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2017 年 10 月 17 日(第一天) 

時間 內容 

9:00-9:30 登記 

9:30-10:00 開幕儀式 

10:00-12:00 

全體大會(一) 

1. 陳詠雯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禁毒處禁毒專員) 

2. 郝  偉先生 (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會長) 

3. 許華寶女士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防治賭毒成癮廳廳長) 

12:00-14:00 午膳 

14:00-15:30 

工作坊一：緩減傷害 工作坊二：家人支援及家庭為本的介入模式(1) 

1. 公共衛生與緩減傷害(Public health and harm reduction)  

Professor Alex Stevens 

(英國肯特大學犯罪司法研究教授社會政策及社會研究學系副系主任) 

2. 康復三步曲：漸進式的戒毒康復模式初探  

    葉齊芬、鄭明輝 (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 

3. 應用《自願戒毒求助者高危行為問卷調查》作介入輔導工具及其實踐

經驗  

李麗萍、黃嘉欣 (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戒毒康復處) 

4. 澳門推行清潔針具計劃與減害工作經驗 

Augusto Nogueira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ARTM) 

1. 探索親情間的慈繩愛索如何有助抗毒－親子間的聯繫感對協助

子女戒毒的成效 

倪美華、吳嘉麗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 

2. 強化家庭功能及抗毒認知訓練 

陳文浩、趙金華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 

3. 淺談濫藥者家人支援服務 

譚國輝、李燕平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薈穗社)  

4. 再思互累症，調整社工介入定位 

吳芷玲 (明愛樂協會) 

15:30-16:00 小休及茶點 

16:00-17:30 工作坊三：及早識別及介入模式 工作坊四：家人支援及家庭為本的介入模式(2) 
工作坊主持人：何頴賢博士 澳門理工學院  社會工作學課程  公共行政高等
學校 講師 

1. 青少年戒毒多層輔導模式  

 陳文浩、曾皓謙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2. 預防濫藥多層面介入的工作實踐 

 周佩玲 (教育暨青年局) 

3. 澳門在學青少年的濫藥現狀: 中文與非中文學校學生之比較 

 李德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 

4. 探討隱蔽用藥者的生活經驗研究調查 

 柯麗珊、黃婉琪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SY 部落) 

工作坊主持人：黃劍虹高級護士 澳門醫護志願者協會會長 

1. 《家庭的光與影》─揉合「敘事治療」與「表達藝術治療」予重

塑戒毒者與親人關係 

 吳新健、陳家樂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 尖沙咀中心) 

2. 揉合親密關係於戒毒輔導經驗分享  

 陳詠斯、李芳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 

3. 家庭導向模式於藥物濫用預防之探討 

 黎詩茵 張妙旋 (澳門醫護志願者協會)  

4. 建立以家庭為本的藥物濫用防治模式 

周麗輝 (深圳市點青少年藥物成癮關愛中心) 

 



2017 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2017 年 10 月 18 日(第二天) 

時間 內容 

9:00-9:30 登記 

9:30-12:00 

全體大會(二) 

1. 丁丙諾啡納洛酮舌下片在中國的多中心臨床研究        李靜女士 (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副會長) 

2. 實證為本的毒品政策及海外經驗分享                  Professor Alex Stevens 

                                                  (英國肯特大學犯罪司法研究教授社會政策及社會研究學系副系主任) 

3. 氯胺酮和甲基苯丙胺的泌尿並發症 - 從認知到治療      吳志輝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外科部泌尿外科何善衡中心主任兼教授) 

12:00-13:30 午膳 

13:30-15:00 「真人圖書館」之藥物濫用防治經驗交流 

15:00-15:30 小休及茶點 

15:30-17:00 工作坊五：跨專業協作及身心靈介入支援 工作坊六：刑法的發展及實證研究 

1. 香港精神病醫院與非政府機構合作介入雙重失調患者新模式之成效

分析 

關造之、劉世立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及明愛容圃中心) 

2. 推進自願戒毒工作的思考 

張薇、徐浩博 (山西省 109 醫院藥物依賴科) 

3. 從回顧人生到意義重尋----應用意義治療法於戒毒輔導之淺談 

陳子玲、黃家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朗中心) 

4. 綜合身心靈介入手法應用初探 

馬如真、黃可青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 深水埗中心) 

1. 影響戒毒個案對緩刑戒毒措施認同程度之相關因素探討 

 鄭耀達 (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戒毒康復處) 

2. 治療還是懲罰？監禁與緩刑考驗對物質使用者康復意向之對比  

 Cheung, L.H., Erick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3. 中國強制隔離戒毒成效調查與改革構思 

程衛東 (廣東省惠州其緣戒毒研究所) 

4. Facts and Myths: ICE use in Heroin Abusers 

 劉卡諾 (香港善導會) 

 

 



2017 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2017 年 10 月 19 日(第三天) 
時間 內容 

9:00-9:30 登記 

9:30-11:00 

工作坊七：創新禁毒預防教育手法(1) 工作坊八：特別群組濫藥服務的需要(1) 

1. 社工創新公益項目嵌入校園禁毒服務的作用-以春暖駐布吉街道禁
毒小組特色項目為例 
黃茂磊 (深圳龍崗區春暖社區服務中心) 

2. 以魔術作為禁毒教育工具的可行性初探 
 江永泰 (街總社區青年服務隊) 

3. 移動醫療手機 APP 在中國戒毒康復中的可行性研究 

韓慧、杜江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 

1. 香港的越南裔吸毒人士 HIV 感染風險行為初探 
范雨、戴思韻(香港戒毒會) 

2. 回應男男性接觸者吸毒行為的經驗分享-『PS33 尖沙咀中心』與『關
懷愛滋』的跨服務合作計劃) 
葉永裕(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李啟龍(關懷愛滋) 

3. Review of Chem Fun, HIV and MSM community in Hong Kong 
劉子進 (關懷愛滋) 
 

11:00-12:30 

工作坊九：創新禁毒預防教育手法(2) 工作坊十：特別群組濫藥服務的需要(2) 
工作坊主持人：李德教授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1. 本澳青少年藥物濫用次級預防工作  
      陸綺彬、方韻 (澳門 YMCA) 
2. 澳門青少年藥物濫用與預防策略的性別差異研究 

梁敏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 
3. 創新禁毒預防教育手法-「點．揀」禁毒預防教育應用程式 

梁玉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朗中心)  
4. 虛擬現實(VR)技術在毒品預防教育中的應用價值、實踐與構思 

朱曉莉、杜永平、陳曉云 (福建警察學院禁毒研究中心) 

1. 跨專業介入： 「新生命・孕記」吸毒孕婦支援計劃成效評估 
    尹潔盈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青彩中心) 
2. 少數族裔戒毒康復服務-朋輩教育員的角色和培養上的

特色和挑戰 

Lau Kin Chung, Angus (香港善導會) 
3. 男同志 Chem Sex 濫藥趨勢及介入手法初 

周峻任（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 
4.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禁毒教育計劃-生活技能為本小

組的成效與經驗 
勵楚欣、李穎心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12:30-14:00 午膳 

14:00-15:30 

工作坊十一：重返社會及社區為本介入模式 工作坊十二：戒毒治療與康復 

1. 運用文化藝術於青少年戒毒重返社會的角色和功能 
      LEI ION CHON 李銳俊 (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 
2. 淺談運用社區醫療服務資源和倡導參與禁毒工作(澳門經驗) 

李凱笙 (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戒毒康復處) 
3. 社區戒毒和社區復康工作的問題與對策 

  王萍 (廣西第三強制隔離戒毒所) 
4. 社區「自」療助抗毒-探討應用靜觀體藝模式於預防復吸工作的成效 

鄭婷婷、張耀基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 

1. 藥物-個人-處境綜合分析法：減害心理治療的啟示 
吳彬彬、林詩 (香港戒毒會美沙酮輔導服務) 

2. 多元家庭治療小組在香港戒毒服務的應用初探 

周鈺山、鍾燕婷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3. 吸食笑氣所致精神病性障礙一例並文獻複習 

藍曉嫦 (廣州市惠愛醫院物質依賴科)  

4. 從傳統戒毒中心邁向新時代戒毒模式的服務蛻變 – 明愛黃耀南中心 

陳惠忠、鄭國燊 (明愛黃耀南中心) 
15:30-16:00 小休及茶點 

16:00-17:00 閉幕禮 及 交接儀式 



 

2017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2017 年 10 月 20 日(第四天) 
 
機構探訪(詳情另見「機構探訪簡介總表」 

 

路線 1︰明愛容圃中心 及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賽馬會日出山莊 

路線 2︰聖士提反會城門之源綜合復康家庭 及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路線 3︰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 青彩中心 及 香港明愛 黃耀南中心  

路線 4︰明愛樂協會 九龍中心 及 香港善導會綠洲計劃 自力綠洲宿舍(旺角) 

路線 5︰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藥物濫用者輔導服務 深水埗中心 及 醫院管理局青山醫院 屯門物質濫用診療所 

路線 6︰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愛中心 蛋家灣訓練村 

路線 7︰基督教互愛中心 浪茄男性訓練中心 

路線 8︰基督教正生會 霞澗男/女性/青少年戒毒及康復中心 

路線 9︰香港戒毒會－石鼓州康復院  

路線 10︰懲教署喜靈州戒毒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