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檔案室） 

填寫紀錄表指引 
 

 
呈報須知  

 
1 .  檔案室採用吸毒的定義  

 

◼  作為呈報的準則，吸毒者是指在洽見日期前四星期內 *曾經服用

危害或可能危害個人身體、精神健康、或其社交關係的毒品的人

士，而劑量或服用期超過正常的治療劑量或服用期。酒精及煙草

不被列作毒品。  

 

* 請注意，如個別人士按政府的感化令（或警司警誡令、醫院及美

沙酮診所等）被轉介給機構跟進戒毒治療工作，煩請將他們的資

料呈報予檔案室，儘管他們可能在被收納（或入住院舍）前的四

個星期內（暫時）没有吸毒。檔案室仍會計算這些人士為吸毒者，

因為他們被警方逮捕或入住醫院前，確實曾經吸毒。因此，呈報

機構應就這些人士，查詢他們在被逮捕或入住醫院前的四個星期

內吸毒的有關資料。  

 

◼  被濫用毒品∕物質大致可分為麻醉鎮痛劑及危害精神毒品。麻醉

鎮痛劑主要包括海洛英，以及鴉片、嗎啡和菲仕通∕美沙酮。危

害精神毒品包括迷幻劑（例如大麻）、鎮抑劑（例如甲喹酮）、

興奮劑（例如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甲基安非他明及可卡

因）、鎮靜劑（例如三唑侖∕咪達唑侖∕佐匹克隆及安定）和其

他物質，如氯胺酮、咳藥和有機溶劑等。較常被吸食毒品的簡

介，可參考 www.nd.gov.hk/ tc/druginfo.html。  

 

 

2 .  何時需填寫紀錄表   

  

當呈報機構接觸到得悉或懷疑是吸毒者的人士，請按附件 1 的說明

就每一位吸毒者填寫一份紀錄表。  

 

 

 

 

 

 

 

http://www.nd.gov.hk/tc/druginfo.html


 

 

呈報機構類別 需填寫紀錄表的例子 
 

警方和海關 接觸到經證實或懷疑吸食毒品的被捕人士。 

懲教署 接觸到收納入懲教院所的自稱吸食毒品人
士。 

社會福利署 接觸到收納入違法者康復服務或尋求協助的
經證實或懷疑吸食毒品人士。 

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機構 接觸到初次和再次接受治療計劃的吸食毒品
的人士。  

福利機構 接觸到經證實或懷疑吸食毒品的求助人。外
展社工接觸到懷疑或自稱吸毒的求助人。  

醫院和診所 接觸到任何有斷癮徵狀或自稱吸食毒品的病
人。  

教育機構 學校職員／學生輔導員接觸到尋求協助／輔
導的懷疑或自稱吸食毒品的學生。  

 

 

3 .  收集及呈報資料須保障個人私隠  

 

各呈報機構單位向吸毒者收集其個人及有關吸毒資料及呈報該等

資料給檔案室時，須因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 6 章﹞

採取若干措施，以保障個人私隱。請見附件 2 簡介相關指引及建議

措施。  

 

4 .  送遞填妥的紀錄表  

 

各呈報機構單位填妥紀錄表後，請儘可能安排專人送交已填妥的

紀錄表到檔案室辦事處（地址 :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高

座 30 樓政府總部保安局統計組）。如未能安排專人送遞，政府部

門應把紀錄表密封 後經收發服務送到檔案室辦事處，並在信封上

註明 “機密 ”。  

 

5.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電子資料呈報系統  
 

呈報機構只需先向檔案室登記成為系統用戶，便可於互聯網上進入

系統，填報電子版紀錄表進行電子資料呈報。系統並提供登記用戶

查詢電子呈報的紀錄歷史及管理統計數據等服務。電子資料呈報系

統 的 更 詳 盡 資 料 可 於 以 下 網 址

www.nd .gov .hk/ t c / crda_ess_ in t roduct ion .h tml閱覽。  

http://www.nd.gov.hk/tc/crda_ess_introduction.html


  

 

 

呈報資料的保密規定  

 

現行法例已就檔案室資料的保密提供保障。《危險藥物條例》規定，任何

人如披露由檔案室或呈報機構備存的任何機密資料紀錄，或向任何人提

供從任何該等紀錄得到的資料，或准許任何人取用任何該等紀錄，即屬

違法。因此，檔案室紀錄表所載的全部資料均絕對保密，只有直接負責

檔案室工作的人員和呈報機構的有關人員才可取閱，而他們均須遵守保

密規定。  

 
 
與檔案室聯絡  

 

 如對本指引尚有查詢，或欲申請使用檔案室的電子資料呈報系統，可致
電（電話號碼 :  2867 1071）、傳真（傳真號碼 :2537 2575）或發電郵（電
子郵址 :sb_stat@sb.gov.hk）聯絡檔案室職員。  

      

 

保安局統計組  

2 0 22 年 1 2 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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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填寫呈報機構屬下

提供有關資料的辦事處
/分處名稱。 

填寫紀錄表應注意事項 

(i)指吸毒者身份證上的
中文姓名。 

(ii)如吸毒者只有英文姓

名，請填上其護照或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上
的英文姓名。 

吸毒者的種族指由其本人
報稱所屬的族裔。但若吸
毒者無法自行判斷，呈報

機構可憑其外貌或言談判
斷，否則可查問吸毒者的
國籍代替種族。亦請見註

解(2) 的例子。 
 
 

指吸毒者在被呈報前七
日內的工作或其他活動

狀況，請見註解(3) 有
關的詳細定義。 

警方 /海關 :指拘捕的日
期。 
懲教署:指收納入懲教院所

的日期。 

社會福利署:指收納入違法

者康復服務或得悉或懷疑

服務對象是吸毒者的日

期。 

戒毒治療機構:指首次或再
次接受治療的日期。 
福利機構/醫院/學術機構:

指得悉或懷疑服務對象是
吸毒者的日期。 

指有否在香港或其他國
家犯刑事罪行而被定
罪。 

請見註解(4) 有關的詳細

定義。 

 

(i)指毒品的正式名稱或俗
名/街名。 

(ii)若吸毒者混合吸食超
過一種毒品，不論吸
食個別毒品次數，請

逐一註明毒品名稱。 
(iii)若吸毒者曾服用美沙

酮／菲仕通，以減輕

海洛英毒癮發作的徵
狀，請於此填寫海洛
英。 

(iv)若無法得知吸毒者吸
食哪些毒品，請註明
“不詳”，而 Q16 內

相關的其他欄均不用
填寫。 

 

(i)若吸毒者吸食超過一種毒品，請就每一種毒品逐一
列明通常服用方法。 

(ii)一般來說，吸毒有五種不同的方法，包括: 

(1) 注射方式 

(2) 放入香煙中吸食 

(3) 吸入煙霧方式 

(4) 口服 

(5) 用鼻「索」。 

如使用的方法與上文所述的不同，請加以註明。 

若每次花費在個別毒
品的開支都不同，請
計算有關的平均開

支。 

 

 

(i)指吸毒者首次濫用該
藥物的年齡，切勿填報
濫用了該藥物多少年。 

(ii)對於吸食超過一種毒
品者，注意首次吸食個
別毒品的年齡可能會不

同。 
 

(i)以西曆計的出生日期。 
(ii)若出生日期不詳，請

填報估計出生年份。 

 

指身份證明書、旅遊
證件或其他身份證明

文件號碼。 

注意不要填寫”煙

格/棚仔”，因其意

思太含糊，需從

設定的答案中選

擇 最 合 適 的 地

點。 

只包括校園和學校宿
舍，戒毒治療中心院舍

應歸類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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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1 )  過去四星期內濫用的物質種類 :  

 

如洽見日期為 20 23 年 2 月 1 日前，請為大麻吸食者填報「大麻」。

如洽見大麻吸食者的日期為 20 2 3 年 2 月 1 日或以後 *，請填報以下

其中一項：  

⚫ 大麻（所有產品）：指產品含有四氫大麻酚及／或大麻二酚，但詳細成份未明。

如產品主要含四氫大麻酚或大麻二酚，請填報以下兩項的其中一項。 

⚫ 大麻（四氫大麻酚）：指產品主要含四氫大麻酚（即四氫大麻酚較大麻二酚為

多），或產品以四氫大麻酚為主要賣點。 

⚫ 大麻（大麻二酚）：指產品主要含大麻二酚（即大麻二酚較四氫大麻酚為多），

或產品以大麻二酚為主要賣點。 

 

*  由於洽見日期前四星期內吸食的毒品均須呈報，部分大麻吸食者

可能在 20 2 3 年 2 月 1 日前曾吸食大麻二酚產品。  

 

( 2 )  其他種族包括 :  

 

菲律賓裔、印度裔、巴基斯坦裔、孟加拉裔、斯里蘭卡裔、印尼裔、

日本裔、韓國裔、泰國裔、越南裔、尼泊爾裔、其他亞洲裔、英國

裔、萄葡牙裔、其他歐洲裔、美國裔、加拿大裔、其他美洲裔、澳洲

裔、新西蘭裔及非洲裔等。  

 

 

( 3 )  活動狀況：一個人可被分類至以下各種不同的活動狀況：  
 

全職工作人士是指在呈報前七天內，有一份正式工作（即該人士持續

支取工資；或已獲保證或已有既定日期返回工作崗位或所經營之業

務；或正支取補償費而無須接受其他工作）且正按照一個每月有固定

通常工作日數或每周∕每月有固定通常工作時數的模式工作的僱員、

僱主或自僱人士；  

 

散工 /兼職人士是指在呈報前七天內，按日工作或每周通常工作日數

或每工作日 /周通常工作時數是不固定的人士；  

 

從事非法行業人士（如藏有危險藥物或販賣盜版光碟人士）乃根據

填報者的理解而決定，因此並無客觀的標準可依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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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人士是指在呈報前七天內可隨時工作但並無為賺取薪酬而工作的

人士；  
 

料理家務者是指照顧家庭而無收取報酬的人士；  

 

學生是指正在求學 (即在院校就讀全日制課程、自修、在各類訓練

學校修讀非正式課程或夜間課程 )及在呈報前七天內並無工作的人

士。兼職學生應歸入工作者及不包括在此類別內； 

 

退休人士是指以前有工作，但現因年老而没有繼續工作的人士；  

 

其他人士包括無須為生計而工作的人士，及因長期患病或殘疾而不

能工作的人士。  

 

 

 

(4) 屋宇單位類型 : 

 

公營租住單位 ：包括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公共租住房屋單位和

中轉房屋單位，以及由房屋協會管理的租住單位；  

 

資助出售單位：包括按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各類自置居

所計劃出售而轉讓業權仍然受限制的單位，已解除轉讓限制的單位

則不包括在內；  

 

私人住宅單位：包括由私人市場興建主要作住宅用途的多層樓宇或

房屋的單位及前資助出售房屋單位（即已解除轉讓限制的單位）、

別墅 /平房 /新型村屋、簡單磚石蓋搭建築物、傳統村屋、員工宿舍

及其他永久性房屋；  

 

臨時房屋：包括臨時房屋區的屋宇單位和私人臨時房屋如天台建築

物、建築地盤的棚屋、半圓形活動營房、木屋及非作住宅用途的地

方（例如梯台、樓梯、走廊等）。船艇亦屬此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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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呈報資料 

與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目的  

 

 各呈報機構的職員在根據  《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第 VIIA

部的規定，向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下稱「檔案室」﹞呈報資料

時，須因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採取若干措施。有

關措施詳見下文各段。  

 

檔案室的工作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呈報機構的

影響  

 

2.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旨在在個人資料方面保障個人的私隱。

該條例適用於所有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個人資料的資料使用者，

包括政府機構、治療和福利機構、醫院、診所，以及其他私人機構或

個別人士。《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 條規定，「資料使用者不得

作出違反任何保障資料原則的作為或從事違反任何該等原則的行為，

但如該作為或行為﹝視屬何情況而定﹞是根據本條例規定須作出或進

行或准許作出或進行的，則屬例外。」  
 
3. 個人資料的使用或披露，必須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載

第 3 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根據該項原則：  

 

「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目

的以外的目的  –  

 

(a) 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或  

 

(b) 直接與（ a）段所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  

 

4. 儘管有上述規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62 條訂明，在以

下情況，「個人資料」獲豁免而不受第 3 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所管限：  

 

(a) 該等資料將會用於製備統計數字或進行研究；  

 

(b) 該等資料不會用於任何其他目的；及  

 

(c) 所得的統計數字或研究成果不會以識辨各有關的資料當事人或

其中任何人的身分的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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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危險藥物條例》第 49B 條訂明，檔案室的目的包括收集、整理和

分析由呈報機構提供的機密資料，以及公布關於濫用藥物和各種戒毒

治療方法的統計資料。《危險藥物條例》提供了法定保障，確保檔案室

和呈報機構所備存的紀錄一概保密。檔案室發表的報告全是統計報

告，不包含任何可識辨個別吸毒者身分的資料。因此，呈報機構所提

供的資料，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62 條，獲免不受第 3

保障資料原則所管限。  

 
6. 本處促請各呈報機構遵守其他各項保障資料原則。具體而言，根

據第 1 保障資料原則的規定，呈報機構在收集資料之時或之前，須告

知當事人：他有責任提供該等資料抑或是可自願提供該等資料；該等

資料將會用於甚麼目的；該等資料可能移轉予甚麼類別的人﹝這裏指

檔案室職員﹞；他有權要求查閱和改正個人資料；以及處理查閱和改

正個人資料要求的聯絡人的姓名和地址。此外，第 1 原則又規定，個

人資料須以合法和在所有情況下屬公平的方法收集。  

 
7.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35 條的規定，凡資料使用者於

12 個月內在相同情況下，再次收集同一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而假

如資料使用者就繼後收集遵守第 1（ 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將會是

在没有重要分別的情況下，重複在首度收集資料時為遵守該等條文而

作出的事情，則資料使用者無須再遵照該等條文，把有關事項告知該

資料當事人。  

 

為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而採取的措施  
 
8. 呈報機構收集資料時，應採取下述措施：  
 

(a) 在收集資料的地方，例如接待處或會客室，展示『致資料當事

人通知書  – 有關收集個人資料以提交「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

案室」事』，並把一份通知書交予資料當事人。該通知書應載

有上文第 6 段所述向資料當事人提供的資料。隨附通知書樣

本。  

 

(b) 假如呈報機構是在辦事處以外地方會晤資料當事人時，收集其

個人資料，又或資料當事人看來目不識丁，則呈報機構應按

實際情況，盡可能口頭上告知資料當事人上文第 6 段所述的事

項；但如果實際情況不許可，例如資料當事人年紀太小，或

智力有問題，以致無法理解，則無須這樣做。不過，在這個

情況下，呈報機構大可把有關事項告知資料當事人的父母  / 

監護人，或負責替資料當事人處理事務的人，以確保資料是

以公平的方法收集得來。 



附件 2 

  

樣本 

 

致資料當事人通知書 

有關收集個人資料以提交「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事 

 

凡向﹝XXX 機構 / 單位名稱﹞提供個人資料者，在提供任何資料前，請細閱本通知

書。 

 
收集資料目的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交予政府保安局禁毒處轄下的「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下

稱「檔案室」﹞，以便編訂統計數字、進行研究，以及公布有關吸毒的統計資料。這

些工作對本港禁毒政策和計劃的發展至為重要。因此，你提供的個人資料非常寶

貴，有助政府制訂有效而周全的計劃，幫助市民和吸毒者遠離毒品。有見及此，請

你提供準確無誤的資料，並在日後資料有變時通知本機構 / 單位。 
 
資料保密原則和資料受讓人類別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有直接參與檔案室工作的人員才可取閱。根據《危險藥物條

例》的規定，檔案室和本機構 / 單位的人員在處理有關個人資料時，必須遵守保密

原則。換句話說，該條例提供了法定保障，確保所有資料一概保密。惟有得到《危險

藥物條例》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授權者，才能披露個人資料。再者，檔案室

發表的報告全是統計報告，不包含任何可識辨個人身分的資料。 

 
查閱和改正個人資料 
 

除《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另有豁免外，你有權查閱和改正你的個人資料。查閱權

利包括索取你個人資料的副本，惟本機構 / 單位會收取所需費用。 
 
查詢 
 

如對這次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疑問，包括查閱和改正事宜，歡迎與下述人員聯

絡： 

 

服務機構 / 單位負責人：XXXXXXXXXXXXXXXXXX 

地址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電話 ：XXXXXXXXXXXXXXXXXXXXX    

電郵地址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註：本通知書或因應個別情況而加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