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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專業會議/活動
澳門特區以中國代表團身份參與聯合國麻委會之線上會議
第64屆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會議於2021年4月12日至16日期間，在奧地利維也納聯合國總部舉行，因應疫情
關係，今年會議同步以線上形式進行。澳門特區政府6位代表包括社會工作局許華寶副局長、鄭耀達廳長、鄧雪儀
處長、區宏添處長，以及司法警察局陳堅雄副局長和李瀚妮職務主管，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參與線上會議。
會上，國家代表團團長梁雲局長在發言時指出，合成毒品新種類及販毒新方式層出不窮，加上疫情爆發為禁毒
工作帶來新的挑戰和要求。中國禁毒部門在防疫及抗毒工作上取得新進展，利用互聯網開展宣傳教育，運用大數據
打擊毒品犯罪，加強吸毒者戒毒治療，建設製毒化學品監管平台，使用科技手段檢測，並進行滿意度調查等方法評
估毒情，同時呼籲各成員國堅持透過協商合作，反對任何形式的毒品合法化；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相互借鑒，共
享禁毒經驗。
是次會議議程包括：各項國際藥物管制條約的執行情況、審議並通過8種新增列管物質、落實2019年《部長級
宣言》的後續行動、各單位處理和應對世界毒品問題方面的合作與協調、落實、評估和執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
程》及2022年第65屆麻委會籌備工作等；本屆會議同時包括超過100個邊會活動，澳門戒毒康復協會於邊會介紹九
澳聖母村實踐“握緊希望＂職訓實習計劃，讓國際社會了解本澳有關戒毒人士重返社會的工作。

本澳代表參與第64屆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線上會議

中國代表團團長於大會發言

禁毒委員會2021年度第一次全體會議
禁毒委員會2021年度第一次全體會議於2021年4月20日上午在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仲尼堂舉行，由禁毒委員會主
席、社會文化司歐陽瑜司長主持會議。主要議程包括：總結委員會2020年工作、報告2021年工作計劃；澳門毒品
罪案概況；“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2020年度數據及相關工作；“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和
“禁毒法執行及跟進工作小組＂ 介紹工作情況；匯報 “第64屆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 會議之重要決議案及各項
協調工作等。會上，歐陽瑜司長代表委員會歡迎三位新任委員參與，同時感謝各委員在抗疫期間，為本澳禁毒事務
作出努力，並期望各委員及部門加強協作，針對毒品做好執法、懲教、戒毒康復、社會重返及預防教育等多方面工
作。
出席是次會議有禁毒委員會副主席，以及禁委會委員、委員代表及部門領導主管等。有關全體會議的詳細內
容請瀏覽澳門禁毒網 www.antidrugs.gov.mo。

禁毒委員會主席、社會文化司歐陽瑜司長主持會議

禁毒委員會2021年度
第一次全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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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法執行及跟進工作小組＂及
“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
2021年第一次會議
3月24日舉行“禁毒法執行及

禁委會轄下兩個工作小組已於2021年3月召開會議，“禁毒
法執行及跟進工作小組＂跟進司法措施轉介個案及「迷毒知返」
青少年支援計劃，持續檢視禁毒法實施情況並提出建議，包括向
不同國籍的社群人士推展禁毒普法工作。另外，“關注青少年毒
品問題工作小組＂跟進本年重點預防濫藥工作及專項計劃、介紹
濫藥趨勢、戒毒服務需求和發展規劃研究，建議關注青少年精神
健康、家庭教育與濫藥危機的關係，將持續向青少年、家長和專
業人士開展各項預防教育工作，進一步優化社區宣傳計劃，落實
禁毒活動交流平台等相關工作，鼓勵民間機構積極參與推廣有關
青少年的禁毒及專題調研工作。

跟進工作小組會議＂

3月31日舉行“關注青少年毒品

禁委會小組成員參觀本澳防治濫藥設施

問題工作小組會議＂

禁毒委員會轄下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成員，於2021年3月5日到訪澳門戒毒康復協會(AR TM)，了解
澳門民間戒毒院舍運作及相關職業培訓情況。
社會工作局許華寶副局長及防治賭毒成癮廳鄭耀達廳長，聯同小組成員一行21人到訪九澳康復治療中心，雙
方透過座談分享，聽取工作人員簡介戒毒院舍服務及治療模式、服務現況及職訓計劃等。隨後實地參觀位於九澳
聖母村內兩間小屋，了解有關“握緊希望＂職訓實習計劃的內容，並與多名接受職訓的康復人士進行交流，聆聽
他們受訓時遇到的困難及生涯發展需要。小組成員對受訓學員的表現予以肯定，期望日後加強合作，讓社會各界
進一步了解本澳戒毒康復工作，促進戒毒人士重返社會，達致社會共融目的。

參觀“握緊希望＂職訓實習計劃

座談分享

預防濫藥活動
踢“酒＂迷思―線上工作坊
為加強本澳教師及前線工作人員認識青少年對酒精的迷思，預防青少年
酗酒，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及協助，社會工作局與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以
及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於2021年3月27日合辦專題工作坊：踢“酒＂迷思。
是次專題工作坊邀請香港青山醫院酒與藥物依賴組董梓光副顧問醫生、
東華三院「遠酒高飛」預防及治療酗酒服務資深戒癮輔導員顏志昇先生及仇
鳳君小姐，透過線上工作坊進行講解，讓參加者認識青少年對酒精的迷思及
酗酒的禍害、討論預防青少年酗酒的技巧及個案介入策略等內容，從而促進
年青人建立健康生活模式。是次線上工作坊共吸引了超過180多名教師、駐校
輔導員及機構人員報名參與。
現場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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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講解酒精的迷思及酗酒的禍害

“真‧估神＂桌遊工具推廣―培正義工隊
為發揮“真‧估神＂桌遊工具對預防藥物濫用的作用，持續向民間機構的前線輔導及工作人
員、學校輔導員及教師作多方面推廣，已有超過150位參加者透過工作坊掌握了桌遊工具的運用技
巧。
於2021年4月9日為培正中學義工隊推廣有關工作
坊，並配合應用於預防校園欺凌主題，共15位師生了解健
康生活教育課程有關欺凌的內容，以及應用“真‧估神＂
桌遊於預防欺凌及濫藥等主題。

師生一同體驗小六欺凌主題課程

大合照

實踐如何應用“真・估神＂桌遊

“機會人生＂禁毒桌遊推廣
為應對濫藥隱蔽化問題，鼓勵更多社會服務機構參與禁毒推廣工作，
社會工作局與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於2021年4月10日
推出“機會人生＂禁毒桌遊的社區推廣活動，共有17名機構前線人員和青
少年參與，是次活動透過體驗闖關形式，讓青少年及家庭服務中心範疇的
前線人員能了解桌遊的內容，加強參與者對桌遊的應用技巧和推動戒毒服
務的宣傳推廣，同時在5月至6月期間推出三場工作坊(包括親子場、駐校同
工場及民間機構場)，進一步向前線工作人員和市民大眾推廣禁毒桌遊，鼓
勵業界應用遊戲和多媒體工具參與禁毒推廣工作，進一步發掘在社區的潛
在濫藥個案，達致及早預防和介入目標，構建戒毒服務聯結網絡。
如對內容有興趣，可瀏覽澳門禁毒網網頁或致電28556818與機構人員
聯絡。

家長宣傳

“機會人生＂禁毒桌遊和宣傳小冊子

機構前線人員與參與活動學員合照

為持續擴大向家長推廣預防濫藥訊息，預防藥物濫用處聯同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自由TEEN地＂及本地插畫
師合作，每月推出主題漫畫，在社交網絡平台Facebook及Instagram作宣傳，並透過不同民間機構電子平台擴大宣
傳，本年1-4月累計點擊人次已經超過4.6萬，歡迎市民瀏覽、點讚、分享及留言，共同推廣預防濫藥訊息。

電子煙主題

酒精危機主題

求助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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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親子活動
為推動家長參與禁毒教育，社會工作局於2021年3月13
及20日分別為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及善明會舉辦健
康生活親子活動，兩場活動合共有43名親子參加。
歡迎本澳家庭
服務機構組織親子預
約舉辦相關活動，詳
情可瀏覽澳門禁毒網
www.antidrugs.gov.mo，
或致電28781718與
預防藥物濫用處聯
絡。
親子投入參與活動

專業培訓
“課程設計及遊戲帶領＂培訓課程
為提升防治賭毒成癮廳人員在工作成效、服務
素質、宣傳教育知識及技巧，社會工作局於2021年
1月25日舉辦“課程設計及遊戲帶領＂培訓課程，
圍繞課程四大設計元素及小組活動帶領的實踐技
巧。導師許國杰先生以講解、交流分享及合作性活
動手法，深入淺出地示範及解說。共27人完成有關
培訓。

課程設計及遊戲帶領培訓課程

美沙酮個案社區支援計劃專業培訓
為進一步深化美沙酮維持治療服務的後續跟進，尤其加強美沙酮個案的社區支援，社會工作局與澳門戒毒康
復協會外展部合作，推出“美沙酮社區支援計劃＂，由資深戒毒工作者李景輝先生為前線工作人員提供專業及系統
的培訓。
因疫情關係，有關培訓透過個案線上形式進行，內容包括美沙酮維持治療、美沙酮個案輔導及技巧、小組工
作及家人工作、案例指導和治療計劃設計、小組工作的組前、後指導，以及人員的職業生涯成長等，同時需定期進
行學習作業、服務記錄、案例演練以及進行兩次工作檢討會議。澳門戒毒康復協會全體人員已進行8節共24課時線
上課程，完成《美沙酮個案社區支援執行手冊》編制，為機構人員提供25次共75小時個人及小組培訓，以增強機
構人員在各工作執行的技巧及綜合能力，為美沙酮維持治療的個案提供適切的支援及服務。

機 構 人 員 進 行 “ 美 沙 酮 個案社區支援計劃專業培訓＂，同時活用在
實務工作中，並透過學習指導和成效檢討會議，提升服務能力。
4

為戒毒康復者推行的活動
社區醫療助發掘隱蔽個案
為應對濫藥隱蔽個案的需要，社會工作局於2017年開始與工人醫療
所合作開展身體檢查計劃，透過跨專業醫社合作，提供免費首次初診、
基礎身體檢查及毒品輔助評估等項目，儘早接觸在社區中的濫藥潛在個
案，並協助有需要的個案儘早進入戒毒治療系統，至今已轉介75人參與
計劃，共進行超過1,100個健康檢查項目。有關身體檢查由合作機構專
責社工及護士跟進轉介，先了解個案背景及濫藥情況、戒藥動機及評估
濫藥與身體健康相關問題，並邀請戒毒動機較低以及持守不穩定個案到
診所，經診所醫生評估後進行多個檢驗項目，包括：肝腎功能檢查、超
聲波檢查，尿常規檢查、胸部X光照片、心電圖、毒品、酒精等多項檢
查，倘若個案有其他健康問題，會作出適當專科轉介。有需要人士可致
電戒毒求助熱線28358844了解詳情或尋求協助，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工人醫療所醫生為市民進行問診
(圖片由工人醫療所提供)

“握緊希望＂職訓實習計劃
為支持戒毒人士重返社會，透過職
業培訓和工作機會加強後續跟進和相關
支援工作，社會工作局與澳門戒毒康復
協會合作，並由文化局提供位於九澳聖
母村兩間小屋作為實習場地，推出“握
緊希望＂職訓實習計劃。
有關計劃自2020年12月開始營運，
提供簡單餐飲和展藝活動，得到多間本
地企業和院校支持，派出行業專才為濫
藥者提供職業培訓，並在試運期間在展
藝廊進行了三場展覽活動，展出超過
200件作品，共有30名戒毒學員參與職
業培訓，其中8名學員參與文化導賞、
展覽和零售簡單餐飲服務實習工作，計
劃讓戒毒人士發揮文化藝術，促進社會
參與，感謝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對康
復人士重建自信、促進社會共融具有重
要意義。

“握緊希望＂職訓實習計劃暨首項展覽Art for Healing

學員正接受職訓

（療癒的藝術）開幕活動

培訓及實踐工作

10小時輔助服務豐富社區戒毒元素
現時，社會工作局主要透過二級戒毒治療計劃，為經由司法措施轉
介的個案提供戒毒治療，包括提供尿檢及門診、輔導及小組活動等的社
區式戒毒治療方案，以及參與戒毒院舍為期一年的住院式戒毒治療方
案，由2009年至2020年期間共有超過1,000名個案參與計劃。
為持續優化戒毒治療方案，豐富社區戒毒元素和後續支援工作，社
會工作局於2016年起在社區式戒毒治療計劃加入輔助服務，為接受治療
的戒毒個案提供不少於10小時的講座、小組、工作坊等活動，主題包括
毒品認識、法律認識、預防復吸和重返社會等，配合定期尿檢和社工跟
進等措施，進一步提升和整合戒毒治療成效，由2016至2020年期間，戒
毒康復處和民間機構舉辦各項輔助服務共241項，累計共有806人次參
與，平均出席率達89%，有助提升個案的戒毒動機和強化重返社會的持
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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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愛家庭青少年父母及
夫婦支援計劃―
《有了你，我更懂得甚麼是愛》
故事集
萌愛故事劇場

因應戒毒年青人隨著年齡漸長進入人生另一階段，開
始組織家庭或成為父母等，部份年輕準媽媽在懷孕期間經
歷身體變化同時，亦需面對社會偏見和負面評價。有見及
此，社會工作局與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Y.部落合作，
推出“萌愛家庭青少年父母及夫婦支援計劃＂，同時為引
起社會大眾對戒毒年青父母的支持和接納，在2019年至
2020年期間，面向社會及社服機構舉辦4場生命故事劇
場，並將上述9位戒毒年青人的故事集錄成書，於2020年
12月30日舉辦線上新書發佈會，以及將書籍擺放本澳不同
公眾場所及社服機構，供市民閱覽。如對內容有興趣，或
索取故事集，歡迎致電28470802與機構人員聯絡。

《有了你，我更懂得什麼是愛》新書發佈會

其他
慎防網絡陷阱 避免墮入毒害
根據司法警察局早前報導，在本澳多個網絡社交平台有人售賣名為“啪啪粉＂(圖一)
的藥物狀貨品，經調查發現內含非食用物質，使用後對身體的危害不可忽視。
“啪啪粉＂實為一種名為“三乙醇胺硼酸酯＂的工業原料，廣泛應用於機械、冶
金、石油化工、建築阻鏽等行業中。成人如攝取一至三克硼酸會產生“硼酸中毒＂症狀，
出現嘔吐、腹瀉、皮膚產生紅斑等狀症，甚至出現休克或昏迷等，對人體造成嚴重傷害。
!
市民應當小心防範，尤其是青少年，拒絕不明飲料及零食，不要接受由陌生人提供
!
的飲食，如飲品曾經離開過自己的視線範圍就不要再飲用；切勿抱持僥倖心態而嘗試接觸
!
酒精及毒品，以防墮入性侵及毒品陷阱。
!
如果想進一步瞭解毒品的危害和戒毒求助資訊，可瀏覽澳門禁毒網網頁(圖二)或致電
戒毒求助熱線28358844，會有專業社工為您解答疑問及提供所需協助。一切資料絕對保
密，費用全免。

圖一： 啪啪粉

圖二： antidrugs_qrcode

中檔2020年全年報告重點數據
“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
系統＂於2020年共有21個機構/單
位參與填報，確定的填報吸毒人
數為219人，較2019年減少
36.7%。濫用最多的毒品為甲基苯
丙胺(冰)，佔35.5%，其次是可卡
因19.2%及大麻11.2%；八成人在
澳門吸食，七成人在自己家
(41%)、朋友家(18.8%)及酒店
(10.2%)這些較“隱蔽＂的場所吸
食，吸毒原因以減壓(33.2%)和朋
輩影響(21.6%) 居多。每人每月平
均在吸毒花費3,331澳門元。21歲
以下吸毒青少年為16人，較2019
年減少近一半，佔總填報人數的
7.3%，吸食可卡因及大麻的比例
較多，分別佔50%及37.5%，主要
在澳門吸毒佔73.7%，吸毒場所過
半數為“隱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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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789.

鏡湖護理學院學生到訪健康生活教育園地
為加強護理學生對防治濫藥服務的認識，鏡湖護理學院安排二年級學生共70人，於2021年3
月4日到訪防治賭毒成癮廳和參觀健康生活教育園地，期間由戒毒康復處護士分享本澳的防治濫藥
工作的政策和相關法律，全球和本澳的吸毒趨勢、流行濫用的毒品、毒品危害、濫藥與精神問
題、青年人濫用電子煙和水煙等問題，期後由健康生活教育課程導師分享課程的內容、發展、推
廣和示範教學等；活動期間同學積極參與和發問，並有助提升對濫用毒品人士的辨識。社會工作
局歡迎與社區不同團體合作，透過分享以健康為題的介入技巧，共同推廣預防濫藥工作，構建無
毒健康社區。

學員參與健康生活教育課程示範教學

學員積極發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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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局預防藥物濫用處出版
地址：澳門黑沙環新街577號御景灣地下
澳門禁毒網：www.antidrugs.gov.mo
禁毒諮詢熱線：2878 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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