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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本 )

呈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4 月 30 日會議
正生的「寓戒毒於教育」青少年更生模式
正生會自 1985 年成立以來一直以協助社會各界抗毒為已任, 這是正生在稅務條
例第 88 條註冊列明的非牟利工作, 無論在香港、內地、日本或其他海外地方, 不
管是開辦孤兒院, pizza 店, 抑或旅遊, 都是我們採用、可能亞洲獨一無二又成效
昭彰的「寓戒毒於教育」青少年更生模式的一部份。
早於 1995 年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知道毒品已滲透學校, 要有效抗毒必須從校園出
發, 揉合戒毒、社會福利與教育三方面的工作, 讓戒毒者無需損失學業、離開校
園, 繼續進修, 以便日後重投社會, 重新做人。 我們認為開辦「寓戒毒於教育」
的學校可抒援毒品氾濫校園的嚴重問題。 無耐教育當局不予認同。 正生會唯有
在毫無政府資助下、自已出資開發這獨特的戒毒與教育模式, 並於 1998 年開始
獲註冊為私校, 以非牟利形式於下徑營運。
我們的模式讓希望改過自新的年青人接受自已, 也讓他們延續教育, 為日後工作
鋪路。然而下徑校址極為局限, 在安全方面時有山石、樹幹等下掉的風險, 而且
能夠註冊的課室只有兩個, 照顧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生(超過 110), 實在左支右拙,
險象環生。 幾年前禁毒處及社處等與正生一齊研究如何可以照顧更多有需要的
青年戒毒者, 擴充正生青少年男/女院舍(至 200 容額), 曾考慮的方案包括原址重
建, 但因地權等條件所限, 全部都不可行, 只有遷址梅窩, 是各部門及正生共同
認可的。 在政府的協助下, 正生邁上遷址之路。
遷址梅窩

刻不容緩

除了急需改善現時院舍/學校地小人多、設施貧乏、自然災害困擾的不良現狀外,
為確保學生可延續其教育至中六、七及大學, 今年九月正生應已獲認可新高中資
格, 關鍵是正生必須符合教育局對教時的要求, 而教時與教室數目、容量等息息
相關。 以每個教室負荷 10 個院友/學生的現要求而言, 正生需要超過 10 個教室。
只有盡速遷往梅窩南約中學舊址方可讓學生在新高中制度實施後繼續學業, 並
讓更多青少年受惠於正生証明有效的「寓戒毒於教育」的更生模式。 在現今吸
毒校園化、年輕化的濫藥形勢下, 正生遷址可讓香港抗毒的成效培增, 反之則香
港社會將蒙受更大的毒害。 我們實在不可一拖、不可再拖。
對正生管冶的關注

正當我們與政府各部門全力以赴、全速前進地朝遷址梅窩的方向進發之時, 有媒
體指正生在國內及日本等地經營與在港註冊不符的業務, 質疑正生從香港政府
禁毒方面取得的資源, 可能移至其他地方使用, 管冶有問題云云。 在此我鄭重聲
明以下幾點:
1) 正生會已於 4 月 23 日正式入稟控告某雜誌誹謗。
2) 月前 ICAC 於全面及深入地調查正生貪污或濫用公帑方面的指控後, 宣布終
止調查, 正生並無有關問題。
3) 正生對公眾在我們管冶方面的高期望完全理解, 雖然知道公眾可能被誤導,
但有鑑於此, 正生曾聘請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為 1998 至 2007 年的已核實
及呈交公司註冊處的帳目作出評估分析, 以確認正生會與正生書院的兩筆帳
目並無問題, 可惜有關會計師事務所中途以內部理由請辭。 現時我們已聘得
另一認可的專業會計師事務所重做有關工作, 希望不久可以公開結果。
正生在這方面的態度是積極的, 我們願意為戒毒年青人的福祉與當局及持份者
配合, 但當局必須清晰訂明正生遷址梅窩的路線圖、時間表, 爭分奪秒地展開有
關工作。 唯有這樣戒毒的年青人方有希望, 我們的社會才對得住這些勇敢面對
自已過去、了不起的年青人。
xxx

正生遷址
有關議題及事實
政府的立場/要求資料

正生的立場/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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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本港的戒毒院舍服務外， 正生會在其他服務方面的背景及 見附錄一
運作﹔
(b) 正生會戒毒院舍服務在營運和財務上的帳目資料， 當中須和 正生會從未獲得政府的全面資助，只曾就就個別小項目取得撥款，
正生會其他服務分開處理﹔
亦一向有就各項目的撥款提交所需報告。有關正生會及正生書院自
1998 年至 2007 年的賬目事宜，正由合資格的會計師進行分析評估。

(c) 該會會否依《稅務條例》第 88 條 3 成立一個慈善機構性質的 
新法律實體， 管理及營辦日後由下徑重置往前南約區中學校
舍的新戒毒院舍及有關設施(如有關重置得以落實)；
(d) 如是的話， 正生會和該新法律實體的關係及在營辦新設施上 
的角色(如有)；


(e) 重置後如何提高院舍運作的透明度；




正生書院已申請註冊為《稅務條例》第88條的慈善團體並等候
審批。在戒毒院舍部份，日後將仍然由正生會主辦。至於學校
方面，則會在正生書院獲得慈善團體資格並獲遷上述院舍地址
後，由其負責賬目及營運管理。
正生書院已獲公司註冊處註冊為一個獨立法人公司
如獲政府全面資助，正生會絕對會全面滿足所有撥款要求及監
管。
正生會自2002年起，已受《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
例》監管，而正生會一向以來也對公眾及監管機構公開透明。
平均每月招待300位參觀人士，並不時在不同的公眾場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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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如何接受服務監察和作出問責安排(例如正生會會否考慮成立 
一個由不同持份者組成的管理委員會， 以及向公眾提供學校
週年計劃和帳目等)



長洲兩間註冊課室納入上課時間表

抗毒研討會及講座。
去年，由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參觀人士達4,500位。
公眾可以由我們的網頁申請實地參觀

院舍部份自2002年起，已受《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
條例》監管﹔而學校方面則由1998年成立開始，受教育當局監
管。我們將考慮邀請不同的持份者加入管理顧問委員會，亦會
邀請更多專業人士加入我們的管治/管理團隊。
 正生會及正生書院的年度報告將會上載於我們的網頁，予公眾
查閱
 正生會及正生書院的管理賬報告將會上載於我們的網頁，予公
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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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未來三年的員工開支分項數字



正生會已於2009年9月提交申請, 並於2010年4月更新了申請
書
兩個在長洲已停用5年的課室，由於與位於下徑的校園距離太
遠，就保安、安全及實際考慮而言，並不適合使用。
就算納入該兩個課室，亦只能應付額外28名學生的需要。連同
我們現有的班房容額，我們只能應付58個學位，與現時已超過
110位院友/學生的需求仍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
作爲緩衝，希望教育局在遷址之前，於下徑原址以豁免暫用教
育空間形式，容許正生繼續運用現有的教育空間，維持學校營
運。
已於4月的更新申請中提交有關資料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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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基督教正生會在香港及香港以外的服務
基督教正生會
基督教正生會是一所非牟利的福音戒毒機構，協助濫用藥物者重整生命，並為學
員提供學術及技能訓練︰以效法耶穌基督愛神、愛人，服務人群的精神。
順昌正生書院
二零零五年通過在順昌縣吉舟村政府投入土地及政策支援。創辦佔地七十畝的吉
舟正生愛心小學（以學校為平臺收容特困兒童的最有利辦法）。此合作形式及做
法為全國首創以教育機構為載體（carrier）的官（地方政府）
、民合辦之慈善服務。
此做法亦得到地方政府充份肯定。並再次邀請本會合作，提供佔地二十畝，校舍
三萬呎的地方開辦正生書院（初中）
，
（同是收容適齡的特困兒童入讀及生活）﹔
亦於同年九月正式開課。亦已新建成一座一萬四千多呎之住宿綜合樓，服務 140
位孤兒及特困兒童，包括住宿及讀書。
順昌正生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河南周口市分公司)
因河南是中國受愛滋病困擾之重災區之一。所以二零零四年，順昌正生農業開發
有限公司於河南周口市成立分公司，並租地（七十年）一百七十多畝，創辦〝周
口市商水縣正生愛之農場〞，收容受困人士，更建設小學校舍，收容帶菌兒童及
父母因愛滋病而死亡的孤兒。新一期基建工程已基本完成，並正接收受助者。其
中亦附設小型診所。診所除協助農場內受助者外，亦會向當地民眾提供廉價之醫
療服務。因當地冬天氣溫極冷，現急需籌建煱爐設備（約需款二十萬圓）
。此外，
因隨著所收容之帶菌人士面對發病情況，（現有一對母子，同是帶菌者，母親已
發病，兒子亦有初期發病症狀）因此亦急需籌建〝善終服務樓〞以隔離照顧發病
者之同時，亦希望他們在臨終時有一安舒之環境讓他們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此樓
面積約一萬呎，連基本設施需款約百萬圓。
順昌正生農業開發有限公司(饒平分公司)
二零零四年在廣東潮州市饒平縣租荒山地八百畝，為期七十年。預備開拓援助弱
勢社群之小社區。
預算當中的項目包括：
a) 無償助養及教育特困兒童（以學校形式舉辦）；
b) 無償收容孤寡老人之院舍；
c) 協助曾濫藥人士歸正並重返社會；
d) 收容精神病患者、以康復農場方式提供輔導服務；以及
e) 協助受家庭暴力困擾之婦女，提供暫時收容和職業培訓，讓其自力謀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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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社會。
現址第一期基建已初步完成，正展開投入服務。
安徽省安慶市服務發展
二零零三年，我們與安徽省安慶市三治基督教會合作開辦幼兒園收容特困兒童。
經過了數年的合作，我方現正在積極尋找合宜開辦各類綜合慈惠服務的土地。在
當地政府大力支持下，獲撥土地 36 畝，我們已註冊安慶正生愛心服務中心，發
展綜合社會服務。
雲南省服務發展
雲南省是我們另一致力開拓服務的所在，經過五年多的服務及協助,現提供的服
務如下:
配合華恩基金會（香港）所資助大理精神衛生院屬下之戒毒科，三年多四年來提
供長期戒毒輔導所需的金錢予院方，協助戒毒康復人士。本會亦出資支援當地成
功戒毒更新的人仕，投入管理住院戒毒人仕。此計劃亦成了將來拓展項目的前哨
工程。
在昆明，經過多年來的發展組成了一專業服務團隊，經雲南省民政廰批出全省僅
有四個社會服務機構牌照之一雲南連心社區照顧服務中心（該區唯一由本地人組
成之社會服務團體），其理事會成員包括︰雲南大學社工系主任及講師、資深精
神科醫生、國內知名的戒毒專家、省三治基督教會的副主席、在當地著名服務孤
兒工作者等。順昌正生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會以合作夥伴形式參與共同拓展特困兒
童收容中心、老齡人士院舍並臨終關懷服務、受虐待婦女收容輔導培訓中心，輔
導濫藥人士中心並愛滋病關懷支援中心等。（雲南是另一個國內嚴重受愛滋病困
擾之省份）。
福州市服務發展
a) 二零零零年通過與兒童樂園基金會合作（林希聖出任其董事並事工發展代
表）
，與福州市基督教洪山堂合作創立善恩園（為全國第二所專門收容在囚人
士子女的兒童托養中心）
。同年出任華恩基金會董事，亦引入〝華恩〞資源協
助運作善恩園。此服務至今已前後收容了三百多人次，現仍有七十多名兒童
接受整全的照顧。
b) 二零零四年更與地方教育局及村委合作，接收了當地破落的村校，創辦善恩
小學。擴建新教學校（面積二萬多平方呎）
，以上項目得到政府高度重視、獲
省司法廰及省監獄管理處視為幫教（輔導）在囚人仕並協助防止在囚人仕之
子女因失助而成為第二代囚犯的重要機制。
c) 二零零三年以善恩園基礎開拓輔導濫藥人士的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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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正生旅遊開發有限公司 - 住宿服務
We have acquired eight hotel rooms for our projects, which provide a 9% return per annual
with all income going to charity purposes.
War Game
在無人能估計之下，基督教正生會有限公司在其位於大嶼山的戒毒復康設施內開
辦一所野戰中心。此中心開放給公眾人士及內部使用。透過不同的任務，我們提
供領導才能、團隊精神、及個人的警覺性的訓練。同時，死亡與犧牲也是常會被
提及的課題，並於遊戲中令人容易代入和反省。
但是，我們知到野戰只是一個媒介，最重要是我們如何運用它成為教育工具。有
一次，一位學生在遊戲後告訴我，「沒有人可以單憑自己完成任何任務，在這不
能有英雄主義。」另一次，一位學生獨自在叢林中的時候，他很警醒又害怕，而
且他等了很久都不敢有任何動作。每當他們開放自己及分享感受時，便是他們成
長的黃金機會了。
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從不同的經驗及信任的關係中學習到自己的能力及限
制。有了這些經驗，我們可以重新一起實踐我們的信念。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
戰爭有時、和好有時」。
Zheng Sheng Laser Engraving
Laser engraving is the practice of using lasers to engrave or mark an object. The technique
can be very technical and complex, and often a computer system is used to drive the
movements of the laser head. Despite this complexity, very precise and clean engravings
can be achieved at a high rate.
Zheng Sheng Tong
Find gifts including personalized gifts, baby gifts, anniversary gifts, and other unique gift
ideas for every occasion at Zheng Sheng.
Zheng Sheng Tee
Only 100% cotton and blend material are applicable. The final quality of printing depends
on the printing material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your image file
Dream Factory
我們的業務涵蓋：影片及宣傳片製作、現場錄影直播、後期製作加工。倘若客戶
有特別的製作要求，亦可聯絡我們，讓我們為閣下度身設計一個合適的製作方案。
Our services cover Integrated Production, On-Location Production & Post-Production.
Moreover, if you have any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other than that, please let us know. We
are pleased to offer a tailor-made and unique proposal for you on time, on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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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tegrated Production

•
Corporate Video 企業宣傳片
•
Product Demo Video 產品推廣短片
•
Documentary Video 紀錄片
b) Training Video 培訓影片

c)

•
TV Programme 電視節目
•
TV Commercial 電視廣告
•
Promotional Video 宣傳短片
•
Exhibition Video 展覽會宣傳片
On-Location Production

•
Filming 現場錄影
•
Multi-Cam On-Line Broadcasting 多機現場直播
d) Post-Production
•
•
•
•
•
•
•
•

Video Editing 影片剪接
Visual Effect 視覺效果
3D Animation 三維動畫
Voice-Over 配音
Narration 旁白
Subtitles 字幕
Background Music Dubbing 背景音樂製作
Blu-Ray Disc / DVD Authoring 高清標清影碟製作

Zheng Sheng Jabbok Tea House
茶道美學的重要觀念:
•

能意識到像什麼的，就表示自己看得懂，否則就沒有什麼感應，或說【看
不懂】。

•
•
•
•

受限於該認知事物的本體。
難得直接欣賞它【本身】的美。
修養
不是任意揮灑的，是可複製的。

Zheng Sheng Joyful Palace
Pizza is a world-popular dish of Italian origin, made with an oven-baked, flat, generally
round bread that is often covered with tomatoes or a tomato-based sauce and mozzarella
cheese. Other toppings are added according to personal preference. Italian cooking is
among the world's richest and most varied, with dishes perfect for very occasion. At Joyful
Palace, we take great pride and care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best food and dining
experience in the quick-service restaurant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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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務/工作培訓
We are third party logistics includes any form of outsourcing of logistics activities
previously performed in-house.
開拓日本服務
•
•

通過異地文化交流，擴闊視野和胸襟
已於長野輕井澤購得一小型旅館, 以作為日後異地文化交流、體驗的基
地

•

日本當地也有很大潛在的服務空間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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