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二一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二零／二一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年齡／性別 各年齡／性別組別。 字串  

教育程度 總計包括 

一、高小（包括本地小學小四至小六年級及國際學校小學

第五至第六年級）； 

二、中學（包括本地中學中一至中六年級及國際學校中學

第七至第十三年級）；及 

三、專上（包括全日制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字串  

年份 統計調查年份。 字串  

百分比 相應的百分比。 字串 *** 由於抽樣誤差相對較大，該估計不予公布。為免從總數減去餘

數後能得出未有顯示的數字，在有需要時，另一數字亦同時不會顯

示。 

# 大於 0 但少於 0.05。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問及此題。 

同意下列句子的比例 同意下列句子的比例：對毒品禍害的看法／學生吸食毒品

的傾向／自我形象／與家人、校方及朋輩的關係。 

字串  

首次或之前30天 首次吸食毒品的學生／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食毒

品。 

字串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問及此題。 

一年內曾吸食的物品 學生在調查前一年內曾經吸食的物品。 字串  

30天內曾吸食的物品 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食的物品。 字串  

主要的毒品種類 主要被吸食的毒品種類。 字串  

吸食的毒品種類的數目 吸食的毒品種類的數目。 字串  

主要金錢來源 購買毒品的主要金錢來源。 字串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點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點。 字串  

通常取得毒品的地點 通常取得毒品的地點。 字串  

 



 

二零二零／二一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二零／二一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提供毒品的人 向吸食毒品的學生提供毒品的人。 字串  

一起吸食毒品的人 一起吸食毒品的人。 字串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字串  

吸食毒品的原因 吸食毒品的原因。 字串  

居住地區 吸食毒品的學生居住地區。 字串  

估計人數 吸食毒品的學生估計人數。 字串  

曾否在香港以外地方吸食毒品

／曾在香港以外吸食毒品的地

方 

曾否在香港以外地方吸食毒品／曾在香港以外吸食毒品的

地方。 

字串  

曾否向他人求助／給予最大幫

助的人 

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因為吸食毒品問題而向他人求助／曾

吸食毒品而又曾向他人求助的學生中，給予他們的幫助最

大的人。 

字串  

曾否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

／其原因 

曾否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其原因。 字串  

曾吸食毒品的學生／30天內曾

吸食毒品的學生 

學生曾經吸食毒品最少一次／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

食毒品。 

字串  

曾否獲提供毒品／毒品提供者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毒品／毒品提供者。 字串  

曾否獲提供毒品／提供毒品予

學生的地點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毒品／提供毒品予學生的

地點。 

字串  

令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令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字串  

拒絕毒品的方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拒絕毒品的方法。 字串  

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

情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情。 字串  

 



 

二零二零／二一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二零／二一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會否嘗試勸人戒毒／其原因 如果有機會，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會否嘗試勸人戒毒／其

原因。 

字串  

曾否接觸禁毒資訊／禁毒訊息

的主要資訊來源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接觸禁毒資訊／禁毒訊息的主要

資訊來源。 

字串  

曾否參與禁毒活動／曾參與的

禁毒活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參與禁毒活動／曾參與的禁毒活

動。 

字串  

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學生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字串  

是否接受別人吸食毒品 是否接受別人吸食毒品。 字串  

在空閒時常做的事情 學生空閒時最常做的活動。 字串  

有否上網的習慣／在上網時常

做的事情 

有否上網的習慣／在上網時常做的事情。 字串  

行為與學業問題 在調查前六個月內曾遇到行為與學業問題。 字串  

吸食毒品與飲酒和吸煙的關係 吸食毒品與飲酒和吸煙的關係。 字串  

是否與父母同住 是否與父母同住。 字串  

家庭每月總收入 家庭每月總收入。 字串  

在港居住年期 在港居住年期。 字串  

居住的房屋種類 居住的房屋種類。 字串  

地區 國際比較的地區。 字串  

樣本數量 樣本數量。 字串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字串  

 



二零一七／一八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七／一八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年齡／性別 各年齡／性別組別。 字串 

教育程度 總計包括 

一、高小（包括本地小學小四至小六年級及國際學校小學

第五至第六年級）； 

二、中學（包括本地中學中一至中六年級及國際學校中學

第七至第十三年級）；及 

三、專上（包括全日制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字串 

年份 統計調查年份。 字串 

百分比 相應的百分比。 字串 *** 由於抽樣誤差相對較大，該估計不予公布。為免從總數減去餘

數後能得出未有顯示的數字，在有需要時，另一數字亦同時不會顯

示。 

# 大於 0 但少於 0.05。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問及此題。

同意下列句子的比例 同意下列句子的比例：對毒品禍害的看法／學生吸食毒品

的傾向／自我形象／與家人、校方及朋輩的關係。 

字串 

首次或之前30天 首次吸食毒品的學生／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食毒

品。 

字串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問及此題。

一年內曾吸食的物品 學生在調查前一年內曾經吸食的物品。 字串 

30天內曾吸食的物品 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食的物品。 字串 

主要的毒品種類 主要被吸食的毒品種類。 字串 

吸食的毒品種類的數目 吸食的毒品種類的數目。 字串 

主要金錢來源 購買毒品的主要金錢來源。 字串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點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點。 字串 

通常取得毒品的地點 通常取得毒品的地點。 字串 



二零一七／一八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七／一八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提供毒品的人 向吸食毒品的學生提供毒品的人。 字串  

一起吸食毒品的人 一起吸食毒品的人。 字串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字串  

吸食毒品的原因 吸食毒品的原因。 字串  

居住地區 吸食毒品的學生居住地區。 字串  

估計人數 吸食毒品的學生估計人數。 字串  

曾否在香港以外地方吸食毒品

／曾在香港以外吸食毒品的地

方 

曾否在香港以外地方吸食毒品／曾在香港以外吸食毒品的

地方。 

字串  

曾否向他人求助／給予最大幫

助的人 

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向他人求助／曾吸食毒品而又曾向他

人求助的學生中，給予他們的幫助最大的人。 

字串  

曾否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

／其原因 

曾否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其原因。 字串  

曾吸食毒品的學生／30天內曾

吸食毒品的學生 

學生曾經吸食毒品最少一次／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

食毒品。 

字串  

曾否獲提供毒品／毒品提供者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毒品／毒品提供者。 字串  

曾否獲提供毒品／提供毒品予

學生的地點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毒品／提供毒品予學生的

地點。 

字串  

令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令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字串  

拒絕毒品的方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拒絕毒品的方法。 字串  

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

情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情。 字串  

 
 



二零一七／一八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七／一八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會否嘗試勸人戒毒／其原因 如果有機會，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會否嘗試勸人戒毒／其

原因。 

字串  

曾否接觸禁毒資訊／禁毒訊息

的主要資訊來源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接觸禁毒資訊／禁毒訊息的主要

資訊來源。 

字串  

曾否參與禁毒活動／曾參與的

禁毒活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參與禁毒活動／曾參與的禁毒活

動。 

字串  

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字串  

是否接受別人吸食毒品 是否接受別人吸食毒品。 字串  

在空閒時常做的事情 學生空閒時常做的活動。 字串  

有否上網的習慣／在上網時常

做的事情 

有否上網的習慣／在上網時常做的事情。 字串  

行為與學業問題 在調查前六個月內曾遇到行為與學業問題的學生。 字串  

吸食毒品與飲酒和吸煙的關係 吸食毒品與飲酒和吸煙的關係。 字串  

是否與父母同住 是否與父母同住。 字串  

家庭每月總收入 家庭每月總收入。 字串  

在港居住年期 在港居住年期。 字串  

居住的房屋種類 居住的房屋種類。 字串  

地區 國際比較的地區。 字串  

樣本數量 樣本數量。 字串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字串  

 



二零一四／一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四／一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年齡／性別 各年齡／性別組別。 字串  

教育程度 總計包括 

一、高小（包括本地小學小四至小六年級及國際學校小學

第五至第六年級）； 

二、中學（包括本地中學中一至中六年級及國際學校中學

第七至第十三年級）；及 

三、專上課程（包括全日制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字串  

年份 統計調查年份。 字串  

百分比 相應的百分比。 字串 *** 由於抽樣誤差相對較大，該估計不予公布。為免從總數減去餘

數後能得出未有顯示的數字，在有需要時，另一數字亦同時不會顯

示。 

# 大於 0 但少於 0.05。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問及此題／沒有提供此答案給學生

選擇。 

--- 沒有數據。 

同意下列句子的比例 同意下列句子的比例：對毒品禍害的看法／學生吸食毒品

的傾向／自我形象／與家人、校方及朋輩的關係。 

字串  

首次或之前30天 首次吸食毒品的學生／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食毒

品。 

字串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問及此題。 

一年內曾吸食的物品 學生在調查前一年內曾經吸食的物品。 字串  

30天內曾吸食的物品 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食的物品。 字串  

主要的毒品種類 主要被吸食的毒品種類。 字串  

吸食的毒品種類的數目 吸食的毒品種類的數目。 字串  

主要金錢來源 購買毒品的主要金錢來源。 字串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點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點。 字串  

通常獲取毒品的地點 通常取得毒品的地點。 字串  

 



二零一四／一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四／一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提供毒品的人 向吸食毒品的學生提供毒品的人。 字串  

一起吸食毒品的人 一起吸食毒品的人。 字串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字串  

吸食毒品的原因 吸食毒品的原因。 字串  

居住地區 吸食毒品的學生居住地區。 字串  

估計人數 吸食毒品學生的估計人數。 字串  

曾否在香港以外地方吸食毒品

／曾在香港以外吸食毒品的地

方 

曾否在香港以外地方吸食毒品／曾在香港以外吸食毒品的

地方。 

字串  

曾否向他人求助／給予最大幫

助的人 

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因為吸食毒品問題而向他人求助／曾

吸食毒品而又曾向他人求助的學生中，給予他們的幫助最

大的人。 

字串  

曾否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

／其原因 

曾否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其原因。 字串  

曾吸食毒品的學生／30天內曾

吸食毒品的學生 

學生曾經吸食毒品最少一次／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

食毒品。 

字串  

曾否獲提供毒品／毒品提供者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毒品／毒品提供者。 字串  

曾否獲提供毒品／提供毒品予

學生的地點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毒品／提供毒品予學生的

地點。 

字串  

令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令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字串  

拒絕毒品的方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拒絕毒品的方法。 字串  

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

情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情。 字串  

 
 



二零一四／一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四／一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會否嘗試勸人戒毒／其原因 如果有機會，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會否嘗試勸人戒毒／其

原因。 

字串  

曾否接觸禁毒資訊／禁毒信息

的主要資訊來源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接觸禁毒資訊／禁毒信息的主要

資訊來源。 

字串  

曾否參與禁毒活動／曾參與的

禁毒活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參與禁毒活動／曾參與的禁毒活

動。 

字串  

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字串  

是否接受別人吸食毒品 是否接受別人吸食毒品。 字串  

在空閒時常做的事情 學生空閒時最常做的活動。 字串  

有否上網的習慣／在上網時常

做的事情 

有否上網的習慣／在上網時常做的事情。 字串  

行為與學業問題 在調查前六個月內曾遇到行為與學業問題的學生。 字串  

吸食毒品與吸煙和 

飲酒的關係 

吸食毒品與飲酒和吸煙的關係。 字串  

是否與父母同住 是否與父母同住。 字串  

家庭每月總收入 家庭每月總收入。 字串  

在港居住年期 在港居住年期。 字串  

居住的房屋種類 居住的房屋種類。 字串  

地區 國際比較的地區。 字串  

樣本數量 樣本數量。 字串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字串  

 



二零一一／一二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一／一二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年齡／性別 各年齡／性別組別。 字串  

教育程度 總計包括 

一、高小（包括本地小學小四至小六年級及國際學校小學

第五至第六年級）； 

二、中學（包括本地中學中一至中七年級及國際學校中學

第七至第十三年級）；及 

三、專上課程（包括公帑資助及自資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

程）。 

字串  

年份 統計調查年份。 字串  

百分比 相應的百分比。 字串 # 大於 0 但少於 0.05。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提供此答案／問及此題。 

同意下列句子的比例 同意下列句子的比例：對毒品禍害的看法／學生吸食毒品

的傾向／自我形象／與家人、校方及同輩的關係。 

字串  

首次或之前三十天 首次吸食毒品的學生／學生在調查前三十天內曾經吸食毒

品。 

字串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問及此題。 

一年內曾吸食的物品 學生在調查前一年內曾經吸食的物品。 字串  

30天內曾吸食的物品 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食的物品。 字串  

主要的毒品種類 主要被吸食的毒品種類。 字串  

吸食的毒品種類的數目 吸食的毒品種類的數目。 字串  

主要金錢來源 購買毒品的主要金錢來源。 字串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方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方。 字串  

通常獲取毒品的地方 通常取得毒品的地方。 字串  

 



二零一一／一二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一／一二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提供毒品的人 向吸食毒品的學生提供毒品的人。 字串  

一起吸食毒品的人 一起吸食毒品的人。 字串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字串  

吸食毒品的原因 吸食毒品的原因。 字串  

居住地區 吸食毒品的學生居住地區。 字串  

估計人數 吸食毒品學生的估計人數。 字串  

曾否在香港以外地方吸食毒品

／曾在香港以外吸食毒品的地

方 

曾否在香港以外地方吸食毒品／曾在香港以外吸食毒品的

地方。 

字串  

曾否向他人求助／給予最大幫

助的人 

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因為吸食毒品問題而向他人求助／曾

吸食毒品而又曾向他人求助的學生中，給予他們最大幫助

的人。 

字串  

曾否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

／其原因 

曾否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其原因。 字串  

曾吸食毒品的學生／30天內曾

吸食毒品的學生 

學生曾經吸食毒品最少一次／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

食毒品。 

字串  

曾否獲提供毒品／毒品提供者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毒品／毒品提供者。 字串  

曾否獲提供毒品／提供毒品予

學生的地方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毒品／提供毒品予學生的

地方。 

字串  

令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令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字串  

拒絕毒品的方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拒絕毒品的方法。 字串  

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

情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情。 字串  

 



二零一一／一二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一／一二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會否嘗試勸人戒毒／其原因 如果有機會，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會否嘗試勸人戒毒／其

原因。 

字串  

曾否接觸禁毒資訊／禁毒信息

的主要資訊來源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接觸禁毒資訊／禁毒信息的主要

資訊來源。 

字串  

曾否參與禁毒活動／曾參與的

禁毒活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參與禁毒活動／曾參與的禁毒活

動。 

字串  

有興趣參與的禁毒活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有興趣參與的禁毒活動。 字串  

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字串  

是否接受別人吸食毒品 是否接受別人吸食毒品。 字串  

曾否接觸過任何有關戒毒和復

康服務的資訊／其主要的資訊

來源 

曾否接觸過任何有關戒毒和復康服務的資訊／其主要的資

訊來源。 

字串  

在空閒時常做的事情 學生空閒時最常做的活動。 字串  

有否上網的習慣／在上網時常

做的事情 

有否上網的習慣／在上網時常做的事情。 字串  

行為與學業問題 在調查前六個月內曾遇到行為與學業問題的學生。 字串  

吸食毒品與吸煙和飲酒的關係 吸食毒品與飲酒和吸煙的關係。 字串  

是否與父母同住 是否與父母同住。 字串  

家庭每月總收入 家庭每月總收入。 字串  

在港居住年期 在港居住年期。 字串  

居住的房屋種類 居住的房屋種類。 字串  

 



二零一一／一二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一一／一二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地區 國際比較的地區。 字串  

樣本數量 樣本數量。 字串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字串  

 

 



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年齡／性別 各年齡／性別組別。 字串  

教育課程 總計包括 

一、高小（包括本地小學小四至小六年級及國際學校小學

第五至第六年級）； 

二、中學（包括本地中學中一至中七年級及國際學校中學

第七至第十三年級）； 

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開辦的學士學位課程；

以及 

四、其他專上課程，包括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

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及其他本地院校／機構提供的毅進

計劃、證書／文憑、副學士或同等級課程。 

字串  

年份 統計調查年份。 字串  

百分比 相應的百分比。 字串 # 少於 0.05。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提供此答案／問及此題。 

曾吸食毒品／不曾吸食毒品的

中學學生 

過去曾經吸食毒品最少一次／在調查前從未吸食毒品的中

學學生。 

字串  

性別 各性別組別。 字串  

是否同意下列句子 是否同意下列：對毒品禍害的看法／學生吸食毒品的傾向

／自我形象／與家人、校方及同輩的關係句子。 

字串  

曾吸食毒品／30天內曾吸食毒品

的中學學生 

過去曾經吸食毒品最少一次／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食毒

品的中學學生。 

字串  

主要金錢來源 購買毒品的主要金錢來源。 字串  

吸食毒品的原因 吸食毒品的原因。 字串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方 通常吸食毒品的地方。 字串  

提供毒品的人 向吸食毒品的學生提供毒品的人。 字串  



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危害精神毒品種類 被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種類。 字串  

估計人數 吸食毒品學生的估計人數。 字串  

和哪些人一同吸食毒品 吸食毒品的中學學生和哪些人一同吸食毒品。 字串  

居住分區／居住地區 吸食毒品的學生居住分區／地區。 字串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字串  

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

情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得知好友吸食毒品後會做的事情。 字串  

提供毒品予學生的人 提供毒品予不曾吸食毒品學生的人。 字串  

提供毒品予學生的地方 提供毒品予不曾吸食毒品學生的地方。 字串  

曾否向他人求助 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因為吸食毒品問題而向他人求助。 字串  

曾否獲提供毒品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毒品。 字串  

曾吸食毒品／一年內曾吸食毒

品／30日內曾吸食毒品的學生 

學生過去曾經吸食毒品最少一次／學生在調查前一年內曾

經吸食毒品／學生在調查前30天內曾經吸食毒品。 

字串  

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字串  

給予最大幫助的人 曾吸食毒品而又曾向他人求助的學生中，給予他們最大幫

助的人。 

字串  

禁毒信息的主要資訊來源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禁毒信息的主要資訊來源。 字串  

一年內曾吸食的物品 學生在調查前一年內曾經吸食的物品。 字串  

吸食海洛英／吸食危害精神毒

品的中學學生 

吸食海洛英／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中學學生。 字串  

 



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曾否在中國內地吸食毒品 曾否在中國內地吸食毒品。 字串  

曾在中國內地吸食毒品的城市 曾在中國內地吸食毒品的城市。 字串  

曾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的

原因 

曾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的原因。 字串  

未曾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

的原因 

未曾嘗試停止吸食毒品或戒毒的原因。 字串  

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中學學生

／所有吸食毒品的中學學生 

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中學學生／所有吸食毒品的中學學

生。 

字串  

曾參與的禁毒活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參與的禁毒活動。 字串  

有興趣參與的禁毒活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有興趣參與的禁毒活動。 字串  

令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令不曾吸食毒品學生遠離毒品的因素。 字串  

拒絕毒品的方法 不曾吸食毒品學生拒絕毒品的方法。 字串  

曾否接觸禁毒資訊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接觸禁毒資訊。 字串  

曾否參與禁毒活動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曾否參與禁毒活動。 字串  

行為與學業問題 在調查前六個月內曾遇到行為與學業問題。 字串  

是否贊成別人吸食毒品及其次

數 

是否贊成別人吸食毒品及其次數。 字串  

吸食毒品與吸煙和飲酒的關係 吸食毒品與飲酒和吸煙的關係。 字串  

是否與父母同住 是否與父母同住。 字串  

家庭每月總收入 家庭每月總收入。 字串  

 



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在港居住年期 在港居住年期。 字串  

居住的房屋種類 居住的房屋種類。 字串  

「濫用藥物」及 / 或「吸食毒

品」對健康的害處較大 

「濫用藥物」及 / 或「吸食毒品」對健康的害處較大。 字串  

比較「傳統毒品」及 / 或「危害

精神毒品」對健康的損害 

比較「傳統毒品」及 / 或「危害精神毒品」對健康的損

害。 

字串  

對在港吸食毒品的違法性的看

法 

對在港吸食毒品的違法性的看法 。 字串  

在閒餘時常做的事情 學生在閒餘時常做的事情。 字串  

吸食海洛英／危害精神毒品 吸食海洛英／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學生。 字串  

地區 國際比較的地區。 字串  

樣本數量 樣本數量。 字串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曾吸食毒品的比率。 字串  

 

 

 



二零零四／零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零四／零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年齡／性別 各年齡／性別組別。 字串  

年份 統計調查年份。 字串  

百分比 相應的百分比。 字串 N.A. 學生在相應的調查中沒有被提供此答案／問及此題。 

濫用海洛英者／濫用精神藥物

者／不曾濫用藥物學生 

濫用海洛英者／濫用精神藥物者／不曾濫用藥物學生。 字串  

濫用海洛英／精神藥物者 濫用海洛英者／濫用精神藥物者。 字串  

曾獲提供海洛英／精神藥物的

學生 

曾獲提供海洛英或精神藥物的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 字串  

是否同意以下句子 是否同意以下：對藥物禍害的看法／學生濫用藥物的傾向

／學生的自我形象／與家人的關係句子。 

字串  

被濫用的精神藥物種類 被濫用的精神藥物種類。 字串  

主要金錢來源 取得／購買藥物的主要金錢來源。 字串  

通常濫用藥物的場所 通常濫用藥物的場所。 字串  

通常供應藥物的人 通常供應藥物給濫藥者的人。 字串  

通常與哪些人一起濫用精神藥

物 

通常與哪些人一起濫用精神藥物。 字串  



二零零四／零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表 
二零零四／零五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統計數字 

 

 

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首次濫藥年齡 首次濫用藥物年齡。 字串  

首次濫藥原因 首次濫用藥物原因。 字串  

曾否向他人求助 濫用藥物的學生曾否因濫用藥物問題向他人求助。 字串  

給予最大幫助的人 曾濫用藥物而又曾向他人求助的學生當中，給予他們最大

幫助的人。 

字串  

曾否獲提供海洛英或精神藥物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曾否獲提供海洛英或精神藥物。 字串  

獲提供藥物的種類 獲提供藥物的種類。 字串  

最先提供藥物予學生的人 最先提供藥物予學生的人。 字串  

成功拒絕接受藥物的最重要因

素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成功拒絕接受藥物的最重要因素。 字串  

拒絕別人提供精神藥物的方法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拒絕別人提供精神藥物的方法。 字串  

得知好友濫用精神藥物後會做

的事情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得知好友濫用精神藥物後會做的事

情。 

字串  

對禁毒信息可有所聞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對禁毒信息可有所聞。 字串  

禁毒信息的主要來源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禁毒信息的主要來源。 字串  

曾否參與禁毒活動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曾否參與禁毒活動。 字串  

曾參與的禁毒活動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曾參與的禁毒活動。 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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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資料類型 備註 

有興趣參加的禁毒活動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有興趣參加的禁毒活動。 字串  

喜歡由什麼人傳達禁毒信息 不曾濫用藥物的學生喜歡由什麼人傳達禁毒信息。 字串  

是否贊成別人濫用海洛英 是否贊成別人濫用海洛英。 字串  

是否贊成別人濫用精神藥物 是否贊成別人濫用精神藥物。 字串  

行為與學業問題 在調查前六個月內曾遇到行為與學業問題。 字串  

在閒暇獨處時常做的事情 學生在閒暇獨處時常做的事情。 字串  

在閒暇與好友一起時常做的事

情 

學生在閒暇與好友一起時常做的事情。 字串  

是否與父母同住及父母的狀況 是否與父母同住及父母的狀況。 字串  

家庭每月總收入 家庭每月總收入。 字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