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效力 - 今天的大麻已不再一
样，是一种更猛烈的药

当大麻支持者提及大麻，他们指的再不是

从前「Woodstock大麻草」年代那种四氢

大麻酚含量只有百份之二的大麻草。效力 

- 在过去数十年，大麻草内的四氢大麻酚

(大麻内会对精神状况产生作用的化学物) 

含量一直平稳上升，这增加了进食、吸入

或涂抹大麻的风险。 2017年，在美国科

罗拉多州所化验的大麻花中，验到的四氢

大麻酚含量平均达到19.6%，而在提炼的

浓缩产品中，含量更达到68.6%。现在这

些产品的效力百份率可达99.9%。大麻曾经只是一种植物，但

今天已不再一样。从根本上，它已成为一种完全不同、效力

猛烈的药物。

 2  我们曾经被骗
记得那些大型烟草商吗？有关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他

们欺骗了纽西兰人以至全世界超过一个世纪。他们令

大众对烟草上瘾。他们故意以小童作宣传目标。他们

更请了医生宣传烟草是一种药品。今天这些都令我们

付上代价。有关大麻的讨论，今天同样被大型大麻草

商主导。他们否认有根据的科学，只会把重点放在巨

大的税务收益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却忽视大麻的祸

害。然而，人的健康比经济利益更重要。

大麻除了可以被用作制作烟草吸食(与此同时我们还以

2025年可以禁绝所有烟草为目标) ，还可造成各种各样的

大麻产品(例如用在食物、浓缩剂、注射

剂、染料、润肤膏及牛油中) 在市场中大

量推销。人们可以吸食、进食、以电子

烟吸入及涂抹这些产品。这些大麻产品

很多都容易运送，又容易收藏或伪装成

其他物品，对小童来说尤其吸引。

4 大麻会令人上瘾，而且有害，
甚至致命 

虽然大麻业界极力否认，但差不多所有科学研究 (包括

2016年世界卫生组职的报告以及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

研究) 都指出，大麻会令人上瘾，并且对人体有害。科学

家曾经指出，使用大麻的频率及四氢大麻酚的高含量，

与很多精神健康问题 (精神病、抑郁、焦虑、自杀倾向、

脑部物质重整以及上瘾) 有直接关系。有研究亦显示，吸

食大麻会破坏肺部和造成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心

肌梗塞、心肌病变、心律不正、中风和心脏病) 。科学界

已经确认，青少年长期使用大麻，与认知能力受损以及

在应付工作或学业的能力倒退有关。

 5  他们称之为「大麻管制」– 真

的吗？
在大麻合法化的法案中，有以下条款：

• 可以购买及拥有的大麻烟草数量限

额为每人40束…每天！

2020年投票反对大麻 
合法化的20个理由

请注意：「由2020年4月1日开始生效的医用

大麻计划，目的在于令人更容易取得药用大
麻产品。药用大麻并不包括在本次公投中的

建议法例中。」
- 新西兰政府公投网站

问问题题::
您支持大麻合法化及
控制议案吗？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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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sed by SAM NZ, c/- 28 Davies Ave, Manukau City 2241

这这不不再再是是您您父父母母从从前前吸吸食食过过的的大大麻麻烟烟了了。。

最最终终，，大大麻麻商商不不会会关关心心您您家家庭庭的的健健康康。。他他们们只只关关心心赚赚大大钱钱。。

 3   大麻不只是被人吸食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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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可以在家中种植及使用大麻，所以小童会有直

接接触到大麻的危险。纽西兰的目标是「无烟

2025」-但却容许在家中吸食大麻，而且可以与家中

其他人「分享」。

•  在食物及涂抹膏中添加大麻是允许的。含大麻的食

物以青少年为目标，并诱使本来不会吸食大麻的人接

触到它。而含大麻的涂抹膏，或是可吸入的气化大

麻，则比以植物为本的大麻含有多达70% 的四氢大麻

酚。

•  如果这含量是有限的(提案中并没确切的含量限

制) ，这会令大麻黑市及黑帮按用家的需要提供高含

量四氢大麻酚的大麻产品。

•  法案中并没有提及以电子烟吸入、大麻销售点，以

及市民是否能够反对大麻店设在他们社区等问题。

•  法案中也没有提及相关的道路安全措施、工作场所

安全及对孕妇的健康风险。

•  法案没有提起有关「处理」、「辅导」、「防止」

或「无药」。这真的是「管制」吗？

每每人人每每天天4400束束大大麻麻草草！！

赖、增加患精神病的风险、患严重抑

郁、增加车祸的风险、依赖烟草、使

用违禁药物、及患上呼吸道疾病等。

青少年在十七岁前开始每天吸食大麻而

自杀的机率增加七倍；恒常或频繁使用

大麻会增加使用其他违禁药物的风险、

亦会令人更放纵地使用及依赖违禁药物，并会使用更多不

同种类的违禁药物。青少年将会更加被吸引使用其他新的

吸食方法，如利用烟雾吸食及直接食用。

 8  维持不合法状态可以有效阻

止大麻使用 
虽然有一些人会被非法使用大麻所诱

惑，但大部份人都应该不喜欢参与犯

罪活动或与毒品交易商接触。法律及

明确的讯息是最有效的，譬如说，反

吸烟运动的最终目的并非「减少」、

「适量」吸烟，而是要人完全放弃吸

烟，亦沿此方向认清可以达成目标的具体行动，包括不

同策略及支援组织的从旁辅助。而过去的数字压倒性地

证明此为最有效方法。

9   这是一场不单只针对毒品的

战争、而是我们脑袋的防卫战 
在一百多年前首次被传媒使用后，「针对毒品的战争」

此口号已过时，亦未能贴切地形容我们该如何正确地

指出毒品的祸害及后果。我们应支持一个平衡公众健康

及安全的毒品管理方法，这些方法亦应基于科学及证

据，而并不是由毒品推广者所引导。若针对毒品的战争

失败，那么其他针对盗窃、交通超速、诈骗、强奸、谋

杀、纵火及违例泊车的「战争」又是否算得上失败？

事实上，很少这些所谓的「战争」是

可以获取胜利的。就如哈佛医学院精

神病学教授Bertha K. Madras所言︰

「 这是一场不单只针对毒品的战争，

而是我们脑袋的防卫战 -- 我们的脑

袋正是人性的贮藏宝库。」

10   没有人因为吸食大麻而被

监禁 
其中一个关于推动大麻合法的论点，是基于大麻使用者将令

监仓爆满的虚构说法。事实上，在过去三年只有16人因藏有

大麻而被判坐监或居家令，而这些判决大多与他们过去的犯

VOTE NO – Time to be wise

 6   大麻合法化与鼓吹健康是矛

盾的 
鼓励使用大麻会令控烟及「好好照顾您的精神健康」等讯息

变得苍白无力。试想像，我们可以告诉人们可以每天吸食

30-40 束大麻草，但同时又宣传国家以「无烟2025」为目标

吗？我们已知使用大麻会危害精神健康，我们如何可以容许

大麻合法化，同时又希望可以减低全国自杀率？当中的矛盾

其实显而易见。

         大大麻麻草草商商最最希希望望看看见见的的，，就就是是人人们们对对大大麻麻上上瘾瘾

 7  我们的儿童需要的是希望，

并不是大麻 
基督城健康与发展研究(CHDS) 发现，使用大麻会增加一

些风险，包括较高的辍学机会、随后的失业、对福利的依



罪纪录相关。世界各地的研究发现，大部份与毒品使用而被

判囚的案件，主要是因为罪犯在犯案时曾吸食毒品(这些案件

包括谋杀、持械行劫、盗窃、袭击、虐儿等)、或因获取毒品

而犯案。我们应优先关注公众安全及健康。

 11   怀孕妇女及胎中婴孩均需

承受风险  
大麻合法化将令人关注孕妇使用此药物所带来的后果，亦令

更多初生婴孩未能通过药物测试。不少医生已作出警告，大

麻使用会降低婴儿出生率，并导致各种发展问题。一项针对

五十万名孕妇的研究发现，使用大麻的孕妇于2002至2017年期

间已增加了一倍，于怀孕头三个月使用的情况更为普及。这

些情况与大麻使用逐渐广为接受、并大众持续忽略与大麻相

关祸害不无关系。

 12  使用大麻与虐儿及家庭暴力

之关联 
某部份大麻使用者会患上精

神病，亦可能变得更为暴

力。 2018年一项于美国俄亥

俄州及田纳西州等大学进行

的研究发现，大麻的使用与

精神暴力、肢体暴力及亲密

伴侣之间的性暴力相关；另

 13   现实是… 大麻合法化将增

加使用量  
有些主张大麻使用的人士认为，大麻合法化将不会导致吸食

者的使用量增加，但这与现实情况相距甚远。与一些没有将

大麻合法化的美国州份比较，大麻合法化的州份的青年人

(18至25岁) 在过去一个月有更高的大麻使用比例；而在所

西兰将吸食大麻合法化，会否

为各行各业 (无论在缺勤、工

作意外、医保、额外工作环境

的培训及劳工保险等) 带来额

外的成本？毒品在职场上始终

是百害而无一利。

 15   吸食大麻驾驶者将为公众

带来风险  
享有道路安全的大众权益应高于吸食大麻的权益；大

家应不会希望吸食THC后驾驶的人士，在路上危害其他

驾驶者及其家人的安全。自从优闲使用大麻合法化后，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及华盛顿州与吸食大麻相关的致死车

祸，分别增加151% 及一倍；在加拿大，年龄介乎18-34

岁的驾驶者或其车中乘客，当中约有四份之一曾在驾驶

前吸食大麻，而另一项在科罗拉多州于2018年进行的调

查发现，69% 的大麻吸食者在过去一年曾在大麻的影

响下驾驶，当中27%更差不多每天在吸食大麻影响下驾

驶。一个在纽西兰进行的研究指出，惯性吸食大麻的

驾驶者比起偶尔使用或没有使用的驾驶者，遇上车祸

引致受伤或死亡的机率高出十倍之多。

 16   社会不公义
主张大麻合法化的人士会认为此举

会令社会变得更有公义。但从美国

的经验看来，若社会制度已存在不

公义及种族歧视，大麻合法化非但

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弱势

For an online version of this pamphlet, go to SayNopeToDope.nz

一项在2001年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进行的研究亦发现，正

值青春期而频繁使用大麻的年轻人士，成为家庭暴力受

害者的机会增加一倍以上。美国德州于2018年亦发现，

大麻是最常引致虐儿，或忽略照顾而致死的药物，此

与阿利桑那州于2017的研究所得不谋而合。

有已将优闲使用大麻合法化的行政区域内，当中介乎12-17岁

的青少年人在过去一个月吸食大麻的比例，亦持续高于整个

国家的平均水平。

14   在工作环境吸食大麻将影

响所有在职人士的安全  
在美国，大麻成为工商界各主要行业最所见的吸食物品；

众多研究均发现，大麻使用者对工作的投入水平明显低于

没有吸食大麻的员工，他们的缺勤情况亦更为严重。若纽

一一个个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及及无无毒毒品品的的工工作作环环境境对对所所有有人人都都是是有有利利的的

一一个个貌貌似似悠悠闲闲及及很很酷酷的的吸吸食食大大麻麻人人士士可可具具误误导导性性

美美国国大大学学生生使使用用大大麻麻的的比比例例创创3355年年新新高高



社群中因增加毒品使用及其相关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下，将

令这些问题更为严重。在美国一些合法使用大麻的州份，毒

品使用及刑事犯罪率在不同种族及收入群的差距持续显著；

在这些州份，与白人族群相比，明显地有更多少数族裔的青

年人吸食大麻。同样地，跟卖酒店铺及赌博游戏机分布点针

对少数族裔及低收入人士的情况相似，纽西兰的大型大麻草

商亦主要针对这些人士作其消费群体。墨尔本大学的研究亦

发现，每天吸食大麻会显著增加一个人成为露宿者的机会。

 17   庞大税收的承诺被严重夸大
支持使用大麻的人士及大麻制造业界急于高估大麻销售所带

来的庞大税收，同时亦低估大麻合法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被支持使用大麻的人士忽视或低估的社会成本包括︰增加其

他毒品使用、未成年学生增加使用大麻、住宅及其他经济的

损害、难以控制扩充的黑市交易、公众受毒害及车祸而致的

死亡、及其他经济上的沉重负担。跟酒类管制一样，大麻合

法化亦会增加行政及执法成本。从过去管制酒类及烟草的经

验上，已可预知大麻销售所得税收将远低于社会要承受的成

本及代价。

 18   大麻合法化为地球环境带

来负面影响  
大众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大麻工业为自然环境带来各方面的

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的认知主要来自在「受控环境」下

搜集的数据；事实上，种植大麻场地需要大量的水电，因

而会对环境带来破坏。种植大麻所需的能源比开采石油及

煤高出四倍；在美国一些大麻合法使用的州份，由于其黑

市买卖并没有减退迹象，令非法种植大麻不单没有停

止，并因而导致公共土地被滥用及毁坏。一项近期在美

国圣地牙哥进行的调查发现，购自南加州一些拥有牌照

的分销商的大麻样本，当中接近三成均验出农药。

 19   黑市交易

(及黑帮的参与) 

将会持续 
在众多已通过大麻合法买

卖的地方，已有很多证据

证明，通过合法化以杜绝

黑市买卖的说法甚具误导

性。在加拿大，只有29% 大麻使用者会透过合法途径购买大

麻产品；有组织犯罪集团及黑帮亦因应政治及经济环境的转

变而改变营运模式，因其主要目的不是要故意犯法，反之只

想针对人性弱点而谋取利益。大麻合化法未必会令犯罪活动

减少，但若严格管制大麻使用，却将使用者推向黑市以获取

较便宜及更强效力的产品，并在社区内为这些黑市交易提供

「合法」的掩护。

 20   大麻合法化只是一个开始
在世界各地的药物倡导者不

单要令大麻合法化，并希望

扩展到其他毒品如可卡因、

海洛英及冰毒等；药物机构

组织甚至希望将所有毒品的

使用非刑事化。将大麻合法化不单是问题的终结，更只是一

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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