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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安局轄下的禁毒處，負責統籌公營機構、非政府機構及社會各界為打

擊吸毒問題而推行的政策和措施。為鼓勵社會各界致力禁毒，政府於一九九六

年三月，以 3.5 億元資本成立禁毒基金，透過投資收入資助禁毒項目。二零一

零年五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通過向禁毒基金注資 30 億元，以帶來

更豐厚的資金，支持推行持續的禁毒工作。禁毒基金由禁毒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管理，秘書處支援服務則由禁毒處提供。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禁毒

處的實際員額為 32 人。在 2015-16 年度，禁毒處用於禁毒工作的預算開支 (不

包括員工開支) 約為 2,000 萬元。審計署最近進行審查，檢視禁毒處打擊吸毒

問題的工作，包括禁毒基金的管理，以探討可予改善之處。

禁毒處的禁毒工作

2. 吸毒隱蔽化問題惡化 過去十年，被呈報的吸毒者人數由二零零五年的

14 115 名，下降至二零一四年的 8 926 名，跌幅為 37%。然而，吸毒隱蔽化問

題自二零零七年起惡化，首次被呈報吸毒者的毒齡中位數，由二零零七年的 1.7

年，增至二零一四年的 5.2 年。21 歲及以上吸毒者的情況更為嚴重，其毒齡中

位數在二零一四年為 7.2 年。在二零一四年首次被呈報吸毒者當中，55% 為年

輕成年人 (21至 35歲)。這羣年輕成年人大多不在學校網絡內，難以接觸得到。

自二零零七年以來，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人數，亦已超越吸食麻醉藥品的人

數。長期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可對器官的功能造成多種長期且不可逆轉的損

害。禁毒處需要制訂進一步策略，處理吸毒隱蔽化問題 (第 1.9、2.2、2.8及 2.21

段)。

3. 需要加強措施打擊吸毒隱蔽化問題 禁毒處由 2011/12 學年開始，推行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健康校園計劃)，促使有吸毒問題的本地中學生尋

求協助和接受治療。在 2015/16 學年，有 92 間本地中學參加健康校園計劃，

僅佔全港 479 間本地中學的 19%。參與自願驗毒的學生，整體比例由 2011/12

學年的 48%，下降至 2014/15 學年的 43%。因此，有需要加強推行健康校園計

劃。在 2013-14 年度，曾就推行驗毒助康復計劃進行公眾諮詢，目的是提供多

一項措施，以期適時辨識吸毒者，轉介他們參加輔導計劃。在 2014-15 年度，

禁毒處和禁毒基金打擊吸毒問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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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處向立法會表示，有需要探討可行方案，解決與驗毒助康復計劃相關的種

種爭議 (第 2.7(a) 及 (b)、2.13(a)、2.14(a) 及 2.16 段)。

4. 需要蒐集更全面的吸毒資料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 (檔案室) 根據

《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 設立，提供吸毒情況的統計數字，以監察吸毒趨

勢及吸毒者特性的轉變，協助制訂禁毒策略和計劃。呈報機構透過自願呈報系

統，向檔案室提供吸毒者的資料，有關資料受《危險藥物條例》的法定保障，

確保資料一概保密。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四年的四年期間，在 72 個呈報機構

中，39 個 (54%) 並沒有呈報任何個案。根據禁毒處蒐集所得沒有確認身分的資

料 (不具個人身分)，在二零一三年有 1 055名吸毒者的資料並沒有呈報檔案室。

此外，禁毒處每三年進行一次學生調查，蒐集高小學生、中學生和專上學生的

吸毒資料。在 2008/09 至 2014/15 學年，各類學校的參與率均普遍下跌，尤其

是國際學校小學，只有 4% 至 14% 的參與率，可能已影響調查結果的代表性。

禁毒處需要加快工作，就本港吸毒人口蒐集更全面的資料 (第 1.8、2.26、2.28、

2.31 及 2.35 段)。

5. 需要改善禁毒教育及宣傳計劃 禁毒處表示，禁毒教育及宣傳是減低對

毒品需求的主要措施，也是打擊吸毒問題的第一道防線。禁毒處已委聘一些非

政府機構，舉辦以學生為對象的禁毒教育課程，以及以教師為對象的培訓課

程。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在二零零八年建議，這些教育及敎師培訓課程，

應盡可能分別在三年及五年內涵蓋相關的目標學校。在 2010/11 至 2013/14 學

年的四年期間，在有關教育課程的 598間目標學校中，已接觸到 526間 (88%)，

但在 2008/09 至 2013/14 學年的六年期間，在有關敎師培訓課程的 1 011 間目標

學校中，已接觸到的僅有 427 間 (42%)。在相關期間內，透過教育及培訓課程

接觸到的學校、學生及教師數目，均普遍減少 (第 2.40 至 2.43 段)。

管理禁毒基金

6. 需要檢討利益申報制度和匯報服務表現工作 禁毒基金會負責監督禁毒

基金的管理及撥款工作。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基金的結餘為 43 億

元，而每年批撥的款項平均為 8,000 萬元。禁毒處需要檢討採用一層申報利益

制度是否足夠。該制度只要求管理委員會成員在有需要時申報利益衝突。為協

助提升服務表現、透明度及問責性，禁毒處應考慮為禁毒基金制訂衡量服務表

現的方法，以及向立法會匯報其財務狀況及運作情況 (第 3.4 至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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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需要善用禁毒基金的撥款計劃 在一般撥款計劃下，禁毒基金支持禁毒

教育及宣傳、戒毒治療和康復、研究工作這三個範疇的社區主導禁毒活動。透

過特別撥款計劃，禁毒基金向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提供財政援助，供其進

行基本工程，以符合發牌規定及增加服務名額。儘管政府於二零一零年向禁毒

基金注資 30 億元，藉此為禁毒計劃給予更多財政支援，但由二零一零至二零

一四年，一般撥款計劃下每年的申請宗數由 349 宗減至 54 宗。二零一四年的

4,200 萬元核准撥款，僅佔該年可供資助計劃的款額 6.82 億元的 6%。在二零

一零至二零一四年，禁毒處就撥款計劃訂定 59 個優先考慮範圍以徵求各界提

交項目建議應付當前的吸毒趨勢，當中有十個 (17%) 範圍並沒有項目獲批核。

至於特別撥款計劃，由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只有六間藥物倚賴

者治療康復中心在五個項目下獲批撥款 1.141 億元，以供進行基本工程。鑑於

禁毒基金是政府支持由社區伙伴提出或進行的禁毒工作的主要工具，禁毒處需

要呼籲社區伙伴給予支持，在推行禁毒工作中善用禁毒基金下的撥款計劃 (第

1.7(b)、3.11 至 3.13、3.16 及 5.4 段)。

管理禁毒基金項目

8. 管理一般撥款計劃有可予改善之處 禁毒處在二零一零年推行措施，以

加強監察一般撥款計劃下的核准項目。不過，審計署發現，獲撥款人／機構不

論在提交進度報告、最終報告及核數師報告的準時程度方面，均有可予改善之

處。鑑於二零一零至二零一四年間申請宗數有所減少，禁毒處有需要鼓勵有意

的申請者提出更多值得推行的項目。為配合良好的管理做法，禁毒處應考慮制

訂評分制度，方便評估申請，以及通知落選申請者決定拒絕其申請的原因，以

助他們日後提交項目建議書時作出改進 (第 4.14、4.16、4.17 及 4.19(a) 段 )。

9. 管理特別撥款計劃有可予改善之處 至於在特別撥款計劃下的核准工程

項目，獲撥款機構向禁毒基金申請撥款前，通常會委聘認可人士進行技術可行

性研究。目前，獲撥款機構在得到禁毒基金會事先批准後，准予安排該認可人

士留任，以執行有關設計細節及建築管理的顧問工作，而無需再進行另一輪顧

問甄選程序。鑑於這項利便安排不符合政府須確保採購工作公平及互有競爭的

做法，因此禁毒處有需要作出檢討，同時亦須檢討獲撥款機構就超逾 100 萬元

的基本工程，須至少取得十份標書的規定。與適用於政府工務項目的規定相

比，這項規定更為嚴格，在實際上往往未能遵從 (第 4.24 及 4.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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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0. 需要全面檢討禁毒基金 根據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在二零零八年發

表的報告，政府有必要評估禁毒基金的整體成效。禁毒基金上一次檢討是在一

九九九年進行。由於為時已久，現正是禁毒處全面檢討禁毒基金的時機，以評

估其成效、覆檢資源分配，以及制訂禁毒基金未來的策略 (第 5.5 段)。

審計署的建議

11.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 禁毒專員應諮詢教育局局長／禁毒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視乎何者適

合而定)：

禁毒處的禁毒工作

(a) 進一步制訂策略，打擊吸毒隱蔽化的問題，以及考慮以下需要：

(i) 加強工作，鼓勵辦學團體及中學參與健康校園計劃，以及採

取進一步行動，鼓勵學生參與自願驗毒 (第2.23(b)及 (c)段 )；
及

(ii) 就各備受關注的範疇徵詢有關各方的意見，進一步研究驗毒助

康復計劃，以便為計劃制定詳細方案 (第 2.23(e) 段 )；

(b) 加強持續進行的工作，鼓勵呈報機構盡量向檔案室呈報吸毒資料，

並加快就香港吸毒人口蒐集更全面的數據 (第 2.36(a) 及 (b) 段 )；

(c) 考慮直接邀請沒有參與學生調查的學校，一同制訂措施以回應其關

注的事宜，從而爭取他們合作，參與調查 (第 2.36(e) 段 )；

(d) 採取措施，確保教育及培訓課程在合理時間內涵蓋更多的目標學

校，以及密切監察推動參與課程的措施的成效 (第 2.50(a) 及 (b)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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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禁毒基金

(e) 檢討管理委員會採用一層申報利益制度是否足夠，以及檢討禁毒基

金衡量服務表現的工作，並考慮將禁毒基金的周年財務報表和周年

報告呈交立法會 (第 3.9(a)、(c) 及 (d) 段 )；

(f) 確定在一般撥款計劃下撥款申請宗數減少的原因，以及加強工作，

鼓勵申請者提出更多值得推行的項目 (第 3.18(a) 及 (b) 段 )；

(g) 繼續透過特別撥款計劃，協助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改善及／或

遷置設施，使中心符合發牌標準 (第 3.18(d) 段 )；

管理禁毒基金項目

(h) 考慮為評審小組成員制訂評分制度，以評審按一般撥款計劃提出申

請的項目 (第 4.20(a) 段 )；

(i) 如獲撥款人／機構在提交進度報告、最終報告或核數師報告方面嚴

重逾期，考慮根據撥款協議的條文對其採取規管行動 (第 4.20(e)
段 )；

(j) 檢討在特別撥款計劃下的工程項目須至少取得十份標書的規定，以

及加快利便安排的檢討工作 (第 4.27(a) 及 (b) 段 )；及

未來路向

(k) 全面檢討禁毒基金，以評估其成效、覆檢資源分配，以及制訂禁

毒基金未來的策略 (第 5.6(b) 段 )。

政府的回應

12. 政府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