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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澳门青少年吸毒特征，为青少年吸毒的预防提供参考。方法：回顾分析2009~2017年“澳

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数据。结果：青少年和成人吸毒人群以男性为主，成年男性吸毒比例高于青

少年（χ2=246.69，P<0.001）。青少年受朋辈影响、好奇、寻求刺激、与家人不和、受家人影响而吸毒的

比例高于成年，而减低压力 / 痛苦等、避免药瘾而吸毒的的比例则低于成年。青少年兴奋剂吸食比例高于成

人，而吸食镇静剂、麻醉镇痛剂、镇抑剂比例则低于成人。青少年在 D场 /K 场 / 夜总会 /桑拿 /网吧 /机铺、

酒店、学校、其他场所吸毒比例高于成年，而在自己家 / 朋友家、公园吸毒比例则低于成年。结论：可针对

青少年吸毒原因、场所、种类的特征开展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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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rug Abuse Characteristics among Macao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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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drug abuse characteristics among Macao adolescent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making pre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data obtained from the “Central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Drug Abusers of Macao” in 2009-2017. Results: Adolescents and adult drug abusers were mainly 
male, but the proportion of male adults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adolescents (χ2=246.69, P<0.01). Peer influence, curiosity, 
excitement, family conflicts, and family influence were the main contributing factors for adolescent drug abuse, where the 
proportion of drug abuse among adolescents was higher than among adults.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stress/pain relief, 
relapse prevention during drug withdrawal were lower among adolescents than adults. Adolescents were far more likely to 
use stimulants, while tranquillizers, narcotics analgesics, depressants were more frequently used among adults. Localities 
including disco/karaoke establishment/night club/sauna/internet cafe/game arcade, hotel, school, and other places were 
associated with frequent drug abuse among adolescents, while homes/friend’s homes were less associated with drug abuse 
among adolescents compared with adults. Conclusion: Pre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drug abuse among Macao adolescents, including reasons for drug abuse, localities of drug abuse and drug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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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吸毒人口以年轻人为主，2018 年《世界毒品

问题报告》首次将目标人群划分为青年、老年和妇女进

行研究 [1]，青年人吸毒引起全球关注与重视。报告指出，

青年人吸毒程度及其相关危害高于长者 [1]，因此，预防

吸毒的重点对象之一是青少年。掌握青少年吸毒特征才

能有效地制定相关预防措施。本文利用“澳门药物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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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央登记系统”数据分析青少年与其他人群相比的吸

毒特征，为青少年吸毒的预防提供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定义的“青少年”是指20岁或以下人群，“成

年”是指 21 岁或以上人群。本文利用澳门社会工作局

2009~2017 年“澳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数据，

该系统的数据来源于医院、监狱等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2]。

1.2 统计学方法

利用Excel2013和SPSS22.0对数据进行录入、分析。

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对不同组别的构成比采用卡方

检验。如为 3组或以上的组别有统计学差异则采用卡方

检验多重比较（z 检验采用Bonferroni校正法调整P 值），

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青少年和成人吸毒人群以男性为主，成年男性吸

毒比例高于青少年（χ2=246.69，P<0.001）。青少年

吸毒前三位原因是受朋辈影响、减低压力 / 痛苦等、寻

求刺激，而成人则是减低压力 / 痛苦等、受朋辈影响、

避免药瘾起（表 1）。青少年与成年吸毒原因存在显著

差异（χ2=223.38，P<0.001），青少年受朋辈影响、

好奇、寻求刺激、与家人不和、受家人影响而吸毒的比

例高于成年，而减低压力 / 痛苦等、避免药瘾起而吸毒

的的比例则低于成年。青少年与成年吸毒种类构成不同

（χ2=587.83，P<0.001），青少年吸毒种类以其他（如

氯胺酮、可待因等）、兴奋剂为主，成年则以麻醉镇痛

剂、其他（如氯胺酮、可待因等）为主。青少年兴奋剂

吸食比例高于成人，而吸食镇静剂、麻醉镇痛剂、镇抑

剂比例则低于成人，青少年与成年吸食迷幻剂及其他（如

氯胺酮、可待因等）比例无统计学差异（表 1）。青少

年及成年吸毒场所前三位都是自己家 / 朋友家、D场 /

K 场 / 夜总会 / 桑拿 / 网吧 / 机铺、酒店，但青少年及成

年吸毒场所存在显著差异（χ2=587.83，P<0.001）。

青少年在D场 /K场 / 夜总会 /桑拿 / 网吧 / 机铺、酒店、

学校、其他场所吸毒比例高于成年，而在自己家/朋友家、

公园吸毒比例则低于成年（表 1）。

3 讨论

与其他地区一样，澳门吸毒人群以男性为主 [1-3]，澳

门青少年和成人男性与女性吸毒人群比例分别为 1.5∶1

和 5.2∶1。澳门成年男性吸毒比例高于青少年，说明男

性比女性更晚开始吸毒，与其他地区女性比男性更晚吸

毒 [1] 的情况不一样。国家监测数据显示 [2]，新发吸毒女

性低龄化问题比男性突出，虽然本文并未就新发吸毒个

案做分析，但应该与国家检测数据结果相似。提示澳门

吸毒预防重点人群是青少年女性和成年男性。

受朋辈影响、减低压力 / 痛苦等是澳门青少年和

成年的吸毒主因，与我国一些地区以好奇、寻求刺激为

主因 [4-5] 有所不同。学者检索分析我国有关吸毒者吸毒

原因的文献发现 [6]，朋友、伙伴及其他客体的影响是吸

毒者吸毒的主要诱因。澳门青少年和成年受朋辈影响而

吸毒比例分别为 39.59%、27.14%，而受家人影响而吸

表 1 澳门不同人群吸毒情况    n（%）

项目 青少年 成年 χ 2 P

性别

男性 490（60.05） 3799（83.84）
246.69 <0.001

女性 326（39.95） 732（16.16）

吸毒原因

朋辈影响 449（39.59）a 1480（27.14）b

223.38 <0.001

减低压力 /痛苦

/挫败感 /苦闷
218（19.22）a 1605（29.43）b

好奇 177（15.61）a 595（10.91）b

寻求刺激 129（11.38）a 462（8.47）b

其他 53（4.67）a 306（5.61）a

避免药瘾起 42（3.70）a 828（15.18）b

与家人不和 39（3.44）a 103（1.89）b

家人影响 27（2.38）a 75（1.38）b

吸毒种类

其他
（如氯胺酮、可待因等）

480（50.53）a 1483（26.95）a

587.83 <0.001

兴奋剂 385（40.53）a 1319（23.97）b

镇静剂 48（5.05）a 501（9.10）b

迷幻剂 26（2.74）a 108（1.96）a

麻醉镇痛剂 11（1.16）a 2084（37.87）b

镇抑剂 0（0）a 8（0.15）b

吸毒场所

自己家 /朋友家 415（39.30）a 2064（54.02）b

200.28 <0.001

D场 /K 场 / 夜总会
/桑拿 /网吧 /机铺

383（36.27）a 995（26.04）b

酒店 150（14.20）a 338（8.85）b

公园 /街角 /公厕 27（2.56）a 301（7.88）b

其他 60（5.68）a 120（3.14）b

学校 21（1.99）a 3（0.08）b

注：a、b 是卡方检验多重比较的结果，标注的字母相同表示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字母不相同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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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工作人员在访谈时提出，最重要的不是评分的结

果，而是集体沟通讨论并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在机

构能力建设开展期间，大部分员工都表示通过项目活

动，大家的交流更密切和顺畅了。在工作中个人有了

不同的提升，甚至有个别工作人员在开展了机构的优

劣势分析之后，也把分析方法用在了个人规划中。

经过一年的实践运用，云南戴托普前后评分对照

显示各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参与者认为这样

的能力建设项目可以迅速有效的促进机构成员成长，

同时改善了机构成员的工作思维方式和工作执行力

度，有力改善了社区组织提供干预和服务的综合能力。

OCAT 作为社区组织机构能力发展工具正逐步

得到认可和推广。目前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中检索不

到关于 OCAT 的中文文献。作为一个新的社区组织发

展工具，在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坚持不懈的努

力下，OCAT 已经在云南省 16 个州市 31 个和药物滥

用及艾滋病防治相关的社区组织中继续实践和推广。

期望更多的实践研究提供更丰富的 OCAT 实践运用证

据，对目前的结果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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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比例分别为2.38%、1.38%，说明澳门吸毒人员吸毒主

要诱因是朋辈。因此，预防青少年和成年吸毒可实施同伴

教育方案，同伴教育是预防吸毒最具感染的方法之一 [7]。

澳门青少年和成年主要吸食毒品类型不同，不同

类型毒品对身体的影响不同，吸食者心理、行为、身体

的改变亦不同 [8]。可根据澳门不同人群毒品使用种类不

同采取相应的防治策略，并监测其毒品获得途径，以正

对性地加强毒品供应环节监管，减少获得性。调查显示[9]，

吸食不同种类毒品的吸毒人员，其丙型肝炎感染率有所

不同，而艾滋病病毒、梅毒感染率没有差异，提示除加

强吸毒人员艾滋病感染外，还需针对特定种类毒品吸食

者进行丙型肝炎预防。

自己家 / 朋友家、不良场所（D场、K场、夜总会

等）是澳门青少年和成年吸毒的主要场所。澳门吸毒人

员在自己家 /朋友家吸毒的比例高于我国其他地区 [5]，

提示预防澳门居民吸毒需进行全民教育，提高澳门居民

对吸毒的识别能力，以减少吸毒人员在居家场所吸毒情

况。青少年在酒店吸毒比例高于成年，提示政府相关部门

除加强需查传统不良场所外，还应加强对酒店的监管，

对酒店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预防青少年的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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