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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你的生活幸福嗎？怎樣才能擁有豐盛的人生？正向心理學之父沙利文博

士發現，原來快樂並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他經過多年研究，以讓世界上每

一個人的生命過得更豐盛為目的，提出了以下的幸福方程式：

幸福＝正面情緒＋投入生活＋意義＋成就＋人際關係

1. 享樂＝快樂？

　　當你回看過去，是否感到滿足、愜意和幸福？前瞻未來，是

否感到樂觀、充滿希望？你現在是否感到快樂？上回提及到享樂

並非真正的快樂。就以喝酒和吸煙為例，大部份人認為這些活動

與正面情緒掛勾。諷刺的是，當我們借酒消愁，正面情緒不加反

減，反是酒落愁腸愁更愁！另一項研究則發現戒煙者比吸煙者快

樂。相對於吸煙時，戒煙後人們能夠更全面地體驗正面與負面情

緒。更發人深省的是，當我們「享受」着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娛樂 ——看電視，平均的情緒竟是輕度抑鬱。也許，當我們不斷

抄享樂的捷徑，我們很容易便會沈溺其中不能自拔，卻失去了生

命中真正的快樂。

　　要過上愉快的人生，原來感恩知足佔據著重要一席。我想給

你們介紹一個名為「感恩日記」的小練習。在接下來的一星期，

每天臨睡覺前抽出數分鐘寫下三件當天發生的好事。大至朋友的

嬰兒出生，小至丈夫買了你最愛吃的雪糕。然後，嘗試用一個正

面的角度去解釋該事件的發生。假如你寫的是嬰兒出生，解釋可

以是「上天保佑孩子健康出生」，又或是「朋友在懷孕期間小心

飲食」。如果你寫的是丈夫買了雪糕，解釋可以是「丈夫有時候

很細心」或者「我建議丈夫去買雪糕」。研究結果顯示，每晚寫

感恩日記能有效減低抑鬱情緒，讓人變得更開心。除此以外，學

者還發現，助人為樂的老生常談原來有其根據。在各種各樣的練

習中，幫助別人是最能夠增加幸福感的。希望各位讀者能夠在明

天為別人做一件出人意料之外的好事；無論是為陌生人推門、在

地鐵或巴士上讓座、捐錢給慈善團體、做義工，親身體驗一下幫

助別人如何影響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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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專題探討

2. 善用優點，投入生活

　　沙利文博士與一班學者在研究中找出了六種在

世界各地文化中都認同及提倡的品格：智慧、勇

氣、仁愛、正義、克己自制及超越自我，以及衍生

出的二十四種優點。在多種優點之中，愛與被愛的

能力最能影響我們對生活是否感到滿足。若你想知

道自己的性格優點，請登入正向心理學的網站 www. 

authentichappiness.com，填寫＜價值實踐優點調查＞

問卷。它備有英文和中文的版本，填寫後可即時得出

結果。

　　在正向心理學來說，酗酒或濫藥的患者的優點腐

化為負面行為，例如說謊、推搪、表現自大、侵略行

為、破壞諾言和計劃、逃避家人和朋友、無法自動自

覺等。相反，患者的康復及重返社會可看成重新獲得

優點。他們的行為，包括誠意尋求協助、出現新的希

望、以勇氣面對事實、發展新興趣、重新建立理想及

價值觀、重獲雇主的信任，展現了多個優點。

　　要真正投入生活，我們當時常善用優點以尋求最

豐盛的滿足感。當我們發揮自己最大的優點迎接挑

戰，不論是運動、藝術創作、思維活動，沈浸當中與

該活動合而為一，便會由心而發地感到滿足和愉悅，

到達「神馳」的境界。認清自己的優點以及學習使用

它們，通過長時間技巧的練習，無論是在個人的嗜

好、娛樂，甚至工作，都可以做到神馳。神馳的經驗

越多，人感到越快樂，而且有助對抗有害的行為，例

如上癮。

3. 追尋意義和目的

　　如何能讓人生有目的，過得有意義呢？我們要超

越個人成就更多，發揮優點和品格，參與及服務正面

的團體。正面的團體，例如家庭、工作、社交群體、

宗教、社會，能夠孕育正面情緒和優點。康復機構便

是正面團體的其中一種，在宿舍或治療群體當中服務

朋輩、病友，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這不僅有助康

復，也能讓生活過得更有意義。

4. 努力練習，獲取成就

　　要在一個領域中取得成就，練習比天賦才能同樣

重要。調查得出，各領域頂尖的高手，不論是世界級

的音樂家、象棋高手，他們在過去十年來，每星期平

均會花上六十小時練習。當我們對一件事有所熱衷，

願意花上時間、堅持不懈地去學習有關的知識和練習

技巧，正所謂「熟能生巧」，成功離我們已經不遠

了。

5.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很多研究發現，沒有孩子的人的快樂度和生活

滿意度平均高於有孩子的人。那為何還有這麼多人

選擇生兒育女？為何有不少人會選擇照顧年邁的父母

親？原來，良好的人際關係在幸福人生中是不可或缺

的。回想一下你上一次開懷大笑、體驗到難以言喻的

快樂、感覺到重大的意義和目的、為自己的成就自豪

等等的情形。我敢說，這些情形都有別人的參與。

沙利文博士提議我們，當別人與我們分享生活上的好

事，可以嘗試給予主動、有建設性的回應。怎樣才是

主動、有建設性的回應呢？在別人分享時留心聆聽，

不要吝嗇眼神接觸和笑容。在言語上給予肯定，例如

「太好了！我太為你高興了，我知道這對你來說多麼

重要」。與他們重溫經歷的點滴：發生的時間、地

點、人物、具體情形、對話。還可以邀請對方一同慶

祝，外出吃頓飯。這能夠讓別人更喜歡你，花更多時

間與你一起，交流分享更多，令大家的關係更上一層

樓。

　　透過運用我們的性格優

點，不單能增加生活中的正面

情緒，更能讓我們參與人生，

帶來意義和成就，以及與人相

處得更好。你是否願意讓自己

變得更幸福，讓生命更豐盛？從

今天開始，在這幾方面下些工夫，

相信未來的你必能體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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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年人對談

魏綺珊女士

資深傳媒及戲劇工作者 

　　小時候成績不算特別優秀，唸大學對我來說，就像高掛在天空上的白雲，伸

手都不能觸及。可是在中五時候突然受到老師的感染，讓我開始憧憬大學生活，

於是我立下目標，誓要進大學，並鎖定香港中文大學。

　　那個年頭，只得兩間大學，競爭激烈可想而知。我的中五放榜成績不算十分

理想，肯定要加倍努力才可以取得大學入場券，在升讀中六前的一個暑假，我把

自己關進自修室，八月份的自修室空無一人，當然，所有公開考試已經放榜，還

磨在自修室內，別人看來一定是神經病。那一個月，我自己要補讀中國文學，因

為在中學階段完全沒有修讀，但預科試一定要考，除此之外，還請來一位師兄替

我惡補數學，這個對我來說是惡夢的學科，並且預科試一定要取得合格。

　　經過一個月的密室苦讀，在開學前決定要轉到一間修讀中文大學預科課程的

學校，戲劇性地居然讓我找到一間好學校，只因我過去一個月的經歷，感動了學

校的校長。

　　有時候，夢想好像很遙遠，也像是永遠都不

可能實現，但如果一開始就放棄，不努力爭取，

就肯定甚麼都得不到。當時我鎖緊目標的拼勁不

知從何來，但我知道，如果當時沒有這決心，我

這一生的道路會很不一樣，我的人生未必會那樣

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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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術語新知

Happy粉及其他新興合成毒品 
吳錦祥醫生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董事

據 2013世界毒品報告顯示，吸食傳統毒品者人數平穩，而吸食新興合成毒品者人數

卻有明顯升幅。由於新興合成毒品隱蔽性強，不易被發現，而販毒者更以 "legal highs"及 

"designer drugs"作招徠，透過網絡販賣，從而避開執法人員的偵查。

Happy粉（開心粉）：
橙色= 香橙味、青色= 青檸味、紫色= 提子味 

　　

3吋X3吋密封錫紙包裝，約重 7.7克，成份
為對一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PMMA）、
氯胺酮（ K仔）、其他成份仍在化驗中。可
以水溶性、混和水、酒及汽水方式飲用

搜獲的毒品大幅上升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於2013年5月14日出席撲滅罪行委

員會會議後向傳媒表示，本港整體罪案數字按年減少961

宗，跌幅5.2％。第一季搜獲的毒品卻大幅上升，其中

大麻升450％（至11公斤）；可卡因升287.5％（至62公

斤）；冰升160%（至26公斤）；氯胺酮升43.6%（至17公

斤），只有忘我類毒品檢獲數量下降。期間被捕的青少年

人數減少。

新興合成毒品

　　近年市場湧現不少新興合成毒品，執法人員在掃毒行動中時有發現，當中包括Happy粉、喵喵、浴

鹽、「花塔餅」和「咖啡奶茶」，部份為混合各種毒品的化學物而成的合成毒品。「咖啡粉」和「奶

茶粉」的包裝、狀態均與正常的咖啡粉、奶茶粉無異，成份多為MDMA（主要是搖頭丸）、氯胺酮及安

菲他命。而「Happy粉」的成份與「咖啡粉」差不多。 為吸引青少年，新興合成毒品多加入不同的味

道，混入飲品，令青少年對這類的合成毒品減低警惕。「Happy粉」溶於水，隱藏性甚高，服用後會產

生興奮感覺、意識迷糊，增加被性侵犯的危險。

新興合成毒品成份大致包含興奮作用及致幻作用。

˙

˙

興奮作用（類似安菲他命）：欣快、容易與人親近、行為失控、流汗、口乾、血壓升高、心跳加速

致幻作用作用（類似LSD的迷幻劑）：思想在膨脹、感官的刺激大大增強 、可能有清晰的幻象產生

吸食的嚴重後果可引致焦慮、迷惘、恐慌、失眠、幻視、幻聽、精神錯亂等，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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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

徐瀚汶
於八月廿九日星期四，我參加了禁毒先鋒的日

營活動。這天早上我們於九時正集合，其後有

職員講解活動內容，然後我們便自我介紹及開

始各項歷奇活動。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

全組人要在不碰到任何線的情況下通過「蜘蛛

網」，當中我只有信任我的隊員及互相合作，

才能夠於限時內完成任務，最後，我更明白一

隊人要團隊合作及互相信任的重要性。

張晉熙
在這個活動中，我能深深體會到團隊合作的重

要性。因為只要當中有一個人不合作或「魂遊

太虛」，就會令全隊的人不能成功完成任務。

當天日營中所有遊戲都十分有趣，而且能夠讓

一個個不同的團體由彼此間不認識，到最後能

打成一片，變成互相合作去完成任務的伙伴，

我完全沒有後悔參與是次活動。希望有機能再

跟這班戰友再一起完成更艱難的任務和挑戰。

蔡柏和
8月2 9日在歷奇日營玩了一整天，我在這裡玩了很

多的設備，例如：一個類似泰山飛越樹林的一個設

施，開始時我以為自己一定不可能完成，但我在營

裡的朋友鼓勵我，說：「不要怕，只要放膽玩一次

就會不害怕了」！就是因為這個想法，我才決定一

試。我玩完一次之後真的不再害怕。原來只要放開

緊張心情，勇敢面對就一定沒有問題的。

我還記得另一個活動是「過橋」。遊戲的規則是若

我踩了在地上就代表輸。由於我在一開始時不知道

自己在幹甚麼，於是我便是第一個死了，我組的男

生全部都死了，只剩下女生，結果我組的女生絕地

一擊，反敗為勝。以往有類似活動時老師、社工會

鼓勵我參加，但我都拒絕；但經過今次的體驗，我

下次定會參加。

廖鉅生
我覺得這個一日營起初給我一種很苦悶的感覺，因

為說的東西也很沉悶，也做一些令我感到很無聊的

事。但後來經過深層次的活動後，令我明白到活動

當中帶出的意義及重要性。

經過導師和我們進行活動後，我明白到團結和目標

一致的重要性，例如在其中一個活動中要求我們蒙

上雙眼，然後去達成一些目標，但是我跟我的隊

友走失了，所以只能坐在一角到靜靜等候，而後期

也遇上了一位也同樣走失了的同伴。這個過程令我

十分無奈，因為在一個看不到事物的情況下只能呆

等。後來活動也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是需要多

人合作才能通過。

這天的活動令我明白到需要同心合力才可完成，需

要通過互相了解才能達成一致的目標。

港島民生書院
游善睿
今次的歷奇訓練雖然我已經在小學時玩過，但是我發現與其

他學校的同學合作時，感覺又有所不同。面對着一群陌生的

隊友，合作幾乎是由一盤散沙建立起來的。一開始，我們靠

自己行動，不與其他人合作，結果遊戲未能完全成功。

後來，情況越來越好，我們開始能合作，互相幫助。我希望

在之後的活動中，我們能保持這種信任，好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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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先鋒地帶

何東中學

蘇昊晴
八月二十九日，我與十四名禁毒青年先鋒進行歷

奇訓練。眾遊戲中，最使我難忘的，就是「蜘蛛

網」了。這活動要求我們一行十五人，每人穿過

一個洞，而過程中，我們卻不可重覆穿過同一個

洞口，也不能碰到繩子，否則就要重頭來過。當

我一看見位置較高且細的洞口時，我便存疑：

到底我們能否於限時內完成呢？最後，事實證

明，只要我們肯信任別人，肯互相幫忙，肯互相

合作，就可排除萬難，獲得成功。是次的歷奇活

動，不僅令我明白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更使我

知道相互溝通的重要，實在是獲益良多。

張曉汶
在暑假的某一天，我與同學參加了adventure-based day

camp。除了我們外，也有其他學校的禁毒大使，共十五

人。雖然這個日營不是針對訓練禁毒而設，但也令我們獲

益良多。職員先讓我們介紹自己，互相認識。介紹過後，

我們正式開始一整天活動。其中，我對穿過網的活動最深

刻。我們整組人需要由網的一邊穿過另一邊，而每個人也

只可以穿過一個網格，網大小不一，也有高有低，極具挑

戰性。一整天的活動都需要團體合作和解難的勇氣。經過

這次日營後，令我明白到完成任務需要各方的配合，而且

雙方要溝通清楚，避免因誤解出現問題。

羅翠雯
在悠長的暑假裹，我參加了一個歷奇訓練活動。這個

歷奇訓練活動是聯合其他學校進行的。我還記得在剛

開始進行時，我們和其他學校的學生不熟悉，大家也

只和同校的朋友玩耍。但經過了一連串的活動後，我

們亦開始認識大家。

有很多的活動需要合作性和團隊精神，我們在這些活

動亦發揮了團隊精神，最後還可以完成任務，這是十

分高興的。

雖然這個活動花了一天的時間，但卻玩得很歡樂，亦

學了人與人相處的技巧，令我過了充實的一天。

譚凱怡
當大家都享受最後一星期的暑假時，我們禁毒先鋒參

加了一天的歷奇訓練。雖然這次活動跟禁毒沒有直接

的關係，但從中學到的對我們日後協助帶領活動時有

很大的幫助。歷奇活動顧名思義每項項目都是挑戰自

己的膽量，而且每項都需要隊友的幫助才能完成任

務，所以隊友之間的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只要我們信

任對方，團結起來所有項目都會給我們一一衝破。最

後，我相信只要大家團結起來，再大的困難亦會被團

結精神化解，因為「團結就是力量」！

柯意行
暑假的末端，我們一班禁毒大使參加了一個

歷奇訓練，當中的活動都是有教育意義的。

在活動的開首，我們會先定立目標，期望活

動結束後能夠達到。歷奇訓練充滿困難，我

們需要透過互相合作、智慧、信心、互信才

能有效地完成每個關卡。雖然過程其實很不

容易，但一班禁毒大使都沒有放棄，一直堅

持到底。即使未必能成功過關，但都會盡力

而為，不會因一次失敗而灰心。

希望所學到的定立目標、堅持、信心都能在

日常學習上有所應用和幫助。

徐錦鳳
通過參與該次的日營，讓我明白到團隊精神以及溝通技巧的重要性。

最令我難忘的是過蜘蛛網的那部分。還未開始的時候看到有很多的洞

是很小而且很高，我覺得我們應該沒法成功。當導師叫我們定下目標

要多久才能完成，其他組員說1 5分鐘時，我覺得不可思議。可是在未

開始前，各組員便很努力地策劃誰過哪個蜘蛛洞最好，而且分配好哪

幾位是被人抬的，哪幾位是抬人的，一切都好像很有策略，我有了信

心。我是第二位被抬過去的，當時我很害怕他們會抱不住我，那我就

會掉下地面，而且我要過的洞又很高，所以我蠻擔心的。但後來導師

叫們我嘗試相信其他組員，放鬆一點，我就放心點。當我就被其他組

員抬起來，我睡在他們的手上面感覺到了安全感，所以我慚愧一開始

對他們的不信任。一個一個都順利地過去了，終於我們最後能在15 分

鐘內成功完成這個活動了。通過這件事，讓我明白到分工和對他人的

信任的重要性，只有分工合作和相信他人才會成功完成任務。

這次的日營雖然很累，但大家都玩得很投入，每項活動都發揮了團隊

精神，又經歷了各種解難的情景，相信會對我們一班禁毒先鋒在未來

宣揚禁毒訊息是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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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俊龍 
通過參加2013年8月29日的歷奇訓練活動後，我從中得到

了很大的快樂感和滿足感。首先，那天在我正式參與活動

前我抱了兩個期望：第一就是希望自己能參與更多元化的

活動遊戲，以培養自己擁有更強大的自信心去面對日常生

活中的困難，還有是取得更多人生體驗。第二就是希望去

參加活動的同學們能在過程中大家能發揮強大的團體精

神，從而令大家更團結。而活動最後也實現了以上我所提

出的期望，因此我覺得很高興。

在參與活動過程中，我們所玩過的每種遊戲都存在着不同

的含義，例如那「過懸崖」的遊戲，完成條件是全組人要

由一邊懸崖小心翼翼地過到另一邊懸崖，而這個遊戲我們

是挑戰失敗的，原因是我們有部分人已跌下懸崖。而通過

進行這個遊戲後我明白到人與人之間應要互相緊密地關注

和扶持的，就如有一同學染上毒癮，我們就應該盡自己的

能力去幫助他，別讓他繼續跌去深淵。

我覺得參與這次活動是有意義的，因為除了能訓練自己

外，也能與別人融洽相處。如有機會的話，我會再參與。

吳依琳 
在八月下旬我們參加了歷奇活動，我覺得這個活動

十分好玩，又能夠提升我們的自信，培養我們的自

律精神。

當天一開始當然是簡單的熱身遊戲，就是介紹自

己。然後每個人還寫出自己對這次歷奇活動的目

的。接著還玩了不少有關於團結和合作的遊戲。透

過遊戲，我們更加熟悉對方。我們十幾個禁毒大使

一同經歷溝通、協調、實踐及檢討，使我們之間的

關係更加密切。

當天透過不少遊戲，讓我學會了同心合力。很多事

有身邊的人齊心和互相幫助，可以幫助我們步向成

功。而多點團結，就可以幫助我們完成任務。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玩，而且對我們有不少幫助。

希望我在這活動學到的知識可以和大家分享，永遠

都記著團結就是力量！

甘子俊
八月二十九日，我們參加這個活動叫「歷奇活

動」。當天有十五名學生參加此活動，我們去

一間活動室等待導師到來。導師一來我們就靜

靜坐下，了解今日的行程。一開始導師就自我

介紹，之後他給我們每個人一張公仔紙，寫下

自己今次活動要達成自己的目標。而我寫下：

希望我能夠認識每一個人。之後就開始遊戲。

第一個遊戲是「拍手」。第一次我們的節奏不

一就如一堆散沙。之後再進入下一個環節「蜘

蛛網」。大家要穿過網子，每一個洞只能讓一

個人穿過，大家商量了很久如何穿過。當遊戲

開始的時候，大家分工合作，最後能夠在限時

之內完成遊戲。隨著大家合作得多，大家開始

認識對方。

在今次活動中，我知道團隊精神是那麼的重

要。一開始大家不認識對方，但當我們要解決

問題的時候是多麼的困難。但到最後，我們知

道要互相幫助，才能完成目標。我希望日後能

在現實生活中發揮我的領袖才能。

林煒珠
在這活動中，我學會了團結和永不放棄的精神。活動

中，我們玩了很多有趣和很有挑戰性的遊戲，令我加

深了解遊戲就好像人生一樣，在我們的人生中都是很

需要家人、朋友或者信任的人在旁邊幫助我們，支持

我們，令我們覺得有安全感。而在這次活動中，有些

同學都認為有自己信任的人在旁邊是真的加強了安全

感，只需要一雙手就能令人感覺大溫暖，不需要太多

動作，不需要太多物件或者物品，就能令人增加自信

心，也容易解決困難和難關。

此外，遊戲也能讓我認識了很多朋友。在他們的幫助

下，我更能了解這些朋友的強項和弱項。不論在什麼

遊戲中，他們都不怕，因為對他們已有了解，就開始

信任，所以我們才這麼成功完成這次的活動，這些經

歷是在書本中學不到的，所有令我一世難忘。在這個

活動認識的朋友，在最初完全不認識，到現在已成為

常常出來聊天的好朋友。我沒有後悔參加這個歷奇訓

練，因為這個活動讓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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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人深省故事

阿成 

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

新德計劃（敬社）學員

　　今年三月，我因為管有危險藥物而被判接受感化令。在感

化官安排下進入石鼓洲康復院參加為期9個月的「新德計劃」戒

毒及康復訓練程序。

　　在最初的時候，我對石鼓洲康復院的生活有點不習慣，又

掛念家人，真的想過一走了之。但當自己冷靜下來，想清楚後

果及家人的感受後，馬上又打消了離院的念頭。

　　其實我一直都很重視家人的感受，但偏偏最傷害他們的

人，就是自己。雖然內心很悔疚，但我的性格內向，很少說

話，也不會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在石鼓洲康復院的日子，從日

常社務工作和文康活動中，學會跟其他院友合作、相處，漸漸

習慣了島內的生活，覺得自己心情變得輕鬆，說話也多了。

　　

踏進康復門，走出新生路 

　　

另外，我也報讀了島內的職業培訓班及興趣班，例如：油漆班、展台搭建班、電腦班、普通話

班及英文班等等…其中油漆班及展台搭建班在學習完成後，更會安排參與有認可資格的考試，考取

證書，讓我將來回到社區時有一技之長及選擇職業的機會。

不經不覺，半年過去，最大的得著就是在石鼓洲康復院社長及社工的協助下，對「康復」這回

事有了深入的反省。明白到除了戒毒，更需要學會注意自己心靈的健康、對事物感恩，以及分享自

己的感受。因此，從沉默的自己，到今天願意分享，正正是我最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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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新聞通識

問：較早前有報章報導，一位染有毒癮的年輕母親的一歲兒子尿液被驗出有 K仔

〈氯胺酮〉。是不是母親懷孕時把毒品傳給了兒子呢？到一歲還可以驗出

來，太可怕了！

答：母親懷孕時吸毒，胎兒是經胎盤吸收毒品的。但毒品不會長期留在身體內。

嬰兒一歲還被驗出尿液有 k仔，應該不是母親懷孕時的毒品遺留在體內。

問：那麼難道是母親和嬰兒一起吸毒嗎？

答：其實大部份的吸毒母親雖然有毒癮在身，但都十分愛惜嬰兒，甚少會和嬰兒

一起吸毒的。但如果母親用「追龍」方式吸毒（把毒品加熱，使之成為氣

體，用吸入氣體的方式吸食），而當時嬰兒身處母親附近，便有可能無意吸

入毒品。

不過，通常只會用追龍方式吸食海洛英、可卡因、冰毒等毒品， K仔一般是

用鼻腔吸入方式吸食的。

問：那麼嬰兒尿液怎會被驗出有 K仔？

答：很可能是嬰兒在家中活動時，身體在無意中觸碰 K仔，繼而透過鼻腔和吞食

方式吸入 K仔。

問：嬰兒身體吸入毒品，禍害是不是比成人吸毒更大？

答：是！因為嬰兒腦神經發展未完善，毒品對嬰兒的傷害比成人更嚴重。所以，

吸毒的父母為了下一代的安全和幸福著想，應該盡快尋求戒毒治療和康復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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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動態進展

(一) 「禁毒有法 -教師培訓課程」 
為學校個別訂定培訓內容

因應個別學校之需要，由即日起至二零一四年八月止，我們樂意為港島及離島區各中小學校就上述課

程度身制定培訓內容。敬請各學校切勿錯過這黃金機會。我們十分歡迎學校能與我們商討有關特定訓練內

容，例如：針對某特定區域之學生吸毒情況、如何快速辨識懷疑吸毒學生等。歡迎港島及離島區各中小學

校報名參加，費用全免。以下是一些接受課程訓練後之學校校長推介及評語： 

「講者清晰介紹毒品的種類、本區
毒品的情

況和青少年吸食毒品的現況，資料
豐富。同

工也能從中學習如何辨識吸毒學生
。另外，

『過來人』的現身說法讓同工對青
少年吸毒

的心路歷程有更深的了解。」

「講者知識豐富、準備充足。特別
多謝『過來人』的分享及心路歷
程，使同工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762 0805聯絡湯女士

(二) 青年先鋒計劃

　　青年先鋒委員會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舉行了一項

歷奇訓練日營。這個活動透過歷奇訓練中之解難訓練，讓參加

者加強解難能力及合作精神，並從中啟發及反思吸毒的惡果，

從而遠離毒品。活動共15人出席。

　　 2013-14年度之青年先鋒計劃已初定內容，包括喜靈洲研

習考察日、正生書院研習考察日（待定）、香港戒毒會石鼓洲

研習考察日及以反吸毒為主題研討會（題目待定）等。歡迎港

島及離島區各中小學校學生參加。有關各項詳情查詢及報名，

可致電本學院 3762 0805聯絡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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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動態進展

左起：鄭明輝先生、姚穎詩女士、

　　　魏綺珊女士及黃萬成先生

(三)「正向心理Apps」研討會
　　「正向心理 A pp s」研討會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六日（星期

六）完滿結束。當日共有 160位參加者，包括老師及校長、社工、

家長、青少年等出席。研討會目的為探討如何運用正向心理學協

助青少年培養正向人生價值觀與步向快樂人生。當日講者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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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傳媒及戲劇工作者魏綺珊女士及 

2012香港精神大使、過來人、香港戒毒會註冊社工鄭明輝先生；並由香港戒毒會社會福利總監

黃萬成先生主持。分別為與會者分享如何應用正向心理於日常生活中及協助青少年走向快樂人生。

編者的話
黎志棠

第十三期「禁毒最前線」又與大家見面了！

今期本刊之專題探討將承接上期，繼續為大家進一步去了解一下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今次很榮幸再次邀請到「正向心理Apps」研討會兩位講者為
我們撰寫文章。其中一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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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為我們撰寫名為「幸福方程式」的文章。該文
章探究真正幸福在正向心理學裡是指什麼呢？又如何獲得它呢？另外一位是魏綺珊女
士，她在「與青年人對談」一文中道出如何實踐「決心」以達到自己所訂下之「目
標」。讀者欲知詳情，請抽空細閱，萬勿錯過！

此外，今年暑假，15名青年先鋒委員組織及舉行了一項歷奇訓練日營。透過歷奇
訓練中之解難活動，親身體驗合作、團結及互相扶持之重要性，對日後面對困難（包
括被誘吸毒）增加了自信。現這15名青年先鋒均執筆為大家分享他們在歷奇訓練日營
後感，值得大家細閱。

最後，再思社區健康組織董事吳錦祥醫生在「毒品術語新知」一文中提及本港今
年首季搜獲的毒品大幅上升，期間被捕的青少年人數卻減少。這個不成比例的數字，
正與本刊上期禁毒處曾提及的青少年吸毒有回落的趨勢，但同時卻發現吸毒愈趨隱蔽
化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個消息，正再一次証明青少年吸毒愈來愈趨隱蔽化，而吸毒人
數或許並沒回落，只是沒有暴露於世而已，此點值得大家留意及關注！

聯絡我們：各界人士，如有查詢、回應及建議，請透過電郵：asoss@sarda.org.hk或yy.tong@hkuspace.hku.hk聯絡本刊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會
顧問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人文及法律學院總監 鄭鍾幼齡副教授

香港戒毒會 總幹事 譚紫樺女士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 董事 吳錦祥醫生

總編輯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黎志棠
編輯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湯月有

香港戒毒會 李景輝　徐芝玲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 何碧玉

　　

　　

　　

　　


	禁毒最前線
	禁毒最前線
	幸福方程式
	幸福＝正面情緒＋投入生活＋意義＋成就＋人際關係
	1.享樂＝快樂？
	2.善用優點，投入生活
	3.追尋意義和目的
	4.努力練習，獲取成就
	5.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不棄不悔、尋夢圓夢
	Happy粉及其他新興合成毒品 
	搜獲的毒品大幅上升
	新興合成毒品

	校園禁毒 青年先鋒委員會成員活動後感
	香港仔工業學校
	港島民生書院
	何東中學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從沉默到分享
	男嬰驗出K仔.
	(一) 「禁毒有法 -教師培訓課程」 為學校個別訂定培訓內容
	(二) 青年先鋒計劃.
	(三)「正向心理Apps」研討會
	編者的話
	編輯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