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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少酒精相關危害的行動

前言

3.1 我們展望成功推行非傳染病防控策略框架後，香港將有高水平健康意識的人口，能夠

為自己的健康盡責；關懷互愛的社會，公私營界別能攜手，確保公衆可享有更健康的

選擇；具實力的醫護專業，視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為首要工作；以及可持續的醫療體

系，加強為市民提供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及醫療護理等服務，從而大幅減少由非傳染

病引致的疾病負擔。

3.2 為了實現上述的願景，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認同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合作，對營造有

利減少酒精相關危害的可持續環境十分重要。同樣地，每位市民亦要在飲酒方面作出

健康選擇，為自己、家庭和社區的健康盡責。

3.3 雖然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的職責，主要是就本港減少酒精相關危害提出建議行動，但

工作小組亦了解改善其他主要行為風險因素，包括健康飲食、體能活動和停止吸煙，

可帶來協同的健康裨益。因此，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籲請各界減少酒精相關危害的同

時，應繼續進行控煙，以及推廣健康飲食和活躍生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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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3.4 經仔細回顧和分析海外證據，並深入探討本港飲酒的情況後，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制

訂了《香港減少酒精相關危害行動計劃書》。我們展望推行行動計劃後︰ 

 ● 將可營造減少酒精相關危害的可持續環境；

 ● 公眾將可以對飲酒作出知情的選擇；以及

 ● 可以減少酒精相關危害的負擔。

十七項具體行動的細節

3.5 因應不同人口的飲酒水平和模式，以及不同的酒精使用環境，我們提出一系列的措施

針對 (i) 特定人口，例如普羅大眾、青少年及孕婦等高危一族和受酒精影響的人士，以

及 (ii) 特定與酒精相關的公共衞生問題，例如酒後駕駛和與酒精有關暴力。我們提出的

優先行動範疇，以此文件第2部分中表二所述的最佳現有證據為依歸。

3.6 此行動計劃書共提出十七項具體行動。按照《促進健康：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框

架》，這十七項行動可歸納為五個優先範疇和十項建議。表四總結一系列的具體行

動。

優先行動範疇1： 建立有效的資料系統，以了解酒精相關危害，並提供防控酒精相關危害的建

議和支援

(建議1A) 加強監測本港的飲酒情況及飲酒人士的心理社交／人口特徵

3.7 研究和監測酒精飲用、酒精相關危害和相關風險因素，有助提供實證支持、理順行動

優次，以及指導防控酒精相關危害的未來政策方向。現時，關於本港飲酒人士的心理

社交和人口特徵，以及飲酒行為的風險和保護因素方面的認識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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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認同，目前就飲酒人士的心理社交和人口特徵方面的資料不足。

因此，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建議加強監測飲酒情況和飲酒人士的心理社交／人口特

徵。現有以人口為基礎的健康調查，例如行為風險因素調查和人口住戶健康調查，應

加強量度心理社交風險因素。

行動 1： 透過行為風險因素監測系統，加強監測18至 64歲成年人的飲酒行為

3.9 自二零零四年十月，衞生署的行為風險因素監測系統透過一系列有系統及定期進行的

電話調查，持續地監測18至64歲成年人的各種健康相關行為的趨勢，當中包括飲酒行

為。衞生署會繼續定期進行行為風險因素調查，在有需要時會檢視、調整和強化飲酒

方面的監測項目。

行動2： 利用第二次人口住戶健康調查，加強了解15歲及以上人士的飲酒行為

3.10 衞生署於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進行了一次人口住戶健康調查，以了解15歲及以上本

港人口的健康狀況和健康相關問題，當中包括飲酒的資料。衞生署計劃於二零一三至

二零一四年進行第二次人口住戶健康調查。利用第二次人口住戶健康調查，我們可收

集更多有關飲酒方面的有用資料。最新資料將於二零一五年提供。

行動3： 利用適當的研究方法，監察青少年的飲酒模式 

3.11 定期和非經常進行的調查，例如衞生署的兒童健康調查，可提供青少年飲酒模式的有

用資料。此外，自一九九二年，保安局禁毒處每四年向本地青少年學生進行調查，以

了解他們(服用其他藥物之同時)使用酒精的情況。這些調查數據可用來持續監察本地青

少年使用酒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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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1B) 加強監測酒精相關危害

3.12 酒精可導致多種疾病、損傷、暴力，甚至死亡。現時，涉及酒精的暴力和損傷但毋須

入院的個案，通常不會被呈報。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認為，目前與飲酒相關的家庭暴

力、性侵犯罪行和其他與酒精有關的罪行的資料不足。因此，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建

議加強監測酒精相關危害，以便更緊密和準確地評估和監察酒害帶來的負擔。

行動4： 繼續監察酒精導致的疾病負擔

3.13 現時，死亡登記處和公私營醫院會向衞生署呈報死亡和住院數據。衞生署會繼續與醫

管局合作，定期監測與酒精相關的登記死亡和住院數據和疾病負擔，並會就提高監測

相關數據的準確性，探討其可行性和方法。

行動5： 考慮於社區暴力個案呈報資料輸入表格中加入飲酒問題的可行性

3.14 香港警務處利用通用資訊系統支援日常運作，系統主要記錄、儲存和處理舉報案件的

資料，以協助檢舉、編制防止罪案報告及支援交通執法行動等。現時，通用資訊系統

內有關飲酒的資料有限。香港警務處會考慮於社區暴力個案呈報資料輸入表格中加入

飲酒問題的可行性。為此，香港警務處將於二零一一年在新通用資訊系統的系統分析

和設計階段，進行可行性研究。此外，為改善道路安全，香港警務處會繼續密切監察

交通意外的統計數字和趨勢，並分析成因和引入相應的改善措施。香港警務處亦會備

存隨機呼氣測試結果的日報表、涉及酒後駕駛的交通意外月報表，以及酒後駕駛相關

的執法和檢舉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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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6： 考慮於虐待配偶、性暴力和虐兒個案呈報資料輸入表格中加入飲酒問題的可行性

3.15 社會福利署﹝社署﹞管理「虐待配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和「保護兒童

資料系統」，以收集由不同機構和部門處理的虐待配偶個案、性暴力個案和虐兒個案

的重要統計數字，從而評估有關問題的嚴重性。不過，這些資訊系統目前並沒有收集

與酒精相關的資料。鑑於飲酒可能與上述的問題有關連，在有關資料輸入表格中加入

飲酒問題是合適安排。故此，社署會研究將有關項目納入「虐待配偶個案及性暴力個

案中央資訊系統」和「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的檢討工作中的可行性，檢討工作計劃於

二零一二年開始。

(建議1C) 促進有關減少酒精相關危害介入措施的可行性、成效及成本效益的本地研究

3.16 海外國家進行了大量研究，了解各種介入措施對減少酒精相關危害的成效和成本效

益。然而，本港缺乏相關研究，而且評估新措施 (例如訂立在飲酒場所以外限制售賣酒

精飲品的合法年齡和改變酒稅或酒精價格) 可能帶來的影響和可行性十分重要。因此，

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建議促進有關減少酒精相關危害介入措施的可行性、成效及成本

效益的本地研究。研究的結果有助將來確立以實證為本的介入措施，以減少酒精相關

危害。

行動7： 舉辦研討會及工作坊，鼓勵學術團體和非政府組織進行相關課題的研究，並增加他們

對各類資助撥款的了解

3.17 為提升學術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等相關伙伴對進行關於酒精與健康的研究的興趣，衞生

署將於二零一一年開始舉辦研討會／工作坊，向他們介紹本港的飲酒情況和有效減低

酒害的海外證據。衞生署亦會於研討會／工作坊中，介紹各類切合不同研究主題的資

助撥款，並為有意申請資助撥款的學術團體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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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行動範疇2： 加強伙伴關係及促進相關持分者的參與

(建議2A) 政府部門、其他健康促進伙伴、非政府組織、學校、不同行業的僱主和僱員共同合

作，制訂和落實可切合公眾需要的措施，以減少酒精相關危害

3.18 除了醫護界別，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的工作有賴整個社區的參與，跟社會各個相關持

分者共同合作，是健康促進工作成功的關鍵。鑑於預防酒精相關危害工作的複雜性和

挑戰性，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認為衞生部門、醫護專業、政府部門、教育團體、商

界、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社區團體必須有協調性地緊密合作。因此，飲酒與健康工作小

組建議政府部門、其他健康促進伙伴、非政府組織、學校、僱主和僱員共同合作，制

訂和落實可切合公眾需要的酒精相關危害防控措施。

行動8： 為不同持分者和目標人士舉辦資料分享會或研討會，以提高他們對酒精相關危害的認

識

3.19 為提高不同持分者和健康促進伙伴，包括政府部門、區議會、健康城市、非政府組

織、學校和大學，對預防酒精相關危害的認識，並爭取他們的支持，衞生署將於二零

一一年開始舉辦資料分享會，從公共衞生的角度突顯本港酒精相關危害的重要性，特

別是本港監測相關情況的資料，如男性、女性及未成年人士飲酒的上升趨勢。會上亦

會分享本港和海外於減少酒精相關危害方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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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9： 舉辦防控非傳染病會議，強調防控酒精相關危害

3.20 衞生署計劃於二零一二年舉辦會議，以提高各界對防控非傳染病和透過改善行為風險

因素所帶來的協同健康效益的認識。就預防非傳染病，飲酒是主要可改變的行為風險

因素之一，亦是本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框架下的其中一項優先範疇。因此，防控酒精

相關危害將會是會議的其中一個討論重點。我們期望藉著這次會議，聯繫本港及國際

的健康促進伙伴，分享他們於健康促進方面的成功經驗和防控酒精相關危害的最佳方

法。

優先行動範疇3：  建立防控酒精相關危害的能力

(建議3A) 制訂以實證為本的飲酒忠告，讓公眾能夠對使用酒精飲品作出知情的選擇

3.21 有效的風險通報，是幫助公眾為其健康和生活作出知情選擇的基本工具。現時，使用

酒精而引致疾病、損傷、暴力行為，甚至死亡等風險的資訊並不全面。因此，飲酒與

健康工作小組建議制訂以實證為本的飲酒忠告，讓公眾能夠對使用酒精飲品作出知情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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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10： 制訂飲酒忠告，以加強酒精相關危害的風險通報

3.22 許多國家，尤其那些酒精飲用水平高的國家，如英國、澳洲、美國和加拿大，都已採

納「飲酒指引」作為調節公眾飲酒行為的措施。然而，海外研究顯示，極少科學性評

估曾檢討「飲酒指引」對影響飲酒行為或減少酒精相關危害的成效58,59。此外，國際間

曾討論使用「飲酒指引」以預防飲酒問題的弊端，例如，社會上有部份人關注「飲酒

指引」可能會被誤解為有利健康的最低建議攝取量，或被用作為藉口以合理化持續不

當的飲酒行為60。相反，通報酒精相關危害的風險，對幫助公眾就其使用酒精飲品作出

知情選擇更為基本和重要。因此，衞生署會因應本地的飲酒習性並與相關伙伴合作，

於二零一二年針對不同對象群組的特性制訂以實證為本的飲酒忠告，以加強酒精相關

危害的風險通報。

58 Babor TF and Caetano R (2005). Evidence-based alcohol policy in the Americas: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Rev Panam Salud Publica/
Pan Am J Public Health, 18(4/5):327-37.

59 Anderson P, Chisholm D, Fuhr DC (2009). Eff ectiveness and cost-eff ectiveness of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to reduce the harm caused by alcohol. Lancet, 
27;373(9682):2234-46.

60 Walsh GW, Bondy SJ, Rehm J (1998). Review of Canadian low-risk drinking guidelines and their eff ectiveness.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9(4):241-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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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11： 製作防止酒後駕駛的教材 

3.23 香港警務處將與香港醫學會和香港律師會合作，從醫學和法律的角度製作宣傳單張，

以告誡公眾不要酒後駕駛。這是二零零九年推出的酒後駕駛公眾教育運動的一個重要

項目，旨在提高公眾對酒後駕駛風險的意識、消除公眾對飲酒的誤解，以及強調酒後

駕駛的罪行後果。製成的宣傳單張將於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向公眾派發。

 

(建議3B) 加強社區意識和行動，以減少酒精相關危害

3.24 社區對某項公共衞生議題的認識，正是社區行動和資源投放的指標。飲酒與健康工作

小組認為，提升公眾的知識和技能，以幫助他們理解和處理酒精相關危害問題，特別

是未成年飲酒和酒後駕駛意外的上升趨勢，尤其重要。因此，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建

議加強社區意識和行動，以減少市民飲酒。

行動12： 製作年齡適切的教材，幫助父母、教師和其他人士有效地與兒童溝通，以防止未成年

人士飲酒

3.25 海外經驗顯示，家長缺乏能力與子女正面討論酒精相關危害的問題。另外，有證據顯

示，家長教育計劃能有效減少初步入青春期的少年使用酒精61。一些海外國家已製作

家長教材，協助他們跟孩子討論酒精的問題，例如，美國國家酒精濫用與酒精中毒研

究所以10至14歲少年的家長或監護人為對象，製作了「改變現狀：與你的孩子討論酒

精」的指引。鑑於未成年飲酒情況有上升趨勢，衞生署會參考海外家長指引並製作年

齡適切的教材，幫助父母、教師和社區人士恰當地與兒童溝通，以防止未成年人士飲

用酒精。教材將於二零一二年製作。

61 Petrie J, Bunn F, Byrne G (2007). Parenting programmes for preventing tobacco, alcohol and drug misuse in children <18 years: a systematic review. Health 
Educ Res, 22: 1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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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13： 繼續於策略性地點宣傳防止酒後駕駛

3.26 提升駕駛者和道路使用者的道路安全意識，是提升道路安全的有效方法。因此，宣傳

和教育工作非常重要。香港警務處一直有推行相關的宣傳和教育活動，並會繼續在廣

告版、電視幕牆、酒吧和餐廳內的影視系統，以及其他策略性地點，發放防止酒後駕

駛的信息。

3.27 此外，香港警務處聯同其他政府部門、區議會、道路安全隊和其他道路安全工作伙

伴，共同舉辦各式各樣的道路安全宣傳運動，當中包括二零零九年九月進行的「3C好

司機運動」。此運動鼓勵司機駕駛時小心謹慎(「Care」)、關懷(「Concern」)其他道

路使用者的安全，並且承諾(「Commitment」)酒後不駕駛。香港警務處會繼續與多個

組織合作，每年在節日前或節日期間推出防止酒後駕駛的宣傳運動。

3.28 為推廣新修訂的酒後駕駛法例，自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起，運輸署已於全港各區的停車

收費錶，貼上數以千計的防止酒後駕駛宣傳貼紙。運輸署會繼續印製宣傳貼紙，並張

貼於全港各區的泊車收費錶上。

優先行動範疇4： 確保衞生界別可應對非傳染病的挑戰，並改善醫療系統

(建議4A) 邀請醫護專業人員參與，以減少酒精相關危害

3.29 在社區層面，由於家庭醫生和基層健康護理提供者每每是病人的首個接觸點，因此基

層服務是促進公眾(包括飲酒人士)健康的一個重要途徑。每次為病人診症時，基層的醫

生都有機會向他們提供關於酒精相關危害的健康促進服務，如篩查、提供健康教育／

自助教材、短期介入措施／輔導，以及適當時轉介往其他專門服務。因此，飲酒與健

康工作小組建議邀請醫護專業人員參與，以減少酒精相關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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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14： 製作健康教材，以配合醫護專業人員減少酒害

3.30 為支持基層醫護專業人員擔當健康推廣者的角色，衞生署將於二零一二年製作健康教

材，以配合醫護專業人員參與減少酒害，及協助他們勸導選擇飲酒的人要理性飲酒。

為了更有效宣傳這些健康教材和建立醫護專業人員減少酒精相關危害的能力，衞生署

亦會研究與醫學專科學院轄下的不同學院，以及其他醫護專業組織聯會合作，在他們

的培訓活動或持續進修中，加入「飲酒與健康」的課題。

(建議4B) 鼓勵醫護專業人員識別和協助高危的飲酒人士

3.31 現時，高危或有不適當飲酒行為的人，大多只會因為飲酒出現問題而入院後才被發

現，但這時的飲酒問題已經可能十分嚴重。研究發現，針對高危或有不適當飲酒行為

的人士，短期介入措施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當中包括以誘導式的會談為患者提供意

見和建議，以鼓勵患者改變行為62,63。這方法證實可有效減少飲酒、酒精相關死亡和疾

病、損傷、社會後果，以及減少耗用醫護資源64。而且，多項系統性文獻回顧和整合性

分析研究均顯示，於不同國家和不同健康護理環境進行的短期介入措施，對有不適當

飲酒行為但非嚴重酒精依賴的人有效用。

3.32 因此，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鼓勵醫護專業人員識別和協助高危的飲酒人士，包括解決

相關風險因素；透過輔導和建議，為飲酒人士提供早期介入措施；以及利用短期介入

措施和在有需要時作適當的轉介，支援患者自我監管。

62 Cheng CM (2009). Family doctors can help young drug abusers.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Continuous Medical Education Feb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org/chinese/cme/onlinecme/cme200902set.htm

63 Coombes L, Allen D, Foxcroft D, Guydish J (2009).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for the prevention of alcohol misuse in young people. Cochrane Database 
Systematic Review, 2: CD007025.

64 Kaner EF, Dickinson HO, Beyer FR et al. (2007). Eff ectiveness of brief alcohol interventions in primary care populations.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 CD00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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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15： 製作篩查和短期介入措施指引，以識別和協助高危飲酒人士

3.33 想戒煙、戒酒或戒毒的人可能會藉著求診或進行身體檢查時，諮詢家庭醫生的意見。

醫生會向他們提供建議，並在有需要時轉介他們至相關服務機構。部分國家的門診診

所或醫院急症室等，會提供篩查和短期介入措施，以識別和協助高危飲酒人士。證據

顯示，深入的短期介入措施不會比簡單的短期介入措施更為有效65。然而，現時本港並

無篩查和短期介入措施的標準指引。要制訂適用於本地的篩查和短期介入措施指引，

必須結集不同專家的意見，如臨床和學術、公私營界別等。篩查和短期介入措施指引

預計於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完成。為了更有效宣傳篩查和短期介入措施指引，並建

立醫護專業人員識別和協助高危飲酒人士的能力，衞生署亦會研究與醫學專科學院轄

下的不同學院，以及其他醫護專業組織聯會合作，提供相關的培訓或持續進修活動。

(建議4C) 確保為酒精相關疾病的患者，提供包括精神健康的中層和第三層健康護理服務

3.34 酒精相關危害與精神健康問題有密切關係。精神病患者較多患有與酒精有關的問題，

同樣地，受酒精相關問題影響的人亦較多患有精神病66。此外，酗酒者亦同時會有家庭

和社交等其他問題。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包括治療、支援、輔導和復康服務，必

須切合他們的健康需要67。因此，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建議確保為酒精相關疾病的患

者，提供包括精神健康的中層和第三層健康護理服務。

65 Anderson P, Chisholm D, Fuhr DC (2009). Eff ectiveness and cost-eff ectiveness of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to reduce the harm caused by alcohol. Lancet, 
27;373(9682):2234-46.

66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2009). Alcohol and mental health. Available at: http://www.mentalhealth.org.uk/information/mental-health-a-z/alcohol/
67 WHO Regional Offi  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 c (2009). Meeting Report: Regional Technical Consultation on the Global Strategy to Reduce the Harmful Use of 

Alcohol, Auckland, New Zealand, 24-26 March 2009. Manila, Philippines: WHO Regional Offi  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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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16： 檢視現有公私營界別提供的相關服務

3.35 醫院管理局轄下的物質濫用診療所，為患有精神病和／或精神相關併發症的物質濫用

人士提供專科治療。醫院管理局將於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檢視現有公私營界別提供

的相關服務，以加強為酒精相關疾病的患者，提供包括精神健康的中層和第三層健康

護理服務。最終目標是要於二零一五年或之前，將濫用酒精服務合併入物質濫用診療

所。

優先行動範疇5： 加強並制訂支援健康促進的法例

(建議5A) 建議有關當局研究並考慮在飲酒場所以外限制售賣酒精飲品的合法年齡的可行性

行動17： 當具備本地證據時，向督導委員會提出建議 

3.36 本港現時並無在飲酒場所以外售賣酒精飲品的年齡限制。海外經驗和研究已顯示，訂

立最低合法售賣酒精飲品的年齡限制，可有效減少酒精相關危害。一份綜合了132份

於一九六零至一九九九年期間所刊登的海外研究結果的回顧研究指出，有充分證據證

明，修改最低飲酒年齡限制的法例，對減少年輕人飲酒及酒害十分有效68。 研究亦顯

示，即使有限度地加強執法，尤其是配合宣傳與其他社區活動的情況下，亦可減低售

賣酒精給未成年人士的比率達35%至40%68。

3.37 然而，本港缺乏相關研究。推行任何新措施，例如訂立在飲酒場所以外限制售賣酒精

飲品的年齡限制，以及改變酒稅或酒精價格之前，研究該等措施可能帶來的影響和可

行性非常重要，以免引起強烈反對和不可預期的代價，並探討其他考慮因素。現時，

本港學術界正進行酒精的價格彈性研究。當具備這些本地證據時，飲酒與健康工作小

組會建議督導委員會，是否需要建議有關當局研究並考慮在飲酒場所以外限制售賣酒

精飲品的合法年齡的可行性。

68 Wagenaar AC, Toomey TL (2000). Alcohol policy: gaps between legislative action and current research. Contemporary Drug Problems, 27:68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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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和時間表優先範疇 建議 具體行動 主要行動單位

1) 建立有效的資料系統，

以了解酒害的情況，並

提供防控酒精相關危害

的建議和支援 

‧ 定期進行行為風險因素調

查，並在有需要時檢視、

調整和強化飲酒方面的監

測項目

‧ 二零一五年提供有關飲酒

的資料

‧ 繼續檢視本港青少年飲酒

模式的資料

‧ 繼續提供有關疾病負擔的

資料

‧ 二零一一年進行一項系統

分析和有關新社區資料系

統的設計平台的可行性研

究

‧ 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將有關

項目納入「虐待配偶個案

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訊系

統」和「保護兒童資料系

統」的檢討工作中

‧ 二零一一年展開

‧ (1A) 加強監測本港的

酒精情況及飲酒人士

的心理社交／人口特

徵因素

‧ (1B) 加強監測酒精相

關危害

‧ (1C) 促進有關減少酒

精相關危害介入措施

的可行性、成效及成

本效益的本地研究

‧ 透過行為風險因素

監測系統，加強監

測18至64歲成年人

的飲酒行為

 [行動 1]

‧ 利用第二次人口住

戶健康調查，加強

了解15歲或以上人

士的飲酒行為

 [行動 2]

‧ 利用適當的研究方

法，監察青少年的

飲酒模式

 [行動 3]

‧ 繼續監察酒精導致

的疾病負擔 

  [行動 4]

‧ 考慮於社區暴力個

案呈報資料輸入表

格中加入飲酒問題

的可行性

 [行動 5]

‧ 考慮於虐待配偶、

性暴力和虐兒個案

呈報資料輸入表格

中加入飲酒問題的

可行性

 [行動 6]

‧ 舉辦研討會及工作

坊，鼓勵學術團體

和非政府組織進行

相關課題的研究，

並增加他們對各類

資助撥款的了解

 [行動 7]

‧ 衞生署

‧ 衞生署

‧ 學術團體

‧ 衞生署

‧ 衞生署

‧ 醫院管理局

‧ 警務處

‧ 社會福利署

‧ 衞生署

‧ 學術團體

‧ 非政府組織

表四： 具體行動計劃及其目標和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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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和時間表優先範疇 建議 具體行動 主要行動單位

2) 加強伙伴關係及促進相

關持份者的參與

‧ 二零一一年展開

‧ 二零一二年進行一次會議

‧ (2A) 政府部門、其他

健康促進伙伴、非政

府組織、學校、不同

行業的僱主和僱員共

同合作，制定和落實

可切合公眾需要的措

施，以減少酒精相關

危害

‧ 為不同持分者和目

標人士舉辦資料分

享會或研討會，以

提高他們對酒精相

關危害的認識

 [行動8]

‧ 舉辦防控非傳染病

會議，強調防控酒

精相關危害

 [行動 9]

‧ 衞生署

‧ 學術團體

‧ 非政府組織

‧ 社區合作伙

伴(如區議

會和健康城

市)

‧ 衞生署

‧ 社區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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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防控酒精相關危害

的能力

‧ 二零一二年製作飲酒忠告

‧ 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製

作宣傳單張

‧ 二零一二年製作教材

‧ 於廣告版、電視幕牆、酒

吧、餐廳內的影視系統以

及其他策略性地點，發放

防止酒後駕駛的信息

‧ 於停車收費錶刊登修改後

的酒後駕駛法例

‧ 繼續開展多機構合作活動

來防止節日期間酒後駕駛

‧ (3A) 制訂以實證為本

的飲酒忠告，讓公眾

能夠對使用酒精飲品

作出知情的選擇

‧ (3B) 加強社區意識和

行動，以減少酒精相

關危害

‧ 制訂飲酒忠告，以

加強酒精相關危害

的風險通報

 [行動 10]

‧ 製作防止酒後駕駛

的教材

 [行動 11]

‧ 製作年齡適切的教

材，協助父母、教

師和其他人士有效

地與兒童溝通，以

防止未成年人士飲

酒

 [行動 12]

‧ 繼續於策略性地點

宣傳防止酒後駕駛

 [行動 13]

‧ 衞生署

‧ 專業人士

‧ 學術團體

‧ 警務處

‧ 衞生署

‧ 其他政府部

門 

‧ 非政府組織

‧ 警務處

目標和時間表優先範疇 建議 具體行動 主要行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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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保衞生界別可應對非

傳染病的挑戰，並改善

醫療系統

5) 加強並制訂支援健康促

進的法例

‧ 二零一二年製作健康教材

‧ 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制

定篩查及短期介入措施指

引

‧ 二零一五年確保醫院管理

局轄下物質濫用診療所提

供酗酒服務

‧ 稍後就建議通知相關單位

‧ (4A) 邀請醫護專業人

員參與，以減少酒精

相關危害

‧ (4B) 鼓勵醫護專業人

員識別和協助高危的

飲酒人士

‧ (4C) 確保為酒精相關

疾病的患者，提供包

括精神健康的中層和

第三層健康護理服務

‧ (5A) 建議有關當局研

究並考慮在飲酒場所

以外限制售賣酒精飲

品的合法年齡的可行

性

‧ 製作健康教材，以

配合醫護專業人員

減少酒害

 [行動14]

‧ 製作篩查和短期介

入措施指引，以識

別和協助高危飲酒

人士 

 [行動15]

‧ 檢視現有公私營界

別提供的相關服務

 [行動16]

‧ 當具備本地證據

時，向督導委員會

提出建議 

 [行動 17]

‧ 衞生署

‧ 專業人士

‧ 學術團體

‧ 衞生署

‧ 醫院管理局

‧ 私營醫院

‧ 學術界

‧ 醫院管理局

‧ 非政府組織 

‧ 衞生署

‧ 飲酒及健康

小組

目標和時間表優先範疇 建議 具體行動 主要行動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