來訪參觀，以及進行分享小組 11月22日

香港明愛樂協會來訪及作交流 12月05日

澳門日報記者來訪參觀及作採訪 12月15日

澳門理工學院社工系學生來訪參觀，以及作交流會議 12月23日

澳門中山三鄉同鄉會來訪及參觀 12月24日

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詩班團來訪及平安夜報佳音 12月24日

參觀/探訪
參觀及光顧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屬下之心明治小食店 3月26日

參觀及探訪主教山兒童中心 4月23日

參觀及探訪澳門明愛屬下之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9月27日

參觀及探訪利民會 11月5日

參觀聾人社會服務中心 11月26日

參觀公撒格聖類斯中心 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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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活動一覽表 (ii)

 

對外交流
活動

參加新生命團契舉辦之釣蝦活動 3月09日

參加善明會舉辦之陽光少年單車同樂日 5月23日

參加衛生局舉辦之健康城市活動 6月13日

與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進行 第二屆「向毒品說不」 足球比賽 6月19, 22日

參與社工局舉辦之禁毒日活動攤位遊戲 6月26日

參與澳門愛護動物協會領養活動之義務工作 6月26日

參加重光之家舉辦之水戰競技活動 9月18日

參加由防治藥物依賴廳舉辦之聖誕卡設計比賽 11月29日

參加澳門更新互助會五週年會慶晚宴 11月30日

與土生葡人協會半天澳門遊及午膳 12月3日

參加由防治藥物依賴廳舉辦之聖誕聯歡 12月4日

與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籃球隊作聯誼籃球賽 12月4日

參加由土生葡人協會於富景酒店舉辦之聖誕聯歡 12月11日

由澳門電力有限公司捐贈本會一輛貨車之轉交活動 12月17日

學員培訓
勞工局舉辦工業安全講座 2月24日

電腦基本及中級課程 3月份開始

基礎英文班 4月-7月

瑜珈班 6月份開始

中文書寫班 7月份開始

參加於澳門觀光塔舉行之攀爬訓練 10月6日

籃球班 10月份開始

員工培訓
參與預防沙士研討會 1月19日

參與社工局舉辦之優質管理課程 4月3, 17日

參與新生命團契舉辦之預防濫藥講座 6月4, 5日

與社工局及民間機構職員赴港參觀其他戒毒機構，

以及作交流會議

10月29日

赴港參觀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11月18日

赴緬甸參與第十四屆亞太區民間組織預防毒害研討會(IFNGO) 12月1- 4日

朝陽樂隊
表演

於社工局舉辦之禁毒日活動作表演樂隊 6月26日

於粵港澳三地聯合舉辦之禁毒研討會議中作表演樂隊 9月16日

舉辦名為「戰勝心魔」小型音樂會 12月18日

於不同的團體來訪中作表演 全年

其他活動
為每位學員舉辦生日慶祝會 全年

為學員及其家人舉行新年慶祝會 1月22日 

「左鄰右里」 家長小組 4月份開始

為完成一年課程之學員舉行慶祝會 全年

為學員及其家人舉行「新生命，新感覺」 不一樣的聖誕慶祝會 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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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澳門基督   新生命團契----
                    康復中心及外展部

1. 機構簡介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在1996年6月17日成立，以基督信仰為原則，協

助福音戒毒之學員重返社會、重建家園、全家歸主。在1997年11月起，該

團契受社會工作局資助設立「康復中心」，為藥物濫用者提供住院式戒毒服

務。在2000年6月增設「外展辦事處」，由專責外展人員處理求助、探訪及

跟進個案。

 

2. 2004年工作簡介

康復中心在2004年期間，一如既

往為學員提供一年的戒毒康復課程，接

受四期住院復康治療，分別是身體康復

期、品格重整期、預備期、重返社會。

在2004年共有48名學員入住康復中心，

其中有16名學員是首次入住，32名學員

再次入住；本年首次入住及再次入住的

學員均比去年有所下降，主要由於本年

的入住學員住宿情況較穩定，平均每位學

員住宿三個月零六日，故使入住的人數經常達致上限，嚴格來說已存有人滿

之患。

整體而言，本年學員入住的情況比過往多年來穩定及理想，曾有多位

學員接受獨處考驗的階段及畢業，也有學員晉升為家長，並有心志投身本服

務。此外，亦有部份已離開中心的學員，有良好持守及聯繫。在服務方面，

除了一般的個案工作，在上半年開始也加強了學員的家人工作，了解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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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關係並作統計，在2004年入住學員的家庭

關係，有58%良好、38%不良及4%不詳，透

過中心的協助，有多名學員能重建與家人的

良好關係，而家人的支持有助於該學員的持

守。

中心也因應學員的需要舉辦了不同種類

的活動及課程，例如：新生命釣蝦賽、藥物濫用者常見疾病防治系列活動，

以及學員、員工及義工培訓等，使學員在學習過程中得到成長而改變，戒除

毒癮。

外展部協助求助者的申請，並作個案跟進，2004年接觸藥物濫用者共

537人次，比去年少12人次；而中午也會提供免費的午膳服務，全年接受午

膳服務共4,900人次，比去年多426人次。整體而言，接受外展部服務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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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升的趨勢。外展部亦會經常收集毒品市場資料，以供有關部門作分析。

3. 總結/展望　 

康復中心在過去一年可說是充滿挑戰及困難，年中面對了不少較難處理

的個案，員工方面也有所變動，中心努力加強學員實踐的機會，以備將來能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展望在未來一年，盼能實踐以下工作重點：1)增強對學

員的屬靈工作；2)使學員在接受康復期間的服務更多元化；3)設立家人互助

小組，協助學員重建家園、全家歸主；4)擴展服務範圍，尋找新地方，增添

受助名額。

外展部在未來一年，除了一如既往繼續推行現時之服務外，為配合康

復中心本年事工計劃，將發起「尋羊」行動，組織外展特工隊，加強宣傳效

果，開墾新路線、發掘新個案及跟進舊學員。另外，期望2005年期間能新建

外展辨事處及籌劃開展一夜式住宿服務，因此需要更多有心志的人士協助。

在04年期間，曾舉辦過義工課程，主要對象是非過來人參加，現時也能保持

良好的關係，在2005年期間，計劃續推行義工課程，增添更多過來人參與，

組織成義工隊，達致助人自助的效果，並盼望將來有更多的人士能認識及參

與這艱巨的戒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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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光之家

1. 機構簡介

重光之家中途宿舍得到社會工作局的資助，於2001年3月9日正式成立

及開展服務。由社會工作局提供院舍設施、設備及其他所需的輔助，澳門基

督教新生命團契專責管理及安排院舍之營運工作。目標是協助戒毒康復者重

投社會及重建家園，現時主要提供的服務包括：院舍住宿、心理輔導、技能

培訓及職業轉介等。

2. 工作簡介

回顧重光之家2004年之工作，從圖表一顯示所提供的服務漸趨向多元

化發展，而該年之工作重點則有以下方面：

(1) 推動學員出外尋找工作，讓他們可自力更新

去年畢業之學員，大部份在他們離開院舍時都已找到工作並且維持了一段

時間。總結去年與之前的學員就業情況，除了受社會整體經濟環境因素轉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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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重光家提供服務的情況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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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亦加強了資源的投入，例如推動學員參加勞工事務局舉辦的就業培訓課

程，藉此成為他們重新熟習工作環境的跳板。另外，院舍積極聯絡商業機構，

提供試工機會及工作轉介。 

(2) 提升學員個人質素

為了調較學員的價值觀，去年舉辦了“優資管理工作坊”，課程著重教

導他們怎樣與人相處及面對逆境的能力。協助學員認識自己，並用正面的態

度來面對問題，避免當他們遇到挫折時，產生逃避或暴力反應的處理態度及

出現重吸的情況。另一方面，我

們亦努力教導學員關懷社區、為

人服務的精神，透過與社會重返

廳合作探訪伯大尼安老院，組織

義工、學員一起清潔社區大廈等

義務工作，不單建立學員的正面

形象，同時更希望藉此打破社會

人士對過來人群體的歧視。

 

(3) 跟進離院學員

學員離開院舍之初期，由

於他們較難建立新的社交圈子，

容易缺乏他人關心而重複舊路，

所以院舍特別關注離院學員的跟

進，自5月起至12月份止院舍共

提供了123人次之非住院服務，

透過電話情感支援、個人輔導、

聯歡聚會及分享會等，以召集離

探訪伯大尼安老院

                  培養學員為人捨已,服務社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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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員並輔導他們在工作或生活上遇到的壓力及難題。

3. 總結及展望

現時大部份離院學員會定期回

來參加院舍的各項活動，他們中有

持守超過半年至一年以上的，實在

是對這工作人員的鼓舞。然而，他

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被上司發覺其

過來人身份而失掉工作，打擊他們

工作的信心，因此被社會人士接納

是協助其開展新生活的關鍵。故此，院舍在2005年延續去年的重點工作外，

更會加強在社區內的義務工作，以提升過來人的正向形象。同時，院舍亦會

推展監獄事工，提供服務予曾濫藥之剛出獄人士，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另外，院舍將會與勞工事務局合辦職業培訓課程，不只讓過來人學一技之

長，更希望他們能透過培訓而增加受聘機會。總而言之，來年院舍之事工是

配合社會發展，以受助者的需要為本，提供多元化之優質服務，務求讓有需

要或尋求幫助的人士能享有適切的服務。

中心舉辦運動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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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澳門更新互助會
1. 機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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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濫

用藥物者戒毒康復並重返社會。隨後十年

間，經驗到康復者在重返社會的過程，由

於個人能力不足、欠缺正常謀生技能、未

能適應社會等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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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互助鼓勵支持下，協助戒毒康復人士更好的重返社會，發揮社會功能。於

2003年12月底經過會員大會商議後決定，定名為「澳門更新互助會」。

 

2. 2004 年工作回顧

2.1營運部

工作培訓

 自2002年起，該會陸續開辦不同類型的培訓課程，包括滅蚊、洗冷

氣、清潔、水電維修及油漆等等，此外更組織會員參加勞工事務局舉辦的職

安咭課程並考取認可資格，以增加會員之技能及社會競爭力。

會員參加「油漆訓練班」時進行實習會員參加「職安咭」訓練班時在學習使用安全帶

互助會內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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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承接工程

在承接對外工程方面，工種包括有清潔、搬運、裝修、除草以及滅蚊

等。2004年所承接之工程共有281次，主要以清潔為主（見圖一），工程多

來自民間機構（見圖二），與2003年比較，出動次數上升了25.5%。

隊工士氣

為了加強工作分配之透明度，因此，營運部於2004年7月在輪候工作程

序上推出了「積分工作計劃」；此外，為加強隊工工作士氣，同時亦訂立了

「工作獎賞制度」，以獎勵一些積極、對工作投入之會員。

2.2 社會服務部

會員狀況

截至現時會員人數有109人，正式會員佔24%，受助會員佔76%（見圖

三）。有79.8%居於澳門，其餘20.2%居於國內（見圖四）；96%為男性，

有4%為女性（見圖五）。年齡方面介乎41-50歲佔41%，其次是51-60歲佔

25%，31-40歲佔22%（見圖六）。

15%

0% 7%
滅蚊

裝修

搬運

洗冷氣

清潔

除草

手工

14%

12%

1%
51%

18%

政府部門

民間機構

82%

(圖一) 2004年營運部承接工程之工種百分比 (圖二) 2004年來自政府興民間機構之工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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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

 為了更凝聚會員，該會舉

辦 了 不 同 類 型 的 節 慶 與 康 樂 活

動，給予他們及其家屬參加，曾

舉辦的活動包括康體運動日、釣

蝦比賽、象棋比賽、新年團拜等

等。2004年舉辦活動共57次（

圖 七 ） ， 參 加 的 會 員 及 家 屬 共

有636人次，義務性質之活動佔整體之57%，其次是工作培訓佔20%（圖

八）。

24%
正式會員

受助會員
76%

女4%

男96%

18%
中國內地

82%
澳門

41%

20~30

31~40

41~50

51~60

60以上

25%

4%

9%

22%

會員參加新春團拜活動

(圖三) 2004年正式會員及受助會員百分比 (圖四) 會員居住地百分比

(圖五) 2004年會員年齡百分比 (圖六) 2004年會員男女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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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工作

在社會服務方面，該會本著「社會給我們一個機會，我們給社會一分貢

獻」的信念，運用本身在培訓時習得的工作技能，為獨居長者、兒童、精神

病康復者等有需要人士提供滅蚊、清潔及家居維修等多項服務。於2004年初

與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合辦「非常義工」社區服務計劃，藉此加強濫藥者

及市民對愛滋病毒及其他傳染病的危機意識。2004年整年之義務工作共有

145人次參加，而義務工作所服務之性質多為社區服務（見圖九）。

14%

2%

2%
對外交流

義務工作

員工培訓

探訪

慶回歸

康樂/聚會

57%

20%

5%

「非常義工」收集隨處拋棄的針筒

(圖七) 2004年每月舉辦活動次數 (圖八) 2004年活動性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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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曾服務之社會機構

2.3外展部

該會為了能使剛戒除毒癮之人士得到更多的關懷，於2004年7月在社會

工作局資助下，便成功建立了一隊工作隊伍，專門拜訪或與剛戒除毒癮不久

人士保持接觸，向他們贈送心意禮物，希望藉此讓他們感受到別人對他們的

關懷，從而鞏固他們持守的決心；此外，亦透過收集有關數據資料，了解並

分析本澳戒毒康復者之需要及狀況，以便作為日後服務之參考指標，從而強

化相關支援服務，協助他們建立正規及健康的生活。

機構之服務性質 所服務之機構名稱

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重光之家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青洲老人中心
聖母安老院
海傍老人中心
街總綠揚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生命熱線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
主教山兒童中心

啟聰中心

利民坊
利民會

青暉舍
望廈青年之家
希望之泉
光源社

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戒毒服務

老人服務

熱線輔導

智障復康

殘障復康

精神復康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家庭服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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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結

總結2004年工作，該會無論在營運部、社會服務部都得到不同程度的

進步，不單營運部在工作制度上加以程序化、規範化外，在社會服務部，於

7月開展了一支以剛戒除毒癮之人士為服務對象的工作隊伍，按步就班地為

戒毒跟進工作奠下良好基礎，確立屬於澳門本土之戒毒跟進服務；此外，該

會過去不斷主動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聯繫，增進彼此的合作，從而引進更多

外界資源。

4. 展望

強化營運部工種之專業性

2005年該會之營運部在技術方面將加強現有工種之工作培訓，重點針

對貨車搬運及冷氣維修，在服務上透過顧客服務之概念優化各項工種之服務

質素，吸取顧客寶貴意見從而作出改進。

 

每月定期聚會，加強會員互助精神及持守決心

由會員主持聚會，鼓勵新會員參加，並透過資深會員的經驗分享及相互

的感受表達，加強「同路人」的正面作用，以激勵新會員的持守決心，促進

會員間的互助力量。

 

積極參加社會服務，引入外界資源

為了讓更多社會人士對戒毒康復者有較正面的認識，故此來年將會繼續

以社會服務作為達到該項目的之核心工作，同時亦計劃與區內之社區服務團

體合作，透過這些機構之會員及人際網絡，提高更多區內人士對康復者的接

納及支持。



四．調查研究工作 四．調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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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3年，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完成及公布多項有關藥物濫用的

調查研究報告，並計劃在此調查研究框架基礎上，於2005及2006年間再度

開展一系列針對青少年的調查研究，以持續掌握及比較本澳青少年濫藥情

勢。而在2004年，社會工作局戒毒復康處繼續對收錄得之戒毒求助個案、以

及定罪毒品案件之資料進行統計及分析工作，從而提供有關本澳濫藥趨勢、

戒毒者之傳染病情況、以及比較毒品罪案刑罰等重要參考數據。

 

(一)  澳門自願戒毒個案之資料及濫藥趨勢分析

根據社會工作局戒毒復康處戒毒綜合服務中心資料，2004年一共錄得

86名新自願戒毒求助個案，佔整體戒毒個案的24.6%，新增個案數與2003年

的87名相若。而2004年中心跟進個案總人數為350人，與2003年的情況相

若。 

                 戒毒復康處近年收錄之自願戒毒個案數據

1. 2004年總跟進與新求助戒毒個案之分析比較：

分析本年度門診跟進的350名求診者特性，男女比例為84%：16%，平

        圖1 戒毒復康處近年接獲之新戒毒個案每年平均有80人左右，在2002年間出現明顯升幅，整體  
              上仍保持穩定。自1991年10月起至2004年，共累積登記有996名戒毒求助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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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齡為37歲，其中20歲以下青少年有13人，佔4%。濫用之藥物主要為海

洛英，佔87%；靜脈及肌肉注射者佔66%。失業者佔55%，未婚者佔46%，

出生地以內地為主佔50%。

2004年度86名新求助個案特徵方面；男性佔70%，女性佔30%。年齡

組別方面，以30-34歲組別為多，佔23%。新個案最低年齡為14歲，15-19歲

青少年有10人，佔12%。約有62%為無業，34%為澳門本地出生，40%為內

地出生。在藥物之使用上，57%為海洛英使用者，31%為靜脈注射者。

2004年度總跟進與新個案之資料分析表：

2004年度

總跟進個案

84

16

60

26

70

30

1

12

34
43

304

37

67

56

51
77

1

5

8

32

191

46

28
7

18

23

9

100

0

3

10
12

87

11

19

16

15
22

1

1

2

9

55

13

8
2

5

6

3

86

1

10

18
19

49

3

20

7

2
9

1

1

8

27

27

13

13
2

10

18

0

100

1

12

21
22

57

4

23

8

2
11

1

1

9

32

31

15

15
2

12

21

0

男

女

總數

<14

15-19

年
齡

性
別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59

60+

鴉片類

毒
品
種
類

使
用
方
式

鎮靜劑類

興奮劑類

大麻類

其他

靜脈注射

肌肉注射

嗅服

吸服

鼻服

口服

其他

百分比 新個案

293

57

350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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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各類指標，與往年一樣，2004年總求助者中，注射海洛英之

情況仍然較為普遍，而新吸毒者則濫用其他毒品之情況較多。另外值得注意

的是新求助個案當中的女性化及年輕化跡象較以往突出，新求助者中女性比

例更創歷來新高，達30%，分析原因主要由於年內突然增加了在澳工作之外

籍女性求助者。年齡層方面，新個案當中19歲以下青少年共11名，其中有

5名學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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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化情況值得關注 2)內地出生之吸毒者比例

不斷增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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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用其它類別之毒品則持續上升。詳細情況請參考下列圖表。

新求助者性別比例變化趨勢

圖2. 女性比例從2001年開始不斷上升，至2004年達30﹪之高。

求助年齡之變化

圖3.  濫用藥物求助者一直以成年人居多，30歲以上之比例隱佔六成以上，但 
         2004年出現較大的變化，30歲以下的求助者超過一半，全年新個案之平均年  
         齡為29歲，亦較過往為低， 吸毒年輕化的情況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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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首次吸毒之年齡在近年來保持隱定，約在25歲左右，2003年錄得之平均首次吸食 
        年齡高達27歲，2004年回落到平24歲，為近五年來最低。

圖5. 吸毒種類一直以海洛英為主，過去約佔90﹪，但近年已有下降之趨勢，由2000年
        之95﹪下降至2004年最低之75﹪。其他類之毒品比例則不斷上升。

首次吸毒年齡及吸毒歷史

吸毒種類比較

吸毒方式比較

圖6. 使用毒品方式仍以靜脈注射為主，但與上世紀90年代高達80﹪之情況比較，
          近年已有明顯減少，自2002年開始，有下降的趨勢，2004年佔31﹪，更為歷年  
         的最低。此外嗅服(俗稱追龍)方式之吸毒情況，在近年來亦有所下降，主要由於
         海洛英使用下降，其他毒品以口服及吸服為主，比例相應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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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自2002年起開始與衛生局合作，向濫藥者以

及戒毒工作者免費提供全面之傳染疾病檢查措施，以加強監控及防治各類傳

出生地比較

圖7.  內地出生之新求助者已成為主流，在2003年更創新高，達62﹪。2004年有所回
         落，而其他地區出生者，特別是俄羅斯女性求助者大幅上升，其他外藉人士的比
         例 由過去較低水平上升至接近21﹪。

婚姻情況比較

圖8.  過往多以單身比例佔多，但已婚之個案自99年至2002年有不斷上升趨勢，   
         2003年開始回落，2004年繼續下降，相對單身者所佔的比例不斷上升。

工作情況比較

圖9.  以無業者佔大多數，於2001年最甚，超過80﹪，2004年失業情況有所改善，就
         業比例上升到31﹪，而學生方面，就有上升的趨勢。

(二) 濫藥者之傳染病感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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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疾病在高危群體當中擴散。隨著戒毒體檢服務的增加及推廣，濫藥者尋求

檢驗的動機和個案日增，因而相應提高發現感染傳染病的機會。2004年，戒

毒復康處一共為205名戒毒求助者安排各類醫療檢查共1,355次。各項傳染病

之感染率與2003年相若，丙型肝炎的感染率仍高達77%之多，同時，仍有

超過15%個案感染乙型肝炎，感染肺結核(TB)者有11%。另外，2004年發現

戒毒門診個案當中有10名HIV感染個案，經中心轉送樣本至公共衛生化驗所

證實感染者共9人，感染率由去年0.5%上升至5%。而且，根據衛生當局資

料，澳門在2004年共錄得有18名因共同針筒感染HIV的個案，較2003年只有

一宗個案，增幅之大令人憂慮，澳門有關方面已密切注視以及極力採取有效

措施控制HIV蔓延情況。

戒毒者感染傳染疾病之具體數據可參考下列圖表。

圖10.2004年最為關注是發現HIV感染個案大幅上升，由去年0.5%上升至5%。

圖11.  在2004年接受身體檢查之205名個案中，超過大半(153人)是以針筒注射方式    
           吸毒。而注射組別感染傳染病情況遠超於非注射組別，當中以丙型肝炎、HIV
           感染及梅毒等血液傳染之疾病極為明顯。其中，針筒注射者在HIV感染機率上
           達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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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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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須將與毒品有關之裁

判書副本送交社會工作局防治藥物依賴廳作記錄。經該廳收錄及統計，於

2004年一共收到50宗與毒品有關的案件判決書，當中被定罪有65人。

 近年毒品案件之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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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分析要點：

2004年被起訴定罪之個案較2003年為多，約有一成的升幅。性別方

面，女性的比例有所上升，達28%，為近五年來最高。年齡方面，雖然仍

以30歲以上為主，但年輕犯罪者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中25-29歲組別錄得較

大的升幅，青少年情況則與往年相若。在犯案之原因方面，仍然以持有毒品

(自用)之情況較多，而小量販賣及持有吸毒用具方面，則較過往有所上升。

在刑罰方面仍然以罰款為主，但比例上己較去年為低，相對緩刑方面則較去

年為多，2年以下刑罰亦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方式的判決，特別

是指令犯者接受戒毒治療的比例大幅上升，從過往較低水平上升到18%。綜

合上述，2004年澳門毒品判案情況，雖然以較輕者居多，但犯案者有年輕化

及女性化之跡象出現，值得關注。而罰款的判決有所下降，代之以緩刑及轉

介戒毒治療，這對鼓勵吸毒者接受治療及接受操守監管，起正面作用。



五. 對外合作及交流五. 對外合作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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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猖獗的跨境販毒吸毒形勢，加強區域間充分的合作至為重要。澳門

當局一直高度重視及積極參與地區以致國際性的禁毒事務，2004年，澳門在

禁毒方面的對外合作頻繁，層面廣泛而深入，成果顯著。年內與鄰近地區相

關禁毒機構進行了多次務實交流，並在本澳舉辦了深具意義之「第三屆粵港

澳禁毒研討會議」，為推進跨區域禁毒合作作出新貢獻。

1. 第三屆粵港澳禁毒研討會議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主辦之「第三屆粵港澳禁毒研討會

議」於2004年9月16及17日在澳門旅遊塔舉行，為三地在禁毒合作上取得突

破性的進展。是次會議聚集過百名粵港澳禁毒人員，與會代表來自三地多個

相關禁毒部門，包括廣東省多個市政府的禁毒部門人員，香港特區政府保安

局禁毒處、警務處、香港海關、社會福利署、衛生署及懲教署代表，澳門方

面有檢察院、澳門海關、社會工作局、澳門監獄、衛生局及法務局。出席會

議開幕典禮之主禮嘉賓計有澳門特區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廣東省禁毒委員

會副主任陳紅、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常務秘書長應耀康、澳門特區政府社會

工作局局長葉炳權、香港特區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蔡元雲、廣東省禁毒委員

會秘書長陳少波、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禁毒處禁毒專員余呂杏茜以及澳門特

區政府衛生局代局長李展潤。

粵港澳禁毒機關主要負責人分

別就有關禁毒政策、毒品形勢和禁

毒防治最新措施等情況在全體大會

向與會者作了詳細介紹。三地共十

五位禁毒官員則在專題工作會議上

分享了在立法、司法和預防戒毒等

方面的工作經驗。是次會議採取務實進取的研討方式，以配合「加強交流、

深化合作」之大會主題，與會者並認真探討三地日後合作方向，積極提出了

多項具體合作方案。三地對是次會議作出高度評價，認同現時面對的毒品形

第三屆粵港澳禁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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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依然嚴峻，並贊同在良好的合作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三地禁毒業務的協作

層次，攜手支持一切有助解決毒品問題的區域性禁毒工作，尤其針對跨境販

毒和吸毒活動、監控因共用針筒吸毒傳播疾病的情況以及防治青少年濫藥等

工作。三地同時認為需要不斷提高市民大眾對禁毒工作的關注及參與，強化

全民抗毒力量，共建無毒社會。

2. 出席國際禁毒會議

澳門特區政府社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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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15日至22日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之「第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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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和

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張炎大使及國家禁毒委員會副秘書長劉志民率領。

大會秘書處發表了多份最新及重要報告，包括有全球藥物濫用形勢、毒

品販運的世界形勢以及加強預防藥物濫用下的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戰略報告

等，而國際麻醉品管制局亦報告了2003年工作以及關於1988年《聯合國禁

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第十二條的執行情況。大會並針對合

成藥物和前體管制作專題辯論，評估1998年聯合國第20屆特別會議「共同

處理世界毒品問題的大會」所制定各項目標的執行情況，並就減少毒品需求

和非法藥物販運和供應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

同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

司法警察局派出代表，以「中國

澳門」名義參加了在泰國曼谷

舉行的「第二十八屆亞太禁毒部

門主管會議」。會上討論了麻醉

品販賣的趨勢及對策等問題，並

達成了多項共識，包括須考慮成

立一個亞太區訊息中心，專門收

集、處理及發佈相關情報；亞太區的各國政府須保證建立溝通的渠道、機制

中國代表團在會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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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程序，以確保各自專責打擊販毒的警務部門與境外對口部門之間能快捷而

安全地交換訊息；亞太區各國政府應積極支持跨境合作關係的發展，如設立

「聯絡辦公室」來推動和統一行動，打擊精神科藥物販賣活動和易製毒化學

品的非法轉移活動等。(註:參考司法警察局於2005年3月出版的《刑偵與法

制》第24及25頁。)

3. 閩粵港澳臺聯合銷毀毒品大會

為紀念林則徐虎門銷煙165周年及響應每年6月26日的國際禁毒日，廣

東省禁毒委員會於2004年6月3日在東莞市虎門鎮舉辦了一個名為「閩粵港

澳臺青少年禁毒宣傳夏令營」的活動。

本澳的禁毒官員獲邀擔任

活動主禮嘉賓，本澳三間中學

(濠江中學、浸信中學和海星中

學)約40名學生首度參與是次活

動，聯同其他地區青年代表宣

讀禁毒倡議書、禁毒宣誓及禁

毒簽名等活動。各地禁毒官員

和學生代表更並肩一起燃點火

棒，攜手當場銷毀海洛英、大

麻、冰毒、搖頭丸等165公斤的毒品。此外，大會亦安排參觀海戰博物館、

威遠炮臺、鴉片戰爭博物館等，讓學生重溫當年林則徐虎門銷煙的歷史及認

識毒品對人類及社會所造成的危害。隨後，各地的青少年一同參與反毒大遊

行，高呼「珍愛生命、堅拒毒品」等口號，向人們表達拒絕毒品的決心。學

生們表示，透過親身參與大型的禁毒活動，實實在在加深了對國家禁毒歷史

和工作的認識，同時體驗到禁毒的任務艱巨而漫長，需要多方面的支持配

合，尤其是身為年青人的積極參與。

銷毀毒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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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拜訪珠海市禁毒委員會辦公室

為著加強與鄰近地區禁毒業務的交流和合作，澳門特區政府社工局葉炳

權局長、防治藥物依賴廳黃艷梅廳長、預防藥物濫用處許華寶處長及戒毒復

康處韓衛處長，於2004年11月24日前往珠海市禁毒委員會辦公室進行拜訪

及交流活動，並特別就跨境濫藥、共用針筒感染愛滋病情況及戒毒工作等方

面進行討論。

珠海市委常委/禁毒委主任楊

金華先生、市委政法委副書記/禁

毒委副主任陳錦糧女士、市禁毒

辦公室副主任溫杰先生，以及市

禁毒辦公室副科長顏志春先生出

席是次交流會議，會後並安排參

觀珠海市第一戒毒所。透過是次

交流活動，加深了本澳對珠海市禁毒措施及濫藥情勢的了解，並有效促進澳

珠兩地日後在禁毒工作上的聯繫和合作。

5. 其他交流考察活動

1. 往港考察防治愛滋病措施

澳門特區政府社工局關注到去

年本澳吸毒者感染HIV的情況有所

增加，為著加強防治HIV/AIDS的有

關工作，分別於2004年9月、10月

及12月派員往港到相關機構進行交

流和學習，包括參觀紅絲帶中心、

九龍灣綜合治療中心以及美沙酮門

診中心。期間亦曾聯同本澳民間戒毒機構的工作人員，實地考察以預防吸毒

者感染愛滋病為主的「鳳凰計劃」。此一連串的交流學習，對改善本澳戒毒

社工局負責人拜訪珠海市禁毒委員會辦公室

社工局戒毒復康處人員往香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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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工作、特別是減低傷害方面的措施發揮了實質效用。 

2. 香港明愛考察本澳戒毒服務

香港明愛屬下服務機構-「黃耀南

中心」和「樂協會家庭服務中心」十多

名工作人員，於2004年12月5及6日到訪

本澳，參觀考察了澳門多間官民戒毒機

構和服務設施，進行技術交流和經驗分

享，兩地有關機構並藉是次交流活動協

商日後的合作安排，體現和推進了港澳

在戒毒實務工作上的緊密交流和合作成

果。

3. 英國生活教育嘉賓到訪本澳

英國生活教育中心負責人(National Director of UK Life Education Cen-

tres)- Mr. Stephen Burgess於2004年11月30日首度來澳考察本地區生活教

育的工作情況。隨行到訪的還有香

港生活教育活動計劃(LEAP)程慧

玲總幹事和鍾瑋嬿副總幹事。來賓

首先到澳門特區政府社工局「健康

生活教育中心」參觀，了解中心的

運作及觀察一班小五學生的上課情

況。隨後探訪了「戒毒綜合服務中

心」，聽取中心醫護人員分享有關

戒毒的服務，此行加深其對本澳在

預防及戒毒工作的認識。

  接待香港明愛的來訪人員

            英國及香港生活教育中心負責人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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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往港考察戒毒外展服務

為加強減低傷害措施的推行，社工局戒毒復康處於2004年10月29日聯

同澳門青年挑戰、澳門戒毒康復協會、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重光之家、

澳門更新互助會負責人等10多人，往港與香港培康聯會、香港戒毒會鳳凰計

劃外展隊等作研討交流，討論街頭檢拾針筒工作方式及各項減低傷害措施推

行效果，並實地考察鳳凰計劃外展隊的街頭外展工作。有關研討交流及實地

考察活動，對本澳規劃針對街頭吸毒者的外展及減低傷害之工作，具有實質

意義及作用。

5. 派員往「香港黃耀南中心」實習

為了持續提升戒毒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於2004年9月20至26日期

間，澳門特區政府社工局派員前往香港明愛轄下一所戒毒院舍 -「黃耀南中

心」，進行為期一星期的實地觀摩學習。透過是次培訓工作，有助強化本澳

戒毒工作者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以及切實開啟港澳兩地在經驗交流上之友好

務實合作。

6. 出席香港培康聯會三十    

     七年週年會慶

為促進澳門戒毒自助社團

與香港相關組織的聯繫與合作，

澳門特區政府社工局於2004年

9月23日派出二名人員，聯同澳

門更新互助會代表出席「香港培

康聯會三十七週年會慶」之活

動。香港培康聯會協助戒毒者重返社會的工作已具數十年經驗，致力組織濫

藥康復者成為會員，促進會員間發揮自助互助精神。會慶活動體現對康復者

社工局人員出席香港培康聯會37週年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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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鼓勵，同時有助推動港澳相關機構人員的經驗交流，以及在戒毒事務

合作方面之發展。

7. 往港考察戒煙服務

為進一步加強本澳戒煙工作，配合健康城市的發展，澳門特區政府社

工局積極協助民間機構開展戒煙門診服務，於2004年8月30日，社工局戒毒

復康處聯同「澳門戒煙保健協會」工作人員，拜訪了香港衛生署控煙辦公室

和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同時參觀一些戒煙服務設施，並與相關人員進行

交流，分享戒煙手法和經驗，為本澳的戒煙服務帶來許多實用意見和深刻啟

發。

8. 港澳戒毒工作及研究交 

     流會

澳門特區政府社工局為跟

進「澳門濫藥問題概況調查及戒

毒康復工作評估研究」報告之

建議，以及交流港澳兩地的防

治藥物依賴工作，於2004年7月

16日，邀請了香港戒毒會在澳召

開一次「港澳戒毒工作及研究交流會」。

出席交流會的香港嘉賓包括有香港戒毒會常任顧問錢明年博士、總幹事

畢永利及多名專業戒毒及研究人員，本澳方面有社工局主要人員，以及澳門

監獄和多間戒毒團體的代表。會上就減低傷害的理念及原則、香港長期吸毒

者縱向研究、香港濫藥環境及服務轉變發展、鳳凰計劃--外展義工輔導服務

及街頭濫藥者愛滋病感染危機意識及高危行為狀況調查(1997-2003)等主題

分享經驗和意見。社工局並於會後安排香港嘉賓參觀禁毒教育資源中心、健

港澳戒毒工作及研究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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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活教育中心及戒毒綜合服務中心。是次交流會為本澳防治藥物依賴工作

帶來啟發，同時加強港澳戒毒同工間的溝通和合作。

9. 香港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到訪本澳

香港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

三名成員，於2004年3月26日到訪

本澳，獲澳門特區政府社工局防治

藥物依賴廳接待，預防藥物濫用處

許華寶處長等為委員會介紹本澳有

關防治吸煙的工作情況，雙方特別

就預防青少年吸煙方面交流工作經

驗，大家認同應從小開始推行反煙

教育，並期望日後能繼續保持聯繫和交流工作經驗。

香港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人員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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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政 府 部 門

服務類別 地址 電話 傳真

社　

 

會　

 

工　

 

作　

 

局　

 

衛　
　

 

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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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44

預防藥物濫用處

健康生活教育中心

禁毒教育資源中心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公共衛生化驗所

司
法
警
察
局

澳門監獄　 康復小組

士多紐拜斯大馬路49-51號
華仁中心一樓

715204

預防教育、
宣傳、諮詢
及接待服務

美珊枝街五號一樓 781720

預防及健康教育 新口岸飛南第街11號2樓AK1 225778
225779

225780

預防教育及資訊
提供

美珊枝街七號 781791 781720

疾病預防控制及
健康教育

加思欄馬路5號地下 533525 533524

衛生化驗 白頭馬路 530291 530294

藥物事務廳 監管藥物 5983521 524016

精神科 精神病治療 仁伯爵綜合醫院地下 3908868 ---

社會工作部 醫務社工 仁伯爵綜合醫院一樓 313731 ---

司法鑑定化驗所 毒品化驗 龍嵩街一號 3967376 370560

毒品罪案調查處 刑偵 海仔米尼奧街鴻發花園
第二座一樓

3967709 839496

戒毒康復 路環竹灣馬路聖方濟各街 881211 882431

781718

  禁毒諮詢熱線：

781791

本 澳 禁 毒 相 關 機 構 / 服 務 名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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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毒網頁
http: / /www.ant idrugs.gov.mo

dep@ia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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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警察局

澳門監獄

http: / /www.pj .gov.mo nar@pj.gov.mo

http: / /www.epm.gov.mo info@epm.gov.mo



91

民間社團/機構

機構 地址 電話 傳真 負責人

澳門基督教
新生命團契

重光之家*

辦事處*

康復中心*

外展部*

黑沙環新街海濱花園第八座 4G室
電郵 newlife@macau.ctm.net

457495 457219 顧振光

黑沙環新街海濱花園第八座
4A、B、H室

455576 457400 顧振光

關閘馬路2-10號輝宜大廈地下E室 435563 435563
余焯南

(聯絡人)

夜呣街缸瓦巷4號 (近司打口) 933662 933672 ---

澳門青年
挑戰中心

男中心*

女中心*

路環九澳高頂馬路恩福山谷
路環郵箱25號
電郵 tcmacau@macau.ctm.net

6360009 965515 陳志寧

6602744 96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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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117 870118
Augusto
Nogueira

聖士提反會應許之家
紅街巿郵箱6113號
電郵 ssscsau@macau.ctm.net

345026 345026
Ilona
Miler

(李安娜)

澳門更新互助會*
祐漢菜園路514號美蓮大廈
第二座閣樓

474065 474348 陳文銳

*正接受社會工作局財政資助

服務方式： ꅿ    住院         福音         中途宿舍         互助         外展服務

對象：     男性     女性Ä Å

„ V H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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