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幹事的話

委員會動向
本會感謝楊寶坤校長太平紳士擔任本會名譽顧問、
謝詩賢工程師擔任本會名譽資訊科技顧問、郭桂明先
生擔任本會名譽管理顧問、勞思傑醫生擔任本會執行
委員會委員，以及陳家沛先生、何明惠女士與卓冠豪
先生擔任本會管理委員會委員，為發展本會事務提供
寶貴專業意見。

同行抗疫 百毒不侵
過去數個月，香港與全球 200 多個國家 / 地區一樣，
為對抗確診病例已突破 800 萬的新型冠狀病毒病不遺
餘力。

香港戒毒會為保障服務對象健康、減低受病毒感染的
風險及照顧服務對象 ( 包括非華裔人士 ) 的情緒，特
別為員工及服務對象 ( 包括非華裔人士 ) 舉行「健康
講座」，提高防疫意識。此外，於疫情期間，本會在
轄下服務單位 ( 包括四間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及
五 間中途宿舍 ) 實行一系列的防疫措施，例如安排學
員與家人進行視像探訪、以視像方式為服務對象 ( 包
括接受美沙酮輔導人士 ) 舉行小組、向服務對象 ( 包
括非華裔人士 ) 派發抗疫物資及傳遞健康資訊、實行
彈性上班及午膳時間，以及進行電話會議代替面對面
開會等。

此外，本會亦有賴各友好合作伙伴及社會熱心人士的
關心與支持，慷慨捐贈抗疫物資，與本會員工、服務
對象 ( 包括非華裔人士 ) 及其家人一同對抗疫情。在
此非常時期，服務對象更懂得珍惜與家人的交流、更
深體會與家人彼此支持的重要、更感受到友好合作伙
伴及社會熱心人士的接納與關懷。

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全力配合政府就保障
公共衞生訂立的「減少社交接觸措施」，保持適當社
交距離以減低病毒傳播的機會。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
離雖然因為疫情而拉遠，但我們的心卻是比以往走得
更近、更緊密，透過彼此關心、分享抗疫物資，讓我
們「同行抗疫、百毒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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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防疫物資捐贈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峻，市面上防疫物資出現嚴重短缺，幸得各友好合作伙伴及社會熱心人士的關心與支持，
慷慨捐贈抗疫物資，讓本會的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及時得到保障。本會謹代表受惠人士衷心感謝各單位及熱心
人士的捐贈。

●   社會福利署
●   香港賽馬會
●   香港公益金 ( 中銀香港捐助 )
●   九龍樂善堂
●   古天樂慈善基金
●   葵涌扶輪社
●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outh
●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青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
●   香港獅子山獅子會
●   香港炮台山獅子會
●   香港百俊獅子會
●   香港中港獅子會
●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   灣仔區議會
●   美洲大學世界校友聯盟
●   IEA 創意創業會 X 中大 EMBA 校友會 X RYTH 跑去你屋企
●   實驗劇團「沙磚上」
●   善臨慈善基金會

●   香港關懷協會
●   愛延續愛 ( 國際 ) 有限公司
●   St. James’ Settlement
●   Smile with us HK
●   基督教恩立教會
●   Watermark Community Church
●   梁華藥業
●   ACW Distribution (HK) Limited
●   Artware Limited
●   Qualidux International Co., Ltd.
●   Redress Limited
●   袁尚華教授 ( 經中小企可持續發展學會 )
●   丁煒章
●   陳淑芬
●   詹碧珊
●   羅運萍
●   Robbie CHUNG
●   Frances NG

截至 6 月 12 日，本會感謝以下團體及人士捐贈防疫物資，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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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鄭明輝

今年，本會推薦了輝 Sir 參加新秀社工比賽，
並成功晉身最後四強，這實在令作為同事的
筆者羨慕又嫉妒。他在安慰筆者的同時亦不
忘分享參選比賽的心情。「有這個機會當然
開心啦！因為這表示工作的表現得到認同和
肯定，增加了自己的信心。加上一旦當選，
可以讓公眾了解吸毒人士的需要，在社會上
得到更多的關注，不再忽視。要是可以為機
構爭取多點資源就更好！」這個員工真的為
機構盡心盡力。

他在本會任職社工已有五個年頭，主要負責
石鼓洲康復院「敬社」的輔導工作。他說：
「我的對象主要是較年輕的戒毒人士。在他
們身上看見自己從前的影子，所以更加想要
用社工專業去協助他們脫離毒癮，貢獻更
多。我在石鼓洲成功戒毒，一直操守，但十
年的吸毒過去是真真實實的存在，抹不走。
後悔是必然的，但我會嘗試將經歷轉化成力
量，以陪伴康復者走戒毒的苦路。」

筆者好奇︰「那你的過去經歷在工作上是否
有大幫助？」他笑說︰「作用可大了！我的
過去令康復者一開始已經「假定」我能明白
和了解他們的想法。因為經歷一樣，這能成
功地讓他們在面對權威及專業的戒心降低，
這對我在建立關係上有很大的作用。他們認
定我能感受他們的感受。『你都明白啦！』
因為我有確確實實的體會，這讓我在同理心
方面有優勢，康復者對我自然的信心使我容
易打開話題，方便工作。」

輝 Sir 曾是吸毒人士，他從戒毒到成為社工
的經歷亦廣傳。他的傳奇是不少戒毒人士的
目標。筆者也常常聽到康復者說：「要是我
好像輝 Sir 那樣就好了！」但這不是他可以
角逐新秀社工的唯一原因。在工作的相處當
中，筆者感覺他是一個謙遜、平易近人和工
作認真的人。不知道他又認為自己有甚麼優
點，令他有機會參加這個比賽？他想了想：
「這可能是因為我懂得謙虛，不會因為自己
的位置而有優越感。我亦比較好學，會留意
別人的長處，學習然後嘗試吸收。事實上從前

我較暴躁，但工作期間，我受到資深同事的啟發，在合作中被影
響，被同化，就學會建立會控制情緒的性格。我享受和康復者同
行，與同事互相守望。」噢，輝 Sir 果然謙虛！

「唏，叫我阿輝啦！」

從輝仔到輝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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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貴 雅 修 女 紀 念 婦 女 康 復 中 心 於 2019 年 11 月 舉 行 “Sister 
Aquinas ● Raise Me Up - Memorial Programme of Sister Mary 
Aquinas”。這活動目的是為紀念我們親愛的區貴雅修女，本年正
是區貴雅修女誕生 100 周年。我們也深感榮幸邀請到愛爾蘭駐港
領事 Mr. David Costello 撥冗出席並在致辭中鼓勵一眾學員，也
得到聖高隆龐傳教會的 Tommy Murphy 神父抽空光臨是次深具
意義的紀念活動。

當日學員獻上鮮花並獻唱一曲 “You Raise Me Up” 以感謝區貴
雅修女過往對戒毒康復人士的關注及對戒毒康復服務的貢獻，亦
同時感謝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的照顧及給予改變成長的
機會；另有一位參與「『非常照顧非常媽媽』2.0」計劃的學員分
享她的康復故事，嘉賓們均以熱烈掌聲以示鼓勵和支持。

區貴雅修女在 1919 年出生於愛爾蘭的巴利納斯洛，自 1949 年起
致力帶領聖高龍龐修女在律敦治治療院服務。區貴雅修女作為院
長的領導及其盡責的修女團隊的全心投入下，成功地對抗了在當
時香港公共健康上的一個可怕的病症 – 肺癆病。區貴雅修女除了
在醫療上有顯著的貢獻外，還多年積極參與禁毒常務委員會關注
濫藥者之服務，並由 1981 年起擔任香港戒毒會主席至 1985 年因
病離世。區貴雅修女亦關心香港的越南難民、巴基斯坦境內的阿
富汗人及埃塞俄比亞的飢荒受害者。她遊走各地宣揚神的大愛及
治療患肺癆病的難民。簡而言之，區貴雅修女不單無私關愛她的
病人及戒毒康復人士，也是一位宏揚人道的醫生。為紀念區貴雅
修女對社區及本會無私的奉獻及領導，本中心自 1985 年起以區
貴雅修女的名字命名，事實上本中心已為年輕的女性戒毒者提供
服務超過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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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已於 2016 年撤出香港，但有幸聖高
隆龐傳教會代表 Tommy Murphy 神父當日光臨，一同懷緬區
貴雅修女的事跡和鼓勵一眾學員繼續努力。最感動是活動完滿
結束後收到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一位認識區貴雅修女並曾與她
當年在律敦治治療院一起工作的 Mary Greaney 修女的電郵，
講述區貴雅修女返天家前仍記掛着香港戒毒會，可知本會在區
貴雅修女心中的特別位置呢！

深信區貴雅修女對香港戒毒會為不同年齡、性別、種族及宗教
的濫藥人士提供有質素的服務，協助他們重整人生，使下一代
在健康的社會環境下茁壯成長而感到欣慰；也必定會因這以她
命名的婦女康復中心用心服務濫藥女性及其家屬而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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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總署去年推出「地區為本種族融和
計劃」，目標是推動本港定居的少數族裔人
士和本地華裔居民間的溝通和交流。計劃邀
請了不同的非政府機構舉辦地區為本的活
動，在地區層面促進種族融和，並期望活動
可同時增加參加者對其他族裔文化的認識，
以及提升少數族裔參加者的能力，使他們更
能融入社區。

本會獲民政事務總署贊助，於深水埗區舉行
了一系列名為「種族共融在我深」的藝術和
體育活動，以區內的尼泊爾籍人士和本地華
裔居民為主要服務對象，期望透過這些活動
能提升他們對深水埗區的歸屬感。活動包括
學習印度舞蹈、牆畫藝術、樂隊訓練、卡巴
廸、長跑和山藝訓練等。

牆畫藝術中的「百花樹」和「紙船」由本會
一眾義工及服務使用者，在牆畫導師的帶領
下合力完成。「百花樹」上長著不同的花，
寓意著不同的花也可以共生，只要努力一同
成長，定可百花齊放，綻發光芒。同時亦象
徵著不同的族裔、不同的背景人士，在社會
中亦能和諧共處，共創共融，帶著不同的正
能量，堅持不棄，互相包容。「紙船」的概
念源自詩人冰心的詩作《紙船 — 寄母親》。
「紙船」象徵一種信念，寓意香港戒毒會能
以堅強的信念，陪伴服務使用者駛向堅強、
締造更精彩的人生。

最後，去年 12 月舉辦的「種族共融在我深」
音樂會，除了本會兩支樂隊：美沙酮輔導服
務 LEGOS 和 北九龍社會服務中心 ROCKER
外，還邀請了另外三隊樂隊參與表演。百多
位不同國籍的人士，包括：本地、越南、尼
泊爾和泰國，擠滿了表演場地，透過不同語
言的歌曲互相交流，共享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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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遴選會員
到訪「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

本會成功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推
行為期三年的「賽馬會『健體蜕變』計劃」。
計劃目的為推動住院戒毒康復人士認識運動對
身心帶來的益處，透過提供新穎、有系統、多
元化的康體活動，提高戒毒人士持續運動的動
機，培養恆常運動的習慣，以改善康復人士身
體健康狀況、生活滿足感及自我效能感。計劃
的主要活動包括在本會轄下四間住院式戒毒治
療及康復中心 ( 石鼓洲康復院、凹頭青少年中
心、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及成年婦女
康復中心 ) 舉行不同類型的體育訓練、健康講
座、獎勵計劃，以及訓練學員成為導師。

香港賽馬會五名遴選會員，包括：夏安麗女
士、張永銳博士、郭素姿女士、郭琳廣先生及
林怡仲先生於 2019 年 9 月到訪區貴雅修女紀
念婦女康復中心，並由本會總幹事譚紫樺女士
率同工接待。總幹事譚紫樺向各嘉賓詳細介紹
中心的服務及設施，講解中心如何應用「治療
社區」模式，協助濫藥女性達致個人成長，重
新融入社會。此外，項目經理亦講解計劃內容
和新興運動「躲避盤」的玩法及優點，並邀請
嘉賓觀看中心學員如何在躲避盤課程中發揮團
體精神。學員亦分享個人經歷，講述中心學習
及「賽馬會『健體蛻變』計劃」為自己帶來挑
戰和新鮮感，像玩「電玩」般刺激，隨著運動
量及興趣日漸增強，無論身形、自信及情緒均
感到有所改善；嘉賓勉勵戒毒人士繼續努力，
向正面人生的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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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健體蛻變」計劃：
單車世錦賽冠軍黃金寶到訪石鼓洲康復院分享

凹頭青少年中心參加新界鄉議局新界馬拉松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之「賽馬會『健體蜕變』計劃」，
旨在為正在進行住院式戒毒治療及康復程序的人士，提供新穎、
有系統、多元化的康體活動，認識運動的益處、提高他們運動的
動機、養成恆常做運動的習慣，從而改善身體健康狀況、生活滿
足感及自我效能感。

計劃其中一項活動是「喜動學堂」，邀請在體育界有傑出成就
的運動員向戒毒康復人士分享奮鬥故事。本會日前邀請了單車
世錦賽冠軍運動員黃金寶先生 SBS,BBS,MH 為石鼓洲康復院院
友分享其奮鬥經歷。黃金寶分享在運動員生涯有起有跌，要憑
著堅毅不屈的精神，才能跨越重重難關，在運動方面為香港創
造了傑出的成就。透過互動交流，院友均感受到黃金寶在訓練
期間經驗的刻苦、挫敗和最終獲得冠軍榮譽的喜悅。黃金寶將
自己的成功座右銘「全力做、沒遺憾」送給院友，並鼓勵院友
遠離毒品，多參與體育運動，建立積極的人生目標。

凹頭青少年中心學員在 2019 年 10 月參加了由新界鄉議局舉辦
的新界馬拉松。當日有 19 位學員分別參加了 3 公里及 10 公里
比賽。其中一位學員獲得男子 13-15 歲三公里亞軍，兩位學員
獲得男子 16-19 歲十公里第 4 及 5 名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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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健體蛻變」計劃：
單車世錦賽冠軍黃金寶到訪石鼓洲康復院分享

凹頭青少年中心參加新界鄉議局新界馬拉松

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 303 區青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

本會蒙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青年拓
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贊助，合辦舉行「聖誕
樂聚石鼓洲」服務。有關服務獲獅子會會長、
獅友及其家屬友好大力支持。在服務的過程
中，來自 12 個獅子會的獅友們除了可加深
認識本會戒毒治療康復服務及過來人改變的
心路歷程外，更以悅耳的歌聲、趣味的遊戲
以及豐富的燒烤餐，為石鼓洲康復院院友帶
來歡樂與祝福。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青年拓展及禁毒
警覺委員會、香港戒毒會與香港培康聯會合辦 
「第六屆 YODAC 獎勵計劃」頒獎儀式，已
於 5 月圓滿進行；獲獎同學均為本會服務使用
者的子女。

評審委員會今年選出 11 位同學獲頒「表現優
異獎」，表揚他們在課餘學習或活動等方面表
現優異並獲得獎項；另在社工推薦下，選出 7
位在個人成長方面有顯著進步的同學獲頒「進
步顯著獎」。

配合政府訂立的「減少社交接觸措施」，頒獎
以簡單而隆重儀式進行，大會很榮幸邀得國際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王恭浩總監、梁麗琴
第二副總監蒞臨支持。本屆獎勵計劃亦感謝香
港獅子山獅子會贊助及柯兆均會長出席支持。

聖誕樂聚石鼓洲

第六屆 YODAC 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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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譚紫樺與本會同工出席由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ARTM) 及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UNODC) 合辦的
“Drug Prevention Training”，認識在不同範疇中有關物質使用的預防策略。

總幹事譚紫樺與本會同工出席由新加坡 National Council 
Against Drug Abuse 及 World Federation Against 
Drugs (WFAD) 合辦的 “Asia Pacific Forum Against Drugs 
(APFAD-WFAD @ Singapore 2019)”，與海外業界一同探
討如何完善藥物濫用預防策略。

本會同工遠赴印度出席由 World Federation Against 
Drugs 主辦的 “Asian Regional Forum Against Drugs 
2019”，與來自 48 個亞洲國家的代表就致力建立無毒
世界作交流：包括分享最佳執行方式、加強網路及宣傳
工作的能力。

本會社工鄭明輝及譚嘉慧，應澳門戒毒康復協會邀請，
為當地戒毒人士家屬提供訓練，幫助家屬認識戒毒康
復歷程及如何更有效地與戒毒家人同行。

總幹事譚紫樺與本會同工出席於澳門舉行的「2019 年
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並有本會同工於專題工作
坊中進行報告，題目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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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濫
藥孕婦住院式戒毒康復服務：香港戒毒會的經驗」。

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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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戒毒會第十九屆員工周年聯歡晚會 暨
第十四屆職員子女助學金及
第十一屆家暉舍子女助學金頒獎禮

香港培康聯會五十二周年會慶

本會於 2019 年 12 月舉辦第十九屆員工周
年聯歡晚會暨第十四屆職員子女助學金及
第十一屆家暉舍子女助學金頒獎禮。當晚除
了頒獎，亦有員工抽獎遊戲，本會研究委員
會主席張越華教授更與員工們於台上高歌
載舞，眾人歡唱，熱鬧非常，盡興而歸。

香港培康聯會成立五十二周年，會慶已於
2019 年 10 月舉行，共筵開 35 席，蒞臨的
嘉賓及會友超過 430 人。當晚亦頒發了第
十五屆「郭志良教授紀念助學金」，期望鼓
勵培康聯會會友注重家庭生活，關愛子女
的學業和身心發展。本屆有 8 位會友子女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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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周偉淦主席太平紳士　　李樹輝副主席太平紳士　　譚紫樺總幹事太平紳士　　　督印人：鄭妙娜社會福利總監
編委會：莫寶玲（主編）　葉小冰（執行編輯）  張詠詩　余穎妍　林家樂　李勁行　　排版設計：陳浩境

SARDA 諮詢熱線：2574 3300　　電話：2527 7723　　傳真：2865 2056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3 樓

捐款通知書

我願意支持香港戒毒會的非政府恒常資助活動，以愛轉化生命，現捐助：
□ 港幣 HK$300元  □ 港幣 HK$500元  □ 港幣 HK$1,000元
□ 其他金額 (多少無拘)：港幣 HK$                   元 (請註明)
   
請以銀行劃線支票捐款，抬頭人請寫「香港戒毒會」，連同此通知書直接寄交本會上述地址收。
正式收據將會寄回您提供的通訊地址。

注意事項:
香港戒毒會盡力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條例 ) 中所列載的規定，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
及有妥善的儲存方法。為保障資料當事人的利益，本會只收集當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作有關捐款事宜、簽發
收據及活動報名用途，並只依照上述所說明的用途以及為推廣 (見下文) 使用該等資料。
香港戒毒會可能運用您的個人資料 (包括您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及郵寄地址)，以便本會日後與您通
訊、籌款、作活動/培訓課程邀請或收集意見的推廣用途。倘本會未得到您的同意之前，本會不可以使用您的
個人資料作推廣之用途。您亦可以要求本會停止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上述推廣之用途。日後查閱或更新個人
資料，請致電 2527 7723。
 
□ 本人同意香港戒毒會使用我提供的個人資料作上述推廣之用途。
 
□ 本人不同意香港戒毒會使用我提供的個人資料作上述推廣之用途。

一年內累積捐款達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請減稅。

致：香港戒毒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3樓  電話：2527 7723  傳真：2865 2056

簽署 :   聯絡電話 :       
 
姓名 :    傳真 :        
  
日期 :    電郵 : 

通訊地址 : 

捐款通知書

石鼓洲康復院 ( 申請服務 )

男性戒毒及康復服務中心 女性戒毒及康復服務中心

港島社會服務中心       2838 2323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5 樓

婦女社會服務中心       2574 2311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90-294 號德華大廈 13 字樓 

成年婦女康復中心           2699 9936
沙田新翠邨新明樓 2-3,5-8 號地下及 1-8 號 2 樓

友CHANCE 全方位戒毒治療外展服務：
5264 4716

新德計劃查詢熱線：
9667 9027

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 ( 申請服務 )

東九龍社會服務中心       2356 2663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37-39 號紅磡商業中心 A 座 4 樓 405 室

北九龍社會服務中心       2776 8271
九龍深水埗福華街 45-51 號鴻福大樓 2 字樓

凹頭青少年中心            2478 7026
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 2C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