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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本會屢獲殊榮，工作得到社

會各界認同及肯定。「關懷

媽媽育兒培訓計劃」在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每兩年舉辦的「卓越實踐

在社福」獎勵計劃，從89個參選計劃
項目中，獲評選為〈十大卓越服務獎〉

之一。此外本會榮獲由傑出企業公民協

會頒發的第一屆「觸動社會慈善嘉許大

獎」，以表揚本會將公民責任融入經營

策略，為社會大眾提供多元化服務，致

力減少社會歧視，向有需要人士伸出援

手及對社會的貢獻。

2013年是石鼓洲康復院開展服務踏入
第50個年頭，多年來石鼓洲康復院一
直緊守崗位，以醫療及社會心理輔導模

式免費為自願戒毒人士提供戒毒治療及

康復服務，成功幫助數以萬計戒毒者脫

離毒海，成績有目共睹。石鼓洲康復院

因應吸毒形勢的轉變，與時並進，積極

回應服務對象的需求，於2010年8月起
為濫用危害精神毒品的年輕人推行「新

德計劃」。院方在戒毒療程上滲入不同

新元素，例如：推薦院友參加長達18
天的外展訓練，加強「奔向驕陽」康復

員長跑隊訓練及參與公開賽事，彰顯永

不放棄的香港精神，達至全人康復。此

外，本會不斷開創多元化的戒毒治療模

式，為濫用危害精神毒品年輕女性及家

人引入「園藝治療」，得到社會各界高

度評價。

本會除了繼續與社會各界攜手推動社區

禁毒教育，還致力參與培訓禁毒工作前

線專業人士，積極參與IFNGO及OFAP
國際會議及2013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
研討會，與禁毒同仁與專家學者交流知

識，為促進業界專業服務經驗傳承出一

分力。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會繼續努力不

懈，靈活求變，肩負起協助吸毒者及家

人，重獲新生，讓弱勢社群融入社會的

使命。我們專心致志，由心出發，與政

府、社區人士和企業伙伴共創無毒、和

諧的社區，使新一代健康成長。

總幹事的話

歡迎執行委員會、
研究委員會新委員

本
會欣告在2013-14年
度，社會賢達丁鍚全

精神科醫生及梁家駒

醫生加入香港戒毒會執行委員

會擔任委員，崔永康教授擔任

研究委員會委員，為本會各方

面發展事務提供寶貴專業意

見。

本會總幹事譚紫樺女士獲委任攜手扶弱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及監管釋囚

委員會委員。

丁鍚全精神科醫生

梁家駒醫生

崔永康教授

總幹事譚紫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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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4月 23日石鼓洲康復院
開幕禮戒毒會主席羅理基爵士致辭

「賽馬會禁毒預防教育中心」開幕
典禮

奔向驕陽長跑隊

復修「虎門銷煙」壁畫

戴安娜皇妃先後在 1989和
1995年來島探訪

接載越南難民離開石鼓洲之船隻
停泊在石鼓洲碼頭

石鼓洲康復院開幕禮之會場掠影

1998年馬英九先生 (現任台灣
總統 )到訪

越南難民準備離開石鼓洲

1963 憲報刊登，石鼓洲康復院正式開放為男性戒毒中
心，並由當時港督柏立基爵士於4月23日主持啟用
儀式。

1976 石鼓洲閘門塔樓建成，並被採用為石鼓洲的徽號。

1982 4間試驗性自助社首次在石鼓洲成立，收容參與自
助小組之住院者。

1985 石鼓洲推行立信程序，成為自勵程序的延續課程。

1987 開始實施朋輩輔導計劃。

1989 (i) 應香港政府要求，香港戒毒會撥出石鼓洲部分空
置地方作為越南船民臨時收容中心，維持約兩
年。

 (ii) 戴安娜皇妃來島探訪。

1998 馬英九先生(現任台灣總統)到訪

2002 由中華巴士有限公司捐贈的可再生能源電力系統正
式啟用，為石鼓洲提供部份之電力供應。

2007 由香港賽馬會資助興建的「賽馬會禁毒預防教育中
心」於3月舉行開幕典禮。

2009 11月份舉辦了「石鼓洲禁毒教育日」，活動總共吸
引了800多位學生及教師出席。

2010 (i) 組織院友參加香港戒毒會「奔向驕陽」長跑
隊，培養院友對抗毒害的恆心與毅力。

 (ii) 於8月推出嶄新的服務「新德計劃」， 為吸食危
害精神毒品的人仕提供6個月至12個月的住院式
治療服務，為院友提供正規的技能訓練，及安排
參加建造業議會舉辦的中工試。

2011 2月20日，「奔向驕陽」長跑隊的院友首次參加
2011年度渣打馬拉松。

2012 (i) 本院之「虎門銷煙」壁畫得到了中文大學的協助
進行修復及重繪。於2月10日，舉辦了大型的壁
畫重繪竣工揭幕儀式。

 (ii) 9月18日，石鼓洲康復院首次推行「培新計
劃」，目的是協助院友能重返社會，為社會提供
生產力，不再與毒品妥協。

2013 6月15日，石鼓洲康復院舉行「金禧慶典暨職業技
能證書頒發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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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天海上外展訓練》
及學員分享

《18天海上外展訓練》
由香港外展訓練學校為本院院友提供《18天海上外展訓練》於本年10月25日

至11月11日期間舉行，共有11位院友及1位職員參加。歷時18天外展訓練讓院友從
實踐中學習，透過海上及陸上野外訓練課程，藉着陌生的戶外環境來模擬這個變幻
莫測的世界，進行各種活動和接受富挑戰性的考驗探索磨練自己，幫助院友發掘並
發展潛能，增強對抗逆境的能力，建立自信。此外，透過集體活動及義工參與來加
強院友團體合作精神，增加對他人和社會的關心。院友積極參與整個過程，以堅定
不移的意志克服種種困難，逆境中互相扶持，建立良好團隊氣氛。11月11日，在多
位院友的家屬、石鼓洲康復院院長、凹頭青少年中心院長、社工及社長的見證下，
舉行嘉許結業禮。參加訓練的院友真情分享，課程令他們永誌難忘，獲益良多，大
大鞏固了他們遠離毒品的決心。

我的18日歷程 (阿傑)
我們一起由石鼓洲出發到西貢大網仔香港外展訓練學校(Outward Bound Hong 

Kong)的基地，在出發前的一天既興奮又有點擔心自己應付不來，畢竟時間有點長。
到達後，聽教練講解及準備出航的用品上帆船，然後準備好主帆，頭帆和二帆揚帆
出海。頭兩天的感覺真的不太好受，因為自己比較怕坐船，但往後也能克服。頭4天
煮食和睡覺都在船上，到了第5天到達西貢牛尾海近岸，大家都好像放下心頭大石，
終於上岸了。我們在一個營區露營及煮食，之後，我們經過大金鐘山、水牛山和飛
鵝山，到達順利邨一個公園露宿，準備下一天給予弱智人士的義工服務。

服務完結後，大家一起分享過程和一些想法，覺得有些人沒有選擇，一生下來
就先天有缺陷；我們有得選擇卻去逃避和放棄自己，令我覺得要珍惜自己，不再依
靠毒品。之後，我們到觀塘一個室內運動場沖涼，因大家幾天沒有沖涼，各人都有
點異味散發出來!

然後，我們到達將軍澳再上船，出帆後不久便掛起了三號強風訊號，教練為策
安全下決定在橋咀島上岸。待風球下了，我們經過維多利亞港-青馬大橋-機場到大
澳觀光。了解舊式漁港。航行中，我們看見了白海豚，經過果洲群島和石鼓洲到達
東龍島上岸，進行了遊繩和48小時的獨處及反思。到了最後一天的晚上，我們在萬
宜水庫旁燒烤。早上，一起跑回基地完成這18天的外展訓練課程。

比較難忘的是義工服務、在大金鐘山上一起努力後看到的景色、螢火蟲、和
白海豚，和在海上和陸上一起擬定路線，當然更開心是我們一起用風帆環繞香港一
週。

King Lee
在18日的旅程中最深刻的是義工服務，除了給我意義外，參與義工服務過程

中，讓我領悟生命的奇妙，讓受助者看到快樂的根源，見證別人在逆境中仍抱樂觀
態度，從而提升自己的心理質素，重拾快樂。在人生歷程中，我也得到不少人的幫
助，覺得幫助別人是一件快樂的事，使別人快樂才能令自己快樂，不論助人的過程
及其後能否得到別人的致謝，都能給我一份發自內心的喜悅，令我反省，在接受別
人幫助的同時，也要盡力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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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
本

會全力支持國際獅子總會中港澳303區青年拓展
及禁毒警覺委員會(YODAC)於本年6月23日晚
舉行「活在當下」禁毒教育活動。本會管理委員

會主席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是該晚活動的贊助人，李博
士太平紳士及本會總幹事譚紫樺女士分別致詞時，鼓勵
年青人愛惜生命，遠離毒品，善用當下的每一天，發展
潛能。

本會註冊社工「2012年香港精神大使」鄭明輝先生分享
自己逆境自強的故事，宣揚禁毒訊息，之後更與本會凹
頭青少年中心樂隊“Belief”合唱禁毒歌曲，鼓勵年青
人積極人生。

『正向心理學』研討會

由
本會與HKUSPACE合辦的「禁毒有法 -教師培
訓課程」之「正向心理Apps研討會」已於本年
7月6日舉行。研討會由保安局禁毒處禁毒專員

許林燕明太平紳士親臨主禮，由本會社會福利總監黃萬
成先生主持，分別請來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聯
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服務經理及臨床心理學家姚穎詩
女士，分享「正向心理是否有效及如何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資深傳媒及戲劇工作者魏綺珊女士分享「如何以
正向心理引導青少年走向快樂人生」及由本會註冊社工
「2012年香港精神大使」鄭明輝先生分享「如何應用正
向心理重建新生服務社群」。

內容深入淺出，主持人和講者的講解活潑生動，引來不
少歡樂笑聲，更重要是家人、青少年工作者及青少年人
在認識正向心理學之餘，亦明白如何身體力行，運用自
己的專長和優點，在生活中找到滿足感和價值。

『正向心理學』研討會『正向心理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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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戒毒會鼎力支持本年 7月 9日油尖區少年
警訊舉辦的 「伙伴同行」之「齊滅罪．展才能」
禁毒滅罪活動，社會福利總監黃萬成先生與

油尖警區指揮官、少年警訊會長及各來賓合照。

本
會社會福利總監黃萬成先生與獲
「2012年香港精神大使獎」的本
會同工鄭明輝先生，在本年11月

21日應邀到沙田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為社會
工作高級文憑課程逾百位一、二年級生分
享香港的吸毒情況、服務和趨勢。石

鼓洲康復院於本年11月3日
參與長洲明愛賣物會，在
社區推行禁毒教育工作。

本
會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 Rhythm」 
鼎力參與由保安局禁毒處於本年8月3日舉
辦之「友．晴天舞蹈平台２０１３」，鼓勵

年青人發展有益身心的興趣，建立健康生活，遠離毒
品。

本
會總幹事譚紫樺女士於本年8月4日播出的香港電台節目 - 〈毒海
論浮生-禁得其所〉，與一眾嘉賓探討香港現時「隱性吸毒」問
題，討論校園吸毒、校園驗毒計劃、緩減毒害、和戒毒治療以及

康復服務等論題，致力闡述和分析青少年吸毒問題，並從各個角度鼓勵他
們遠離毒品，喚醒各界關注隱蔽吸毒問題，為社區禁毒教育出一分力。

Link: http://programme.rthk.hk/r thk/tv/programme.php?name=tv/
drugbattleforum&d=2013-08-04&m=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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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以「關懷媽媽育兒培訓計劃」首次參加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每兩年舉辦的「卓越實踐
在社福－獎勵計劃」，在 49間社福機構共

89個計劃項目當中，「關懷媽媽育兒培訓計劃」獲
選為「十大卓越服務獎」之一。

「關懷媽媽育兒培訓計劃」共服務了 33位懷孕／剛
分娩的美沙酮服藥產婦及其初生嬰兒。這項計劃訓
練成功戒除毒癮的婦女擔任陪月員，在社工督導下
為美沙酮服藥產婦提供育嬰技巧訓練、產前及產後
陪診服務、情緒開導、戒毒康復經驗分享、避孕及
家庭計劃指導等服務。「過來人」的背景和經歷，成
功打破美沙酮服藥產婦尋求服務的心理障礙，更能
以身作則，激發她們徹底戒除毒癮或堅決淨飲美沙
酮代替毒品的動機。我們過去三年的經驗證明，美
沙酮服藥產婦只要下定決心和得到所需的支援，一
樣可以排除萬難，做一位負責任的好媽媽。

「關懷媽媽育兒培訓計劃」獲得「十大卓越服務獎」，
對本會繼續推行創新服務有很大的鼓舞作用。我們
藉此機會，感謝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這項獎勵計
劃，和評審團給予的寶貴意見。「關懷媽媽育兒培
訓計劃」的成功，實有賴匯豐銀行慈善基金撥款支
持、計劃顧問周鎮邦醫生為我們提供專業意見、衞
生署美沙酮診所醫生和醫管局各區兒童身心全面發
展服務的醫生與本會社工緊密聯繫，跟進美沙酮服
藥產婦的進展。我們謹此衷心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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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 年觸動社會慈善嘉許大獎

香
港戒毒會榮獲由傑出企業公民協會首
次舉辦的「2012年觸動社會慈善嘉許
大獎」。評審機構是香港通用公證行

（SGS Hong Kong Limited），並由多位社會知
名人士及學者擔任顧問及評審委員，根據 IS0 
26000及其他國際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分 7
大範疇來評審表現，以表揚機構將公民責任融
入經營策略，為社會大眾提供多元化服務 ,致
力減少社會歧視，向有需要人士伸出援手，表
彰對社會的貢獻。

2 0 1 2 年觸動社會慈善嘉許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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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會總幹事譚紫樺女士帶領下，本會同工參
加由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主辦、中國藥
物濫用防治協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的

「２０１３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本會同工共

發表了 7篇論文及主持了 2個專題工作坊。與禁毒同
仁與專家學者交流知識，為促進業界專業服務經驗傳
承出一分力。

2013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2013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本
會總幹事譚紫樺女士及四位社工
應邀參與在澳門舉行的非政府
組織預防藥物濫用國際聯合會 

(IFNGO) 及 聯合國亞太家庭組織 (OFAP) 
聯合會議。



由
禁毒基金贊助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
舉辦為期兩年的「心花盛放」園藝治療計劃，
至今年十月尾，共八個單元已完滿結束。由園

藝治療師帶領園藝治療小組，藉著接近植物、參與園
藝及相關活動，讓參與學員在照顧植物時更進一步重
新思考自我價值、發掘自我、逐步建立自信。參與的
家人從中得到鬆弛和減壓的機會；親子組更讓學員及
家人重新建立關係。社工更特別為參與學員及其家人
分別安排跟進小組，協助他們進一步思想及實踐在園
藝治療小組之得著。

此項由註冊園藝治療師參與策劃及推行的「心花盛放」
園藝治療計劃，相信是香港首次引入「園藝治療」於戒

毒康復服務程序。我們共有 80位學員和 80位家人有
機會參與這個新嘗試，並從中得著不同的啟發及幫助。
區貴雅中心於本年 12月 13日所舉辦之「心花盛放」園
藝治療計劃分享會，與業界同工交流分享這次推行園
藝治療計劃之經驗。當日除了有園藝治療師和負責的
社工分享她們在計劃推行中的一些心得和感受，也看
到參加學員 /家長的分享片段。同場設有喚醒五種官能
感覺的療癒花園擺設，更展出各參加者的作品及心聲，
讓參與分享會人士現場感受與大自然接觸的美妙，並
欣賞展出作品，得以更明白「心花盛放」在各參加者的
心田裡所播下的種子。這項園藝治療計劃雖已圓滿地
告一段落，希望「心花盛放」的果效及感染力會隨著這
次分享會的參加者帶到社區不同的角落，繼續傳播！

「心花盛放」
園藝治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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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花盛放」
園藝治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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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以嚟同屋企人嘅關係都唔係太好，即
使入咗中心都一直未能「破冰」。自從參
加咗「心花盛放」之後，屋企人了解自己多
咗，媽咪又有機會將自己的心底話分享俾
我聽，而我又可以借插花、種花甚至造
花籃向屋企人表達自己嘅感受等等。
雖然未可以同屋企人關係變番好
似以前一樣咁，但起碼已
經行多咗一大步。 

(Kiu)

   
   
二十八年來第一次敞開心扉對
家人說出自己的感受，係呢
個「心花盛放」園藝小組入
面令我真正咁面對自己
對家人嘅感覺。 

(Mi)

   
    
起初知道「心花盛放」呢個活動真係有點怕，
因為自己從來未接觸過種植，但上咗一堂之後就
開始有興趣。過程中有親子活動，可以同屋企人煮
自己種嘅菜，然後一齊食，可以唱歌同做話劇，更
可以插花送俾屋企人。透過今次活動，的確拉近
咗同家人之間關係，可以對住屋企人講一啲真
心話，真係前所未有嘅開心。 而經過今次，
我見到屋企人對我嘅感覺，我依家覺得
一家人最重要係有果句講果句，坦
誠就okay。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y 
family.  (Pinky)

    
     
「心花盛放」這個小組，把我跟媽媽
的關係拉近了很多，我從未試過跟家
人說過內心說話，但藉著這次小組，
打開了我的內心世界，令我放膽說出
自己的感受，更令我了解到媽媽
對我有甚麼期望，更令我知
道原來家人從沒放棄過

我！ 
(寶仔)

   
     
經過「心花盛放」小組，我覺得最
大得著就係對我同媽咪嘅關係有好大
嘅幫助，我將一直以來對媽咪嘅感
覺係小組裏面講哂出黎，透過親
子活動同媽咪溝通多一點，令
大家了解對方多一點，整
個活動都好開心!   

(Yannis)

「社工跟進輔導小組」
學員之感想：
「社工跟進輔導小組」
學員之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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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6月21日，本會社工陳惠虹姑娘及兩位美沙酮輔導服務
自助小組「聚賢社」組員獲澳門戒毒康復協會(ARTM)邀請，
隨行有培康聯會執行秘書梁炳成先生，到澳門分享本會美沙

酮輔導服務及戒毒成功的經驗。

本年 8月 15日澳門少年警訊學員探訪石鼓洲康復院，了解
戒毒康復服務。

本年 8月 15日福建省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及社會學系副教授及講
師探訪港島社會服務中心，分享兩地在毒品問題、防治政策與

康復治療服務之經驗。

本年 8月 9日上海靜安區 (社會組織培育及管理團 ) 一行 20多
人探訪港島社會服務中心，作戒毒康復服務經驗交流。

7月 20日澳門社工局同工帶同 19名社工及老師參觀區貴雅修
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交流戒毒康復服務經驗。

接待外訪及經驗分享

本年 12月 6日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培訓班學員探訪港島社會服務中心，
分享兩地在毒品問題、防治政策與康復治療服務之經驗。

本年 11月 25日上海市自強社會
服務總社到訪本會。本會與上海市

自強社會服務總社經友好協商，簽

署合作協定，加強滬港兩地戒毒社

會工作交流，促進滬港兩地戒毒社

會工作發展。上海市自強社會服

務總社於 2003年 12月註冊成立，
是中國內地首家專門從事禁毒社會

工作的社會組織，目前在全市 14
個區（縣）設有社工點，共有禁毒社

工 740名，為 3萬多名藥物濫用人員提供社會幫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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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課程學員於本年 11月 23日
探訪本會石鼓洲康復院，實地了解
本會戒毒康復服務

香港戒毒會 2013 年周年大會
第 15 屆職員周年聚餐暨第 8 屆職員子女助學金及
第 5 屆美沙酮服藥人士 ( 家暉舍 ) 子女助學金頒獎禮  

本會在本年12月2日舉行了周年大會，並於會議後
舉辦職員周年聚餐及第8屆職員子女助學金及第5
屆美沙酮服藥人士(家暉舍)子女助學金頒獎禮。除
了本會職員及各委員會委員參與外，兩個助學金
之得獎者及其家屬亦一同出席，接受本會頒發助
學金。當晚除了有遊戲抽獎環節外，更誠邀本會
研究委員會主席張越華教授為大家獻唱，氣氛熱
鬧，大家一同歡聚一個愉快晚上。

本會對於培訓禁毒工作前線專業人士一向不遺餘力，鼎力支持。由社聯學院舉
辦的「戒毒輔導專業證書」課程，為現職禁毒工作並具備基本經驗之專業人

士提供專業培訓，課程內容共有15個單元。本會凹頭青少年中心鄭妙娜院長及區
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李惠儀院長，分別獲邀主講「治療社區的特色和在戒毒
院舍之應用」及「協助戒毒女性多面睇」；此外證書課程學員於本年11月23日探
訪本會石鼓洲康復院，實地了解本會戒毒康復服務。本會希望透過參與主講課程和
接待參觀，共同提升禁毒工作前線專業人士在戒毒治療的臨床輔導技巧，為促進業
界交流專業知識及傳承經驗出一分力。

鼎力支持
「戒毒輔導專業證書」課程



香港戒毒會諮詢熱線：2574 3300
電郵地址：sarda@sarda.org.hk

女性戒毒及康復服務中心

1) 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90-294 號
 德華大廈 13 字樓
 電話：2574 2311　　
 傳真：2891 2105

2)  成年婦女康復中心
 沙田新翠邨新明樓 2-3,5-8號
 地下及 1-8 號二樓
 電話：2699 9936　　
 傳真：2695 7528

1) 港島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號
 修頓中心 15字樓
 電話：2838 2323
 傳真：2891 2152

2) 東九龍社會服務中心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37-39 號
 紅磡商業中心 A座 4字樓 405室
 電話：2356 2663
 傳真：2356 2622

3) 北九龍社會服務中心
 九龍深水埗福華街 45-51 號
 鴻福大廈 2字樓
 電話：2776 8271
 傳真：2778 3345

4) 凹頭青少年中心
 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 2C號
 電話：2478 7026
 傳真：2944 5900

男性戒毒及康復服務中心

個人 / 團體名稱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 /女士 /其他

職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 票

如無法投遞，請退回：
香港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3樓

香港公益金會員機構 印 刷 品

 收到重複郵件，只需寄給我一份。

 請不用再郵寄《朝陽》印刷版予本人。

 請將《朝陽》電郵至  
以便本人網上閱讀，並不用再郵寄印刷版。

請將填妥表格傳真或電郵給我們：

傳真：2865 2056 電郵：sarda@sarda.org.hk

* 本會將記錄您自願提供的資料並妥善儲存作為日後向您發
送《朝陽》之用，直至接獲您的另行通知為止。查詢請致電

2527-7849。

www.sarda.org.hk

 新訂閱者*  更改個人資料者請填寫個人資料*

九龍區賣旗日

本
會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 2014年 3月 22日 (星期六 )
上午在九龍區舉行賣旗日，籌募經費，以發展本會非
政府資助的中途宿舍服務。本會冀望大家能鼎力支持，

成為 3.22賣旗日的義工，協助募捐，又或慷慨捐助，使更多
的戒毒康復人士重建新生。如有意協助賣旗或捐助，歡迎致電
2527-7726與黃家其先生聯絡。多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