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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毒品問題向來嚴重，近年濫藥趨勢由海洛英轉到氯氨酮和甲基安

非他明，甚至可卡因冒起，潮流時興的毒品愈演愈烈。治療策略與時

並進，透過不同的專業團體和社區合作，其中以醫院管理局精神科藥

物誤用診所和協作的精神科藥物社區輔導中心，聯絡、轉介、支援區

內的有關機構和志願團體，處理這個複雜困難的治療康復問題。每年

的精神健康月，是透過活動宣揚社會接納精神病康復人士，而濫藥亦

是構成精神病的一個主因。預防精神病的其中重要的方案就是杜絕毒

品。

這本資源手冊是針對濫藥帶來的多重問題，提供一點預防和治療

的指引。如果讀者從未接觸毒品，這小冊子很可能增強抗拒試用的決

心。如果讀者是曾使用毒品，後來已戒除，這小冊子亦會引導一條不

再重吸的康莊大道。若是現時活躍吸毒的朋友，開始經歷吸毒引致的

健康和社會問題，又想尋求一點協助的話，他們會找到適當的機構。

親友和志願團體亦可善用這本手冊，更有效地協助康復者行這條復元

的旅程。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精神科顧問醫生
黃志強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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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讀 「成癮」問題

2016/17 年度精神健康月的主題為健康人生，不再迷網，並希望加強
社會大眾對「成癮」問題的認識。社會上的不同人對「成癮」問題有不同
的理解。有人說看書會上癮， 也有人說看電影會上癮，甚至有人說做運
動也會上癮。究竟可為「成癮」？其實「成癮」在醫學上是指一種重複性
的強迫行為，而這些行為即使在已知可能造成不良後果的情形下，仍然被
持續重複。這種行為可能因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失調造成，重複這些行為也
可以反過來造成神經功能受損。根據在美國精神科業內擁有權威性地位的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出版的診斷手冊 (DSM-5) ，酒精，毒品及
賭博被列為可導致成癮的物質或行為。而網絡則被列為可能導致成癮的條
件，並需進一步的醫學研究證實。世界衛生組織於 1964 年提出以「依賴」
取代「成癮」，並將依賴綜合症定義為一組生理，行為和認知現象，令患
者因使用某種或某類活性物質而影響其他曾經比較重要的行為。

在酒精及藥物誤用診所內，我們經常診治各種因酒精或毒品導致的
精神問題。臨床上現時最常見被誤用的毒品是俗稱「冰」的安非他命類毒
品。這現象和禁毒常務委員會發表的數據相符。根據禁毒常務委員會於
2016 年尾發表的數據，「冰」已超越俗稱「K 仔」的氯胺酮，為最常被
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除依賴外，酒精和毒品也可引致失眠，情緒波動，
抑鬱，躁狂，思覺失調，以及不同的身體問題。

當診治各種因酒精或毒品導致的精神問題時，我們需要不同的專業
人士參與。病人除了精神科醫生的會診，也會按臨床需要被轉介到護士診
所，社康護士，社工，職業治療師或臨床心理學家。此外，我們也有和社
區上為吸食毒品者服務的輔導中心合作，互相提供支援。在酒精及藥物誤
用診所內，我們提供藥物治療，不同的心理和行為輔導及驗毒測試。病人
可先從其他醫生或輔導中心初步評估後被轉介至酒精及藥物誤用診所接受
進一步治療。

處理成癮或與其相關的精神問題時，除了醫護人員外，病人親友的
參與也十分重要。康復的路程通常慢長和曲折，親友的支持和諒解往往是
是病人繼續治療的動力。希望 2016/17 精神健康月的活動能向社會宣揚正
面的訊息，令大眾正視「成癮」問題！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精神科專科醫生
黃信銘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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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成癮 ?

成癮 (Addiction) 是指一個長期沉溺於某一種事物或活動中，這

些事物或活動可包括：藥物、飲酒、賭博、上網、打機、甚或手機等，

而這些過度沉迷的行為往往佔據了整個人生活，工作、學習、社交及

家庭關係造成嚴重影響。

美國精神病診斷及統計手冊 (DSM-V) 對以上各類成癮行為有一套

診斷標準。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學者 Dr. Shaffer 以「3C」概括了成癮

特點 :

1. 強烈渴望 (Craving)，甚至達到強迫行為的程度。

2. 失去自制 (Loss of Control)，雖然嘗試但卻無法控制有關行為，並出 

   現失控感覺。

3. 不顧後果 (Continued Act)，即使有嚴重的負面後果 ( 如影響身體或

   精神健康、社交或家庭關係、工作或刑事責任等 )，仍然繼續。

如何理解「成癮」？

從醫學角度，「成癮」是一種疾病。心理學角度則視「成癮」為

個人及生理上某種特質，以及在既定社會環境下衍生的行為。從社會

學角度，「成癮」是生活不滿足的具體呈現。

總括來說，成癮可以指不尋常地強烈的渴求，這渴求需要不斷增

加劑量才能產生同樣的滿足，最後形成行為習慣。因此，我們又可以

「慾望」及「行為」兩方面來理解成癮。

成癮包含了兩種形式的慾望：一是成癮者自己的慾望，一是對癮

癖物本身的慾望。這種過度的慾望是病態，因為當事人往往無能為力

去擺脫慾望的衝動。典型的成癮行為，開初之時先是刺激，其後卻變

成了一種重複行為，去獲得一種重複經驗。當事人在多次以重複性的

行為去獲得重複的刺激後，癮癖便形成了。癮癖的特性和嚴重性會因

時間轉變，而癮癖也可能因着當事人嘗試戒癮，或回復正常而中斷。

在一些情況下，成癮者可以獲得間歇性的康復，或是永久性的康復。

成癮行為又可以分為物質性成癮及行為性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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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性成癮的例子有：

麻醉鎮痛劑：海洛英，美沙酮

迷幻劑：大麻，麥角二乙胺

鎮抑劑：巴比士酸鹽甲酮羥丁酸

興奮劑：安非他明，可卡因，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

鎮靜劑：苯并二氮類

其他：氯胺酮、咳藥、酒精、煙草

行為性成癮的例子有：

• 病態賭博

• 病態購物

• 網絡成癮

• 玩手機

• 性沉溺

• 工作成癮

• 飲食失調

• 強迫性運動

資料來源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資源分享平台—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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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介各種成癮問題

(A) 吸毒

1. 藥物

藥物可用來治療感染和疾病。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為藥物所下
的定義，概括性很廣。藥物就是「任何不是日常生活用來維持正常健
康狀況的所需物質，當生物進食此種物質後，便會改變該生物的一種
或多種功能。」換句話說，藥物是能夠改變心身功能的化學品。

藥物可分成以下三類：

醫藥 – 用於治療和預防疾病。這些藥品可在藥房購買，或由普通科
           醫生或牙醫處方配予

社交或休閒藥物 – 這些藥物為社會接受，因為大部份人口都有使用。

這些藥物包括：在茶和咖啡中的咖啡因、酒精，以及在香煙和煙草中
的尼古丁毒品 – 是法例管制的藥物，這些藥物可以產生愉快和興奮
的感覺，藏有和使用都是犯法行為。

2. 毒癮

毒品可以導致依賴，即毒癮。毒癮是反覆地用藥所引起的依賴狀
態。毒癮令人強烈希望吸毒，沒有能力控制毒品使用，雖然毒品傷害
身體仍持續吸食，因吸毒而不能參與其他活動或完成責任，不斷增加
吸食毒品，以及表現退縮。毒癮是一種精神依賴狀態，也包括身體依
賴狀態。身體依賴包括持續地吸食毒品引致身體因渴求毒品而產生生
理反應。精神依賴包括持續地吸食毒品來維持毒品帶來短暫的「身心
愉快」，這快感會隨著毒品藥力失效而消失。《DSM-V》是由美國精
神醫學會提供精神障礙的準則、描述及資料所出版，用來診斷及區分
精神障礙的手冊。

毒癮對一個人的健康有各種有害的影響，使人更容易患上肺癆、
腎病、肝病，以及其他的傳染病如愛滋病。吸毒者也較容易患上各種
精神科疾病，如抑鬱症、焦慮症、甚至精神分裂症。毒癮會影響一個
人的人格發展，當事人可能會為維持自己的嗜好而倣一些社會不能接
受的行為如偷竊、高買、賣淫等等，人生以坐牢告終。他們或會日漸
與朋友和家人隔離，與其他吸毒者自成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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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吸煙

煙草製品是完全或部分用煙葉作為原料製成的產品，用於抽吸、
咀嚼或鼻吸。所有都包含尼古丁這種讓人上癮且能作用於精神藥物的
成分。尼古丁是一種可引致成癮的毒品，可引致人的腦部改變，使人
愈來愈想多加吸食。此外，成癮的毒品會產生難耐的脫癮徵狀。吸食
時感覺良好，缺乏時感受惡劣，這些感受使戒除癮癖殊不容易。自古
以來，尼古丁是最難戒除的其中一種癮癖。醫學界已經證實，煙草危
害健康。煙草所產生煙霧的化學物質，能在 10 秒鐘內，透過肺部進入
血管，迅速地到達腦部，這些物質到達腳趾，則只需 15 至 20 秒。煙
草可引致各種疾病，如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腸胃失調、
口腔疾病。

(C) 賭博

賭博是以金錢或有價值的物件投注在一項不可預知結果的活動
上。賭博可以定義為一種博奕遊戲。賭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例
如：賽馬、賽狗、場外投注、足球、六合彩、賭場博彩、體育博彩、紙牌，
以至股票。

1. 病態賭博

「病態賭博」是指持續及長久之沉溺賭博行為，以致個人、家庭
生活及工作能力受到不良影響。

根據 DSM-IV，具下列十個項目中五個或以上的特徵，便屬於病
態賭博：
• 腦海裡充滿關於賭博的事情
• 需要不斷增加賭博的注碼來達到刺激／感到有需要愈賭愈大
• 曾經嘗試控制、減少或停止賭博但都不成功
• 當嘗試減少或停止賭博時感到焦慮或煩燥不安
• 以賭博來逃避問題或舒解一些不快的情緒 ( 例如 : 當感到無

助、內疚、焦慮或沮喪 )
• 輸了錢後會常常再去賭，希望贏回輸了的錢
• 曾說謊來隱瞞自己的賭博行為 ( 如向家人、輔導人員或其他 )
• 為了籌集賭本，曾作出非法行為 ( 如私用公款、偽造文件、

偷竊、欺騙等 )
• 賭博行為傷害或令個人失去了親密的關係、工作、學習或晉

升的機會
• 依賴他人提供金錢來舒解因自己賭博引致的財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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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網絡成癮

網絡成癮與賭博和吸毒有一樣共通之處，就是讓人可在感情上逃

避現實，使人逃離經常要面對的壓力和社交生活。有些人會恐懼社交

的壓力，害怕別人發現自己的害羞、渺小和不安感覺。由於求學、工

作都有壓力，社交也帶來恐懼，所以網上遊戲便成為很多人感情宣洩

和尋求刺激的方法，因為網上遊戲同時可以達到這兩個目的。在網上，

當事人的名字是隱蔽的，他不用公開自己的身分，因此當事人在社交

和感情上都受到保護，無須面對真實的世界。而網上遊戲也會增加腎

上腺素分泌，從而產生刺激感。網上遊戲因而成為許多青少年人沉迷

的癮癖。

網絡成癮的徵狀

以下是一些沉迷上網的徵狀：

• 腦海經常浮現上網的景象

• 不斷增加上網的時間來維持滿足感

• 重覆嘗試減少上網但卻不成功

• 停止上網時會產生負面情緒反應，如抑鬱或變得激動

• 實際上網時間往往比預計的長

• 因上網而影響工作、學習及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 因上網而向家人或其他人說謊

• 以上網來逃避生活上的問題或負面情緒

資料來源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資源分享平台—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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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癮問題社區治療及復康資源服務 :

3.1 戒酒服務

屯門酗酒服務是全港首創的服務。其目的是幫助酗酒者戒除酒癮及解

決與酗酒有關的問題，這包括：生理、心理、婚姻、工作及家庭。服

務包括：

屯門酗酒診療所

設在屯門精神健康中心，服務範圍包括身體及精神評估、戒酒、輔導、

治療相關的精神及心理問題，如有需要，病人亦可被轉介至其他專科。

診所接受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及醫生直接轉介。戒除酒癮可在門診或

入院進行。

住院服務

酗酒者如需接受住院戒除酒癮服務或治療與酗酒有關的精神及心理問

題，將入住青山醫院。由於醫院未有專為酗酒者而設之病房，故暫時

只提供有限度的住院服務。

社區服務

醫生及護士透過講座、座談會及傳媒教導等，向市民、教師、社工及

護士作社區教育。

「香港戒酒無名會」小組會議

由酗酒診療所成立的酗酒人士小組會議，提供服務給酗酒的門診及住

院病人，會議由戒酒無名會會員主持。小組在青山醫院內舉行。成立

小組目的是給予參預者分享各人的經歷，達致互相扶持及鼓勵，並且

幫助參預小組的酗酒人士更了解自己酗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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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戒毒服務

香港的戒毒治療和康復計劃主要包括：

懲教署推行的強迫戒毒計劃；

衞生署提供的美沙酮自願門診計劃；

香港明愛、香港戒毒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和其他非政府機構，包括

多間福音戒毒機構推行的自願住院戒毒治療計劃；明愛容圃中心、香

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欣中心及青怡

中心、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朗中心和香港聖

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的輔導服務；及醫院管理

局開辦的物質誤用診所。

香港提供多種模式的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以符合吸毒者的不同需要，

令他們有機會重獲新生 。

戒毒治療模式包括：

• 門診治療

•  入院治療

•  院舍 ( 短期或長期 )

•  社區康復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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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戒煙服務

香港主要的戒煙服務由以下部門及團體提供：

• 衞生署

• 醫院管理局

•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及公共衞生學院

• 東華三院

• 博愛醫院

•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樂善堂

1. 衞生署戒煙輔導服務

由衞生署管理的綜合戒煙熱線 1833 183 為使用者提供一站式服務，

以聯絡本港提供之各項戒煙服務。

衞生署戒煙熱線由註冊護士於辦公時間內提供專業戒煙輔導，亦設有

24 小時電腦來電處理系統，為使用者提供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的戒

煙資訊和戒煙藥物資訊。使用者亦可透過電腦系統進行即時尼古丁依

賴程度測試，及以傳真方式索取戒煙資訊。

查詢或預約請電衞生署綜合戒煙熱線︰ 1833 183 ( 按 1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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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戒煙熱線及輔導中心

醫管局自 2002 年開展戒煙輔導服務，由曾接受特別訓練的註冊護士

及藥劑師提供具備實證成效的治療及輔導模式，為吸煙人士戒除煙癮。

查詢或預約請電衞生署綜合戒煙熱線︰ 1833 183 ( 按 3 字 ) 或醫管局

無煙熱線 : 2300 7272

全港各區均有開設戒煙診所 。

3.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及公共衞生學院
(A) 青少年戒煙熱線

對象： 25 歲以下的青少年

查詢或預約請電衞生署綜合戒煙

熱線︰ 1833 183 ( 按 5 字 ) 或

電話： 2855 9557 / 5111 4333

網址： http://www.hku.hk/yquit/

 

(B) 女性戒煙計劃

對象： 為有意戒煙的女性而設

服務範圍：由資深護士顧問為戒煙女士提供度身訂造的個別面談或電

話輔導，解答有關戒煙的查詢，協助了解自己的吸煙習慣及上癮程度，

提供合適的戒煙方案 

電話： 6752 6266 / 3917 2692

網址： http://www.wquit.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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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華三院
由衞生署資助，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成

立，為本港市民提供社區為本的戒煙服

務。此服務分別於本港多個地區 ( 包括灣

仔、旺角、觀塘、長沙灣、荃灣、沙田、

屯門及將軍澳 ) 為戒煙者提供全面及一站

式的戒煙服務。協助吸煙人士戒除煙癮及重建健康生活，並協助公眾

人士認識吸煙及二手煙的禍害 。

查詢或預約請電衞生署綜合戒煙熱線︰ 1833-183 ( 按 2 字 ) 或

東華三院戒煙熱線 : 2332 8977

瀏覽 東華三院戒煙綜合服務中心 網頁。

5. 博愛醫院
由 2010 年 4 月 1 日起，衞生署與博愛醫院推出一

項使用傳統中醫藥的戒煙計劃。

該計劃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和服務，包括戒煙服務、

公眾教育，以及研究項目。在不同地區共 100 個地點提供服務的 20

部流動醫療車，由博愛醫院中醫免費提供戒煙服務，包括輔導及針灸。

博愛醫院中醫社區醫療中心，亦為流動醫療車提供支援。

 

查詢或預約請電衞生署綜合戒煙熱線︰ 1833 183 ( 按 4 字 ) 或

博愛中醫戒煙熱線︰ 2607 1222 

瀏覽 博愛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網頁。

6.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的少數族裔及新移民戒煙計劃由衞生署資

助，旨在向少數族裔及新移民人士提供免費戒煙服務，按不同少數族

裔人士之文化背景及語言提供合適的戒煙服務。

戒煙熱線 : 3156 9012 / 2344 3019

查詢網址 : http://www.ucn.org.hk/?c=smoke_ces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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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由食物及衞生局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贊

助的「觀塘愛無煙」針灸輔導戒煙計劃，致力為吸煙人士提供戒煙輔

導及針灸服務。服務由資深註冊護士評估、跟進及輔導；註冊中醫師

並會提供針灸戒煙療程。社區教育內容包括︰講座、展覽及小組活動。

服務對象︰ 30 至 59 歲的吸煙人士

查詢電話︰ 2191 2887

查詢地址︰ 九龍觀塘翠屏道 3 號地下醫務所

查詢電郵︰ health@cfsc.org.hk

8. 樂善堂
樂善堂「愛。無煙」前線企業員工戒煙計劃是

在衞生署支持下成立。旨在鼓勵及協助企業建

立良好的無煙意識和工作環境，鼓勵員工戒煙。

計劃幫助參與企業制定內部無煙政策，提供健康講座予吸煙及非吸煙

員工，並免費提供自願性參與 4 小時的戒煙工作坊和戒煙輔導。

服務對象︰ 香港註冊公司

查詢電話︰ 2272 9877

查詢網址︰ http://www.scpw.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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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戒賭服務
• 東華三院平和坊 : 熱線 : 2827 4321

• 明愛展晴中心 : 熱線 : 2499 7828

• 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 : 熱線 : 2344 8989

• 香港路德會服務處青亮中心 : 熱線 : 1834633 ( 按 4 字 )

• 香港戒賭中心 : 熱線 : 2426 6262

• 工業福音團契 : 熱線 : 2748 7207

•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 : 熱線 : 8116 0083

• 循道衞理中心 : 熱線 : 2520 4933

3.5 網絡成癮

網絡成癮服務主要由非政府機構提供，對象為6-24歲之青少年及其家長。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網開新一面 - 網絡沉溺輔導中心
服務目標
1. 協助有網絡沉溺行為之青少年重拾生活平衡，使其健康使用網絡
2. 促進家庭發揮支援子女的功能，讓青少年長遠地健康使用網絡
3. 向社會各界推廣健康使用網絡之訊息

服務對象 : 6-24 歲之青少年及其家長
輔導熱線 : 專責同工負責接聽 : +852 2561 0363
接聽時間：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6 時 
               ( 公眾假期除外 )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全健中心」，關顧青少年面對成長中的不良誘惑，尤其著重支
援青少年上網成癮的危機，並關心他們在身、心、社、靈四方面的均
衡成長發展，鼓勵青少年建立具意義及自控感的生活。服務內容包括
成癮行為預防及教育工作，互聯網教育活動及計劃，學校支援服務，
教育及家長培訓工作，小組及個案工作。

聯絡方法 : 電話：2465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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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 - 不再迷 「 網 」 - 預防及治療網絡成癮服務計劃
本計劃旨在加強網絡使用者健康及安全使用互聯網的意識、協助有網

絡成癮人士及其家人重建健康生活模式，並提升家人及相關專業人士

處理網絡成癮行為的知識及技巧。 

服務對象 : 受網絡成癮困擾人士及其家人、在學青少年、家長、公眾

 人士及各從事青少年工作的專業人士 ( 如 : 教師及社工等 ) 

申請服務 : 致電 2827 1000；Whatsapp : 5249 1905 / 5249 9078  或 

 電郵至 iapat-online@tungwah.org.hk

東華三院心瑜軒
東華三院「心瑜軒」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為全港市民

提供多重成癮治療及輔導服務。為了提供一個有效的治療服務，心瑜

軒聚集了一隊跨專業隊伍，包括：精神科醫生、精神科護士、資深輔

導員及臨床心理學家等，提供一站式跨專業的綜合治療服務，包括心

理治療及輔導、身體檢查及藥物治療等。

協助受多重成癮的人士戒除成癮行為包括任何物質成癮如吸毒、酗酒

及吸煙等或行為成癮如病態賭博、消費成癮、網絡成癮、性沉溺等。

聯絡方法 : 致電 2827 1000 (「心瑜軒」多重成癮專線 ) 或

              電郵致 icapt-online@tungwah.org.hk 



18

4. 介紹各種成癮問題的治療模式

4.1 東區醫院藥物誤用護士診所

東區醫院的藥物誤用護士診所，自 2014 年 4 月試行運作，至 2016
年10月開始服務收費。逢星期一及星期五於東座五樓 (J5) 提供個人評估、
戒毒前後輔導以及家庭輔導，由兩位資深護師主理，協助求助者，處理因
濫用藥物或酗酒帶來的成癮問題和困擾。

護士診所服務對象為區內濫用海洛英、安眠藥、冰毒、K 仔 ( 氯胺酮 ) 
、可卡因、咳藥水、搖頭丸等毒品及酗酒人士。求助者可經由本院精神科醫
生轉介，或直接於首次藥物誤用診所覆診，經專科護士評估後作繼續跟進。

服務形式主要透過經驗的專科護士， 先為個別求助者進行身心評估， 
及透過動機式晤談，協助提高他們戒毒或戒酒的動機和決心， 之後會安
排他們約見醫生接受檢查和診斷，首先協助處理「共病的精神科徵狀，並
他們共同訂立短期及長遠的戒毒或戒酒與及操守計劃，例如減低傷害或完
全戒斷方案。需要時亦會為他們轉介合適的輔導及康復機構，以減低他們
再次濫藥或重吸的機會。 

服務內容分個案及家庭輔導兩種：

1. 個案輔導是透過個人輔導，協助濫藥者提高戒毒動機，和訂立康復計
劃，並教授預防重吸的技巧，包括處理心癮、高危處境及負面情緒等…... 
，協助重整生活模式，以培養他們重過健康的生活及重建社交圈子。本診
所的專科護士運用以下治療理論：

- 動機式晤談法     - 認知行為治療     - 正向心理學

2. 家庭輔導是透過家庭系統治療，促進求助者與家人的互動，藉此家人可
掌握抗毒知識、了解濫藥人士之心態及與他們溝通之方法及態度；加強家
人對酗酒問題的認識，例如處理照顧者本身的情緒及面對求助者酗酒的問
題、雙方相處之道及改善與家人溝通的方法等，給予家屬支持和鼓勵。

「改變」是一個過程，普通人戒掉一個小習慣，談何容易？更何況
是一個沉溺的行為！當中人的行為轉變可分為五個改變階段，經驗的專科
護士評估求助者的行為和心態，對處於不同階段的人作出針對性的輔導，
更能有效改變成癮行為。

有鑑於濫藥潮流的改變及懷孕婦女在濫用藥物問題上，有上升的趨
勢，本診所會加強與兒科的合作，透過身體檢查、教育及輔導，減少藥物
或酒精孕婦、胎兒發展甚至社會的影響。 

東區醫院藥物誤用護士診所

資深護師
何麗霞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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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東華三院戒煙輔導服務

背景

本服務由衞生署資助，於 2009 年成立，目標是為市民提供免費、一

站式及社區為本的綜合戒煙服務。

 

目標

1) 協助吸堙人士戒除煙癮及建立健康的生活

2) 向公眾人士宣傳吸煙及二手煙的禍禍害

 

特色

本服務結合心理輔導及藥物治療，醫生或護士為戒煙者進行詳細評估，

並按其健康狀況及尼古丁依賴程度，度身設計合適的戒煙計劃及藥物

療程，協助戒煙者戒除煙癮及建立健康生活模式。費用全免。

 

戒煙熱線：2332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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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東華三院「遠酒高飛」預防及治療酗酒服務
「遠酒高飛」預防及治療酗酒服務於

2005 年成立，由資深社工、臨床心理學

家及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士合作，為受飲酒

問題影響的人士提供專業全面評估、治

療、輔導及支援服務。同時，藉社區宣傳

教育、主題講座及工作坊、員工訓練等，

令大眾認識飲酒對身體、社交及精神等各

方面的影響，鼓勵大眾建立健康生活模

式，遠離飲酒習慣。

服務特色

全人戒酒治療

在戒酒治療過程中，本服務著重個人及小

組輔導模式，協助酗酒人士在身心靈及生

活方式上全面重整，建立健康積極人生。

臨床心理服務

臨床心理學家專業評估及實證的治療模式，為受情緒及精神困擾的服

務使用者提供治療。

醫社跨專業治療

醫管局轄下的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物質誤用診所、青山醫院屯門

酗酒診療所及葵涌醫院藥物誤用評估中心合作，為酗酒人士提供全面

評估、治療及輔導。

酗酒輔導熱線 2884 9876

http://atp.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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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服務簡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於 2002 年 10 月成立，專責為港島及離島區內

有需要的人士，包括：i) 有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及其家人； ii) 有

吸食毒品的高危人士及 iii) 青年工作者、教師、家長及關心吸食毒品

問題的社區人士提供以下服務：

• 透過輔導及社區醫療服務，協助有吸食危害精神毒品者戒除吸毒

行為。

• 為有吸食危害精神毒品者的家屬提供情緒支援及鼓勵積極參與協

助吸毒者復康。

• 推行預防吸毒社區教育活動，協助青少年及社區人士認識毒品禍

害，及預防吸毒問題蔓延。

• 提供專業培訓課程，使青年工作者，教師及有需要人士能有效地

處理吸毒行為問題，及早建立預防措施。

有需要人士，可透過轉介、熱線服務

或親臨中心申請所需服務。而本中心

的社工及護士，也會定期到區內以外

展手法，接觸服務對象。

一般來說，案主會在本中心接受為期 18 至 24

個月的戒毒輔導服務。而在輔導期間，按著案

主的需要和戒毒進度，本中心及案主均有權以

口頭或書面提出終止服務的要求。在可能的情

況下，終止服務需於雙方同意下進行。 



22

中心以不同的專業介入手法，例如動

機式訪談法、家庭介入和運動介入

等，以協助吸毒者走回正軌。另外，

中心還為個案提供醫療諮詢和專業的

臨床心理輔導服務。醫療服務包括身

體檢查、中 / 西醫提供的醫療諮詢、

牙科服務和職業治療服務等。中心務

求以不同的介入及治療手法，為案主

提供最合適的戒毒服務。

另外，中心一向致力為吸毒人士提供

家庭支援服務，期望透過有系統的家

庭介入手法，協助改善家庭關係，提

升家庭功能，以協助戒毒者成功脫離

吸毒生活。

除個案工作外，中心還提供不

同的小組服務，例如協助參加

者發展潛能的技能訓練小組，

有助參加者發展不同興趣。同

時，我們還為區內中學學生，

推行不同小組，例如化妝美容、

咖啡拉花，剪髮和跳舞小組等，

以助學生認識自己不同潛能，

建立無毒健康生活。

社區預防工作上，中心定期在

不同區域組織防毒推廣活動，

並且於每年的 6 月 26 日—國

際禁毒日，舉行大型禁毒宣傳

活動，加強公眾人士對毒品禍

害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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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亦一向致力為業界提供專業培

訓，協助裝備業界同工面對改變中的

吸毒形勢及戒毒人士的需要。

中心期望無論在個案及小組工作，吸毒預防及專業培訓的領域內，都

持續提供高質素的服務，歡迎給予意見，與我們聯絡：

本中心戒毒熱線電話是 2884 1234, 熱線由專業社工接聽，歡迎吸毒人

士、家長及社工致電。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其他時間請留言，我們會盡快回覆！

電話：28840282  傳真：28843262

電郵：csdcross@tungwah.org.hk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TWGHs.CROSS

Webpage: http://crosscentre.tungwahcsd.org

地址 : 

東區及灣仔服務處 (Eastern and Wanchai Office)

9/F, TWGHs Fong Shu Chuen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6 Po Man Street, 

Shau Kei Wan, Hong Kong.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 6 號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 9 樓

中西南及離島服務處 (Central Western, Southern and Islands Office)

香港上環禧利街 2 號東寧大廈 15 樓 1501 至 1504 室

Flat 1501-1504, Tung Ning Building, 2 Hillier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東涌服務分處 (Tung Chung Sub Office)

香港大嶼山東涌逸東 ( 二 ) 邨美逸樓地下 

G/F, Mei Yat House, Yat Tung (2)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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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明愛樂協會於一九六八年成立，是一所服務全港各區，受眾不限性別、

年齡、種族及吸食毒品種類之多元化戒毒輔導服務中心。現時於九龍

及香港島設有兩所中心，專門協助受毒品影響的人士和其家人處理相

關問題，建立健康人生。

服務目標

• 協助吸毒人士戒毒及處理相關問題

• 協助戒毒康復人士維持操守

• 協助有需要人士處理家中吸毒問題

• 提供預防吸毒之教育活動

服務對象

面對吸毒問題之人士及其家人

服務特色

以家庭介入手法處理吸毒問題
於個案輔導中應用家庭系統綜合介入模式 (I-FAST )，透過強化家庭功

能去協助吸毒者訂立戒毒及康復計劃並協助家人有效地處理家中的吸

毒問題。

以創傷知情照護處理個案
以創傷知情照護 (Trauma-informed care) 的角度理解個案及提升他們對

創傷與吸毒關係之醒覺及認知，協助他們梳理由傷痛經歷帶來的影響，

從而達致長久而穩定的康復。

4.5 『明愛樂協會』戒毒輔導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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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戒毒康復者 吸毒／戒毒康復者之家人

• 個案輔導及小組

• 心靈療癒治療小組

• 醫療支援服務 

     ( 由註冊精神科護士提供 )

• 義工活動

• 驗毒服務

• 個案輔導、家庭面談、小組

• 互累症治療及支援服務

• 家人義工外展探訪服務

• 家人抗毒資訊 / 互助小組

服務提供

心靈療癒治療小組 – 與自己連結

義工活動參與 – 與人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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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本會自 2018 年起推行 「新心靈 • 新生命」戒毒康復者及家人

心靈療癒支援計劃。採用著重安全及尊重案主選擇的『創傷知情照護

Trauma-informed Care』(TIC) 為介入框架，協助受毒品影響人士及其家

人了解傷痛經歷對身心所帶來的影響，進一步理解傷痛經歷與吸毒行

為的關連。

過程中讓他們在感到安全的情況下梳理因傷痛經歷帶來的感受及

影響，加強處理傷痛經歷的能力，打破傷痛經歷與吸毒行為的關連，

從而達致長久而穩定的康復。

治療小組內容

第一階段：

• 認識傷痛經歷帶給神經系統、情緒健康、人際關係及衝動行為的

影響

• 理解傷痛經歷與吸毒行為的關連

• 學習穩定經歷傷痛後的身心狀態 

第二階段：

• 認識傷痛經歷對依附關係及溝通姿態的影響

• 梳理傷痛經歷所帶來的負面感受與價值觀

• 增強處理傷痛經歷的內在能力及外在資源

• 學習以健康方式滿足內在需要，減低重吸風險

第三階段：

• 學習與身心靈重新連結

• 聚焦傷痛經歷後的成長及正向轉化

• 以健康的身心狀態達致長久而穩定的康復

( 計劃由禁毒基金資助 )

明愛樂協會 - 「新心靈 ‧ 新生命」
戒毒康復者及家人心靈療癒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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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以樹苗寓意自己在傷痛經歷中的成長

組員以木頭人描繪自己身心狀態

掃描 QR Code
索取更多資訊

中心聯絡方法
服務單位地址
香港中心：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2 樓
九龍中心：黃大仙東頭邨耀東樓地下 1-4 號

聯絡方法
香港中心 Tel: 2893 8060  Fax: 2574 1726
Email: fslhchk@caritassws.org.hk
九龍中心　Tel: 2382 0267  Fax: 2383 0983
Email: fslhckln@caritassws.org.hk

Facebook: caritaslokheepclub
網頁 : http://www.caritaslokheepclub.org.hk
Whatsapp: 9120 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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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東華三院平和坊服務介紹
東華三院平和坊提供一站式及跨專業的綜合服務，透過熱線、個人及

家庭輔導、小組輔導、理財及債務輔導、心理 / 精神評估及治療，以

及其他支援服務等，協助受賭博困擾的人士及家庭。

服務特色

( 二 ) 針對成因及家庭為本

       的治療模式
本中心運用有系統的評估工

具—「華人賭博藍圖」找出

賭博成癮的成因及維持因素，

並以家庭為本設計治療計劃。

(1)  一站式及跨專業服務
服務內容 專業團隊

• 熱線輔導及諮詢 ‧ 精神科醫生

‧ 個案輔導及治療 • 臨床心理學家

‧ 精神科評估及治療 ‧ 賭博治療師

‧ 小組輔導治療 ‧ 資深輔導員

‧ 健康理財及債務輔導 ‧ 社工

‧ 緊急住宿

‧ 社區及青少年教育

‧ 專業培訓

‧ 網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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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實証研究為基礎
本中心運用有系統的評估工具—「華人賭博藍圖」找出賭博成癮的成

因及維持因素，並以家庭為本設計治療計劃。

中心顧問 :

•	 Dr.	Howard	J.	SHAFFER	(Morris	E.	Chafetz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in	 the	Field	 of	Behavioral	Sciences,	Harvard	
Medical	School)

•	 Prof.	Alun	JACKSON	(Honorary	Professorial	Fellow,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Dr.	 Jeffrey	 L.	 DEREVENSKY	 (James	McGil l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nd	Counselling	Psychology,	McGill	
University)

•	 Prof.	Robert	 LADOUCEUR	 (professeur	 émérite,	School	 of	
Psychology,	Université	Laval	de	Québec)

• 陳玉麟醫生 ( 私人執業精神科醫生 )

• 曾繁光醫生 ( 私人執業精神科醫生 )

• 鄭慧婷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 許盧萬珍博士 (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研究員 )

• 崔永豪醫生 ( 青山醫院精神科副顧問醫生 )

• 梁勉予律師 ( 私人執業事務律師 )

熱線電話

戒賭熱線：1834 633 ( 按 1 字 )

平和快線：2827 4321

WhatsApp： 6770 5599

服務時間：

星期一、四、六 ( 上午十時至晚上七時 )

星期二、三、五 ( 上午十時至晚上十時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9 樓 ( 灣仔地鐵站 A1 出口 ) 

網址：http://evencentre.tungwahcsd.org



30

4.7 東華三院 「心瑜軒」預防及治療成癮問題綜合服務
Integrated Centre for Addic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CAPT)
成癮問題困擾現今無數的家庭，不但傷害個人的身體及精神健康、影
響工作及學習，更可能影響家庭關係，社會秩序等。

成癮的定義是指當人不斷出現強烈的渴望去吸食某種物質 (substance)，
當中包括毒品、酒精、煙草等，或參與某種行為 (behaviour)，包括病
態賭博、上網及電腦遊戲成癮、購物或性沉溺等。而吸食的份量或參
與的程度會愈來愈多，在不能吸食或參與時會出現身體或心理上的斷
癮症狀，包括手震、心跳、頭痛、不能習中精神、情緒低落或暴躁，
對生活其他方面失去興趣等。因此，大部份的人都會斷續使用成癮的
物質或行為來減輕斷癮的不適，斷而復始，不能自拔。

國際研究及臨床經驗發現，出現一種成癮行為的人士很有可能會出現
另外一種或多種的成癮問題，嚴重影響生活，令康復及治療的過程十
分複雜及困難。東華三院「心瑜軒」預防及治療成癮問題綜合服務 
(Integrated Centre for Addic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為全港市民提
供多重成癮治療及輔導服務。為了提供一個有效的治療服務，「心瑜
軒」聚集了一隊跨專業隊伍，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一站式治療服務，
同時提供社區教育，專業培訓 ( 包括認可成癮輔導員課程 ) 及實症研
究， 服務內容包括：

(1) 多重成癮輔導及治療

• 熱線輔導及諮詢

• 個案輔導及治療

• 臨床心理評估及治療

• 精神科評估及治療

• 身體健康檢查及諮詢

• 小組輔導及治療

(2) 預防成癮社區及青少年教育

• 學校講座及工作坊

• 高危行業預防成癮計劃

• 大型展覽、海報及網頁

(3) 專業培訓

• 「認可戒癮輔導員」培訓

• 成癮治療模式及手法培訓

(4) 實証研究

• 建立有效及本土化的治療模式

• 建立有效預防青少年成癮計劃

• 預防高危青少年成癮追蹤研究

(5) 網上輔導及自助戒癮計劃

• 提供即時網上輔導

• 提供自助戒癮計劃手機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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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特色包括 :

1. 跨專業合作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專業團隊包括：精神科醫生、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及精神科護士等，

服務包括心理治療及輔導、身體檢查及藥物治療等，務求為個案提供

一站式的復康服務。

2. 以人為本，代替以症狀為本

提供一套整合 (Integrated) 的治療模式，除了個人輔導，我們還會配合

家庭治療、小組支援、興趣發展等，協助個案全人康復，重拾健康生活。

3. 以實證為基礎 (Evidence Base)

在設計治療計劃的同時，我們會配合實證研究，為香港及亞太區訂立

服務水平的基準。「心瑜軒」將與劍橋健康及哈佛大學醫學院教學聯

盟「成癮研究中心」 (Division on Addiction, Cambridge Health Allianc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eaching affiliate) 合作設計及研究本土化的治

療模式。

4. 提供國際認可的專業培訓課程

東華三院心瑜軒獲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lcoholism and Drug Abuse 

Counsellors (NAADAC) 為認可課程培訓中心，為業內同工提供「認可

戒癮輔導員」之培訓。

熱線電話： 2827 1000

服務時間： 星期一、三、四、六 ( 上午十時至晚上七時 )

                星期二、五 ( 上午十時至晚上十時 )

地址：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5 樓 ( 灣仔地鐵站 A1 出口 ) 

網址： http://icapt.tungwah.org 



32

4.8 福音戒毒的介入及重要元素

梁燕珍姑娘 ( 執行總監 )(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

福音戒毒的介入

機構使命宣言：「以基督的愛去協助女性濫藥者戒除毒癮、重建生命及家庭；推動大眾、

彼此關懷，同心抗毒，見証主恩。」

福音戒毒，顧名思義是透過福音，協助當事人認識基督救贖的愛、洗淨心靈、思考人

生意義，從而再定生活目標和方向，彷如漂流的船下錨、不再隨波，而是認清方向才

再穩定地啟航。有別於其他戒毒方法的院舍，在福音戒毒院舍的生活流程中，除了課

堂學習、成長小組、個人輔導等環節外，更會安排早會、靈修、讀經、祈禱、唱詩及

聖經課堂等時段，協助學員認識福音、認識一份無條件的愛。

福音戒毒的服務實踐

巴拿巴共有牧靈、教育、社工、舍監、行政會計、項目發展等六個部門，服務安排配

合機構使命，分為「戒除毒癮、重建生命」、「重建家庭、彼此關壞」、「同心抗毒、

見証主恩」三大方向。

「戒除毒癮、重建生命」

1. 面談講解：當收到入住的申請時，社工會安排約見申請人，清楚講解院舍規則、福

音戒毒模式，並了解申請人的意願和家人的想法。我們不會勉強申請人接受福音，但

需要承諾會尊重信仰活動及課堂、配合院舍規則、以戒毒、更新為目標。

2. 協助適應：入舍當天，會有簡單的歡迎會，由同工及舊學員為新學員祈禱和唱歌，

讓學員明白自己不是單獨面對，而是大家同行。入住的第一週是非常關鍵的時間，身

處陌生、簡樸的院舍內，要克服吸毒的衝動、要學習親手做清潔和舍務、還要上堂做

功課、離開親人、身邊是陌生的臉孔凡此種種，都會成為學員的掙扎。因此，同工必

須敏銳於學員的情緒變化，以面談、祈禱等形式表達關懷和鼓勵。

3. 戒除毒癮：因為院舍是禁閉式住宿，學員不能自由進出院舍或與外界接觸，所以，住

宿期間可完全與毒品隔絕，戒除毒癮。然而，我們要針對的，不是表徵上的吸毒行為，

而是背後使人吸毒的糾纏，要疏解這些糾纏，以至日後不再重吸，才是真正的戒除毒癮。

4. 重建生命：纏繞人生的網羅很多，而感情、財物和權力是三張很大的網，不少學員

在成長路上都經歷過誘惑和傷害，正如聖經所說「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

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羅馬書 7:18)。面

對毒品問題，學員必須反思自己生命中軟弱的地方，作出處理，才能夠避免再次跌倒。

院舍中的刻苦生活、自律訓練、技能學習、福音聚會等，正是推動學員在紀律生活下、

學習自我照顧、戒除陋習，並從生活中了解自己的性情、明白家人、朋輩關係、體會

自己的不足，從而作出改變。



3333

基督的的愛和挽回，正是治理學員生命的甘泉，讓學員明白已經有基督為我們付上贖

價，把我們從罪中拯救出來，讓我們可以重新開始，「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

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歌林多後書 5:17)

「重建家庭、彼此關懷」

學員離舍後，家人、朋友和社區人士的接納和支持，是協助學員不再重吸的重要力量，

所以機構會於學員在舍期間，安排家長日、家長專題講座及家訪等活動，盼能協助學

員與家人調整彼此期望、重整關係及溝通模式，多從坦誠、體諒和正面態度出發。

機構定期舉辦續顧服務，形式包括細胞小組及「愛回家」大型聚會等，推動畢業學員、

過來人、義工、同工互相支持、彼此關懷。

「同心抗毒、見証主恩」

禁毒、抗毒需要各界同心合作、而畢業的學員更需要大家的接納和支持才能堅守新生

活，因此，機構透過外展式社區服務，為學校、團體提供主題教育講座、增加社會人

士對預防吸毒的認識。此外，巴拿巴歡迎各界申請我們派員到場提供事工分享，由牧

者或過來人作勸勉及交流，介紹福音戒毒及巴拿巴的信念，見証上帝恩典。

福音戒毒的重要元素

福音 — 是巴拿巴一切服務的基礎，我們相信福音不但幫助受眾遠離毒品，更能改變她

們的生命，並帶動社會人士關顧吸毒者的需要。「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

信的」( 羅 1:16 上 ) 我們的團訓正是來自聖經路加福音第 10 章 27 節：「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推動福音的重要元素，可以從個人和機構兩個層面來分享。

在個人的層面，同工必須清楚自己的信仰、並認同福音戒毒，因為同工本身就是福音

戒毒的重要元素！我們服侍的群體，來自五湖四海、有不同的背景和性情、學員的共

通點是反叛和濫藥，因此，同工必須能明白自己的情緒、敏銳於學員的需要，以基督

憐憫的心腸來接納、包容學員的頂撞、以愛和關懷來挽回學員破損的生命。同工的言

行，便是信仰的見證、更是福音戒毒中重要一環，以愛的生命來醫治、影響生命。因此，

每一位同工都是上帝所使用的管子 — 在崗位上見証神、傳遞福音。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

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馬書 12:1)

在機構的層面，機構正是由「人」所組成，沒有同工的付出和擺上自己、機構服務只

能流於表面，因此、要推動福音戒毒，機構必須持定方向，以福音為一切服務的基礎、

以挽回生命、歸向基督為目的，以聖經作教導，在日常生活程序中安排早會、靈修、

讀經、祈禱及唱詩等個人或群體聚會，不單牧養學員、更需要牧養同工的靈命。在機

構內凝聚愛的力量 — 唯有愛，能讓同工投入、讓學員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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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介紹常被濫用的物質種類及後遺症

5.1 K 仔 ( 氯胺酮 )

1. 什麼是 K 仔？
K 仔的正式名稱是氯胺酮（ketamine），是一種麻醉藥，特性是效果來

得快而短暫，並不影響呼吸，故常用於小孩、動物或手術環境惡劣下

的情況，如戰場、災場之中。醫學用的氯胺酮是一種無色透明藥水，

方便作注射用途。現在被常濫用的，則是其加熱蒸發而成的白色粉狀

物，便於攜帶和收藏。由於便宜，容易買到，吸食方便，K 仔相信是

現時香港最常被濫用的藥物，尤其是在青少年濫藥者當中。

2. 為什麼濫用 K 仔俗稱為「索 K」？
絕大部份人濫用 K 仔的方法都是將粉末直接吸進鼻

裡，透過微絲血管吸收，短時間內運行上腦，故稱

為「索 K」。通常「索 K」前會首先把 K 仔粉末用

硬卡片碾碎，再將其排成一直線，這兩個步驟俗稱

為「顏 K」和「刮 K」，最後用飲管輔助，將「整條」

K 粉吸進其中一個鼻孔中。有時候為求方便，或者

沒有工具的情況下，有人會把 K 仔放在手背、卡片

或外賣膠湯匙上，直接對準鼻孔吸入。

3. 吸食 K 仔會有什麼感覺？
K 仔屬於「解離性麻醉藥」，所謂的解離性，其實是在指吸食 K 仔後

的感覺。有人形容，「索 K」後會感覺到自己好像脫離現實世界，自

己的感官好像縮在身體裡的一角，外間的環境和人物會變得距離自己

很遠而不真實。亦會感受到幻覺，或是像在高速飛行或失重狀態中的

感覺，或是近似靈魂離體的現象。

在旁邊觀察的話，就會發現那人呆若木雞，反應全無，直至 K 仔的效

果在一兩小時後開始消散，那人才會漸漸反應過來，但依然會活動困

難，口齒不清，迷迷茫茫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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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吸食的份量較少，或者因長期「索 K」以致腦部「習慣」了 K 仔

的效果，則未必會出現以上反應，可能只會感到飄飄然，暈眩，精神

放鬆的感覺，跟酒醉類似，大概會維持三十分鐘。

4. 持續「索 K」對健康有什麼影響？
研究指出 K 仔對腦細胞有害，尤其是加上酒精的話，腦部破壞就更嚴

重。故此「索 K」的人會出現記憶減退，不能集中，智能下降的問題，

影響工作和學業表現。不過亦有研究顯示，在某些記憶力測試當中，

從未「索 K」的人與已經戒除「索 K」習慣的人其實表現相若，故此

可能有部份人的問題會隨著停止「索 K」而慢慢痊癒。「索 K」亦會

引致情緒不穩，焦慮抑鬱的情況。

另外，眾所周知，「索 K」能產生一連串身體毛病，例如原因不明的

上腹痛，泌尿系統的問題包括尿頻、小便赤痛、血尿、腎病等，又或

是鼻黏膜長期受 K 仔刺激，引致鼻塞、鼻水、呼吸困難，嚴重發炎的

話則可能引致鼻中隔穿洞。這些問題並不見於所有「索 K」的人裡，

但我們也不能預計在哪些人身上較容易出現。有些人就算「索 K」時

日尚短，份量不多，也會很早就出現以上問題。

5. 「索 K」會不會上癮？
答案是毫無疑問地會。K 仔並沒有明顯的脫癮

反應，即使突然停止「索 K」，身體也不會有

什麼特殊反應。但 K 仔產生的心癮和心理依賴

比起其他毒品有過之而無不及。「索 K」成癮

者往往由只與朋友一起於夜場消遣才「索K」，

漸漸變成躲在家裡一個人「索 K」，喪失了社

交或其他嗜好的興趣。甚至心癮太大，一天清

醒的時間都在少量地吸食，生活上完全離不開

「索 K」。

( 轉載自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董梓光醫生撰寫本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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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飲酒問題

飲酒是人類生活當中的一部份，適量飲酒，無傷大雅。但飲酒對於身

體和精神健康的影響，卻不容忽視。人人皆知飲酒傷身，但飲出問題，

其實同樣能傷「心」，對精神健康有害，與其他毒品無異。

1. 怎樣飲酒才算安全？
各種酒類所含的酒精濃度不同，故此醫生會以酒精單位來評估一個人

的飲酒份量。一個單位等於約十毫克的純酒精，一罐 375ml 啤酒大概

是 1.5 個單位，一支 700ml 紅酒約 7 個單位，一斤裝的雙蒸米酒是 

15 個單位，而一支 750ml 烈酒（例如白蘭地）則含有多達 30 單位。

英國的專家建議，一個成年男子每星期不應飲多於 21 單位，避免對

身體及精神健康產生危害。而由於女性的身體較容易被酒精侵害，故

此安全的界線比男性為低，僅為每星期 14 單位以下。由此可見，即

使啤酒，紅酒等的酒精濃度較低，只要份量夠高，害處和飲烈酒並無

分別。

就算整個星期來算並沒有超標，在短時間內大量飲酒，俗稱豪飲，同

樣有危險，尤其是酒精中毒猝死的風險，以中年男子由甚。所以，每

次飲酒的份量也最好控制在男性為 4 單位，女性為 3 單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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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每天飲酒有可能令身體開始習慣酒精的影響，從而令人不自覺

地越飲越多，以達致同樣的效果，最後漸漸依賴成癮。所以，就算飲

酒的份量合乎安全界線之下，每星期最好有至少兩天做到滴酒不拈，

以減少成癮機會。

2. 飲酒和抑鬱有什麼關係？
種種研究都顯示，飲酒問題與情緒抑鬱大有關係，而這種關係是雙向

的。英國的數據指，曾經意圖自殺的男性當中，近四成有飲酒問題。

一方面，飲酒太多太頻密，會令人容易抑鬱。酒精能夠抑制中樞神經，

使人感到疲憊，喪失精力。酒精亦會擾亂腦部某些化學物質的水平，

增加患上情緒病的機會。飲酒過量，亦可引致種種身體問題，頹廢的

生活，家庭失和，工作和財政困難等等，這一切惡果都會帶來很大的

精神壓力，自然會令人抑鬱。

另一方面，當感到抑鬱時，有人會借酒消愁，希望藉此感壓，但最後

卻令自己比當初更抑鬱。不錯，飲酒可令人暫時忘記煩惱，放鬆心情，

克服焦慮和恐懼，這些效果對不開心的人來說，最少能帶來數小時的

慰藉。但太過習慣以此面對生活的困難和壓力，把飲酒當作所有煩惱

的萬靈藥，早晚會演變成日飲夜飲，酒精上癮。非但不會解決實質上

的問題，反而令情況比原來更壞，那自然就更抑鬱。

大部份同時有飲酒問題和抑鬱的人，在停止飲酒後數星期內，抑鬱的

情況都會改善。身體覺得健康一點，神志會變得清醒，更有精力做好

本份，與身邊的人相處也變得和恰，自然心情也能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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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怎樣才算是出現飲酒問題？
如果出現以下的警號，那你可能已經出現飲酒問題：

• 每天定時飲酒，有如吃飯，上廁所一樣成了生活必需。 

• 一不開心就想到要飲酒來讓自己好過一點。 

• 經常在酒醒後發現自己忘記了酒醉前和其間發生的事。 

• 一開始飲酒後，就難以控制自己飲多少和多久，往往到爛醉才停手。 

• 愈飲對酒精愈沒有感覺，要灌更多的酒才有醉意。 

• 睡醒後第一件事就要飲酒，因為不飲的話身體會不舒服，坐立不安。 

• 自己或身邊的人希望你減少飲酒，卻怎樣也做不到。 

4. 精神科酗酒服務可以怎樣幫助飲酒問題？
也許是因為羞於啟齒，害怕被別人再怪責，不明白酗酒其實也是一種

病，或是過度悲觀，相信自己已經藥石無靈，有飲酒問題的人往往不

太願意求助。但其實只要通過治療，飲酒問題都可以得到改善。

醫護團隊會評估患者飲酒的狀況，出現的相關身心問題，是否已經成

癮，幫助患者了解自身問題的嚴重性。對於那些已經出現的身體問題，

醫生會提供檢查和轉介至相關專科，同時給予精神問題的治療。然後

醫生與患者共同討論出一個合適的治療目標，例如是減少飲酒份量至

安全水平，還是必需完全戒酒。醫護人員會按個別患者情況，配合適

當輔導服務，度身訂造一套計劃來幫助患者定立目標，漸漸自行減少

飲酒的份量。而遇有困難的個案，或是成癮嚴重的患者，則可考慮短

期住院戒酒療程，出院後配合藥物或復康服務，避免再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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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沒有什麼藥物能治癒飲酒問題？
坊間聲稱有些成藥能減少酒精對身體的影響，保障肝臟健康，其實並

沒有很強的醫學數據支持。不少人亦希望有一種藥物，能夠令人服食

後酒癮全消，不再飲酒，可惜目前這種神藥還未發明。

藥物是整個酗酒治療當中的重要部份，醫生會用藥幫助患者減低戒酒

其間，因脫癮反應而出現的不適；亦會處方維生命保充劑，儘量減少

飲酒導致的營養不良；戒酒後如果心癮仍然強烈，醫生也有一種藥物

幫助患者對抗心癮。但要治療成功，必然需要配合輔導和心理治療，

相輔相成。

( 轉載自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董梓光醫生撰寫本文章 )

相關網站 / 參考資料

東華三院「遠酒高飛」酗酒治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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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麻

1. 大麻是什麼？
大麻乃由一種名為 Cannabis sativa 的植物提煉而成，其有效成份 THC 

(tetrahydrocannabinol) 分佈於大麻花，葉和球莖的部份。故此市面上的

大麻毒品通常看起來是一些經過乾製的花葉，俗稱為「草」，可以混

在一般香煙裡或是另外卷成紙煙吸食。很多人以為偶而吸食大麻並無

大害，反而有助放鬆神經，事實並非如此。

2. 使用大麻會製造什麼效果？
使用大麻後的反應因人而異，就算是同一人，在不同時間或心情下使

用，作用也有不同。一方面，大麻能令人感到放鬆暢快，感官變得更強

烈，例如聽到的快歌比平常來得更令人亢奮。但同時亦有機會產生不良

反應，例如不安焦慮，疑神疑鬼，幻覺等等。通常這些反應只會持續幾

小時左右，但其實大麻在身體殘留的時間很長，可達數星期之久。

3. 濫用大麻對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
研究顯示，大麻對我們的集中力，組織思考有不良影響，效果可持續

數星期之久，故此對學習及工作表現有負面影響，例如較常發白日夢，

分神出錯等。外國的研究亦顯示，服用大麻的司機較容易遇上致命交

通意外，或是在意外中受傷。

4. 濫用大麻會不會引致精神問題？
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持續濫用大麻，尤其是由少年期開始的話，會

導致某幾種精神病。如果本身已經有家人患上該種病，那相應的風險

就更嚴重。澳洲一項關於十四五歲少年的研究指出，有吸食大麻習慣

的人，在成年後患上抑鬱症或焦慮症的機會，比普通人高五倍。幾個

大型的外國研究，亦不約而同地指出，青少年期使用大麻，會增加日

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風險，可達五倍之多。精神分裂症是一種重症精

神病，需要永久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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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少年時期濫用大麻的後果特別嚴重，現在醫學界還沒有肯定答案。

大家的推測是，相比起其他己經發展成熟的器官，我們的腦部在十多

歲時，其實尚在發展當中。如果在這關鍵時間中有毒物入侵腦部，便

可能製造一些隱性的破壞，在成年期後展現出來，變成精神病。

5. 濫用大麻會不會上癮？
持續使用大麻，尤其是每日吸食，與其他毒品一樣，可導致成癮。上癮

後，往往會出現強烈的心癮，就算明知對自己有害，依然忍不住花大量

時間，金錢和心力在吸食大麻之上。每枝大麻的效果感覺漸漸變弱，結

果需要越食越多來維持同樣效果。突然停止吸食的話，約十數小時後就

開始出現脫癮現象，例如胃口減退，失眠，暴躁易怒，坐立不安等，會

持續達一兩星期。

( 轉載自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董梓光醫生撰寫本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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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咳水
咳水，俗稱「ＭＢ」、「Ｂ仔」，是一種容易在普通藥房購買得到的

成藥，藥學上的正式用途為止咳，收鼻水，改善傷風症狀。但這亦是

濫藥者常用的毒品之一，如果服用份量或次數多於醫生建議，又或是

不為治病用途而服用，原則上已算是濫用咳水。

1. 咳水的成份是什麼 ？
市面上咳水種類繁多，有時候甚至為藥房非法自行調配而成，所以實

際成份和其含量往往有不少差異。但主要包括以下三種物質： 

• 可待因：這是一種鴉片類藥物，作用

為壓抑咳嗽。 

• 麻黃素：結構上與冰毒類似，能夠舒

張氣管，減少鼻塞。 

• 抗組織胺：抗敏感藥的主要成份，用

作減少鼻水分泌。 

2. 為什麼咳水會被濫用 ？
咳水含有的麻黃素，由於結構上與冰毒類似，所以它同樣能產生興奮

劑的效果，例如快感，變得健談和精神奕奕，令濫藥者誤以為自己變

得善於交際，自信滿滿。另外由於可待因屬鴉片類藥物，固此也會造

成身心上的成癮現象。為了維持興奮效果，或者減低脫癮造成的不安

和不適，濫藥者往往會越飲越多，身不由己。



43

3. 濫用咳水對身心有什麼害處 ？
最常見的害處是口腔衛生惡劣，由於咳水含有大量糖漿兼會減少口水

分泌，容易造成嚴重蛀牙和口臭，十分影響儀容和社交。大量服用咳

水，會令人焦慮不安，心律失常，並在部份人身上產生類近思覺失調

的精神失常，例如幻覺，妄想，胡言亂語，行為怪異等。部份的精神

失常個案會演變成精神病，並不會因停止濫藥而消除。 

產生成癮現象後，濫藥者將失去身心自由，必須不斷飲咳水才能壓制

令人十分痛苦的脫癮現象，否則便要忍受長達數星期的失眠，焦躁，

身體不適。 

4. 濫用咳水是否違法 ？
雖然咳水容易從一般藥房購得，但其中的成份如可待因和右甲嗎喃，

其實在法律上屬於第一類毒藥，非法管有（例如沒有醫生處方）即屬

違法。

( 轉載自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董梓光醫生撰寫本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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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冰毒

1. 什麼是冰毒？
冰毒的正式學名是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種強力興奮劑，能刺激中樞神

經活動，化學結構與人體的腎上腺素類似。由於外貌上為無色的粒狀

透明晶體，故俗稱為「冰」。冰毒在發明之初，乃是戰爭時期用作減

低士兵勞累，非自然地提升作戰能力的手段。戰後，冰毒開始被濫用

作為派對藥物，其成癮問題和害處才開始漸漸浮現。

2. 冰毒是如何被吸食的？
在香港，最常見的方式為吸入其加熱後蒸發

而成的煙霧，俗稱為「僕冰」。「僕冰」需

要吸食工具，通常以飲管和各種味道的飲品

包裝自製而成，令帶苦味的冰毒較易「入

口」。冰毒也可以口服、直接鼻吸和注射，

但在本地甚為少見。

3. 為什麼冰毒會被濫用？
作為興奮劑，吸食冰毒能提升精力，令人變得集中警覺。當份量進一

步提高時，會出現亢奮、自信提升、增強性慾、令性興奮更強烈等效

果。由於冰毒會令食慾減退，故此也有部份女性用作減肥的手段。

由於興奮劑帶來的快感不自然地強烈直接，日常生活裡很難有同等的

快感，故此美食、個人嗜好、正常社交娛樂等普通人會享受的東西，

再也不能引起濫用冰毒者的興趣。唯有繼續濫用冰毒，他們才能感受

到快樂。

當持續濫用冰毒一段時間後，便會跟其他毒品一樣成癮。包括出現強

烈心癮，時刻都想吸食更多冰毒。份量不足，甚至突然停止的話，就

會出現脫癮現象，人會變得頹喪不振，無精打采，什麼也不想做，只

想賴在床上，大吃大睡，甚至出現抑鬱和自殺念頭。要繼續如常生活，

就只能每天吸食更多冰毒，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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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冰毒能否用來幫助戒除其他毒癮？
坊間有不少人相信，可以用冰毒來代替其他毒品，抑止脫癮現象，幫

助戒毒，因為冰毒較難上癮，容易戒除云云，其實這是沒有根據而完

全錯誤的說法。已經有毒癮下再濫用冰毒，只會由一害變成兩害，甚

至一加一不止於二，引伸出更多健康問題，情況比原來更惡劣。

5. 冰毒對人體有什麼影響？
冰毒被證實能破壞神經細胞，故此對腦部影響最大。就算尚未成癮，

短暫濫用冰毒已能導致手震、磨牙、情緒波動、易怒多疑等情況。長

期濫用，會令智能減退，工作和學習表現變差。對神經細胞的毒害亦

可導致柏金遜症、手震不止；有人相信希特拉的柏金遜症就是長期使

用冰毒所導致。

有不少人亦因為濫用冰毒而患上精神病，有研究指每五個冰毒成癮的

人就有其中一個會出現幻覺、妄想、失眠、暴躁、行為失常等症狀，

與精神分裂症類似。有部份人的症狀，就算停止濫用冰毒幾個月後也

不會消失，對藥物的反應也比普通精神分裂症病人較差，以致要經常

進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腦部以外，冰毒會引起血壓高、心律不整，增加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

跟濫用咳水類似，濫用冰毒的人口腔衛生很差，蛀牙和脫牙的情況常

有發生。臉上和身體其他部份的皮膚會長出俗稱「冰瘡」的皮疹，嚴

重影響社交。如果當初為減肥愛美而「僕冰」，可算是得不償失。

( 轉載自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董梓光醫生撰寫本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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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鎮靜劑 / 安眠藥

1. 鎮靜劑和安眠藥是什麼？它們有什麼藥用價值？
鎮靜劑是一種藥物的總稱，泛指那些令中樞神經放鬆的藥物，有使人

神經迅速放鬆，減低焦慮的作用。醫生有時候會使用一些速效而藥力

短的鎮靜劑供病人臨睡前服用，達致較容易入眠的效果，故此部份的

鎮靜劑亦可被稱為安眠藥。

在精神科，鎮靜劑主要被用作暫時紓緩焦慮症狀，與及因精神病引致

的失眠問題。除此以外，鎮靜劑亦被應用於治療陽癇症（俗稱發羊

吊），肌肉繃緊，戒酒時產生的脫癮症狀之上。

2. 鎮靜劑為什麼會被濫用？
由於服用鎮靜劑後會產生紓緩情緒，煩惱全消的效果，如果份量過多，

甚至會出現暢快，飄飄然的感覺。故此，多年來鎮靜劑一直被吸毒者

所濫用，由早期的忽得 (methaqualone) ，十字架 (triazolam)，藍精靈 

(midazolam)，安定 (diazepam)，以至近年流行的白瓜子 (zopiclone) 及

最近期的 “Five 仔” (nimetazepam) 等等，其實都屬於鎮靜劑。

有時候並不只吸毒者才會濫用鎮靜劑，有些病人起初是經醫生處方獲

得鎮靜劑，用作暫時減輕病情，後來在沒有醫生指示下的情況，自行

增加劑量，或是變成長期每天服用。這種情況，亦算是濫用鎮靜劑。

3. 濫用鎮靜劑會出現什麼問題？
主要問題是成癮現象，某些人在長期每天服用鎮靜劑下，會產生類似

其他毒品的成癮現象。劑量要越用越高，才能入眠，否則就要面對痛

苦的脫癮症狀，包括嚴重失眠，焦慮，手震心跳，反胃作悶等等。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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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醫生都會建議病人避免每天都使用鎮靜劑，只有在症狀特別難受

時才服用，減低成癮機會。

鎮靜劑份量過高，會出現中毒反應，在老人家身上尤其容易出現。症

狀包括神志迷糊，口齒不清，步履不穩，影響集中和判斷力，增加意

外受傷的風險。最嚴重的情況下可能會令身體停止呼吸而死亡。酒精

可以令鎮靜劑的效果變本加厲，如果同時飲酒和服用鎮靜劑，即使份

量不高，在「一加一等於三」的情況下，也同樣有機會導致中毒。

鎮靜劑能壓抑大腦，長期使用下，會令人精神不振，智能減退，工作

或學習表現大不如前。對於情緒亦有負面影響，令心情容易鬱結。這

一點對本身已經患有情緒病的人尤其要注意，因為有些病人會以鎮靜

劑作為排解情緒低落的方法，減少沈溺在負面情緒的時間，容易入睡，

但這往往令自身的情緒病變得更壞，更難處理。

4. 如果鎮靜劑成癮的話可以怎辦？
如果不幸已經成癮，首先要注意的是，切勿自行突然停藥，因為這樣

可導致嚴重的脫癮現象，出現生命危險。較理想的做法，是儘快向精

神科醫生求助，分析成癮的原因，了解有什麼其他服藥以外的方法來

處理失眠和焦慮。某些情況下，醫生可以處方一些長效的鎮靜劑，用

作代替原本濫用中的藥物，因為它們較難產生耐藥性和脫癮現象，相

對上較為容易慢慢戒除。遇上嚴重成癮的案例，就可能需要一個短期

住院療程，才有成功機會。

最理想的辦法，其實是防範於未然，避免產生成癮。例如不要自行從

藥房購買安眠藥，獲得醫生處方鎮靜劑的話，亦不要自行調高份量，

儘量在有必要時才服用，就能減低成癮機會。

( 轉載自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董梓光醫生撰寫本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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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鴉片類藥物

1. 什麼是鴉片類藥物？它們有什麼藥用價值？
鴉片類藥物，泛指由植物「罌粟」提煉出來的藥物，或化學結構相類

似的人工合成物。常見的例子有嗎啡，海洛英（俗稱白粉），曲馬多，

美沙酮，菲士通等。它們是強而有效的鎮痛藥，能減低痛覺，加強忍

痛能力，故此被廣泛應用在治療各種痛症當中。由於同時有止咳，減

慢腸道活動的作用，所以部份止咳藥和止瀉藥中亦含有鴉片類藥物。

2. 為什麼鴉片類藥物會被濫用？
大約在五百年前，歷史上已有使用鴉

片作為毒品的記載。除了止痛，鴉片

類藥物有使人感到快慰，平靜舒暢的

效果。各種鴉片類藥物產生這些效果

的速度，持續時間和強度各異，其中

以海洛英的藥性最為快速而強烈，尤

其是在直接注射入血的情況下，故此

海洛英是最常被濫用的鴉片類藥物。

由於成癮極為容易，吸食海洛英的人在很短時間內就會產生強烈的心

癮，變成每天都要吸食，並且越食越多，並由入煙，追龍，最後變成

直接注射入血管，以達致足夠的藥效。若在數小時內沒有吸食，或是

份量不足，就會出現痛苦的脫癮症狀，例如緊張不安、暴躁、全身顫

抖、失眠、出汗、腸胃不適、四肢疼痛等，可持續三到五天。由於十

分難熬，所以當吸毒者出現脫癮反應時，行為往往會變得不顧一切，

只求儘快得到毒品紓解。去到後期，吸毒者其實並不能從吸毒當中得

到任何快感，繼續的理由只是抑止脫癮反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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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濫用鴉片類藥物有什麼危險？
首先，過量服用鴉片類藥物，會出現中毒反應，可導致昏迷不醒，停

止呼吸，因而致死的情況。非故意的情況下中毒，在注射海洛英的人

當中甚為常見，這是因為白粉純度飄忽，含有相當有毒雜質，直接注

射入血亦讓人在很短時間內中毒。有時候隨著吸毒者暫停吸食海洛英

一段時間，身體對海洛英的反應會變得敏感，若果服用慣常份量的毒

品，亦會導致意外中毒。

長期使用鴉片類藥物，亦會引致抑鬱，情緒不穩，口乾，便秘，浮腫，

性冷感等問題。海洛英含有的雜質當中，有時會包括鎮靜劑和興奮劑，

可產生精神病的症狀，例如思想混亂、幻覺、妄想等，這在本身已經

有精神病的人身上尤為常見。

另外以注射入血的方式濫用海洛

英，對身體的危害極大，尤其是

重覆使用，或是與他人共用針筒

的情況下更為危險。可能出現的

嚴重問題包括愛滋病，肝炎，膿

瘡，血管及軟組織感染或壞死，

心瓣發炎等等。

4. 濫藥科的住院戒毒服務有什麼好處？
在鴉片類藥物成癮的治療當中，住院戒毒可算是成功機會高而痛苦較

少的方法。住院其間，濫藥科的醫療團隊會緊密觀察患者的身體狀況，

提供足夠份量的替代藥物，儘量抑制脫癮反應出現。由於使用的替代

藥物有所不同，所需時間亦較傳統美沙酮替代療法較短，約為兩至三

星期左右就能完成。完成療程後，亦較少出現持續的微量脫癮不適反

應。醫院的環境能夠隔絕種種不良影響和引誘，讓患者專心面對和處

理濫藥的問題。住院的時間，亦是一個黃金機會，讓醫療團隊評估和

治療因濫藥引起的身體毛病和精神問題，並提供戒毒的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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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強調的是，住院戒毒雖然能有效消除身體上對於毒品的依賴，

但這僅是戒毒治療的第一步。要避免日後重吸，仍需要配合各種身心

治療，輔導，工作復康等工作，才能真正治癒濫藥問題。

( 轉載自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董梓光醫生撰寫本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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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有機溶劑 ( 天拿水 )

1. 什麼是有機溶劑？
有機溶劑泛指一些容易揮發的化學液體，通常嗅起來濃
烈刺鼻，例子有天拿水，電油，打火機燃料，強力膠水
等。原則上濫用有機溶劑（俗稱「high 天」）並不違法，
除非因使用後的異常行為觸犯法例。但「high 天」會產
生極嚴重的健康問題，後果往往比濫用其他藥物嚴重。
由於危險兼副作用大，故只有無法負擔其他濫藥習慣的
邊緣青年，較常濫用有機溶劑。

2. 濫用有機溶劑會產生什麼感覺？
有機溶劑經口鼻吸入後，能迅速經肺部進入血液，運送上腦並造成突
然缺氧的效果，於是在短時間內產生類似醉酒的感覺。例如感覺迷糊，
飄飄然，昏昏欲睡，暈眩，步履不穩等，並可能出現幻覺。

效果大約持續三十分鐘，如果經常濫用，可以持續更久。效力散去後
通常會出現頭痛，噁心，嘔吐，口齒不清等反應。使用其間由於對外
界反應減慢，判斷力受到影響，甚至昏迷不醒，很容易因意外或其他
危險行為而受傷，甚至死亡。

3. 濫用有機溶劑主要有什麼危險？
最大的危險是有機會毫無先兆地突然死
亡，主要的死因是心律不正常導致急性心
臟衰竭，亦可以是心臟負荷過重而誘發隱
性心臟病，也可能是昏迷其間吸入自己的
嘔吐物引致窒息。

持續吸入有機溶劑，除會致癌外，也對近乎所有器官造成不可逆轉的
慢性破壞。例如骨髓無法造血，肝和腎的慢性衰竭，中樞神經破壞，
引致精神錯亂、痴呆、眼盲、耳聾等。

4. 濫用有機溶劑會不會上癮？
會。儘管脫癮情況並不明顯，持續濫用有機溶劑會產生強烈心癮，很
難戒除。

( 轉載自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董梓光醫生撰寫本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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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可卡因（Cocaine）
可卡因一般呈白色晶體狀，無臭，味

苦而麻。毒販出售呈塊狀的可卡因

（Cocaine），俗稱 “可 樂 、 汽 水 

、 滴 滴”。

1. 可卡因（Cocaine）對人體的危害
吸食可卡因（Cocaine）可產生很強的心理依賴性，長期吸食可導致精

神障礙，也稱可卡因（Cocaine）精神病。易產生觸幻覺與嗅幻覺，最

典型的是皮下蟲行蟻走感，奇癢難忍，造成嚴重抓傷甚至斷肢自殘，

情緒不穩定，容易引發暴力或攻擊行為。長時間大劑量使用可卡因後

突然停藥，可出現抑鬱、焦慮、失望、易激惹、疲憊、失眠、厭食。

長期吸食者多營養不良，體重下降。 可卡因成癮者在高劑量使用可

卡因（Cocaine）時，出現類偏執性精神病，出現妄想、假性幻覺。

在被害妄想的驅使下，把一切人視為敵人，把別人的一舉一動都視為

對自己的威脅，便採取“先發制人”、攻擊他人的行為，傷害他人，

危害社會。產生的幻視、幻觸，感覺看到而實際沒有出現的東西，或

感覺身體某一部分有“蟲子”鑽進去在涌動的難受，而常常“採取措

施”自殘肢體。這叫做可卡因中毒性精神病。 不斷以鼻吸入可卡因

（Cocaine）粉末，會嚴重損害鼻黏膜；而幻覺、忘想、攻擊性行為、

失眠、食慾不振及抑鬱亦是濫用可卡因（Cocaine）的朕兆；濫用者會

出現高血壓、心跳加速和瞳孔放大的情況，嚴重者更會導致心跳或呼

吸停頓，以及引起其他猝發病。

2. 可卡因（Cocaine）成癮的臨床表現
• (i) 成癮效應：次服用可出現興奮、欣快、面紅、脈速、情緒高漲，

并與情緒低沉、頭暈交替出現。長期量服用時，病人的情緒以欣

快主，言語增，可有短暫的幻視、幻觸或幻聽，可出現身體失重感，

病人感覺自己在空中飛翔。女性可有性欲亢進，因而成為賣淫婦

女的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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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中毒癥狀：以靜脈注射最易引起，其次為皮下注射或口服。急

性中毒劑量體差異很大，20mg 即可引起，致死量為 1.2g，中毒時

軀體癥狀有瞳孔擴大、心動過速、血壓升高、體溫上升、肢體震顫、

反射亢進、肌肉抽搐、癲癇大發作，甚至呼吸衰竭而死亡。中毒

時的精神癥狀為懷疑，迫害妄想十分突出，可出現譫妄狀態和大

量幻覺，尤以幻觸為特征性癥狀。病人感到皮膚發癢，有針刺樣

疼痛，有小動物在身上爬，這知覺障礙特別強烈難受，以致病人

不惜用刀切開皮膚取“蟲”，而留下疤痕累累，故又命名為“可

卡因蟲”。

• (iii) 依賴特征：可卡因（Cocaine）有強烈的心理依賴，沒有軀體

依賴，停用後不出現戒斷反應。耐受性不隨時間而增加，敏感性

反而隨時間而增加。

資料來源 : 香港 Faceteen 禁毒行動網站 

https://drugs2faceteen.wordpress.com/tag/%E5%8F%AF%E5%8D%A1%E5

%9B%A0%E7%9A%84%E5%8D%B1%E5%AE%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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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霹靂可卡因

1. 什麼是霹靂可卡因？
霹靂可卡因 (crack) 是可卡因被化學處理，除去鹽酸鹽後的狀態，是在

可卡因中發現的一種化解物。除去鹽酸形成了霹靂可卡因，或游離鹼

可卡因，是一種比普通可卡因更強力的毒品。在這種狀態下，毒品在

吸入時會被獲取和分裂 (crack)，因此得名。在這種形式的可卡因使用

方式被稱為加熱精煉古柯鹼 (freebasing)。

霹靂可卡因 (Crack cocaine / crack) 是一種更危險的可卡因形式。它是

可卡因的游離鹼形式 – 可卡因未與任何酸基中和。霹靂可卡因是一

種被加熱後蒸發吸入的玻璃晶石，通常會通過管道吸入。這個名字來

源於水晶石被加熱時的霹靂聲音。可卡因有很多的別稱，包括游離鹼

(freebase)，黑岩 (black rock) 和耶 (yay)。

在 70 年代的時候，因為可卡因非常昂貴，它被認為是一種顯示身份的

毒品。但現年已出現了較便宜的版本，令其更易接近，當中最便宜的

形式就是霹靂可卡因。由於這個原因，霹靂可卡因已成為許多用戶的

首選毒品，特別受市內青年歡迎。

它的廣泛性、方便、成本低、便於隱蔽性令霹靂可卡因成為中堅吸毒

者的首選；霹靂可卡因是吸入而非注射的，令其更容易被消耗。據估

計，霹靂可卡因晶石平均含有 75％至 90％的純可卡因。

面對可卡因成癮對吸毒者和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來說都是災難性的，並

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需要專業人士的干預。霹靂可卡因被認為是有史

以來最容易上癮的物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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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麼是霹靂可卡因成癮？
霹靂可卡因成癮意味著沉迷於毒品的人幾乎會做任何事情獲取這種毒

品。霹靂可卡因成癮是當今社會的一個大問題。成癮白可能來自各行

各業，不論富窮。

霹靂可卡因是一種強力的興奮劑，非常容易上癮。與可卡因一樣，它

會刺激大腦內結構，導致愉悅效果。亦像可卡因，這種興奮感覺是直

接和激烈的。但是，一般可卡因會將這種感覺持續 15-30 分鐘，但從

霹靂可卡因持續的感覺只有 5-10 分鐘。這意味著用戶很可能會更頻繁

地吸入劑量藥物，以追求這種興奮感覺。此外，用戶需要增量地吸入

霹靂可卡因才能達到同樣的興奮感及避免其後的崩潰感覺。他們會迅

速成發展在身體和心理上的依賴性，而這種依賴性就會導致霹靂可卡

因成癮。

3. 霹靂可卡因成癮的影響
可卡因和霹靂可卡因相樣是短效的藥物，有強大的刺激作用。霹靂可

卡因使用者往往會感到更加警覺、精力充沛和一些使用時常見的物理

效應包括因體溫升高的出汗、口乾；及由於血管收縮，增加了心博率

時、瞳孔擴張和食慾不振。可卡因也可能會導致腸胃問題，如噁心和

腹痛。食慾往往會導致長期使用者營養不良，當在使用較高劑量時可

能會產生焦慮和恐慌的感覺。使用可卡因時影響是迅速的，但持續時

間短。除非重複劑量，一般藥物的效果將僅持續 30 分鐘。吸食霹靂可

卡因的用戶更起效快，它的效果也相應短暫。

如果個人使用大劑量的藥物或在幾小時內重複劑量，會導致極端偏執、

焦慮和在一些情況下出現幻覺。當藥物排出體外後作用通常會消失。

可卡因用戶可能會在由藥物引起的高點回落，遇到疲勞和抑鬱。劑量

過大更可以因心臟衰竭或呼吸衰竭導致死亡。

同時使用可卡因與酒精正變得日益普遍。當兩種物質一起使用，肝臟

會組合它們產生可卡乙鹼，這會加劇可卡因的欣快感覺。然而，可卡

乙鹼也會增加猝死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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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霹靂可卡因上癮的症狀、體徵和風險
一般可卡因是一種“派對毒品”，但霹靂可卡因可以是社交上使用的

或是個別使用的；它經常會被用來掩蓋抑鬱和單獨服用。霹靂可卡因

的用戶往往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去獲取毒品。他或她可能會經常神秘消

失，並將自己鎖上幾小時。留意朋友或生活日程的變化。霹靂可卡因

成癮的體徵包括出汗、瞳孔散大、咳嗽和頻繁的呼吸道感染。也會導

致失眠、情緒不穩、焦慮和煩躁。在心理上，霹靂可卡因用戶會體驗

到抑鬱、妄想和幻覺。霹靂可卡因對人體可能造成破壞性的影響，並

導致中風、心臟停頓甚至死亡。可卡因過量是一個嚴重的風險；霹靂

可卡因用戶會對毒品的效果更敏感，這增加的敏感性可能導致較低劑

量服用後的過量服用。

5. 治療霹靂可卡因成癮
治療霹靂可卡因成癮的第一步是排毒。從霹靂可卡因成癮中回復需要

專業管理，可以是在住院治療中心進行，或在家中進行醫療監督。對

於長期恢復，用戶將需要參加一系列的康復治療，包括諮詢和治療，

以裝備他或她持續無霹靂可卡因生活的所須策略。認知行為療法在霹

靂可卡因成癮中特別成功。從霹靂可卡因成癮中康復的最有效方法是

於住院治療中心進行。然而，也有另外的選擇，例如門診項目和支持

團體。

資料來源 : addictionfriend 網站 

http://cn.addictionfriend.hk/crack-cocaine-addiction-and-treatment/



57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於 1981 年成立，並以聖經人

物「巴拿巴」的勸慰及接納為榜樣，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女性吸毒者，

以「福音戒毒」的治療模式協助她們戒除毒癮。

機構於 1987 年正式註冊為非牟利機構，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

員及公益金成員。

使 命

．以基督的愛去協助女性濫藥者戒除毒癮、重建生命及家庭

．推動大眾，彼此關懷，同心抗毒，見證主恩

理 想 

我們服事的受眾都認識上帝，重建生命，發揮個人在社會的功能。 

服務內容

主要服務對象是女性吸毒者，以「福音戒毒」的治療模式協助她

們戒除毒癮，同時協助她們改善與家人的關係、擴闊社交圈子、建立

更多正面的支援網絡，並透過「同行者計劃」、「試工計劃」，鼓勵

社會人士關顧這群體的需要。

福音戒毒是一項院舍式戒毒服務，並以聖經作為基本教導，在日

常程序中安排早會、靈修、讀經、祈禱及唱詩等個人或群體聚會，以

挽回生命為目的。

「巴拿巴」現時有三個戒毒康復服務單位：南丫島訓練之家、馬

鞍山中途宿舍及馬鞍山短期院舍。

6. 介紹各戒毒院舍的服務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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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之家

島」
丫

「南 宿位名額：26

服務對象：14 歲以上的女性吸毒者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

一年住宿期 ( 九個月訓練之家及三

個月中途宿舍 )

跟進服務：一年續顧服務

簡介

服務為期一年，包括三個月的中

途宿舍服務；及畢業後一年續顧服務。

透過簡樸及規律的生活，協助學員戒

除毒癮，恢復身體及精神健康。

9 個月的住宿期包括：適應期、

自我認識、人際關係、回顧及前瞻等

階段，因應學員情況安排功課及學習

目標，並期望透過早會、祈禱及聖經

課堂，協助學員認識基督，生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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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環境：

馬鞍山中途宿舍 馬鞍山短期院舍

宿位名額 ： 27

服務對象
： • 14 歲以上的女性吸毒者

• 完成 9 個月基本戒毒
療程的學員

• 14 歲以上的女性吸毒者
• 吸毒毒齡 5 年或以下

療程所需時間 ： 三個月或以上 六個月

跟進服務 ： 一年續顧服務 六個月續顧服務

簡介

• 為完成南丫島住院服務
的學員重返社會和家
庭、工作或升學作好準
備，分為：家庭重整、
生命重整、重返社會及
實踐期等階段。

• 機構會為學員在重返社
會前安排為期一個月的
「工作體驗計劃」，讓
學員對重返職場有更充
足的準備。

• 協助有輕度吸毒問題的
女性短暫與外界環境隔
離，提升她們戒毒的決
心，並透過福音聚會、
個人輔導、小組活動及
技能先導課程等，加強
她們的抗逆能力，拒絕
毒品誘惑。

• 6 個月的住宿期分為：
適應期、自我認識、方
向探索、生命反思及重
整等階段，因應學員情
況安排功課及學習目
標，亦鼓勵學員留期學
習，鞏固心志。

「馬鞍山中途宿舍」及 「馬鞍山短期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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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顧服務」

• 在舍期間，學員完全與外間引誘及毒品隔離，這段時間沒有吸毒，

並不算是成功，及至面對誘惑時，仍然能拒絕毒品引誘，才算是

戒毒成功。對應這目標，機構非常重視離舍後的「續顧服務」。

• 機構明白學員於畢業離舍後，會面對不同挑戰，為了加強對學員

的關顧，我們於 2014 年開始調較續顧服務，除了定期的全體聚會

外，更增設細胞小組，分別以跑步、音樂及家聚形式來配合舍友

需要，細胞小組包括：「飛躍組」- 以跑步、戶外活動為主；「新

生命組」- 以查經、分享及家聚形式為主；「音樂組」- 以詩歌、

樂器為主。

• Running Forever 原是巴拿巴續顧服

務中的一個音樂細胞小組，由同

工、義工及過來人帶領畢業姊妹

一同學習樂器，在音樂中互相支

持、敬拜事奉。由 2016 年開始接

受友好機構及堂會邀請，以詩歌及

過來人分享，見證上帝恩典。於

9/2018 正式成立及奉獻、求主使用。

「社區教育項目」

• 在社區教育方面，巴拿巴繼續為學校、機構提供禁毒教育講座和

活動。為回應社會需要，近年新增了「生命教育」及「家庭支援」

兩項主題服務，題目包括：「生命教育序曲」、「家庭中的挽回 -

站立得穩」、「解開家鎖」與及「舊事已過的恩典」，盼望能夠

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在源頭處為禁毒訊息加強防線。

中心資料
療程模式：福音戒毒治療模式 
辦事處地址：新界馬鞍山利安村利華樓地下 A 及 B 翼  
電話：2640 1683           傳真：2640 7536           
電郵：admin@barnabas.org.hk    
網址：www.barnab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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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 香港明愛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西貢坑口路 

電話：2335 5088     收人熱線電話：9349 2462

傳真：2335 5855     電郵：fswyn@caritassws.org.hk

網址：family.caritas.org.hk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中心提供住院式治療。多專業職員隊包括有精神科醫生、護士、社工、

同輩輔導員、教員、廚師和文員。除由醫護人員提供專業脫毒護理外，

社工及其他同事亦推行個人輔導、小組輔導、課堂，各種訓練以至各

種活動 , 以至職業輔導及職業技巧訓練。所有社工均擁有戒毒工作課

程證書，掌握基礎的戒毒工作知識。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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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協助立志戒毒青年人戒除毒癖，以減低藥物對身心的損害，重

建健康的生活，重新投入社會。我們亦積極為濫用藥物的年青人提供

短期住院式治療康復服務。

中心資料 

• 1999 年成立 

• 要求嚴格，不准吸煙 

中心目標 

• 協助學員處理濫藥問題 

• 身體康復 

• 組織平衡生活

• 提高解決問題能力

訂定康復計劃 

• 培養信心、責任感 

• 學習預防重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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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 我們為 30 歲以下男性藥物濫用者提供一至九個月的院舍式治療及

輔導服務 

• 濫用海洛英或其他藥物，經精神科醫生診斷，認為適合進入中心

接受服務者

• 申請人須作身體檢查，確保身體健康、精神狀況穩定和訂立入院

合約 

服務形式 : 院舍治療及康復活動 

脫癮期（約一週） 
為服務對象提供解毒，由到訪精神科醫生為戒毒院友作診治及按需要

給予戒毒藥物、協助減輕在斷癮期間的痛苦或不安；同時由專業護士

輪值看顧脫癮期內的院友。 

康復期（第二週起） 
在這段期間，院友須參與一連串的康復活動，包括： 

• 由社工教導「預防重吸」技巧、自我認識課程、其他治療及輔導

小組，以及個人輔導項目 

• 由具資格教師教授基礎知識、電腦及體育等科目 

•  興趣或康樂活動，包括：結他班、足球訓練、體能操練、義工服

務等 

• 職業輔導及職業技巧訓練 , 如 : 剪髮、烘焙、體適能訓練、影片拍

攝及剪接、急救、中文打字、拼貼等

• 評分制度：為了鼓勵院友有積極的學習態度，本中心會就個別院

友在中心不同活動的表現給予評分。若他們的評分未能達到合格

水平，便不能繼續留在本中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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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輔導服務 

• 每週設家人探訪及活動時間，讓學員之家人了解其進度，並給予

鼓勵  

• 樂協會社工會定期舉行家人小組，使家人更能協助及支持學員鞏

固操守

善後輔導服務

完成康復程序的院友，可享一年跟進服務，以面對社會、家人、
以及鞏固自己的操守。 包括 :

• 由本中心提供一年的輔導服務及定期驗毒。( 包括驗尿，口液和頭髮 ) 

• 由明愛樂協會提供家長支援服務 

• 也可以參與興趣小組 : 如音樂組、足球組，培養參與健康的活動

• 如有需要，可代轉介其他住院期較長的康復院舍接受訓練 

宿位名額：28

如有經濟困難，可代轉介申請社會綜合保障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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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得生團契

服務宗旨

藉基督教信仰，透過青少年綜合訓練，及得生青年創藝學堂，提供十二個月或
以上自願住院訓練，包括：生活、紀律、教育及牧養輔導等，幫助學員重建生
命目標，建立良好的品格，與家庭復和，增值自我，裝備他們重投社會。

牌照所訂宿位名額 : 116

服務對象：吸毒、濫葯、成癮行為及高危男性青少年
28 歲或以下 - 青少年組
29-35 歲 - 成人組

訓練計劃所需時間 : 12 至 18 個月

主要訓練 :
1. 生命教育 
2. 個人及小組輔導
3 學科教育：中、英、電腦及音樂訓練 
4. 多媒體創作及職業技能訓練
5. 認可資格證書課程
6. 歷奇輔導及紀律小隊訓練
7. 預防重犯 
8. 家庭工作：家長日、專題講座、家長組 
跟進服務 : 對於完成訓練的學員，在雙方協議下，我們會有六個月續
顧服務，透過定期與學員及其家人聯絡，關顧學員出村後的適應問題，
提供適當的支援予學員。 

「有情相聚」學員家長活動，每月第三個週五晚上 6:30 至 9:00，主
題式家長活動。 
目的：支援學員家人，改善家長與子女的溝通及關係。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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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 透過感化主任、社工或機構等轉介 

• 個人自行申請 

• 致電 2329-6077 作登記。 

• 團契會約見申請人及其家長。 

• 經驗身後，如有宿位，可即時安排入住。如宿位額滿，會按次

• 序輪候入住。 

• 如屬法庭個案，於上庭後即日安排入住訓練村。 

• 如屬扣留個案，則會向感化主任了解及再作安排。 

退出服務
• 屬感化官、法庭等之轉介個案：須先通知感化主任及家人，與團契協商後，

辦妥退出服務手續，方可離開及退出服務

• 屬自行申請服務者：經本團契與申請人及家長協商後，辦妥退出服務手續，
方可離開及退出服務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西貢北潭訓練村 
郵寄地址：新界西貢郵局郵箱 38 號 
聯絡人：王光輝牧師
電話：2329 6077           熱線電話：677 55 630
傳真：2329 6614           電郵：info@newbeing.org.hk    
網址：www.newbeing.org.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newbeingfellowship

服務收費 : 住院綜合訓練 

• 基本住宿費為每月 HK$3,000-HK$4,000。( 如有困難者，可代申
請援助金支付 ) 。             

• 沒有感化令者，則收取 HK$5,000 作為保證金，待申請人完成所
訂定的訓練期後，將全數發還予申請人。 

• 未能完成訓練、中途退出或違規者，將不會獲發保證金。而款項
會撥作為本團契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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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房

專業廚房

咖啡師訓練室

工藝廊

體能鍛練區

電腦室

禮堂

有機耕種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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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生協會
新生園中心資料

牌照所訂宿位名額 : 40

服務對象：有年齡限制 / 男性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 : 6 個月

跟進服務 : 個別跟進，教會轉介，職業輔導 

服務收費 : 綜緩全數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以福音為本，輔以專業輔導，小組治療，職業訓練

督教新生協會創於二零零一年，是一所非牟利跨宗派的服務機構，藉

信仰與服務結合，實踐全人關懷精神，致力為吸毒人士提供戒毒，輔

導服務，回應他們身、心、靈和社交需要，靠著福音的大能，讓他們

活出整全的生命。 

園
生

新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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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靠著福音大能去改變濫用藥者的生命 

• 以基督信仰協助受助者及其家人重建生命 

• 成為受助者、教會及社會橋樑 

• 動員教會參與幫助濫藥者及高危一族 

• 促進社人士對濫用者之了解，鼓勵各界了解本會信念協助受助者

重建新生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青衣長達路 1-33 號青衣工業中心 2 期 C 座 9 樓 C7 室 

電話：2397 6618           傳真：3426 9242

電郵：info@hknewlife.org 

網址：www.hknewlif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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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正生會有限公司

服務宗旨

協助一切受各種成癮行為困擾人士，脫離一切癮癖；塑造健康、積極

人生，重新融入家庭及主流社會。

理念

基督教正生會相信人類一切成癮行為之發生，乃因人以錯謬的事或物，

來回應其人性本然正常、正確的需要，其徵結就是人在宇宙人生中定

位錯誤開始。因此基督教正生會應用名為「生命意義輔導療法」——

乃以基督教《聖經》理念為教育、輔導的基礎，透過基督教精神為本

的群體生活社區——「全方位互動治療社區」模式的實踐空間，讓受

助者透過認識創造主——「基督」，並倚靠祂，獲得新生命；從而使

其能建立正確的人生道德、倫理、價值觀；以至有能力並以積極的態

度，重新投入家庭及社會。 

專為 18 歲或以下青少年提供戒毒服務，

另設成年人仕戒毒及康復服務。

福音戒毒康復程序 : 21 歲以下 2 年，21

歲以上半年，法庭轉介個案一律 2 年 

善後服務 : 善後服務為職業培訓、成長小

組、安排康復弟兄返教會

基督教

書院
生

正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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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

學校會給學生為期約一年的訓練學習，包括讀書及工作體驗。學校會

按月讓家人探訪，每星期讓學員與家人通話一次，同工亦會與家人保

持溝通、聯繫。體驗期屆滿後，學校會對學員作出評核，以供校方參

考。學員經學校再考核後，合格者便可銜接升讀原校課程。 

中三課程為中、英、數、聖經、體育（目標為本課程）；

中四、中五課程為商科課程。 

工作內容會包括木工、電腦維修、鋼琴維修、養魚、相片沖印、廣告

製作、手工藝、園藝、維修等工作。

興趣培訓方面，有鋼琴、結他、髮型、烹飪、合唱班、越野長跑、籃球、

游泳等。 

中心資料
地點 : 大嶼山霞澗，為男女校

聯絡人 : 林希聖先生（電話：9027 2547）

           勞志偉先生（電話：9127 2755）

課外活動電腦課

上課 越野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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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基輔康會
有限公司 

慈
恩

宿位名額：24

服務對象：男性吸毒或酗酒者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

6 至 12 個月

跟進服務：轉介中途宿舍及教會，或其它住

宿安排，個案跟進兩年

服務收費 : 驗身費約 $ 300，醫療費全期

約 $500，住宿月費 $6000

之家

服務宗旨

本著基督愛心和使命，為濫用藥

物者及酗酒者，並其家人提供專

業輔      導，治療及康復服務。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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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慈之家內早、晚均有宗教或興趣班等集體聚會。為了鼓勵和促進入住弟兄與
家人、並社會人士間的溝通和關係，恩慈之家亦會在主要節日期間，安排弟兄
家人和熱心於這工作的朋友到宿舍探訪。程序包括院護照顧、藥物及心理治
療、個人輔導、家庭治療、治療性小組、工作治療、聖經教導、個人靈性栽培、
康樂活動等。居住滿期後，弟兄可申請入住靈愛中心中途宿舍或無家昔者協會
中途宿舍，逐步適應融合於社會和工作中。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上水恩慈之家                        
聯絡人：聯絡主任           電話：2673 8272 
熱線電話：8104 2188      傳真：2679 3780 
電郵：dacars@hotmail.com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以聖經為中心的身、心、靈全人康復模式，結合社工輔導、到訪醫療
及牧靈指導。

工作目標 

• 協助康復者。 

• 達至身體康復，戒除毒癮（或其他成癮物品）。 

• 保持情緒穩定之生活而無須依賴服用毒品。 

• 發展個人責任意識及良好工作習慣。 

• 改善自我形象和溝道技巧，並能在家庭，以及其他正常社交圈子         
中，與他人建立健康之人際關係網絡。 

•  建立個人與神親密而活潑的關係，且能融合於教會生活中。 

居住期 
• 戒酒：六個月起 

• 戒毒：九個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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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葵涌葵盛圍 364 號馮鎰社會服務大樓六樓 D 室

單位主任：郭嘉豪先生

電話：2612-1342          傳真：2608-2582

電郵：loc@elchk.org.hk    網址：www.elchk.org.hk/service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靈愛中心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

基督教信義會芬蘭差會於 1970 年創辦靈愛中心，當時主要為已完成戒毒

療程的青年人提供中途宿舍服務。踏入 80 年代，面對毒品的氾濫和一群

有渴求基督信仰福音的弟兄，在 1984 年，開始西貢旦家灣的福音戒毒工

作。根據差會服務本地化計劃，2014 年 4 月將靈愛服務交由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管理及營運，並改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愛中心。

服務人數及對象：服務對象為吸食毒品／危害精神毒品的男性，

驗身報告正常。由請者自願入住，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願意研

讀聖經。18 歲以下則須得監護人同意。 

福音戒毒康復程序：整個訓練程序由入住戒毒村「斷癮康復期」，

中途宿舍之「操練期」，返回社區的「跟進期」。一般入村 9 個月，

中途宿舍 3 個月，跟進期 12 個月。

費用：入村當日會收取 $500 行政費，$2000 按金，完成整個 12

個月的戒毒程序後會發還按金；若期間因犯規被終止服務或自行

離開，按金會被沒收。

每月膳宿費 : 由入村日開始收取每月膳宿費 $3,764( 按社署金

額調整 )，如有需要者可代為申請綜援。入村後若需要上庭、

到醫院等覆診事宜，中心會安排職員陪同出席，職員及弟兄

當日的交通及用膳支出由弟兄負責。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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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村 ( 蛋家灣中心 ) 是弟兄戒毒程序的重

要基地，弟兄一般會在戒毒村生活 9 個月，

透過每日靈修、祈禱、讀經、分享，認識基

督教的信仰教導，重整生命，重建目標。

另外，弟兄亦會被分配到村中不同的崗位工

作，互相服侍。村中亦有導師教授樂器彈奏、

體育運動等，讓弟兄培養興趣，鍛煉意志。

靈愛蛋家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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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宿舍位於葵興，位處市區，生活作適也有較多機會與外界接觸。

中途宿舍的設立，是為了讓弟兄在同工的鼓勵及協助下，實踐村中所

學，重返社會，重建人生。同工會按弟兄的技能及興趣，安排工作任

務，轉介到合適的教會，建立支援的群體。另外，同工會安排宿舍弟

兄參加一些義工服務，回饋社會。宿舍弟兄可以善用自己的時間，為

未來的進修、培訓、工作作出預備。

登記聚會
時間：逢星期四晚 7：30-9：00( 請先致電中心預約 )

地址：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7 樓 J 至 L 室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安堂 )

個別接見：透過個別傾談，深入瞭解，以增加對福音戒毒的認識。

靈愛中心 ( 中途宿舍 )

申請資格

．吸食毒品／危害精神毒品的男性

．驗身報告正常

．自願入住並對基督真理有興趣及

   願意研讀聖經

．如 18 歲以下須得監護人同意

轉介及申請
申請人可經由感化主任、醫生、

社工、教會或有關機構轉介，亦

可自行申請。有關申請戒毒詳情

可致電 26121342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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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頌團契

中心是一間非某利福音戒毒機構，主要是幫助一些吸毒及濫用藥物者，

藉著聖經去改變他們的心態及價值觀，希望他們將來可以從新投入社

會， 成為一個新做的人 。

宗旨 : 為拯救失喪的人 

宗教背景 : 基督教 

申請程序 : 先電話預約 , 後接見身體檢查及安排入住宿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註冊醫生為戒毒者提供藥物幫助戒毒 

宿位名額：30

服務對象：所有吸毒者 , 只服務男性院友 (16 歲以上 )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12 個月的福音戒毒療程

跟進服務：六個月善後服務 , 由榮頌團契義工跟進一年

服務收費 : 免費 ( 驗身費另收 150 元 )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屯門青山公路大欖段小欖第 47 號

聯絡人：林狄褀先生 / 郭樹強先生

電話：2451 9802/61103738          傳真：2451 9191 

電郵：chasemcknelly@netvigator.com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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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服務處）成立於 1952 年，多年來致力建立一個仁

愛、公義的社會。服務處一直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專業、真誠的

優質服務，對弱勢及被忽略的社群尤為關注，並以「社會仁愛公義、

人人全面發展」為願景，為市民及社會締造希望、倡導公義、牽引共融。

日出山莊的信念 

由 2003 年開始，本院為吸毒者提供住院及門診式戒毒治療及康復服

務。吸毒者在毒品的影響下，往往飽受挫折及疏離感，嚴重影響自我

形象，未能發揮潛能，難以翻身。因此，本院致力協助他們尋找生命

中被遺忘了的正向故事，例如未被重視的成功經驗、快樂回憶、與親

朋師長的深厚關係等等，藉此喚醒他們沉睡了的能力與幸福感和擴闊

他們的胸襟與眼界，累積抗毒的正能量。

外觀

Band 房 電腦室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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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廳 健身房

誰人可以使用這個服務呢？  

門診服務：30 歲或以下，不限性別，濫用海洛英或其他精神藥物人士  

住院服務：30 歲或以下，濫用海洛英或其他精神藥物的男士 

這個服務具體做些甚麼？
本院的住院治療及康復服務共分為三個階段：

• 激活期 ( 為期 3 個月 )：透過斷癮、調整生活作息、回顧生命中精

彩和深刻的經歷與關係及尋索自己隱藏了的價值觀等，協助院友

建立正向的生活基礎。

• 實習期 ( 為期 3 ﹣9 個月 )：激活期完結後，院友能夠外出及上班，

讓他們逐步適應院外的生活，並在日出山莊專業團隊（包括社工、

醫生及護士）的支持下，應用在激活期所領悟的智慧及技巧，克

服不斷湧現的吸毒誘惑及生活挑戰。

• 實踐期 ( 為期 24 個月 )：實習期完結後，院友會離開日出山莊，

進入實踐期。日出山莊會協助重新投入社會生活的院友，實踐及

改良在前兩期所學到的生活智慧及技巧、處理新生活的挑戰及建

立有助操守的人際網路及活動。

中心資料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青雲路 33 號

電話：2468 0044          傳真：2468 0555 

電郵：jclrs@hk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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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生協會方舟行動元朗中心

團體資料及宗旨

新生協會是由一班過來人及不同專業的基督徒創立，願意回應神的

感召，對日益嚴重的濫藥問題作出承擔。新生協會以福音為本，幫

助受助者從各種捆綁中得釋放；協助受助者重整生命，發展個人潛

能，重建健康人際關係，融入社會；不單鼓勵康復者回報社會，更

以過來人身份，服侍濫藥群體。新生協會有很強的事工信念，相                  

信人是一個整體，包括身、心、靈不同層面，是不能分割的，需要全

人的關注；而且相信，吸毒的成因及影響相當複雜，不能將它簡單化，

需要結合不同的專業去幫助吸毒者。因此，協會以福音為本，幫助受

助者從各種捆綁中得釋放。以專業輔導為輔助，協助受助者重整生命，

發展個人潛能，重建健康人際關係，融入社會。不但如此，除了鼓勵

康復者回饋社會，更栽培他們成為基督的門徒，以過來人身份，服事

吸毒群體。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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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位名額：20

服務對象：男性 ( 沒有年齡限制 )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6 個月

跟進服務：1. 個別跟進 2. 教會轉介 3. 職業輔導

服務收費 : 綜緩全數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青衣長達路 1-33 號青衣工業中心 2 期 C 座 9 樓 C7 室

電話：2397 6618              傳真：3426 9242 

電郵：info@hknewlife.org    網址：www.hknewlife.org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以福音為本，輔以專業輔導，小組治療 及 職業訓練 



82服務簡介

我們的使命
香港晨曦會致力為濫藥人士提供全面的福音戒毒復康服務，本會奉行

聖經教導：「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己過，都變成

新的了。」( 林後 5:17) 以「不用藥物、不憑己力，只靠耶穌」的宗旨，

協助患者戒除毒癮，得到身、心、靈的醫治，重過新生活。

我們的工作
本會的戒毒療程為期 12 個月，戒毒人士需入住晨曦島 9 個月接受戒毒

療程，透過福音輔導和小組活動，協助學員重新建立正確的自我形象，

學習團隊精神。為了發掘學員的興趣和潛能，島上亦設有普通話班、

英語班、電腦班、烹飪班、開船班和拯溺班等技能訓練，讓學員有一

技之長，增加重投社會的能力。在隨後的 3 個月，學員需遷往黃大仙

中途宿舍，加強技能或學術訓練，為學員融入社會做準備

全方位關顧
1. 提供全人治療，除關顧戒毒者的身體復康外，更著重他們的心理及

心靈上的重整，讓學員生命徹底改變

2. 毒品不單破壞吸毒者的身、心、靈健康，毒禍更對他們的家人造成

傷害。有鑑於此，本會設計一系列的課程，旨在針對學員的全人康復，

協助重建和諧的家庭生活。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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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服務辦法
1. 電話查詢：(852) 2714 2434 

2. 在辦公時間親臨本會辦事處登記及在星期三晚上 7 時出席跪禱，星

   期日參與主日崇拜，

   ( 主日崇拜：星期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30 分 )；

3. 透過社工、感化官等轉介，安排探訪及約見﹔

4. 入住前須作身體檢查；

5. 等候時間約 1~2 個星期（視乎個案情況而定）。

其他服務

• 外展佈道

• 預防濫藥分享

• 預防濫藥講座

• 續顧跟進服務

服務對象

• 男、女 ( 中國籍男、女性及南亞裔男性 )；

• 藥物濫用者、酗酒或染上其他上癮行為人士；

• 願意接受福音戒毒住院模式人士；

• 經身體檢查及評估後認為合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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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位名額：60

服務對象：男性有吸毒、酗酒或嚴重吸

煙問題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一年住宿期

( 九個月晨曦島福音戒毒中心及 3 個月

中途宿舍訓練 )

跟進服務：完成住宿訓練後，續顧跟進

六個月或以上

服務收費 : 每月食宿費為港幣 3,764 元 ;

如有經濟困難，可代有需要人士申請綜援。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西貢伙頭墳洲 ( 晨曦島 )

聯絡人：葉陳幔利

電話：2714 2434              傳真：2713 0124 

熱線電話：2714 2434        網址：www.opdawn.org.hk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福音戒毒強調身、心、靈全人治療。藉著耶穌基督的大能使吸毒者得

到心靈的重整與身體的康復，更容易改變劣習，成為「新造」的人。

福音戒毒中心

島
曦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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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附近環境

晨曦島外觀

小禮堂活動廳

石屋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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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會姊妹之家

宿位名額：15

服務對象：女性有吸毒、酗酒或嚴重吸煙問題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一年住宿期

跟進服務：完成住宿訓練後，續顧跟進六個月或以上

服務收費 : 每月食宿費為港幣 3,764 元 ; 如有經濟困難，可代有需要

人士申請綜援。

中心資料
地址：九龍深水埗鴨寮街 32 號地下 C 舖

聯絡人：葉陳幔利  

電話：2714 2434              傳真：2713 0124 

熱線電話：2714 2434        電郵：info@opdawn.org.hk

網址：www.opdawn.org.hk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福音戒毒強調身、心、靈全人治療。藉著耶穌基督的大能使吸毒者得

到心靈的重整與身體的康復，更容易改變劣習，成為「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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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位名額：16

服務對象：男性有吸毒、酗酒或

嚴重吸煙問題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3 個月

住宿訓練

跟進服務：完成住宿訓練後，續顧

跟進六個月或以上

服務收費 : 每月食宿費為港幣 3,764

元 ; 如有經濟困難，可代有需要人士

申請綜援。

中心資料
地址：九龍黃大仙下村龍澤樓

         111 至 115 室地下

聯絡人：葉陳幔利  

電話：2714 2434

傳真：2713 0124 

熱線電話：2714 2434

電郵：info@opdawn.org.hk

網址：www.opdawn.org.hk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福音戒毒強調身、心、靈全人治療。藉著耶穌基督的大能使吸毒者得

到心靈的重整與身體的康復，更容易改變劣習，成為「新造」的人。

晨曦會黃大仙中途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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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資料
地址：香港上水古洞麒麟村信箱四十一號

聯絡人：廖志昌  

電話：2591 4555    傳真：2591 4577 

電郵：perfectfellowship@yahoo.com.hk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四個回歸理念，亦即 4 個療程

之治療方法 

回歸創造神 ，回歸聖經

回歸大自然 ，回歸家庭 

宿位名額：20

服務對象：所有吸毒者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二星期至十星期

跟進服務：轉介職業及進修學院，推動終身學習

服務收費 : 視乎申請人經濟狀況而定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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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本機構提供的福音戒毒服務詳情如下： 

• 提供為期一年之院舍式福音戒毒 ; 每一位學員需要接受共四個階段 

的戒毒康復療程。 

1-3 個月 ( 適應期 )：慕道班／基礎中英數／自我管理／中文輸入法 

4-6 個月 ( 成長期 )：基要班／中級中英數／自我認識／電腦辦公室軟件

7-9(目標期)：查經班／進階中英數／人生宣言／圖像軟件(Photoshop) 

10-12( 體驗期 )：佈道訓練、短宣／應用中英數／預防重吸／剪片、網頁製作

其他興趣班：如音樂、球類，單車，歷奇等 

以小組牧養及個別輔導方式，令他們在可承受的範圍內發展。 

每位學員都會轉介到不同地區的教會參與聚會。 

提供升學，職業培訓及介紹等續顧工作。 

舉辦短宣，讓每位學員學習付出，幫助有需要的人。 

定期在院舍舉辦家長日並探訪家長，目的是傳福音，鞏固家庭

與學員的關係。 

• 向假期吸毒者及邊緣青少年提供福音性短期營舍活動。 

• 定期巡迴香港各區，舉辦預防濫用藥物 ( 福音戒毒 ) 活動或聚會。 

• 向各教會、團契、學校信仰群體提供康體培靈活動，務求令肢體 

     更合一、更具隊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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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士提芬會

中心資料
地址：香港長沙灣長順街 11 號長城工廠大廈一樓聖士提芬會 

電話：2720 0179    電郵：info@ststephenssociety.com

中心宗旨

聖士提芬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傳好信息、接觸貧窮人、藉著在耶穌基

督內的信心看到別人得自由。我們的心是要去到地極使人作門徒。我

們仍在應對各式各樣的成癮問題。我們有幾處家庭給有問題的人來同

住，使他們遇見耶穌、得自由和醫治、並學習怎樣跟隨祂。

聖士提芬會

城門之源中心

聖士提芬會

屯門家庭中心

戒毒及康復

治療的方式

： 透過工作計劃、輔導及群體生活帶領藥物倚
賴者成為負責任及品行端正的市民。 

宿位名額 ： 18 13

服務對象

： 流 離 失 所 及 困 苦 的
人， 例 如 街 頭 露 宿
者、前罪犯、長者其
他難以適應社會的人
士。任何年齡 ( 包括
青少年 ) 的男性和女
性，不限語言及種族
背景。 

流 離 失 所 及 困 苦 的
人， 例 如 街 頭 露 宿
者、前罪犯、長者及
其他難以適應社會的
人士。只限女性，但
不限年齡、語言及種
族背景。

戒毒及康復

計劃所需時間

：
最少 12 個月

跟進服務
繼續提供工作訓練、輔導及群體生活，另有
團契及援助貧困人士的小組

服務收費 ： 免費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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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

游泳池

Band 房

電腦室

外觀 

健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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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善導會 ( 前稱釋囚協助會 ) 創立於一九五七年，為政府認可的註冊慈善團

體。早年由於經費短缺，工作人員皆以義務性質為主。惟經過兩年之全力以赴

經營，本會工作漸受社會人士重視。由一九五九年起，本會獲得政府財政支持，

刑釋人員康復工作由此全面展開。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本會正式註冊為

非牟利有限公司，每年主要的經費皆由政府資助。

我們透過不同服務單位提供優質康復及多元化服務，以協助涉嫌觸犯法紀、曾

違法及刑滿釋放的香港居民康復更生，並提供社區教育、預防犯罪及精神健康

服務予社會大眾。服務種類包括個人和家庭輔導、宿舍、康樂、法院社工、職

業培訓、就業安置、精神健康服務、社區教育和義工活動等。

本會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香港公益金的會員。

綠洲計劃 - 綜合戒毒康復療程 
綠洲計劃為本會設立之戒毒康復療程，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主要

合作伙伴為「葵涌醫院藥物誤用評估中心」，同時亦與其他戒毒機構聯系，為

有吸毒問題之人士提供完善之康復服務。 

宗旨 

計劃之宗旨為協助有志戒毒之藥物濫用者，戒除毒癖，重整家庭生活，融入社

會及發展所長。 

香港善導會 
The Society of Rehabilitation and 
Crime Prevention, Hong Kong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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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 

脫癮前輔導：計劃提供專業戒毒康復輔導，為有志戒除毒癮之人士提供有

關戒毒服務之意見，教導健康常識和減低用量等方法。專業社工會就著申請人

之實際情況，建議其進入本計劃之脫癮療程或轉介至其他合適之戒毒康復中心

脫癮。 

脫癮治療：脫癮治療主要為住院式治療，由本計劃之合作伙伴 「葵涌醫院

藥物誤用評估中心」提供，脫癮療程一般為期兩至三星期，過程由精神科醫生

負責，並會提供藥物以減輕脫癮時之不適。此外，計劃亦會為有特殊情況之申

請人提供日間治療服務，日間治療之療程與住院相似，但其居住地點則由醫院

轉至本計劃之善後輔導宿舍，申請人於日間會被安排至醫院面見醫生和服藥，

晚間則入住宿舍，由舍監負責看管。 

善後跟進：本計劃提供完善之善後跟進服務，為已完成脫癮治療之戒毒人

士提供個案輔導，就業和康樂等有助保持毒品操守之服務。此外，計劃設有善

後輔導宿舍 ( 男：白普理綠洲宿舍，女：香港女宿舍 ) ，為居住環境不利戒毒

康復之戒毒人士提供短期之住宿服務。本計劃同時接受其他戒毒康復機構轉介

戒毒康復者入住本宿舍或接受善後輔導。  

服務對象：性別和年齡不限 (18 歲以下申請人須得到家長或監護

人同意 ) 任用各類型藥物濫用者 ( 多種藥物濫用者或有精神病紀錄

亦可，但須經由醫生評估 ) 

服務範圍：個案輔導、朋輩輔導、小組活動、職業培訓、就業安排、

康樂活動、 義工培訓、家庭治療、財務管理、康復期間及日後居

住安排等

申請方法及查詢 

服務使用者 / 轉介同工須先向本計劃之計劃主管申請服務

電話： 2779 5003     傳真： 2788 4673 

電郵：sup_oasis@srac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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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計劃有三大特點： 

短期：二至三星期脫癮期 ( 由葵涌醫院藥物誤用評估中心協助 )， 
約六至十二個月宿舍康復期。 

社區康復：服務使用者毋須長期住院或隔離，大部分評估、脫癮、 
康復過程皆在社區內進行。 

跨專業：由精神科醫生、精神科護士、專業社工、舍監及富經驗
朋輩輔導員共同協助參加者完成戒毒療程。 療程以個案管理模
式運作，社工擔當中介人，協調院方及宿舍之情況。

參與戒毒人士於成功脫癮後，社工繼續協調各支援服務，包括
職業發展服務、義工小組服務、醫務跟進、家庭生活重整等。 
社工之介入手法包括：個案輔導、小組活動、職業培訓、就業
安排、康樂活動、義工培訓、家庭治療、財務管理、康復期間
及日後居住安排等。 

宿位名額：16

服務對象：男性，不設年齡限制，吸食

海洛英或 / 及危害精神毒品者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

脫癮治療：二至三星期  
宿舍康復：六至十二個月 

跟進服務 : 香港善導會之社工提供一年

跟進服務綠洲男宿舍 
( 香港善導會 )

理
普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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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資料
地址：九龍染布房街六至八號華樂大廈二樓 B 至 D 座

聯絡人：黃旭華先生 

電話：2770 4267                    傳真：2770 4405

電郵：sup_oasis@sracp.org.hk      網址：www.sracp.org.hk 

「白普理綠洲宿舍」為「綠洲計劃」屬下之戒毒康復宿舍，位
於旺角區，提供 16 個宿位予男性戒毒人士。本宿舍已跟據《藥
物依賴者治療康復中心 ( 發牌 ) 條例》 ( 香港法例第五六六章 ) 
領有合法之「治療中心牌照」。宿舍提供支援服務，協助戒毒
康復者適應脫癮後之生活，提供監管和保護，預防重吸。居於
宿舍之舍友同時享有計劃內提供之各項康復服務。 

註： 女性康復者將由本會之「 香港女宿舍」提供宿舍服務 。 

舍內居住情況 
宿舍並不提供膳食服務，但免費提供日常生活之設施，包括廚
具，雪櫃等，舍友可自行煮食。此外，宿舍於夏季設有冷氣服務，
並不另外收費。舍友於日間可自由出入宿舍，負責社工和舍監
將協助舍友找工作。為確保舍友於舍內之毒品操守，舍監將嚴
格監管舍友服用之任何藥物，並會定期為舍友進行驗尿。註：
宿舍不接受直接服務申請，請聯絡本計劃之計劃主管申請服務 

宿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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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計劃有三大特點： 

短期：二至三星期脫癮期 ( 由葵涌醫院藥物誤用評估中心協助 )， 
約六至十二個月宿舍康復期。 

社區康復：服務使用者毋須長期住院或隔離，大部分評估、脫癮、 
康復過程皆在社區內進行。 

跨專業：由精神科醫生、精神科護士、專業社工、舍監及富經驗
朋輩輔導員共同協助參加者完成戒毒療程。 程以個案管理模式
運作，社工擔當中介人，協調院方及宿舍之情況。參與戒毒人
士於成功脫癮後，社工繼續協調各支援服務，包括職業發展服
務、義工小組服務、醫務跟進、家庭生活重整等。 

社工之介入手法包括：個案輔導、小組活動、職業培訓、就業安排、
康樂活動、義工培訓、家庭治療、財務管理、康復期間及日後
居住安排等。 

宿位名額：10

服務對象：女性，不設年齡限制，吸食海

洛英或 / 及危害精神毒品者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

脫癮治療：二至三星期  
宿舍康復：六至十二個月 

跟進服務 : 香港善導會之社工提供一年跟

進服務

港
香

女宿舍
( 香港善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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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資料
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44 至 149 號城市大廈 11 樓 G 及 H 座

聯絡人：黃寶文女士 

電話：2507 4458           傳真：2110 0291

電郵：hkfh@sracp.org.hk    網址：www.sracp.org.hk

香港女宿舍位於灣仔區，提供十個宿位予女性康復者。本宿舍
於 2006 年正式獲得社會福利署根據『藥用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
(發牌)條例(香港法例第五六六章)」所發的「治療中心牌照」』，
正式展開協助藥物倚賴者的治療及康復工作，並積極爭取於來
年完全符合法例的發牌規定。 

宗旨

為康復者提供過渡性住宿服務，協助他們面對及處理居住、就
業、經濟、個人與家庭改善關係等問題。透過住宿、個人輔導
及其他支援服務，協助他們安頓，重建新生活和融入社會。 

服務對象 
任用各類型藥物濫用女性者 ( 多種藥物濫用者或有精神病紀錄
亦可，但須經由醫生評估 ) 服務範圍包括 : 住宿服務 、個案輔
導 、座談會 、 小組活動 、節日慶祝及康樂活動、職業介紹、
朋輩輔導服務 

服務時間 : 全日二十四小時 

申請及退出服務方法 

宿舍環境

服務使用者須先向本會社會
服務中心申請服務。接受本
會服務皆屬自願性質，服務
使用者可向宿舍職員或宿舍
社工提出終止服務。此外，
有關職員亦可根據 專業判
斷，經雙方協議後終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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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戒毒會 (SARDA) 成立於 1961 年，為全港最大型的志願戒毒機構。

以醫療及社會心理輔導模式，致力為不同年齡、性別、種族和宗教的

自願人士，免費提供多元化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協助濫用藥物的

人士建立健康人生，並與政府及持份者攜手推動禁毒預防教育，締造

和諧共融社會。

本會轄下有四間住院式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其中包括石鼓洲康復

院，另設四間社會服務中心及五間中途宿舍，提供戒毒治療、善後輔

導及重投社會的支援等服務。此外，本會在衞生署轄下全港美沙酮診

所，提供個人及小組輔導服務。

香港戒毒會與時並進，積極回應弱勢社群的需求，得到社會各界的肯

定，並獲得香港精神大使「提名機構」獎、「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

劃十大卓越服務獎」、「觸動社會慈善嘉許大獎」及「2018 香港十大

優質社會服務」等殊榮。 

聯絡我們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3 字樓

行政部電話：2527 7723           傳真：2865 2056  

社會服務部電話：2527 7726    傳真：2865 5455

SARDA 諮詢熱線：2574 3300

新德計劃 ( 男性濫藥 ) 查詢熱線：9667 9027 

友 CHANCE 全方位戒毒治療外展服務  WhatsApp: 5264 4716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頁：www.sarda.org.hk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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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凹頭青少年中心實行「治療社區」模式，其特色是透過既定的工作架

構和晉升制度去協助學員領略責任和紀律的重要性。 

程序內容

1. 個人、小組及家庭輔導

2. 工作治療及音樂治療

3. 教育課程：中英數、電腦、保健常識等

4. 職業技能訓練：沖調咖啡、泰拳健身教練等

5. 戶外活動及水上活動課。

申請手續
可於辦公時間致電 2478 7026 預約辦理登記入院手續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 2C 號    

聯絡人：院長  

電話：2478 7026          傳真：2944 5900

熱線電話：2574 3300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服務對象：25 歲以下濫藥男性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

1. 為期 1-3 星期的斷癮治療，提供 24 小時

   醫療照顧

2. 為期 12-52 星期的康復程序

跟進服務 : 由出院日起計，提供 12 個月的

善後輔導服務

服務收費 : 食宿費全免 

( 不包括個人用品及活動費 ) 

頭
凹

青少年中心
( 香港戒毒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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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採用「治療社區」為訓練模式。

程序內容

1. 專業個人及家庭輔導

2. 輔導 / 治療小組：情緒管理、預防復吸、溝通技巧、人際關係等

3. 生活技能訓練：家政實務、電腦班、中英普通話、家庭生活教育等

4. 求職技巧或職業技能訓練

申請手續
可於辦公時間致電 2478 7026 預約辦理登記入院手續

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沙田新翠邨新明樓地下 2 至 3 號、5 至 8 號及二樓 1 至 8 號    

聯絡人：院長  

電話：2699 9936          傳真：2695 7528

熱線電話：2574 3300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服務對象：30 歲以上濫藥女性；已完成戒毒治療而需要住院式康

復療程女性，亦可申請。

戒毒康復療程：

1. 為期 3-4 星期的短期戒毒治療，提供 24 小時醫療照顧

( 供服用低度數美沙酮人士申請，須經美沙酮診所社工轉介 )

2. 為期 3-12 個月的長期康復治療

3. 完成康復療程，可申請入住本會轄下的中途宿舍跟進服務 : 由

出院日起計，提供 12 個月的善後輔導服務

跟進服務 : 由出院日起計，提供 12 個月的善後輔導服務。 

服務收費 : ( 須繳交按金及個人零用金 ) 

康復中心 ( 香港戒毒會 )

年
婦女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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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以醫療及社會心理輔導模式提供

多元化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程序內容

1. 個人輔導服務及家人探訪

2. 工作治療：水喉五金、汽車維修、油漆、泥水、烹飪、水電工程、木工等

3. 恆常課程：建造業議會認可的職業技能訓練、人際關係、解決問題、 

   溝通技巧、預防重吸危機等

4. 特別訓練：展台建造及佈置證書課程、電腦班、18 天機會再生外展

   訓練計劃、動物護理、動物寄養訓練、長跑訓練等。

服務對象：任何年齡，主要吸食海洛英的男性；吸食危害精神毒

品的可申請入住「新德計劃」；並有專為為尼泊爾籍人士而設的

服務。

戒毒康復療程：

1. 為期 1-3 星期的斷癮治療，提供 24 小時醫療照顧

2. 為期 4-23 星期的康復程序 ( 新德計劃為期 26-52 星期 )

跟進服務 : 康復員在離院後，將會接受為期 12 個月的善後跟進服

務，包括個人及小組輔導、中途宿舍服務、家屬服務、教育課程、

文娛康樂活動、社區服務、轉介服務及尿液化驗等。 

服務收費 : 食宿費全免 ( 須繳交個人零用金 )  

宗旨

為有志戒毒人士提供住院式藥物脫癮治療及康復服務，在優質
醫療服務下，幫助他們擺脫毒癮；更透過群體生活、心理輔導、
教育及職業訓練，使他們身心康復，重獲新生。

康復院 ( 香港戒毒會 )

洲
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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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手續
一般計劃：申請人帶同身份證，親臨本會轄下一個社會服務中心辦理

手續

港島社會服務中心

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5 字樓

電話 2838 2323

北九龍社會服務中心

深水埗福華街鴻福大廈 2 字樓

電話 2776 8271

東九龍社會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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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德 計 劃： 可 於 辦 公 時 間 致 電 計 劃 專 線 9667 9027 或 電 郵 至

projectsarda@sarda.org.hk 與計劃幹事聯絡

中心資料
地址：長洲石鼓洲

聯絡人：院長  

電話：2981 0389          傳真：2817 2154

熱線電話：2574 3300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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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 ( 香港戒毒會 )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採用「治療社區」為訓練模式 

程序內容

1. 「無毒生活」體驗計劃 (18 歲以下濫藥女性 )：

    住院期按個別需要設計，為期 1-3 個月

• 免費職業技能訓練證書課程

• 成功戒毒人士分享戒毒及操守的經驗

• 情緒支援，提升抗逆及解決問題能力

• 重建規律的正常作息時間

• 戒毒咨詢

2. 「青苗計劃」：為期 3 個月

• 個人及家庭輔導

• 治療小組：情緒管理、預防重吸、溝通技巧等

• 基礎教育：中英數、通識、生命教育、家庭生活教育等

• 工作技能基礎訓練：營養學、銷售技巧等

3. 「綠茵計劃」：為期 1 年

    ( 凡接受感化令、照顧或保護令監管者必須申請「綠茵計劃」)

• 個人及家庭輔導

• 治療小組：情緒管理、預防重吸、溝通技巧、解決問題、自信

心訓練等

• 教育課程：中英數、通識、科學、服裝設計、家政等

• 工作技能進階訓練：職業性向及素養班、美容護理、專業化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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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資料
地址：新界上水坑頭路 108 號    

聯絡人：院長  

電話：2652 5284          傳真：2606 7625

熱線電話：2574 3300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服務對象：29 歲以下濫藥女性

戒毒康復療程：

1. 為期 2-4 星期的斷癮治療，提供 24 小時醫療照顧

2. 為期 3-9 個月的康復程序

3. 為期3個月的中途宿舍服務 (申請「綠茵計劃」的女性須入住中途宿舍) 

跟進服務 : 由出院日起計，提供 12 個月的善後輔導服務 

特別計劃：「非常照顧 非常媽媽 2.0 」懷孕女性住院戒毒康復計劃

服務對象：懷孕或育有嬰幼兒的濫藥女性

戒毒康復療程：3-6 個的住院康復療程 + 6 個善後輔導服務

( 凡接受感化令、照顧或保護令監管者須完成 12 個月住院康復療

程，其中包括入住 3 個月「中途宿舍」)

程序內容：( 全方位跨專業服務內容 )

• 醫護人員提供 24 小時醫療照顧及健康講座

• 社工提供個人及小組輔導、家庭生活教育、親職技巧訓練

• 臨床心理學家提個人及小組治療

• 陪診服務、定期產前及產後檢查

• 過來人經驗分享

• 支援家人服務

服務收費 : 食宿費全免 ( 須繳交按金及個人零用金 )

申請手續
可於辦公時間致電 2574 2311 預約辦理登記入院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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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普理康青中心 ( 香港戒毒會 )

白普理培青中心 ( 香港戒毒會 )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中途宿舍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自助模式住宿服務 、提供社區融合 

中心資料
地址：香港跑馬地成和道十號成和大廈七字樓 B 室    

聯絡人：港島區域服務總監  

電話：2838 2323          傳真：2891 2152

熱線電話：2574 3300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中心資料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 71A 號松園大廈七字樓    

聯絡人：東九龍區域服務總監  

電話：2776 8271          傳真：2778 3345

熱線電話：2574 3300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服務對象：男性戒毒康復人士

戒毒康復療程：12 星期

跟進服務 : 提供 12 個月的善後輔導服務 

服務收費 : 須繳交膳宿費

服務對象：已保持三個月操守以上的男性康復人士

戒毒康復療程：12 星期

跟進服務 : 社工提供跟進輔導 

服務收費 : 須繳交膳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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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宿舍 ( 香港戒毒會 )

聯青中心 ( 香港戒毒會 )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中途宿舍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自助模式住宿服務 、提供社區融合 

中心資料
地址 : 九龍何文田愛民村嘉民樓 601 至 604 室 

聯絡人：北九龍區域服務總監 

電話：2776 8271          傳真：2778 3345

熱線電話：2574 3300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中心資料
地址：九龍何文田愛民村嘉民樓 605 至 608 室 

聯絡人：東九龍區域服務總監  

電話：2356 2663          傳真：2356 2622

熱線電話：2574 3300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服務對象：男性戒毒康復人士

戒毒康復療程：12 星期

跟進服務 : 提供 12 個月的善後輔導服務 

服務收費 : 須繳交膳宿費

宿位名額：20

服務對象：男性戒毒康復人士

戒毒康復療程：12 星期

跟進服務 : 社工提供跟進輔導 

服務收費 : 須繳交膳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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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宿舍 ( 香港戒毒會 )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中途宿舍

中心資料
地址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90 至 292 號德華大廈 15 字樓 

聯絡人：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院長 

電話：2574 2311          傳真：2891 2105

熱線電話：2574 3300    電郵：sarda@sarda.org.hk

網址：www.sarda.org.hk

服務對象：女性戒毒康復人士

戒毒康復療程：12 星期

跟進服務 : 提供 12 個月的善後輔導服務 

服務收費 : 須繳交膳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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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互愛中心

團訓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 

宗旨

藉著基督的愛、福音的大

能，幫助吸毒者、更生人士

及問題青少年重投社會。

成立

「互愛」成立於 1973 年，初期在黃大仙竹園區設立「青年茶座」，由

浸信會西教士宋和樂牧師及一些過來人弟兄開始拓展福音戒毒事工，

藉福音幫助吸毒人士。其後，取互助互愛的精神，以「互愛」作為中

心的名稱，徽號是一本聖經，一個十字架及一顆心，並於 1976 年正

式向政府註冊，成為非牟利、不分宗派的基督教機構。互愛中心多年

來並沒有接受社會福利署常費資助，一直憑信心仰賴神的供應，經費

主要有賴教會、信徒及各界熱心人士的捐獻。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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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特色 不憑己力 單靠耶穌

• 建基於對上帝的倚靠，聖經的準則 

• 戒除毒癮後，繼續在信仰中學習、紮根及建立 

• 用愛心服侍及關懷學員，以生命影響生命，傳遞基督的愛 

• 轉介初信者、畢業學員、及信主家人至教會，幫助他們建立信仰

根基，投入教會及見證基督 

• 著重家庭復和，領家人歸主，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申請資格 

凡入住訓練中心人士均需： 

•  自願入住  

•  健康情況良好  

• 需驗身證明沒有患傳染病 

• 同意履行及遵守中心規則  

• 同意完成為期十二個月之住院康復計劃  

• 凡未滿十八歲者，須得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申請辦法  

• 個人求助：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782 2779 外展職員聯絡，或親臨

本中心作初步登記

• 由感化主任、社工、教會、法庭或機構等轉介 

服務收費 : 按綜緩金標準收取基本食宿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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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福音戒毒方法：全人康復栽培的治療計劃由康復至自立，由淺入深，

逐步轉變 

中心資料
地址 : 香港九龍觀塘順天村天琴樓地庫二樓 22-24 號 

聯絡人：譚劍虹先生 

電話：2782 2779          傳真：2782 5949

熱線電話：2782 2779    電郵：info@wuoi.org.hk

網址：www.wuoi.org.hk

宿位名額：28

服務對象：於本機構接受訓練之男性戒毒者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

12 個月的治療程序 ( 住院式 )

跟進服務：畢業後關懷與跟進(非住院式後續服務) 

天
順

中途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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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福音戒毒方法：全人康復栽培的治療計劃由康復至自立，由淺入深，

逐步轉變 

中心資料
地址 : 新界西貢 

聯絡人：盧家倫先生 

電話：2782 2779          傳真：2782 5949

熱線電話：2782 2779    電郵：info@wuoi.org.hk

網址：www.wuoi.org.hk

宿位名額：50

服務對象：年滿 21 歲或以上的男性吸毒者 

轉介個案（如︰經各區感化官、濫用精

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教會、學校、醫院

等機構轉介）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

12 個月的治療程序 ( 住院式 )

跟進服務：畢業後關懷與跟進

( 非住院式後續服務 ) 

茄
浪

男性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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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班

學員靈修

學員製成品 ( 蛋糕 )

筆尖型全人康復栽培模式 ( 男成人 )  
內容包括上列五個階段，由康復期至自立期，共12個月的治療階段(住

院式 )，讓生命逐步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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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訓練中心

督
美

大

戒毒及康復治療的方式  
福音戒毒方法：全人康復栽培的治療計劃由康復至自立，由淺入深，

逐步轉變 

中心資料
地址 : 新界大埔大美督 

聯絡人：何汝琳小姐 

電話：2782 2779          傳真：2782 5949

熱線電話：2782 2779    電郵：info@wuoi.org.hk

網址：www.wuoi.org.hk

宿位名額：15

服務對象：女性吸毒者 

轉介個案（如︰經各區感化官、濫用精

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教會、學校、醫院

等機構轉介） 

戒毒及康復計劃所需時間：

12 個月的治療程序 ( 住院式 )

跟進服務：畢業後關懷與跟進

( 非住院式後續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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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班

平面設計班

學員製成品 ( 麵包 )

扎根式全人栽培模式 ( 女性 )  
內容包括上列五個階段，由康復期至自立期，共12個月的治療階段(住

院式 )，讓生命逐步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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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介紹醫院管理局轄下的藥物誤用診所

醫院管理局物質誤用診所的服務及聯絡資料
（截至 2016 年 12 月）

醫院聯網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中 九龍東

診所
東區尤德夫人
那打素醫院物
質誤用診所

瑪麗醫院精神科
藥物濫用診所

九龍醫院物質
誤用診療所

九龍東物質誤
用診所

電話號碼 2595 7608 2517 8140 3129 6710 3949 5070

服務對象 患有精神病併發症及／或同時患有精神病的濫藥者

轉介程序 由醫生或社工轉介

治療模式
個案評估、治
療及康復服務

個案評估、治
療及康復服務

個案評估、治
療及康復服務

個案評估、治
療及康復服務

戒毒療程 視個別情況而定

開放時間 星期一及五下午
星期一下午星
期三上午及下午

星期五下午

星期一下午星
期三下午星期

五上午

星期一至五上
午及下午

地址

香港柴灣樂民
道 3 號東區尤
德夫人那打素
醫院東座大樓
J 座 5 樓

(1) 香 港 高 街 1
號 F 戴麟趾康復
中心南翼三樓

(2) 香港薄扶林
道 102 號瑪麗
醫院 J 座 2 樓

九龍亞皆老街
147 號 A 九龍
醫院西翼 1 樓
精神科門診部

九龍觀塘協和
街 130 號基督
教聯合醫院 P
座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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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聯網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診所
葵涌醫院 藥物
誤用評估中心

威爾斯親王醫院 / 北區醫院 /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藥物

濫用診所

青山醫院 屯
門物質濫用診

療所

電話號碼 2959 8082 2632 2584 2456 8260

服務對象 患有精神病併發症及／或同時患有精神病的濫藥者

轉介程序 由醫生或社工轉介

治療模式
個案評估、治
療、康復及日
間醫院服務

個案評估、治療及康復服務
個案評估、治
療及康復服務

戒毒療程 視個別情況而定

開放時間

診所 : 星期一
至五下午

日間醫院 : 星
期一至五上午

及下午

星期一下午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上午星期五上午及下午

星期一下午
星期二上午
星期三下午
星期四下午
星期五下午

地址

診所 : 九龍荔
枝角瑪嘉烈醫
院 K 座 10 樓

日間醫院 : 九
龍葵涌醫院路
3 - 15 號葵涌
醫院 G 座 2 樓
G2 病房

(1) 新界沙田銀城街 30-32 號
威爾斯親王醫院李嘉誠專科診
所北翼 3 樓

(2) 新界上水保健路 9 號北區
醫院精神科專科門診部

新界屯門青松
觀路 13 號青山
醫院 C 座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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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介紹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List of Counselling Centre for Psychotropic Substance 
Abusers (CCPSA)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名單
(As at 1.10.2011)

Name of Agency / 

Centres

機構 / 中心名稱

Serving District

服務地區
Address

地址
Telephone

電話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東華三院

TWGHs CROSS 
Centre: Central  
Western, Southern 
and Islands Office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
中心：中西南及離
島區服務處

•	 Central 
Western, 
Southern & 
Islands  

•	 中西南及離
島區

Room 1501-1504, 
Tung Ning
Building, 2 Hillier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香港上環禧利街 2號
東寧大廈 15樓 1501
至 1504 室

2884 0282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東華三院

TWGHs CROSS 
Centre: Central  
Western, Southern 
and Islands Office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
中心：東區及灣仔
服務處

•	 Eastern & 
Wanchai 

•	 東區及灣仔區

9/F, TWGHs Fong Shu 
Chuen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6 Po Man 
Street, Shau Kei Wan, 
Hong Kong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 6
號東華三院方樹泉社
會服務大樓 9樓

2884 0282

Hong Kong 
Lutheran Social 
Services, Lutheran 
Church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
務處

Evergreen Lutheran 
Centre 
路德會青怡中心

•	 Kwun Tong

•	 觀塘區

2 Horse Shoe Lane, 
Kwun Tong, Kowloon

九龍觀塘馬蹄徑二號

2712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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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Agency / 

Centres

機構 / 中心名稱

Serving District

服務地區
Address

地址
Telephone

電話

Hong Kong 
Lutheran Social 
Services, Lutheran 
Church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
務處

Rainbow Lutheran 
Centre 
路德會青彩中心

•	 Wong Tai Sin 
& Sai Kung

•	 黃大仙及西
貢區

Ex-Sai Kung Public 
School, No. 30, 
Po Tung Road, Sai 
Kung,N.T.

新界西貢普通道 30號
( 西貢公立學校舊址 )

2330 8004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 - Tsimshatsui 
Centre
PS33	-	尖沙咀中心

•	 Kowloon City 
& Yau Tsim 
Mong

•	 九龍城及油
尖旺區

33 Granville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
道 33號

2368 8269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 - Shamshuipo 
Centre
PS33	-	深水埗中心

•	 ShamShuipo 

•	 深水埗區

Unit 11-16, G/F., Nam 
Yiu House, Nam Shan 
Estate, Shamshuipo, 
Kowloon

九龍深水埗南山邨南
堯樓地下 11-16 室

3572 0673

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Sane Centre
心弦成長中心

•	 Tsuen Wan & 
Kwai Tsing

•	 荃灣及葵青區

Units 03-04, 16/F, 
No.99 Tai Ho Road, 
Tsuen Wan, N.T.

新界荃灣大河道 99
號 16 樓 03-04 室

2402 1010

Caritas - Hong Kong  
香港明愛

Caritas HUGS Centre
明愛容圃中心

•	 Tuen Mun

•	 屯門區

Unit 41-44, G/F, Hing 
Shing House, Tai Hing 
Estate, Tuen Mun, N.T.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盛樓
地下 41-44 號

2453 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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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Agency / 

Centres

機構 / 中心名稱

Serving District

服務地區
Address

地址
Telephone

電話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Hong Kong, Social 
Service Head Office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社會服務部總處

ELCHK, Englighten 
Centre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天朗中心

•	 Yuen Long

•	 元朗區

Ex-Sai Kung Public 
School, No. 30, 
Po Tung Road, Sai 
Kung,N.T.

元朗天水圍天慈邨慈屏
樓地下

2446 9226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Welfare 
Council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Neo-Horizon
新念坊

•	 Sha Tin

•	 沙田區

G/F, Chung Kwan 
House, Chung On 
Estate, Ma On Shan, 
Shatin

沙田馬鞍山頌安邨頌
群樓地下

8202 1313

Hong Kong 
Lutheran Social 
Services, Lutheran 
Church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
務處

Cheer Lutheran 
Centre 
路德會青欣中心

•	 Tai Po & North

•	 大埔及北區

G/F, Ching Chung 
House, Ching Ho 
Estate, Sheung Shui, 
N.T.

新界上水清河邨清頌樓
地下

2660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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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介紹戒毒輔導服務中心

List of Centres for Drug Counselling 戒毒輔導服務中心

Name of Agency / 

Centres

機構 / 中心名稱

Serving District

服務地區
Address

地址
Telephone

電話

Caritas - Hong Kong 
香港明愛

Caritas Lok Heep 
Club Hong Kong 
Centre 
明愛樂協會
香港中心

•	 Hong Kong 
District 
& Island 
District

•	 香港島及離島

12/F, Southorn 
Centre, 130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2樓

2893 8060

Caritas - Hong Kong 
香港明愛

Caritas Lok Heep 
Club Kowloon 
Centre 
明愛樂協會
九龍中心

•	 Kowloon 
District 
& New 
Territories

•	 九龍及新界

Unit 1-4, G/F, Yiu 
Tung House, Tung Tau 
Estate, Kowloon

九龍東頭邨耀東樓地
下 1-4 號

2382 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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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東區醫院懷孕及產後情緒診所

東區醫院懷孕及產後情緒診所位於東區醫院東座五樓，為孕婦及產婦
提供一站式的產前及產後情緒評估和治療。情緒診所跟東區醫院婦科、兒
科，以及位於東區的三間母嬰健康院 ( 柴灣母嬰健康院、西灣河母嬰健康
院、柏立基夫人母嬰健康院 )，合作組成「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為有
需要的孕婦和產婦提供產前和產後服務，以及跟進兒童身心健康發展。

懷孕及產後情緒診所有專科醫生提供情緒病的斷症和藥物治療，亦有
臨床心理學家提供心理治療。除此以外，診所有專科護士為父母提供輔導
和家庭治療，以及舉辦正向管教小組給有興趣的媽媽參加。另外診所亦會
跟病人資源部，以及社區內的社福機構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作，舉辦育
兒工作坊，幫助父母正向管教幼童。懷孕及產後情緒診所，亦會跟東區醫
院藥物誤用診所合作，為濫用藥物的病人作出適當的轉介。

最後診所亦會替有經濟及社會需要的家庭，轉介至社會福利署尋求協
助。

情緒有困擾的孕婦，或懷疑自己患有產後抑鬱的女士，可以到就近母
嬰健康院尋求協助及轉介至東區醫院懷孕及產後情緒診所。

東區醫院精神科副顧問醫生
鍾沛然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