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效力 - 今天的大麻已不再一

樣，是一種更猛烈的藥 
當大麻支持者提及大麻，他們指的再

不是從前「Woodstock大麻草」年代那

種四氫大麻酚含量只有百份之二的大

麻草。效力 - 在過去數十年，大麻草

內的四氫大麻酚(大麻內會對精神狀況

產生作用的化學物) 含量一直平穩上

升，這增加了進食、吸入或塗抹大麻

的風險。2017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

所化驗的大麻花中，驗到的四氫大麻酚含量平均達到百

份之19.6，而在提煉的濃縮產品中，含量更達到百份之

68.6。現在這些產品的效力百份率可達百份之99.9。大麻

曾經只是一種植物，但今天已不再一樣。從根本，它已

成為一種完全不同、效力猛烈的藥物。

這不再是您父母從前吸食過的大麻煙了。

 2  我們曾經被騙
記得那些大型煙草商嗎？有關吸煙對健康的危害，他們

欺騙了紐西蘭人以至全世界超過一個世紀。他們令大眾

對煙草上癮。他們故意以小童作宣傳目標。他們更請了

醫生宣傳煙草是一種藥品。今天這些都令我們付上代

價。有關大麻的討論，今天同樣被大型大麻草商主導。

他們否認有根據的科學，只會把重點放在巨大的稅務收

益所帶來的經濟好處，卻忽視大麻的禍害。然而，人的

健康比經濟利益更重要。最終，大麻商不會關心您家庭
的健康。他們只關心賺大錢。

 3   大麻不止是被人吸食那麼簡單
大麻除了可以被用作製作煙草吸食 (與此

同時我們還以2025年可以禁絕所有煙草

為目標) ，還可造成各種各樣的大麻產

品 (例如用在食物、濃縮劑、注射劑、染

料、潤膚膏及牛油中) 在市場中大量推

銷。人們可以吸食、進食、以電子煙吸入及塗抹這些產

品。這些大麻產品很多都容易運送，又容易收藏或偽裝

成其他物品，對小童來說尤其吸引。

 4   大麻會令人上癮，而且有害

雖然大麻業界極力否認，但差不多所有科學研究 (包括

2016年世界衛生組職的報告以及201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

的研究) 都指出，大麻會令人上癮，並且對人體有害。

科學家曾經指出，使用大麻的頻率及四氫大麻酚的高含

量，與很多精神健康問題 (思覺失調、抑鬱、焦慮、自

殺傾向、腦部物質重整以及上癮) 有直接關係。有研究

亦顯示，吸食大麻會破壞肺部和造成嚴重的心血管疾病(

高血壓、心肌梗塞、心肌病變、心律不正、中風和心臟

病發) 。科學界已經確認，青少年長期使用大麻，與認

知能力受損以及在應付工作或學業的能力倒退有關。

 5  他們稱之為「大麻管制？
在大麻合法化的法案中，有以下條款：

可以購買及擁有的大麻煙草數量限額

為每人40束…每天！

 20個在2020年反對大 
 麻合化的原因   

請注意：「由2020年4月1日開始生效的醫
用大麻計劃，目的在於令人更容易取得
藥用大麻產品。藥用大麻並不包括在是
次公投中的建議法例中。」
- 紐西蘭政府公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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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在家中種植及使用大麻，所以小童會有直接接

觸到大麻的危險。紐西蘭的目標是「無煙2025」- 但卻容

許在家中吸食大麻，而且可以與家中其他人 「分享」。

在食物及塗抹膏中添加大麻是允許的。含大麻的食物以

青少年為目標，並誘使本來不會吸食大麻的人接觸到

它。而含大麻的塗抹膏，或是可吸入的氣化大麻，則比

以植物為本的大麻含有多達百份之70的四氫大麻酚。

當含量是有限制的(在建議的法律上是每朵百份之十五), 

這會令大麻黑市及黑幫按用家的需要提供高含量四氫大

麻酚的大麻產品。

法案中也沒有提及相關的道路安全措施、工作場所安全

及對孕婦的健康風險。

[教育]或[預防]等字眼,只是在防止使用時受損害或濫用

的情況下提及, 並且[教育]一詞也只針對有害大麻使用或

提倡負責任地使用的情況下提及, 而 ‘無毒品’ 的概念

卻被忽略了.

這真的是「管制」嗎？

每人每天40束大麻草！

 6   大麻合法化與鼓吹健康是矛

盾的 
鼓勵使用大麻會令控煙及「好好照顧您的精神健康」等

訊息變得蒼白無力。試想像，我們可以告訴人們可以每

天吸食30-40 束大麻草，但同時又宣傳國家以「無煙2025

」為目標嗎？我們已知使用大麻會危害精神健康，我們

如何可以容許大麻合法化，同時又希望可以減低全國自

殺率？當中的矛盾其實顯而易見。

大麻草商最希望看見的，就是人們對大麻上癮。

 7  我們的兒童需要的是希望，

並不是大麻 
基督城健康與發展研究(CHDS) 發現，使用大麻會增加一

些風險，包括較高的輟學機會、隨後的失業、對福利的依

賴、增加患精神病的風險、患上嚴重抑鬱、增加車禍的風

險、使用煙草、使用違禁藥物、及

患上呼吸道疾病等。青少年在十七

歲前開始每天吸食大麻而自殺的機

率增加七倍；恆常或頻繁使用大麻

會增加使用其他違禁藥物的風險、

亦會令人更放縱地使用及依賴違禁

藥物，並會使用更多不同種類的違

禁藥物。青少年將會更加被吸引使

用其他新的吸食方法，如利用煙霧吸食及直接食用。

 8   維持不合法狀態可以有效阻

止大麻使用  
雖然有一些人會被非法使用大麻所誘

惑，但大部份人都應該不喜歡參與犯

罪活動或與毒品交易商接觸。法律及

明確的訊息是最有效的，譬如說，反

吸煙運動的最終目的並非「減少」、

「適量」吸煙，而是要人完全放棄吸

煙，亦沿此方向認清可以達成目標的具體行動，包括不

同策略及支援組織的從旁輔助。而過去的數字壓倒性地

證明此為最有效方法。

 9   這是一場不單止針對毒品的

戰爭、而是我們腦袋的防衛戰 
在一百多年前首次被傳媒使用後，「針對毒品的戰爭」

此口號已過時，亦未能貼切地形容我們該如何正確地指

出毒品的禍害及後果。我們應支持

一個平衡公眾健康及安全的毒品管

理方法，這些方法亦應基於科學及

證據，而並不是由毒品推廣者所引

導。若針對毒品的戰爭失敗，那麼

其他針對盜竊、交通超速、詐騙、

強姦、謀殺、縱火及違例迫車的「

戰爭」又是否算得上失敗？事實上，很少這些所謂的「

戰爭」是可以獲取勝利的。就如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教

授Bertha K. Madras所言︰「這是一場不單止針對毒品的

戰爭，而是我們腦袋的防衛戰 -- 我們的腦袋正是人性的

貯藏寶庫。」

VOTE NO – Time to be wise



 10   沒有人因為吸食大麻而被

關在監倉 
其中一個關於推動大麻合法的論點，是基於大麻使用者

將令監倉爆滿的虛構說法。事實上，在過去三年只有16

人因藏有大麻而被判坐監或居家令，而這些判決大多與

他們過去的犯罪紀錄相關。世界各地的研究發現，大部

份與毒品使用而被判囚的案件，主要是因為罪犯在犯案

時曾吸食毒品 (這些案件包括謀殺、持械行劫、盜竊、

襲擊、虐兒等)、或因獲取毒品而犯案。我們應優先關注

公眾安全及健康。

 11   懷孕婦女及胎中嬰孩均需

承受風險  
大麻合法化將令人關注孕婦使用此藥物所帶來的後果，

亦令更多初生嬰孩未能通過藥物測試。不少醫生已作出

警告，大麻使用會降低嬰兒出生率，並導致各種發展問

題。一項針對五十萬名孕婦的研究發現，使用大麻的孕

婦於2002至2017年期間已增加了一倍，於懷孕頭三個月

使用的情況更為普及。這些情況與大麻使用逐漸廣為接

受、並大眾持續忽略與大麻相關禍害不無關係。

 12  使用大麻與虐兒及家庭暴力

之關聯 
某部份大麻使用者會患上精

神病，亦可能變得更為暴

力。2018年一項於美國俄亥

俄州及田納西州等大學進行

的研究發現，大麻的使用與

精神暴力、肢體暴力及親密

伴侶之間的性暴力相關；另

一項在2001年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進行的研究亦發現，正

值青春期而頻繁使用大麻的年輕人士，成為家庭暴力受

害者的機會增加一倍以上。美國德州於2018年亦發現，

大麻是最常引致虐兒，或忽略照顧致死的藥物，此與阿

利桑那州於2017的研究所得不謀而合。

一個貌似悠閒及很酷的吸食大麻人士可具誤導性

 13   現實是… 大麻合法化將增

加使用量  
有些主張大麻使用的人士認為，大麻合法化將不會導致

吸食者的使用量增加，但這與現實情況相距甚遠。與一

些沒有將大麻合法化的美國州份比較，已將大麻合法化

的州份的青年人 (18至25歲) 在過去一個月有更高的大麻

使用比例；而在所有已將優閒使用大麻合法化的行政區

域內，當中介乎12-17歲的青少年人在過去一個月吸食大

麻的比例，亦持續高於整個國家的平均水平。

美國大學生使用大麻的比例創35年新高

 14    在工作環境吸食大麻將影

響所有在職人士的安全  
在美國，大麻成為工商界各

主要行業最所見的吸食物

品；眾多研究均發現，大麻

使用者對工作的投入水平明

顯低於沒有吸食大麻的員

工，他們的缺勤情況亦更

為嚴重。若紐西蘭將吸食

大麻合法化，會否為各行各業 (無論在缺勤、工作意外、

醫保、額外工作環境的培訓及勞工保險等) 帶來額外的成

本？毒品在職場上始終是百害而無一利。

一個安全、健康及無毒品的工作環境對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15   吸食大麻駕駛者將為公眾

帶來風險  
享有道路安全的大眾權益應高於吸食大麻的權益；大家

應不會希望吸食THC後駕駛的人士，在路上危害其他駕

駛者及其家人的安全。自優閒使用大麻合法化後，在美

國科羅拉多州及華盛頓州與吸食大麻相關的致死車禍，

分別增加151% 及一倍；在加拿大，年齡介乎18-34歲的

駕駛者或其車中乘客，當中約有四份之一曾在駕駛前吸

食大麻，而另一項在科羅拉多州於2018年進行的調查發

現，69% 的大麻吸食者在過去一年曾在大麻的影響下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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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當中27% 更差不多每天在吸食大麻影響下駕駛。一

個在紐西蘭進行的研究指出，慣性吸食大麻的駕駛者比

起間中使用或沒有使用的駕駛者，遇上車禍引致受傷或

死亡的機率高出十倍之多。

 16   社會不公義  
主張大麻合法化的人士會

認為此舉會令社會變得更

有公義。但從美國的經驗

看來，若社會制度已存在

不公義及種族歧視，大麻

合法化非但不能解決這

些問題的根源，在弱勢社

群中因增加毒品使用及其相關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下，

將令這些問題更為嚴重。在美國一些合法使用大麻的州

份，毒品使用及刑事犯罪率在不同種族及收入群的差距

持續顯著；在這些州份，與白人族群相比，明顯地有更

多少數族裔的青年人吸食大麻。同樣地，跟賣酒店舖及

角子機分佈點針對少數族裔及低收入人士的情況相似，

紐西蘭的大型大麻草商亦主要針對這些人士作其消費群

體。墨爾本大學的研究亦發現，每天吸食大麻會顯著增

加一個人成為露宿者的機會。

 17   龐大稅收的承諾被嚴重誇大  
支持使用大麻的人士及大麻製造業界急於高估大麻銷售

所帶來的龐大稅收，同時亦低估大麻合法化所帶來的社

會成本。被支持使用大麻的人士忽視或低估的社會成本

包括︰增加其他毒品使用、未成年學生增加使用大麻、

住宅及其他經濟的損害、難以控制擴充的黑市交易、公

眾受毒害及車禍而致的死亡、及其他經濟上的沉重負

擔。跟酒類管制一樣，大麻合法化亦會增加行政及執法

成本。從過去管制酒類及煙草的經驗上，已可預知大麻

銷售所得稅收將遠低於社會要承受的成本及代價。

 18   大麻合法化為地球環境帶

來負面影響  
大眾現在才開始意識到大麻工業為自然環境帶來各方面的

負面影響，而這些影響的認知主要來自在「受控環境」下

搜集的數據；事實上，種植大麻場地需要大量的水電，

因而會對環境帶來破壞。種

植大麻所需的能源比開採石

油及煤高出四倍；在美國一

些大麻合法使用的州份，由

於其黑市買賣並沒有減退跡

象，令非法種植大麻不單沒

有停止，並因而導致官地被濫用及毀壞。一項近期在美國

聖地牙哥進行的調查發現，購自南加州一些擁有牌照的分

銷商的大麻樣本，當中接近三成均驗出農藥。

 19   黑市交易 (及黑幫的參與) 

將會持續 
在眾多已通過大麻合法

買賣的地方，已有很多

證據證明通過合法化以

杜絕黑市買賣的說法

甚具誤導性。在加拿大，只有29% 大麻使用者會透過合

法途徑購買大麻產品；有組織犯罪集團及黑幫亦因應政

治及經濟環境的轉變而改變營運模式，因其主要目的不

是要故意犯法，反之只想針對人性弱點而謀取利益。大

麻合化法未必會令犯罪活動減少，但若嚴格管制大麻使

用，卻將使用者推向黑市以獲取較便宜及更強效力的產

品，並在社區內為這些黑市交易提供「合法」的掩護。

 20   大麻合法化只是一個開始  
在世界各地的藥物倡導者不

單要令大麻合法化，並希望

擴展到其他毒品如可卡因、

海洛英及冰毒等；藥物組織

甚至希望將所有毒品的使用

非刑事化。將大麻合法化不單是問題的終結，更只是一

個開始。

前首相Helen Clark領導的一個聯合國組織 (GCDP) 希望

終止刑事化使用所有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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