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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樂琪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學學系教授
兼香港大學犯罪學中心總監

張越華教授
禁毒常務委員會戒毒治療及
康復小組委員會主席、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6月2日至3日 (星期二及三)

會議地點：網上會議

主題： 凝聚業界、實踐智慧、
            多元模式、緩減傷害

語言：主要為廣東話，部份為英語

專題講者:



時間 內容

9:15 - 9:30 登記

9:30 - 9:35 簡介

9:35 - 10:15 主題發言一 

從政策層面看緩減傷害的定義及爭議
張越華教授 (禁毒常務委員會戒毒治療及康復小組委員會主席、樹仁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

10:15 - 10:55 論壇 

討論者：蕭加欣女士 (啟勵扶青會行政總監)、陳曉暉先生 (香港路德會青欣中心中心主任)
10:55 - 11:10 小休
11:10 - 11:50 主題發言二 

從服務層面看緩害在精神藥物的應用及成效(英語)
黎樂琪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學學系教授兼香港大學犯罪學中心總監)

11:50 - 12:30 論壇 

討論者：蕭加欣女士 (啟勵扶青會行政總監)、陳曉暉先生 (香港路德會青欣中心中心主任)
12:30 - 14:00 午膳

14:00 - 15:00 工作坊1: 緩害策略與手法

主持人: 李景輝先生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研
究中心副研究員)

工作坊2: 及早辨識、預防及教育 

主持人: 蕭加欣女士 (啟勵扶青會行政總監)

促進案主的自主性：剖析「綜合緩害心理
治療法」的精粹

李景輝先生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冰毒緩害在本地推行的可行性 
黃小華先生 (明愛容圃中心助理社會工作
主任)
孟芷欣女士 (明愛容圃中心註冊社工)

大麻的預防及輔導工作之經驗分享

張耀基先生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 
註冊社工)

「生命啟航」– 在職及隱蔽吸毒青年抗毒計劃
實務經驗分享

梁志豪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青
年工作幹事)

15:00 - 15:30 分享、提問及總結

15:30 - 15:45 小休

15:45 - 16:45 躁動的對話：從「說不」到「緩害」與 
「自我照顧」的工作取向

何頴賢博士 (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
學校講師)

由「理解」至「介入」；由「陪伴」至 
「同路」

陳傑明先生 (香港小童群益會觀塘區外展社
會工作隊單位主任)

SOS《家‧倍支援》- 吸毒者家人及隱蔽吸毒
者支援計劃

王煒先生 (香港路德會青彩中心中心副主任)

「強化家庭功能課程」 - 探討家庭為本的介入
模式於抗毒預防教育工作的成效

歐陽芷柔女士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青年工作幹事)

以特殊教育需要群組為對象的禁毒小組 - 健樂
大使小組成效分享

勵楚欣女士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計劃主任(特殊
教育服務))
曾夢兒女士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計劃主任(研
究及發展))

16:45 - 17:15 分享、提問及總結

韓小雲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戒毒治療及社會復康服務服務總監、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藥物濫用防治服務網絡主席)

程序表 6月2日（星期二） 

主持人 :  



時間 內容

8:45 - 9:00 登記

9:00 - 10:30 工作坊3: 戒毒治療模式及 
家庭介入

主持人: 楊旭先生 (香港戒毒
會東九龍區域服務總監) 

工作坊4: 特別組群的服務 
需要及輔導手法

主持人: 李惠華女士 (香港聖
公會福利協會服務總監)

工作坊5: 朋輩輔導及過來人
的轉化

主持人: 梁玉娟女士 (基督教香
港信義會戒毒服務服務總監)

「創傷治療導向」- 戒毒輔導
治療模式

林安佑博士 (香港路德會社會
服務處輔導服務中心組臨床
心理學家) 
張明燕女士 (香港路德會青怡
中心中心主任)

生命回顧對戒毒康復者的 
心靈啟發與幫助

陳子玲女士 (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天朗中心註冊社工) 
郭嘉豪先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天朗中心中心主任)

 
戒毒院舍賞罰制度的發展初探

馮敬民先生 (香港基督教服務
處賽馬會日出山莊副院長)

敘事取向家長工作：有吸毒
行為的母親之團體輔導

蘇育欣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講師)
尹潔盈女士 (香港路德會青彩
中心單位主管)

從男孩成長到男人，成就 
「好男友、好丈夫、好爸
爸、好家庭」

李心怡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計劃主任)
陳瑞曉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計劃助理)

運用多元外展策略提升香港
女性性工作者對毒品危機的
關注

方淑儀女士 (青鳥計劃督導)
吳嘉怡女士 (青鳥項目主任)

朋輩支援員與吸毒者義工的
協同效應

林梓蔚先生 (香港善導會社會康
復及預防犯罪服務計劃主管)
李鏐國先生 (香港善導會社會
康復及預防犯罪服務高級朋
輩支援員)

透過朋輩及PERMA+介入
多元文化群組之禁毒及戒毒
服務

李緒生先生 (香港善導會健康
教育服務計劃主管)
莫穎琳女士 (香港善導會健康
教育服務計劃主管) 

從受助到幫助 - 我在福音 
戒毒的體會

趙金華先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靈愛中心中心主任)
林家俊先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靈愛中心福音幹事)

10:30 - 11:00 分享、提問及總結

11:00 - 11:15 小休

11:15 - 12:15 從處理家人傷痛經歷中，推動
吸毒者康復

黎少媚女士 (明愛樂協會助理
社會工作主任)
葉世銘先生 (明愛樂協會助理
社會工作主任) 

「雙重導向」以家庭為本之 
戒毒評估和介入手法

胡永華先生 (香港路德會青怡
中心註冊社工)
張家年先生 (輔導心理學家)

協助濫藥男同志重建身心 
健康：「再思」綜合輔導模式

何碧玉女士 (再思健康社區組
織總幹事)
李景輝先生 (香港樹仁大學社
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引入孩子友善元素於社區戒毒
治療模式

陳詠斯女士 (香港聖公會福利
協會新念坊督導主任)

《單車x抗毒x義工x研究》
戒毒服務的思考

陳曉暉先生 (香港路德會青欣
中心中心主任)
張栢淳先生 (香港路德會青欣
中心註冊社工)

過來人投身助人專業的經驗
分享

何鴻基先生 (香港明愛黃耀南
中心社會工作員)
胡仲文先生 (香港明愛黃耀南
中心社會工作員)

12:15 - 12:45 分享、提問及總結

12:45 - 14:00 午膳

下頁續

程序表 6月3日（星期三） 



時間 內容

14:00 - 15:00 工作坊6: 醫社協作的戒毒治療

主持人: 陳曉暉先生 (香港路德會青欣中心 
中心主任) 

工作坊7: 重返社會及預防重吸

主持人: 陳澧鈞先生 (香港善導會綠洲計劃 
計劃主管)

提升濫藥者的求助動機的地區醫社協作

陳嵐峯醫生 (家庭醫生)

長期濫藥者或精神病徵狀濫藥者的介入及支
援

董梓光醫生 (屯門物質濫用診療所副顧問醫生)

綜合認知行為治療於戒毒輔導之應用及成效

梁兆騏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青年工作幹事)
莊曉宇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
系助理講師)

VR 新世代預防重吸計劃

劉嘉揚先生 (明愛容圃中心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黃凱欣女士 (明愛容圃中心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5:00 - 15:30 分享、提問及總結

15:30 - 15:45 小休

15:45 - 16:45 處理育有年幼子女濫藥父母個案的跨專業協作

陳鳳英醫生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兒科部副
顧問醫生)

中醫藥緩解冰毒後遺症

劉浩泉中醫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朗中心
中醫師)

越峰運動會-為年輕成年人而設的續顧服務計
劃-以運動介入手法的預防復吸模式

鄭振昌先生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計劃經理)

陳澤杰先生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社會工作員)

解構重吸—預防重吸媽媽小組經驗分享

施明惠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PS33尖沙咀中心
註冊社工)

與寶貝同行—親職及社區為本計劃

陳盈女士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註冊
社工)
鄭慕誼女士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註
冊社工)

16:45 - 17:15 分享、提問及總結

17:15 研討會結束

程序表 6月3日（星期三） 

鳴 謝

韓小雲女士 

李惠華女士

李景輝先生

梁玉娟女士

陳澧鈞先生

陳曉暉先生

蕭加欣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戒毒治療及社會復康服務服務總監、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藥物濫用防治服務網絡主席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服務總監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戒毒服務服務總監

香港善導會綠洲計劃計劃主管

香港路德會青欣中心中心主任

啟勵扶青會行政總監

戒毒服務專業交流及能力建設籌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