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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天虹 快樂人生
都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人生各階段，我們少不免會碰上各種挫折或困境，經歷不同程度的迷失，
但為何面對逆境時，有些人愈挫愈勇，有些人卻一蹶不振，甚至失去生存的目標與意義?
誰都想離苦得樂。然而，苦是什麼？樂又是什麼？我們的服務使用者，也許在承受生命的挫折、不幸與創
傷時，忽略了自己克服困難的內在資源及能量，誤用毒品來調適或應對人生的困境，或藉此找尋生活樂趣
所在，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陷入更複雜的困苦中。濫藥者的家人亦同樣在沮喪及無助的苦況中打轉，找不
著出口。
有人說：「人生的苦不在於我們的遭遇，乃在於我們錯誤的詮釋。」凡事均有正負兩面，若抱負面的看法
只會更覺人生悲慘；但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便會視此為磨練，會讓生命更有韌力，故有云：逆境也是一
種祝福。在困境中，我們若能以正向心理保持樂觀與希望，就會百折不撓。人生雖有風雨苦難，雨卻不會
下個不停。雨後放晴，總會見得到絢麗的霓虹。本中心以彩虹為名，正寓意服務使用者經歷困苦挫折後，
仍有再踏新路的希望。在聖經裡，彩虹也是「恩典」的記號，神在洪水毀滅大地後與人立約，以虹彩為證，
給予人重生的機會。再者，生命有若七色虹彩，際遇的高低，恰如不同顏色的互補配襯，方能展現出豐富
多姿、更有意思的圖畫。
正向思考可以改變命運，如果我們學習和實踐之，理解生活中不幸或挫折的積極意義，明白此乃生命的一
部份或暫時性的出現，大家就可以慢慢走出沮喪、無助、缺乏生命意義的困境。正如聖經的描述：「似乎
貧窮，卻是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故我們將致力於協助服務使用者建立正向的信念
及價值觀、繼而發掘及強化其潛能、優點和防禦能力去面對逆境，勇往直前解決困難，以找到快樂的真意。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人不轉，心轉；心一轉，豁然開朗。
希望我們所有人能在人生的風雨中轉化困難，
提升生命質素，找到那條絢麗的虹彩。

Rainbow
Lutheran
Centre

中心簡介
路德會青彩中心乃社會福利署資助全港十一間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之一，在2010
年10月1日起正式投入服務，服務地區為黃大仙、將軍澳及西貢，工作內容涵蓋個人
與小組輔導、學校預防教育活動、外展服務、醫療支援、家庭支援、專業培訓與社
區教育工作等，藉此支援區內有吸食毒品行為的人士，並致力與各界攜手締造無毒
的健康社區。

學校預防教育工作

本中心在新學年為區內中學舉辦多元化的預防教育活動，藉此增加同學認識毒品的禍害，
從而拒絕毒品及不良份子的引誘。今年度我們的主題是: 給生命一個Like!
貴校如對以上活動有興趣，可聯絡學校組同事: 2330 8004(中心電話)、
81090147(吳姑娘)、81090145(梁姑娘) 、81090143(王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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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動態．最新動態

飛「藥」人生 — 預防吸食危害精神毒品講座 ／工作坊
戀戀迷思 — 毒品與性罪行工作坊
生命贏家 — 模擬人生互動之旅工作坊
節日危機少年歷險事件簿 — 互動短劇
讓夢想啟航 — 中一生體檢計劃
快樂自選台 — 午間活動活動及禁毒展覽
精叻學堂 — 技能興趣班及輔導小組
1:99 — 抗毒大使訓練計劃
奪寶奇兵 — 野外歷奇輔導活動
假如是我 – 我的戒毒日記 — 探訪戒毒村

社區教育培訓

近年本港毒品事件頻仍，青少年成為受害者眾，為家庭育養、教育工作，以及社會風氣帶來巨大挑戰。
抗毒工作，首重預防。為舒緩家長、教師、青年工作者以至社會其他持份者面對青少年毒品問題的壓力，
本中心竭誠為各界提供相關社區教育培訓，學習以適宜之法去辨識及處理青少年有關毒品問題的
困擾，協助他們以正確方法處理成長階段的困難，並建立正向價值觀與生活目標，加強堅拒毒品誘惑的
能力。上述講座、工作坊及培訓活動費用全免，有關主題內容涵括如下：
青少年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原因

青少年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最新趨勢及文化

辨識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技巧及方法
校園自願驗毒計劃
探討成癮行為，預防及介入的原則

個案評估及處理
涉及學生吸毒問題的處理原則及重點
社區戒毒服務資源分享

各團體可因應自身需求，選取合適的主題內容(可選多項)，
建議以上工作坊 / 講座約一小時，如需加插過來人分享環節，
則需時一小時三十分鐘。
如欲申請或查詢此服務，請致電 2330 8004 與本中心社工聯絡

輔 導 小組
無毒明途 (動機提升小組)

愛回家聚會 (信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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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二 (7:30 PM - 9:00PM)
： 路德會龍安展能中心
(黃大仙下村龍安樓5號地下，
黃大仙地鐵站 C2出口)
： 透過小組活動，讓服務使用者更

： 逢星期五 (7:00PM - 8:15PM)
： 路德會龍安展能中心
(黃大仙下村龍安樓5號地下，
黃大仙地鐵站 C2出口)
： 讓服務對象及家人能透過聚會，

加認識自我，瞭解自己的處境，
提升或強化戒毒的動機，訂立正
向積極的康復計劃及人生目標。
對 象 ： 個案服務使用者
負責社工 ： 王先生

認識信仰及找到生命的平安
對 象 ： 個案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
負責社工 ： 吳姑娘

眾樂樂 (預防復吸小組)

家「加」有晴 (家人支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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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五 (7:30 PM - 9:00PM)
： 路德會龍安展能中心
(黃大仙下村龍安樓5號地下，
黃大仙地鐵站 C2出口)
內 容 ： 透過輕鬆及多元化的反思性活
動，協助組員了解自己的獨特
性，提升處理情緒及拒絕引誘的
能力，並且發展正向及健康的活
動，以建立身、心、靈均衡的生
活模式。
對 象 ： 個案服務使用者(完成無毒明途小
組者優先)
負責社工 ： 梁姑娘

期

： 星期四 (隔週四
7:30 PM - 9:00PM)
地 點 ： 路德會龍安展能中心
(黃大仙下村龍安樓5號地下，
黃大仙地鐵站 C2出口)
內 容 ： 支援服務使用者家人，協助獲得
正向積極的情緒，維持正常的生
活功能，學習適宜的態度與技
巧，與吸毒家人共同走過逆境。
負責社工 ： 王先生

以上活動費用全免，如欲參與，請致電23308004與負責社工聯絡

《健康信箱》
每次到中學講解濫藥對身體的禍害時，當問學生們正常血壓是多少時，絕大部份都不懂回
答，甚至何謂血壓也不知道，今次可以藉著這個小信箱解說一下。
什麼是血壓？血壓是指在動脈中流動的血液的壓力。當醫生或護士量度你的血壓時，會出現
兩個讀數，例如120/80mmHg。前面的數字是上壓(收縮壓) ，即是心臟收縮時泵血的壓力；後面的數字是
下壓(舒張壓) ，即是心臟放鬆時血液注入心臟的壓力。
一般而言，18歲以上之成年人，其理想血壓是：收縮壓為120mmHg及舒張壓為80mmHg以下。如收
縮壓在120-139mmHg或舒張壓在80-89mmHg範圍則為偏高血壓。如收縮壓在140-159mmHg或舒張壓在9099mmHg範圍則是屬於第一期高血壓，如收縮壓大於或等於160mmHg或舒張壓大於或等於100mmHg已經
是第二期高血壓。
以濫藥人士最常吸食的毒品K仔(氯胺酮)為例，多過半數吸食K仔後，血壓會升至160/100mmHg及心跳
升至120/min。高血壓如果持續，會增加心臟的負荷，引起多種併發症，包括：腦中風、心臟衰竭/冠心病、
心肌梗塞、腎硬化/腎衰竭等疾病。吸毒對身體造成的傷害，其嚴重性非你可想像
得到。知悉毒害，你還會選擇吸毒，以身犯險嗎？

註冊護士 張姑娘

綠洲

小
靈性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5:17

在服務使用者阿燕的信中，我們看到她身上的神蹟，一個被耶穌的愛扭轉的生命......
今天眼前的她容光煥發，不再需要依賴 K毒，去逃避以往傷心難過的記憶。她跟我說，媽媽和弟弟看到她的
改變，整個家庭變得有活力和盼望，她期望在新工作崗位上，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改變的年青朋友，這是
她的見證，叫我相信唯有耶穌基督的大能，才可滿足及填補人心的空虛。
社工 吳姑娘

同 工 介紹

大家好，我係尹姑娘 (Katy)。在濫用精神藥
物者輔導中心工作多年，除了看到不同的人
生故事，更寶貴的是看到很多服務使用者的
堅毅與潛能，希望透過與你們接觸，可以看
到更多雨後陽光的精彩人生！火柴人有一個
金句我很喜歡：「見過你成功，見過你失
敗，但未見過你放棄！」盼望在未來的日子

我係Donald，熱愛巴塞隆拿球隊，鍾情
其性感足球及哥迪奧拿的獨特足球理
念。而我對社會工作亦有一套信念：
「The Last，the Least，the Lost！」。
由學院畢業至今，我一直謹記這三個L，
提醒我要當一個「讚好」社工。眼見社
會上被擠到最尾、最少、最迷失的年青
人，常常不獲社會的認同和尊重，猶如
一支在降班漩渦中掙扎的球隊，為領隊
者，就是要發掘及發揮每個球員獨有的
才華與所長，為社工者，其工作亦可作
如是觀，須盡力協助此「榜尾」球隊(年
青人)護級成功。

與大家一同努力！

大家好，我係梁姑娘(Janifer)，都好鍾意人叫
我花花。我係中心學校隊成員之一，我俾人
感覺係較為單純簡單，而我相信每個人都係
好特別好正，只要搵返自己就會活得快樂! 係
工作中我經常接觸唔同 人，期望幫人發現自
己最獨特的一面!「你是如此如此特別，在上
帝的眼中，沒有人能取代 」<詩歌>。
ALOHA~小姓黎，可以叫
我晨操^^係中心外展小隊
社工的其中一員。我主力
是負責將軍澳區，如果大
家有時係區到見到我的時
候，不妨同我SAY個HI!!
等我有機會同你交流認識
一下^^。
中心OFFICE係西貢~西貢
真係一個讓人心曠神怡的
好地方!大家下次來中心探
下我地~一起感受一下西
貢的好環境啦!

Hello! 我係吳姑娘 (英文名:
E-bing)，在此工作接近八
個月喇! 我主要在學校推行
預防吸食危害精神毒品教
育工作，學校網遍佈黃大
仙、西貢及將軍澳區。
呢度工作充滿挑戰和機
會，我有幸能成為其中一
份子。我自五歲始，便受
基督教薰陶及藉此成長，
希望透過我呢個角色，能
讓濫藥人士透過信仰及輔
導，脫離毒品的捆綁，找
到有盼望的人生！

Hola!我係王Sir(洋名叫Victor)，係學校
小隊 同事。例牌果句，性格係動靜皆
宜，樣樣都鍾意玩，希望透過玩物養
志，調劑生活，等老 生活唔會咁悶，
雖然離退休 日子仲有排。雖然份人
貌似舊派D，但係玩新 潮野，我都
OK架，所謂承先啟後，通識通識喇嘛!
呢份工作一D都唔簡單，但我堅信「既
知緣何上路，萬水千山等閒」共勉之!

HI, 我係盧姑娘，大家可以叫我CINDY，主
要係做外展工作，會去球場、公園、網吧、
機舖等地方去認識青少年，同佢地傾下計、
(了解下佢地的諗法，)睇下佢地有咩需要我
幫手~大家如果係街度見到我，可以同我打
下招呼ga...哈哈!! 我份人動靜皆宜，上網、
睇戲、行山、游水、踏單車都 我~有機會
一齊去做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動吧!!!

靚仔Ｃ...係！我係！或者你也可
以叫我做阿Ｃ，介紹一下先，我
係中心主要做外展工作，已踏入
這個服務類別第八年了，太愛這
份工了！除了愛工作，我也愛上
山下海，唔係得過講，『海』我
有潛水證書、滑浪風帆、木獨
舟、唔係！係獨木舟證書等，
『山』更是我的至愛，我有山藝
證書，攀岩證書，我喜歡在山接
受不同的挑戰，希望能在西貢與
你們更近距離接觸這個大自然。

大家好!!!我叫Berry，同事都叫我做
成成。唔識我會覺得我好Cool，識
落又覺得我好風趣幽默...我係活動
工作員，也是學校小隊成員之一，
除了參與學校工作外，也協助中心
各大小活動和分享，並宣傳禁毒訊
息給時下青少年，使他們能意識遠
離毒品，創造美好人生！向毒品
Say No！

Hello! 我叫Carrie，是中心的文員，主
要工作是文書處理及會計工作。別以
為我的工作量很少呀！一個人要處理
全中心的大小事務，其實都幾辛苦
ga...哈哈!不過我有一班好同事支持
住，當然無問題啦!所以想透過這經
驗，讓別人知道戒毒有埋朋友或家人
的支持，一定會事半功倍ga...

Hi，大家好！等我自我介紹一下，我是註冊
護士張姑娘，或者叫我Maggie也可以。我做
了白衣天使近十四年了。畢業後便在公立醫
院工作，雖然辛苦，但累積了不少寶貴的經
驗。
為了見識更多不同範疇的護理工作，自去年
十月，我便成為中心一份子了。希望透過我
這個角色，能夠讓濫藥人士明白毒品對身體
的禍害及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從而提升
戒毒的動機。

大家好!我係麗姐，大家可以
叫我Lily，我喜歡唱歌和跳
舞，平日有空會去逛街。憑著
主愛，令我在工作上開開心
心，和同事們相處融洽。如我
在工作中有做得不足之處，請
大家多多包涵，並提出批評指
正，我是樂意接受的。

活 動 剪影
幾經不懈奮戰，
健兒賽龍奪錦歸來，
勇獲季軍殊榮。還望來年，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打造夢幻美少女，遠離毒品引誘! 美，不假外求!

密鑼緊鼓，雄姿英發！
中心健兒為端午節社區共融
龍舟競賽奮戰。

為學校禁毒大使提供歷奇訓練，突破自我，激發潛能，幫助友儕共抗毒害。

電波之旅：

體驗挑戰，突破自我，服務他人，增長見識
參加者認真地處理晚飯食材

終於找到鐘樓，來一張合照~

與廣州義工合照
探訪廣州復康機構後，與當地義工及學員合照

「電波之旅計劃」獲得社會福利署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贊助，於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進行。此計
劃目標是希望參加者透過體驗不同活動，增加對自我的認識，進而作出突破。此外，參加者透過觀察、接
觸及嘗試服務不同階層的人士，以擴闊眼界，並對現在的生活作出省思。
在「電波之旅-香港篇」內，參加者要完成一個以城市歷奇為主題的營會。他們會在香港不同地方完成各種任務，例
如尋找禁毒訊息、了解市民對吸毒人士的看法等。晚上，他們亦須在有限資源下自行烹煮晚餐，從而發揮出他們的
小宇宙。是次活動證明了，只要肯作出嘗試，青少年是有能力應付許多意想不到挑戰的。第二天，參加者去了「黑
暗中對話體驗館」，體驗視障人士的生活。及後，大家都感到很有意思，亦表示會學習對生活知足感恩。
在「電波之旅-跳出香港之旅」內，參加者去了廣州，與廣州仁愛社會服務中心的義工一同探訪智障人士及其家庭。
在探訪過後，義工們亦互相交流，參加者由此更感到在香港生活的富足，開始對自己的生活作出反思。大家都覺得
此行甚有意義，生活中尚有許多有趣的事情等著他們去經歷，實在不必去選擇吸毒這條不歸路。

青彩活動推介
熱情無限好的夏日到了！中心在八月至九月間安排了一連串精彩、好玩、同埋
有意義 暑期活動俾大家參加。大家千祈咪執輸 ，快D 參加啦！
歡迎致電 2330 8004 向本中心社工查詢及報名。
DIY kNOw DRUG
(共五節)

深黑之旅-不毒不倒
(星期日)

活動內容：
設計自家禁毒品牌手工，
宣傳無毒訊息。

活動內容：
透過神秘體驗活動，
瞭解自身能力及資源，
並學習以正向積極的方法
去面對各種挑戰。

非藥舞曲 (逢星期四)
活動內容：
學習爵士舞，

「獨」海浮生獨木舟野外訓練計
劃 (三日兩夜)
活動內容：
透過獨木舟訓練活
動，肯定自我，發揮
潛能，體驗非一般的

建立正面的興趣，
藥物好壞你要知！

精彩生活。

魔幻飛藥旅程@飛藥愛心旅程
(逢星期六)
活動內容：
學玩魔術好有Fun，遠離毒品好繽紛。再用魔術
服務人，社區教育共推行，齊做無毒清新人。

中秋燒烤晚會
(九月初)
活動內容：
良朋好友共團聚，細訴健康人生的生趣。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stamp

路德會青彩中心

通訊處：新界西貢普通道西貢公立學校

聯絡電話：2330 8004

傳真號碼：2330 8071

電子郵件：y10@lutheran.org.hk

網址：www.cheerevergreen-lutheran.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