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會議詳細日程表
會議地點：澳門漁人碼頭宴會廳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及孫逸仙大馬路)

時間

10 月 16 日(星期三)
內容

地點

09:00-10:00

報到註冊

會展大堂 3 前廳

10:00 –10:30

開幕禮
致辭及致送紀念品

會展大堂 3

10:30 –10:45

小休 / 茶點

會展大堂 3 前廳

10:45 –12:30

全體大會

會展大堂 3

12:30 –14:30

午膳

會展大堂 2

14:30 –15:30








15:30 –17:30

18:30-20:30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意禁毒活動簡介 (機構)
澳門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深圳市點點青少年藥物成癮關愛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欣中心
廣東聯眾戒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澳門插畫師協會
廣州白雲自願戒毒醫院
大灣區聯動儀式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意禁毒活動展示
歷奇體驗 TEEN 地
嵌入式青少年禁毒宣傳遊戲
「WeCycle III•改變社輪•單車導賞員及義工訓練計
劃」
聯合公眾力量，服務禁毒減害
機會.人生禁毒桌遊體驗活動



毒父的獨白 及 VR 輔助戒毒應用系統臨床應用





會展大堂 3

歡迎晚宴

P.1

宴會廳 2,3,5

會展大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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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星期四)
時間

內容

地點

09:00-10:00

報到註冊

會展大堂 3 前廳

專題工作坊(一) 新興和流行毒品的應對工作
主持：唐海誼 (澳門理工學院健康科學及體育高等學校
生物醫學技術課程主任)
專題演講：
1. 澳門青少年吸食大麻現狀以及相關因素探究
熊若杉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
2. 探討香港「專上院校」學生吸食大麻的預防及輔導工
作之經驗
張耀基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心弦成長中心)

宴會廳 2

3. 氯胺酮濫用者和苯丙胺類興奮劑濫用者社會人口學特
徵及毒品使用特徵比較
范妮 (廣州市惠愛醫院)
4. 冰毒緩害在本地推行的可行性
黃小華、孟芷欣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明愛容圃中心)
專題工作坊(二) 研究方法
主持：李德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09:00 –10:30

專題演講：
1. Analysis of ARTM’s New 12-Month TC Programme for PWUDs:
A Cox’s Regression Model

張力珩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2. Drug-Related Attentional Bias in Drug Abusers and Rehabilitated

宴會廳 3

Drug Abusers: An Eye-Tracking Study

陳曉暉、梁智熊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青欣中心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3.澳門在學青少年物質濫用與心理疾病共病性之研究
王殿璽 (華僑大學)
專題工作坊(三) 減害策略與輔導治療工作
主持：吳彬彬 (香港戒毒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專題演講：
1. 澳門濫藥者感染愛滋病防治工作面臨的挑戰
許璇珊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工人醫療所)

宴會廳 5

2. 「綜合認知行為治療」於戒毒輔導之應用及成效
黎淑芬、庄曉宇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大學)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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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rauma-Informed Integrative Treatment for Substance Misuse

張明燕、劉美娟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輔導服務中心組)
4.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Program (MMTP): Views
and Experiences of Macao’s Service Users

Sara Vanessa Ma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10:30 –10:45

小休 / 茶點

會展大堂 3 前廳

專題工作坊(四) 禁毒預防與宣傳
主持：張耀基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註冊社工)
專題演講：
1. 青少年學生預防濫藥教育工作－從政策到實踐，從校
園到跨專業協作
馮紫華、黃健安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教
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2. 以反毒情境桌遊加強青少年的拒絕毒品態度之初探研
究
陳盈秀、陳昭秀 (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宴會廳 2

3. 2010-2018 澳門街頭青少年藥物濫用模式–前線外展工
作經驗分享
黃慧珍 (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
4. 學校與社區禁毒預防工作
(Drug Prevention work at Schools and Community)

10:45 – 12:30

周樺峰、黃振明 (Be Cool Project)
專題工作坊(五) 特殊群組的輔導與支援
主持：鄭炳弟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理事)
專題演講：
1. 路環監獄在禁毒及預防重吸工作之現況
林錦美、嚴燕楓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懲教管理局)
2. 探討曾濫藥的更新人士的生涯發展需要及介入可能性
李寶佩、梁雪君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S.Y.部落)

宴會廳 3

3. OH 投射卡團體輔導對女性戒毒者預防復吸作用研究
袁榮親 (廣東省晴朗天心理職業培訓學校)
4. 女性新型毒品強戒者基本特徵及兒童期虐待調查研究
覃穎 (貴州省第二人民醫院)
專題工作坊(六) 家庭支援與輔導介入工作
主持：羅 琳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主任(家庭及社區服
務))

宴會廳 5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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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14:30

1. 基於薩提亞和情緒取向的綜合家庭治療在甲基苯丙胺
依賴患者中的應用效果評價
王增珍(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
2. 提升濫用藥物父母的親職能力：
《健康家庭親子樂－面
談指引》簡介
吳彬彬 (香港戒毒會)
3. 《家心總動員 – 為隱蔽吸毒者而設的進深家庭治療
計劃 -應用「FIDA 家庭介入卡」於華人社會的戒毒輔
導經驗分享》
楊枬英、周鈺山 (東華三院 越峰成長中心)
午膳

會展大堂 2

專題工作坊(七) 戒毒治療與康復
主持：李曉東 (華佑醫療集團 首席醫療官)
專題演講：
1.

以樂洗心：福音詩歌運用於戒毒康復輔助治療――以
《不完美的禮物》與《恩曲》為例
陳 家 燕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

2. 跨理論取向團體治療對男性戒毒人員的幹預研究
曾匯晶 (廣州市海珠區晴朗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宴會廳 2

3. 正念太極拳對強制戒毒人員動作能力的促進作用研究
袁榮親 (廣東省晴朗天心理職業培訓學校)
4. 治療動物如何促進戒毒輔導
王詠暉 (明愛南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14:30 – 15:45

專題工作坊(八) 重返社會與預防重吸
主持：梅偉強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總主任(家庭及社區服務))
專題演講：
1. 澳門青少年合成毒品的使用和侵犯行為
熊若杉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
2. 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下的戒毒措施 2019
鄧麗冰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社會重返廳)

宴會廳 3

3. 戒毒康復人員復吸因素研究（中山市某鎮為例）
文麗瓊、劉秀芳 (中山市北達博雅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4. 與夢飛翔戒藥人士生涯發展計劃
鄭達軒 (澳門挪亞家庭互助協會)
專題工作坊(九)

社區為本的支援及介入

主持：莫關耀 (雲南師範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 教授)
專題演講：
1. 酒縫支己-酒精成癮問題輔導服務
譚國輝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薈穗社)
2. 社區戒毒治療小組的治療因素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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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 – 16:00

蘇子強、陳綺華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 深水埗中心)
3. 文化禁毒在禁毒預防宣傳中的功能與建構
羅羚尹 (雲南師範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
4. 澳門某一醫院進行尿液藥物篩查之初步分析
曾潭飛 盧忠敏 (澳門醫護志願者協會)
小休/茶點

會展大堂 3 前廳

專題工作坊(一) 新興和流行毒品的應對工作
主持：範 妮 (廣州市惠愛醫院 物質依賴科副科長)
專題演講：
1. 香港濫用咳藥水問題的源頭
陳倩盈、劉嘉玲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愛容圃中心)

宴會廳 2
明

2. 116 名男性強制隔離戒毒人員涉麻情況調查
賈東明 (浙江警官職業學院)
專題工作坊(五) 特殊群組的輔導與支援
主持：鄭炳弟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理事)
專題演講：
1. 澳門高危濫藥青少年之休閒活動需求調查
方韻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有機青年)
16:00 – 17:00

宴會廳 3

2. 濫藥孕婦住院式戒毒康復服務：香港戒毒會的經驗
陳少芳 (香港戒毒會)
3. 有用藥媽媽的用藥經驗、需要及介入可能性
李紫婷、郭穎茵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S.Y.部落)
專題工作坊(七) 戒毒治療與康復
主持：王增珍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 教授)
專題演講：
1.

虛擬實境(VR)治療對強制隔離戒毒人員情緒調節能
力的影響
廖豔香 (廣州市海珠區晴朗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2.

丁丙諾啡、納洛酮聯用戒除美沙酮依賴 1 例
李靜 (武漢華佑戒毒醫院)

3.

Introduction of ARTM Residential Treatment for People Who

宴會廳 5

Use Drugs (PWUD): Therapeutic Community with
Bio-Psycho-Social Model

張力珩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17:00-17:30

閉幕禮及交接儀式
P.5

會展大堂 3
10/10/2019.

10 月 18 日(星期五)
時間

09:00-12:30

參觀活動
路線 1：健康生活教育園地 + 觀音堂及蓮峰廟
路線 2：青少年外展服務(SY 部落) + 觀音像及媽閣廟
路線 3：ARTM 九澳康復治療中心 + 麻瘋病院歷史保護區
路線 4：路環監獄 + 路環譚公廟
(註：上述世遺景點/歷史古跡由文化特攻專人講解)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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