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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言

我們的靈命成長，不是只追求認識基

督的道理，同時也要在行事為人上順服基

督。

追求
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對那些攪擾加拉

太信徒的狂熱猶太人基督徒說：「我們已

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

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加一 9）保羅以強硬的口吻譴責這些猶太

教士的作為，因為他們曲解了福音真理。

他們雖然聲稱跟隨耶穌，卻否定祂在十字

架上的死足夠拯救人類。在福音戒毒的事

奉中，對同工、對來戒毒的學員，我們同

樣也一再地說，福音戒毒的重點在福音，

因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可一 1）馬可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但他本

人認識耶穌，所以他說「神的兒子，耶穌

基督福音的起頭」。人經歷了興奮的事，

自然想告訴別人，分享自己的經歷，能重

溫當時興奮的情景，那經歷就會重現。如

同我們經歷了「福音戒毒」，靠福音戒掉

毒癮，所以我們也常說「福音戒毒」的核

心價值。不過，我們不停留在福音的起頭，

如同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 13-14 節所說：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一個人之所以

會自滿自足，是因為不忘記背後的失敗與

成功，才無法前進。保羅這種追求的態度，

並非自以為已經得著了，而是要更深、更

多地認識基督、經歷主，努力向前奔跑，

因為所有的獎賞，都比不上得神在基督耶

穌裡從上面召他來得的獎賞。換句話說，

我們得的獎賞是神召我們來得的獎賞，是

神所喜悅的，所以我們得到獎賞是榮耀神

的；因此基督徒即使不一定想得獎賞，也

要為著體會神喜歡我們得獎賞的心向前奔

跑。每當我看見兒女、同工、弟兄姊妹能

達到要求而得賞賜就感到快慰，這種心情

是許多做父母、牧者同工所能體會的。「然

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就當照著什麼地

步行。」（腓三 16）我們都知道靈性的進

步要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不能取巧急近、

一步登天。雖然保羅講論他自己的經歷目

標是那麼的正確，態度是那麼謙卑和熱切，

令人羨慕，但他的這一切經歷，如果心裡

沒有渴望追求，沒有更多的心志和經歷，

是不可能勉強模仿得出來的。信徒各人必

須按照自己的靈性光景追求長進，也就是

說靈性比較軟弱、靈程比較落後似乎趕不

上的弟兄姊妹，不必太灰心，因為可以按

照自己靈性地步追求，神終必會引導進入

靈程成長的地步。

追求與捨棄 晨曦會總幹事    劉民和牧師



▌視訊新事工

因為疫情，劉牧師無法至海外各國堅固福音戒毒

同工與弟兄，自 2020 年三月開始以 ZOOM 與國外

各國開行政會議與信息分享，九月開始做規劃性的

臉書、ZOOM 視訊授課方式，與各國福音戒毒機構

及晨曦會海外各據點，連結做即時性的分享與問題解

答。每一單元都由劉牧師主持。臉書分享是「戒毒福

音化」，視訊是邀請不同講員分享專業主題。每星期

一晚七點至九點開課「福音戒毒教牧關懷」14 堂課。

ZOOM 平均上線人數約 80 人，臉書閱覽人數約

2300 次。並且，劉牧師個人信息錄影 7 次播放至香港、

泰國、澳洲、加拿大。

▌讀書分享

所有村家與行政中心每月一次研讀精選之

書，《典型照顏色》於九月讀完，自十月起，

同工精選《愛的倫理》柯志明教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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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棄
認識基督愈多，靈程愈有進步，會有

一個正比現象，那就是願意捨棄。保羅說：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

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

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

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

為要得著基督。」（腓三 7-8）保羅信主之

後在心思上、愛好上，有極大的轉變，這

也是每一位信徒必然有的情形。

「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是指保羅

過去所熱心的宗教和律法。按一般人看，

這是件好事，不像我們從前是個吸毒的人，

無惡不做，但保羅因信基督把他們都視為

有損的，雖然熱心宗教、律法，固然是好，

但若因為熱心這些以致不願接受基督的救

恩，反而成為他最大的損害。不但如此，

保羅也將萬事、有益的、無益的都當作有

損，只要是阻礙保羅認識基督，他都當作

有損。可見基督徒行事為人，並非只看聖

經明文有否記載，乃是要看那件事是否攔

阻我們認識基督，凡是攔阻我們認識基督

的事，即使原本是一件好事，也看它是有

損的，這不是一條律法或道理，說服人使

人遵行，而是在乎個人的揀選，這種揀選

是自動的，是因對基督的認識增進後而有

的，絕不是被逼的。「當作有損」這是保

羅能夠不愛世界的秘訣。我們有時候似乎

丟不下這個世界，原因是我們還未看它為

有損，認識基督愈多，對這世界的虛空，

也認識的愈清楚。我們的成長，是被主吸

引的，而主對我們的吸引，卻與我們對主 

的認識和愛有關。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注意這句

話中的「已經」，是說明我將萬事當作有

損的，並非只是道理，而是已經成為事實

的一種經驗。「看作糞土」比「當作有損」

更進一步。「看作糞土」是他能丟棄萬事

的力量。如果知道所緊握的不過是糞土，

定會立刻丟掉、放棄。丟棄許多罪惡的事，

無須勉強，是因為認識了基督，又認識今

世罪污之樂都是有損。「要得基督」，包

括初步的認識和更深的得著基督，這是保

羅丟棄萬事的目的，為要得著基督。有人

丟棄萬事卻未必得著基督，如捐錢、做善

事，這是沒有價值的丟棄。保羅將萬事與

基督比較，立刻就顯出萬事變得毫無意義，

無永存的價值。有些人以為基督徒無故把

許多事算做罪，把自己侷限在一個很小的

生活圈子中，從戒毒來說一方面是，另一

方面又不是，因為在戒毒村中，真是如此，

一旦真信主又繼續追求更認識主，就會漸

漸的合神心意來行事為人、合神心意地生

活。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

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

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

了。」（西二 6-7）無論我們有多好，別人

有多不好，我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

就當捨棄阻礙一切攔阻我們親近主的事、

不討主喜悅的事。國語新舊庫譯本將「在

他裡面生根建造」譯作當在祂裏面行動生

活，即以基督為範圍的生活，就放下自我

在祂裏面生根建造。「生根」是指「靈命」，

同工若能生根於基督，就能從祂結果子。

根是向下生的，是隱藏的部分，要多裝備，

更多謙卑，建造是無論人或事工都可向上

發展，是向外表現的部分。最近聽了幾位

戒毒成功已成為牧師和傳道的同工講道，

發現這已超越了戒毒，更深地詮釋了「新

造的人」。福音戒毒真是有深度亦很實際，

感謝主！一切榮耀歸於主，平安歸於在地

上神所喜悅的人。

2020 疫情的一年，晨曦會仍然按著異象使命，
因應環境的更改與需要，完成上帝帶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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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受洗歸主名下

每年復活節與十月 10 日兩次受洗禮拜，2020 年共 13 人受洗歸主，感謝主的救贖。

▌「為什麼要做福音戒毒？」國際會議

劉牧師藉著半年的時間，參訪台灣各福音

戒毒機構，深感福音必須更深化在戒毒者的

生命中，但要如何做呢？因而與同工群構思

「為什麼要做福音戒毒？」的議題，於十二月

18-19 日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一

天半的會議，與東南亞及國內從事福音戒毒工

作的機構一起分享、討論。參與人數約 100 人，

視訊平均約 28 人。

▌泰北新建教育大樓

泰北門徒訓練中心，因為學生有泰國人與

華人，必須分班上課，原課室與宿舍不敷使用，

故規劃新建教育大樓，感謝晨曦基金會主席劉

律師以及弟兄姊妹支持，於十二月建設完成。

▌二、三代同工訓練會

2020 年本會事奉主題是「得人如得魚」，

進行四次的二、三代同工訓練，劉民和牧師均

以此主題分享，並邀請柯志明教授、蔡佩真教

授、謝榮生牧師、林滄耀醫師、陳偉仁長老、

劉幸枝牧師、林達檢察官、劉加恩傳道，以及

同工蔡明蒼、李志偉、姚健民分享。

▌原「晨曦門訓中心」提升為「晨曦福音戒毒學院」

劉牧師與同工群就門訓學生各方面的訓練評估與未來福音戒毒工人的事奉職責與品格

之考量，在七月18日按牧感恩禮拜、門訓十九屆、二十屆學生結業差派禮中，正式將「晨

曦門徒訓練中心、職場門徒訓練中心」合併為「晨曦福音戒毒學院」

▌監獄反毒、關懷事工

為了傳福音給監獄受刑人，同時讓受刑

人更瞭解晨曦會的工作，透過陳俊儒傳道以

及基督教監獄福音關懷協會曾媽媽安排，

2020 年本會劉民和牧師進到監獄關懷佈道共

11 次，包括個別探訪和團體分享。

▌行政中心全體同工前往本會全台各據點參訪

為增長同工彼此服事的屬靈團契，於七月 7-10 日安排行政中心同工進行四天三夜至

本會在全國各據點參訪，幫助行政中心瞭解村家事工，也讓村家同工明白行政同工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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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與傳道感恩禮拜

七月 18 日於永和天恩堂按立同工吳芳熹、楊淑梅為牧師，白家彰、姚建設、孫煒堯、

李後誠及馬來西亞彭武建與新加坡許春發為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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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事工

延續 2020 年的 ZOOM 視訊課程，規劃

一年的課程有：「為什麼要做福音戒毒？」

3 堂、「如何做福音戒毒？」10 堂、「戒

毒者家屬關顧」4 堂、「福音戒毒門徒訓練

的重要性」5 堂、「福音戒毒領袖訓練」9

堂。

▌福音戒毒職場宣教

2021 年二月 23 日已開始與位於南投市

郊的一家大型企業合作「中途之家」，由

企業方提供就業內容、全職薪資、食宿福

利等；晨曦會則派遣兩位同工負責管理，

並帶著七位滿期弟兄入住，白天一起工作，

晚上則一起聚會查經。此合作模式為福音

戒毒首創，也相信此模式能為戒毒弟兄們

的復歸之路帶來助益。

▌台中地區開拓家屬關顧團契

透過本會義工老師郭本陽與台中基督救

恩之光教會聯繫，願意於每周二晚上提供

場地，可以穩定讓台中地區家屬團契聚會。

現已開始前置作業，預計台中家屬團契至

四月底開始成立運作。

▌晨曦福音戒毒學院 25 週年感恩

晨曦門訓成立至今已 25 年，共有 81

位結業生，其中 14 位在各教會牧會，7 位

在社會職場工作，9 位在海外服事，28 位

在晨曦會服事，感謝神興起精兵為主揚起

旌旗，為主發光。晨曦學院預計今年假台

中水湳浸信會舉辦感恩會，歷屆學生同聚

一堂一起讚美神的榮耀。

▌銀髮村

許多無家可歸或孩子無法照顧的年長

戒癮者，需要關懷安置。本會於台東村特

別附設銀髮村，幫助他們生活安定，亦有

聖經課程造就，使他們老有所居、有所安。

▌二、三代同工訓練

今年本會事奉主題是「信心與行為」，

以此主題規劃四次課程培育同工。

▌出版品

預計三月出版《永不放棄的愛》修訂

版；另因應福音戒毒事工的需要出版《為

什 麼 要 做 福 音 戒 毒， 如 何 做？》， 預 計

十一月出版；第三本是蔡佩真教授多年來

對福音戒毒的研究專書，預計十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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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直至新的一年疫情還未趨緩，眾同工仍然以
敬虔的心進行上帝在福音戒毒事工中的計畫。

在一次家庭聚會中閒聊時，已經忘了

當時的話題內容，但卻還記得一段對話，

我說：「我應該在目前的牧會服事中事奉，

直到退休。」姐姐當時回應我說：「你怎

麼會有這樣的想法？難道你不會回晨曦會

服事嗎？」我立刻回答：「不可能！因為

晨曦會有那麼多同工，不會需要我的，況

且，對於教會牧會已非常熟悉，與弟兄姐

妹不但有深厚的感情，教會在各方面對我

也很照顧，所以不可能回晨曦會的。」大

約兩週後，接到劉民和牧師的電話，邀請

我和太太一起餐敘。平常牧師很少與我碰

面，突然邀請我們，心想或許是要與我談

在教會推動聖工的事。

見面時，牧師對我提出一個出人意外

的邀請，請我回到晨曦會服事。我當下的

反應是：不可能。腦中立刻浮現千百個不

能回去的理由。像是：為何要離開原先已

經習慣了的牧會服事？又像是：若離開，

教會豈不是少了傳道人？再像是：教會長

老對我很信任，多年來都很放心讓我去開

展事工……。一個接一個的理由，讓我更

有立場拒絕牧師的邀請。但是，牧師要我

不急著先拒絕，請我一起禱告尋求，仰望

上帝的帶領。同時，牧師也和我分享他對

「福音戒毒」的異象與使命，我聽了非常

感動，但心中想要退卻的理由，卻總是一

再浮現。

禱告尋求的過程中，總會想起兩個不

同場景的談話，為何這麼巧妙地接連在一

起？並且，「福音戒毒」的呼召好像也愈

來愈清楚地感動我。回想十一年來，我雖

然不在晨曦會，但是，對於吸毒者的福音

負擔絲毫未減，每當遇到吸毒的更生人，

或是吸毒者的家人來尋求幫助，我都會想

盡辦法、不厭其煩地鼓勵他們：「成癮者

一定要進戒毒村，家人則需要加入教會。」

因為我確信，唯有福音，才能幫助人、才

能真正改變生命。一旦有受助者願意進村，

我也會盡力想辦法協助他們在村中的生活

需要。因此，這些年來雖身為教會的傳道

人，但服事的對象卻從未與福音戒毒脫離

關係。每當我與他們談福音時，心中總是

火熱，著實希望他們與我一樣，可以同得

福音的好處。既然如此，為何當可以更直

接服事他們的邀請出現時，我會如此猶豫

再回
晨曦會的恩召
總幹事特助   陳俊儒傳道

事奉分享主題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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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決呢？只因為這實在是我事奉生涯中的

重要抉擇，因此，也向幾位曾經陪伴我成

長的屬靈長輩請益。尋求過程中，逐漸了

解自己所堅持的理由，根本的原因在於我

不想離開牧會十年的舒適圈。

畢竟「改變」，對於教會和我的家庭

生活，勢必造成衝擊。在家庭方面，我和

太太雖然沒有孩子，顧慮少了許多，但因

為我回到晨曦會後，太太必須承擔一些我

原先的服事，並且，她得面對我因著各樣

機動性的服事而必須調適獨自擔當的壓力。

因此，「回到晨曦會」，不只是對我，也

是對我太太的呼召；若沒有她的贊同與支

持，我無法無後顧之憂往前行。起初，在

尋求上帝心意的過程中，我和太太對這個

呼召的回應，並未同步，但神同樣在太太

的心中動工，使她終於能放下許多的擔憂

害怕，與我一同靠著神的恩典而行。在教

會方面，與長執表明、討論、開會，經過

一段時間的溝通與禱告後，教會也願意成

為我的母會，支持並祝福我回到晨曦會服

事。

去年六月，我回到晨曦會。感謝牧師

與眾同工對我的教導與幫助，使我很快能

夠融入晨曦會這個大家庭。半年多來，牧

師安排我在辦公室的學習，使我了解各部

門的組織與分工，並一同參與各樣事工討

論；牧師也指示我進入各村家參與作息，

讓我慢慢地熟悉村家的生活，並與同工和

弟兄們有很好的互動，同時，也適時地展

開一些關懷和牧養的工作。因著疫情的影

響，牧師無法如往常出國傳遞福音戒毒的

異象，並關懷海外各地的同工，因此自去

年九月起的每週一晚上，開始了「福音戒

毒教牧關懷」視訊課程，邀請各國各地的

同工在線上聚會，我有機會擔任課程的助

理主持人，聆聽每一堂課，因而能更深入

認識牧師所傳遞的福音戒毒異象，同時，

看到牧師回應神的託付，是如此充滿熱忱

且全心盡力投入，讓我深受感動，並使我

更明白上帝對我的帶領。

感謝神，賜我再次蒙召的機會，可以

更直接、更務實地服事成癮者及他們的家

人。在晨曦會的事奉，使我更看到人的需

要，並見證上帝的榮耀！主耶穌說：「我

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約十 10），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唯有靠耶穌，才能脫離毒癮的綑綁，得到

豐盛的生命。

編者註：陳俊儒傳道於 2008 年由晨曦

福音戒毒學院結業，2011 年由宣道神學院

畢業，原在長春禮拜堂事奉十一年，現就

讀中華福音神學院聖碩三年級。感謝主，

陳傳道於去年加入晨曦會的團隊服事，求

主堅固他手所做的工。

事奉分享

福音戒毒的成效與實證基礎之發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蔡佩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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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利未記的記載中，痲瘋病人一

旦得著醫治，需要給祭司察驗過後，才能

重新回到社區。祭司所進行透徹的察驗和

仔細的察看，類似我們學者所進行的嚴謹

科學研究，透過研究來確認病人得著醫治

的事實。以下的寫作也是以學術的觀點來

探討福音戒毒的成效與實證研究的發展，

包括晨曦會內部自行的調查報告，以及學

術界在晨曦會所進行的研究成果，願主的

名得著當得的榮耀。

（一）內部評估

福音戒毒在台灣發展已近四十年，且

成為台灣民間主要戒癮資源，多是只憑藉

信仰的力量以及過來人的經驗提供服務，

其服務成果多半是以個案的現身說法來呈

現，承襲著 AA 和 NA 戒酒和戒毒匿名會的

古老傳統，一個個的經驗揭露，失敗的和

成功的經驗，口耳相傳彼此激勵，晨曦會

是以戒癮成功的過來人擔任治療性社區的

管理者與輔導員，他們自身的優勢是在於

個案輔導而非行政與績效管理。近代政府

資源邑注與管理主義導入，服務成果與成

效的展現也將成為這類以信仰爲基礎的藥

癮處遇模式必要的發展方向。

在戒癮的成效上，晨曦會每年約收治

一百多位戒癮者，目前收治量能約150位，

機構內部評估的戒癮成效是每隔幾年以電

話普查所有離開戒毒村的個案，評估指標

是保持不吸毒、不喝酒，而且戒毒後在個

性、人際關係、處事態度上都有改變方可

稱之為穩定戒癮，以信仰的道德標準要求

全人戒癮。1985 年至 2011 年所有出村戒

癮者有 21% 的人完全禁絕毒品和酒（晨曦

會，2012）。而最近一次的機構普查，以

電話追蹤與整理 2015 年至 2019 年出村個

案狀況 667 人，52%（n=344）的人出村後

沒有再吸毒喝酒。在留置率方面，33% 的人

住一個月內就會離開，住半年內離開的人

約有 55%，住滿一年半（滿期）以上的人約

25%（n=168）。滿期者的戒癮表現出色，

凡是住滿期（18 個月）出村學員沒吸毒的

比率為 72%，未滿期出村學員沒吸毒的比率

45%，詳見下圖（資料來源：晨曦會。統計

日期：20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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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會 104-108 年 

離村學員現況追蹤 (N=667)

晨曦會 104-108 年 

住滿期離村者現況追蹤 (N=168)

晨曦會 104-108 年 

未期滿離村學員現況追蹤 (N=499)

晨曦會這份機構調查結果與過去

的文獻是一致的，過去的諸多研究顯

示：治療性社區的成功與「持續治療

時 長 」 呈 高 度 相 關 (Bleiberg,Devlin, 

C r o a n , & B r i s c o e , 1 9 9 4 ; C h r i s t i e & 

DeBerry,1994，Marcus,1998)， 同 樣 地，

Vanderplasschen（2013) 系 統 性 地 回 顧

文獻也指出在治療性社區「住越久，效果

越好」。此外，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2018）根據過去研究基礎，提出有效

的藥癮處遇原則之一：「停留在處遇一段

充足的時間是至關重要」。然而，如何克

服個案的流失率，提升留置率，始終都是

各類治療性社區需要努力的挑戰和課題。

（二）外部評估

陸續有研究人員進入晨曦會的戒毒村

進行研究，而且陸續發現福音戒毒村是具

有藥癮戒治的明顯效果，這些研究人員

來自的領域如下：犯罪防治（周子敬，

2006；朱群芳等人 , 2012，2019；賴思璇，

2017）、心理諮商（胡萃玲，1996；安辰赫，

2004；蔡坤衛，2016；賴晴蕙，2017）、

社會工作（蔡佩真，1990, 2019；陳淑彥 , 

2019；司其瑩 , 2020）、社會學（趙星光，

1996）、公共行政（王富弘，1996；楊靖

文 , 2018；林美專 , 2020）、護理與健康

照顧（潘秋月，2011；謝美慧，2015）、

還有精神醫療王聲昌醫師等人的研究成果，

均肯定此種戒癮模式有利於藥癮者的康復，

其中有三本論文是屬於博士論文，分別是

蔡坤衛、林美專、謝美惠等人的研究都將

這類以信仰爲基礎的藥癮處遇模式進行更

深厚的學術論述，雖然都是科學實證的研

究，但探討的內容多半是關於宗教的療效

因子、靈性的轉化、戒癮歷程等，很少是

關於成效方面的量化研究。

早期研究重點多偏重於療效因子，

採用的方法多數是質性研究法，蔡佩真

（1990）以質性研究法探討福音戒毒戒癮

者的戒癮動機、失敗因素以及治療要素，

該研究發現宗教戒毒能有效改變戒毒者是

基於個案強烈的戒毒意願，加上對神的歸

依和讀經的體會，以及戒毒者之間的團體

動力、神職人員的愛、戒毒村的工作與活

動都對個案有所幫助。胡萃玲（1996）也

是以質性研究法探討基督教戒毒村藥癮者

的復元歷程以及要素，該研究發現基督教

戒毒村治療功能有：（1）成功的希望；（2）

可資學習的戒癮復元楷模；（3）具保證與

管理的戒癮環境；（4）真實而無條件的愛

與關懷；（5）生活的鍛練與重建；（6）

教導體系完整的人生觀；（7）漸進的工作

磨練與自信心；（8）成功經驗的自我肯定

和鼓舞。

社會學者趙星光（1996）以個案研究

法探討福音戒毒的內涵與意義，認為此模

式強調從心靈的醫治與復健著手，以宗教

的信靠過程重建藥癮者的意義系統，賦予

並強化戒癮的動機與毅力，培養新的人際

關係與互動方式，有利於重返社會生活；

安辰赫（2004）也是以質性研究法探討基

督教戒毒村戒癮復原歷程，可分為排毒期、

戒毒期、維持期，按照時間的進展，呈現

出身體復原、心理復原、靈性復原等特徵。

陳碧珍（2011）以敘事研究法訪談三

位基督教戒毒村結業五年未再犯毒癮者，

研究對象在吸毒時與家人關係疏離，福音

戒毒促成靈性提升，生命價值觀開始發生

改變而能遠離毒品，與家人重建關係也因

為靈性重整，能用實際行動與家人重建關

係，以戒癮者外在行為的轉變來展現了戒

毒村的戒癮成效。

■過世 (n=55) 

■不確定/失聯(n=188) 

■吸毒 /酗酒 (n=80) 

■沒吸毒 /酗酒 (n=344)

■過世 (n=15) 

■不確定 /失聯 (n=23) 

■吸毒 /酗酒 (n=8) 

■沒吸毒 /酗酒 (n=122)

■過世 (n=40) 

■不確定/失聯(n=165) 

■吸毒 /酗酒 (n=72) 

■沒吸毒 /酗酒 (n=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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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福音戒毒的質性研究成果已

經非常豐碩，相較之下，成效的量化研究

方面，還有待發展。周子敬（2006）的研

究是採用量化研究，比較受試者對戒毒村

與戒治所課程成效的觀感，周子敬（2006）

以量化研究普查台灣晨曦會七個基督教戒

毒村之學員並比較他們對戒治所的感受，

研究發現：研究對象對基督教戒毒村的生

活適應比在戒治所較感輕鬆有自信；其次，

研究對象認為戒治所各項戒治課程效果不

彰，但多數贊同基督教戒毒村戒治課程的

效果；最後也發現研究對象認為從信仰中

享受到愛，戒治所則否。

 

Chu, Sung, 與 Hsiao（2012）的研究將

台灣福音戒毒藥癮處遇模式的實證基礎與

研究水平向前推進一大步，該研究目的在

於評估宗教信仰轉變後，對治療的留置與

完成的影響，並確定治療留置 (treatment 

retention) 和完成 (completion) 的相關

性。研究方法是採用台灣晨曦會 2001 年一 

月至 2009 年三月間 708 名物質濫用者的紀

錄，用於分析宗教皈依對治療的留置和完

成療程的影響。研究發現，宗教皈依是治

療持續與完成治療的重要預測因子。「宗

教信仰改變」與「持續治療時長」有關。

該研究發現，宗教皈依是以信仰為基礎的，

沒有信仰，個案即不可能持續夠長的治療

時間，以獲得當下的許多有益的處遇與支

持。宗教皈依被發現是正向治療結果的重

要預測因子。Sung,Chu, 與 Hsiao（2013)

同樣根據台灣晨曦會提供的次級資料發現：

婦女在以信仰為基礎的處遇環境中比起男

性的戒癮挑戰更大；而宗教信仰的皈依與

處遇的留置（treatment retention）之間

存在密切的正相關。從這項研究可以理解

到在以信仰為基礎的戒癮處遇中，真實的

接受信仰是處遇的媒介，也是產生轉變的

重要機制，藥癮者如果住進戒毒村，只求

形式生活的安置，而未能感受到信仰的影

響所帶來的好處，就容易在處遇過程中流

失，處遇結果自然會產生差別。

蔡佩真（2019）針對晨曦會滿期出村

後仍然維持不吸毒二年以上的 616 位藥癮

康復者，進行郵寄問卷調查法，了解藥癮

康復者的復元與社會復歸狀況，收回 114 

份有效問卷，該項研究發現復元評估分數

越高，社會復歸實況越好。婚姻、工作、

與復元評估量表對於藥癮者的社會復歸具

有解釋力。研究結論：復元評估量表可作

為評估工具與處遇指引，促進戒癮康復者

之社會連結與強化內在復元資本，有助維

持長期的戒癮成果以及順利社會復歸。

朱群芳等人（2019）的研究比較了二

種戒癮模式的處遇效果，司法矯正機構強

制戒治處遇模式與基督教晨曦會福音戒毒

模式，探討負面情緒、自我效能、同儕支

持與治療同盟四者在兩種不同處遇模式中，

對於毒癮戒治處遇效果之影響。以研究對

象離開戒癮機構前自陳其自覺藥物濫用問

題、情緒及行為控管能力等改善程度做為

處遇效果之評量標準。結果顯示：

1. 晨曦會組別相較於戒治所組別而言，負

面情緒較高

2. 晨曦會組別相較於戒治所組別而言，自

我效能較低

3. 晨曦會組別相較於戒治所組別而言，同

儕支持較高

4. 晨曦會組別相較於戒治所組別而言，處

遇效果較高

朱群芳等人（2019）認為「晨曦會組

別之處遇效果顯著高於戒治所組別，表示

晨曦會學員相較於戒治所學員而言，更能

分析自己的問題進而解決藥物問題，對於

自身感受與心理狀態有更多認識，亦能在

處遇過程中提升更多情緒與行為控管能力。

可能原因為同儕支持對於處遇效果之影響

較其他因素更大，而晨曦會組別學員之同

儕支持分數較戒治所組別學員高，進而帶

動其處遇效果較佳」。

至於該研究發現「晨曦會組別學員之

負面情緒分數顯著高於戒治所組別」，這

個現象可能跟學員在基督教戒毒村的留置

時間需要更久，規範更嚴，同時在信仰的

成長中恢復清醒時，對於自身處境的覺察

能力較敏銳，需要用清醒的狀態面對現實

中的壓力挫折與痛苦，體認到內在的衝突，

不能夠再用毒品逃避痛苦，因此，負面情

緒較高有可能也是邁向突破前的現象。

此外，該研究發現「戒治所學員之自

我效能顯著高於晨曦會學員」，自我效能

是指對於自身是否能戒除毒癮、抵抗藥物

的誘惑有較高的信心，相信即使自己再次

處於高危險情境下，亦能夠拒絕用藥。朱

群芳等人（2019）推測可能之因素有二：

「（1）不同處遇模式造成之結果：在司法

戒癮處遇中，有專業輔導相關人員提供專

業處遇，包括個案、團體治療，提升學員

之戒癮動機及信心；而晨曦會戒癮模式則

採取聖經告誡之方式，兩模式在治療觀點

有差異，推測可能因此導致戒治組別自陳

的自我效能分數較高。（2）過度自信現象：

蔡震邦（2007）針對成年男性受戒治人之

復發預測研究，結果發現成年男性藥物濫

用者之自我效能分數偏高，推測可能原因

為當個案在受毒癮或相關情境影響作用時，

仍相信自身能夠抵抗毒品，高估自身真實

狀態與能力，且低估再次使用毒品之相關

危險因素，造成個體自我效能與現實狀態

之落差，而產生過度自信之情形。而 Zhang

等人（2016）訪談 36 位上海強制戒毒中心

之藥物濫用者，研究結果亦有相同發現，

具有較高自我效能之過度自信者傾向於低

估自身成癮程度、高估自我控制能力，且

較缺乏改變動機。故可發現過度自信亦可

能造成自我效能分數較高」，而晨曦會學

員之自我效能較低之原因，可能與其自願

參與戒癮處遇有關，學員有更強烈病識感，

體認毒品危害，了解戒毒是一條長遠的路，

須時時保持戒心，故推測學員對於戒癮抱

持兢兢業業之心態，導致自我效能感較低

（轉引自朱群芳等人，2019）。從上述這

份研究報告中，可以發現「自我效能」的

評量指標，在以信仰為基礎的戒癮處遇脈

絡下是較不適用的指標，畢竟，在信仰的

環境教導學員不再依靠自己，信仰是一種

託付與對上蒼的降服，仰賴的是更超越的

上蒼所賜與的力量與勇氣。

綜上所述，福音戒毒已經有相關的研

究展開成效的探討，建置實證的基礎，目

前的研究尚缺乏以較嚴格的實驗控制與測

量工具來測量以信仰為基礎的戒毒村的戒

癮成效，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挑戰，頗值得

未來研究者繼續努力。畢竟，研究成果可

以回饋到服務輸送系統的修正，持續提升

處遇品質，以實證為基礎的戒癮處遇才能

持續進步。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 ( 詩篇九十一 1-3)

神是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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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

◎行政中心與各村家開啟二○二一年事工

內容，求主賜福眾同工的辛勞，使同工

們在事工進行中，滿有神的智慧，行在

神的旨意中。

◎三月 27 日於本會南區屏東輔導所舉行復

活節洗禮感恩禮拜，請為已經報名受洗

的 7 位學員感恩並代禱，感謝神賜給學

員有得救的智慧，求主保守受洗學員一

生行在主的道中，有好見證榮神益人。

◎已從二月 8 日起至四月 26 日，陸續規劃

10 堂福音戒毒的視訊直播課程「如何做

福音戒毒 ?」，求神保守順利進行，讓

台灣、世界各地福音戒毒領袖與同工，

齊聚一堂有美好的交流與學習。

◎三月 16、17 日舉辦今年第一次三代同工

訓練會，求主賜給講員與參與訓練的同

工，在所規劃的課程裡有好的分享與領

受，激勵本會下一代福音戒毒的同工，

能心存感恩更加堅定事奉神。

苗栗戒毒輔導一村

◎感謝神！阿毅弟兄在南勢醫院治療了兩

個多月，已於今年一月份因精神狀態好

轉出院，為此獻上感恩！求神使弟兄回

到村中學習的日子裡，與主更親近。

◎今年有三位弟兄在神的感動及呼召下，

要投考門訓；請為這三位弟兄禱告，在

準備考試的期間能順利、接受從神而來

的裝備。

苗栗戒毒輔導二村 

◎感謝神！願神記念來村中授課之義工老

師們，願神賜福老師們的家庭、事奉，

賜福他們在基督裡愛心的擺上。

◎求神帶領弟兄們在聖經的話語上更認識

與渴慕，生命更加成長。

田中輔導所

◎感謝神！使村中自來水裝設工程順利完

成來感恩，能有更好的水質飲用。

◎請為村中弟兄阿益的身體腹部左側疼痛

代禱，經抽血檢驗及照超音波後，尚未

找到病因，求神帶領後續的檢查順利。

屏東輔導所

◎弟兄阿銓決定今年報考門訓，請為弟兄

清楚使命、呼召禱告。

◎村中有多位弟兄開始學習吉他，求神看

顧且提升弟兄們透過音樂學習的心，在

詩歌讚美中更加認識神。

台東戒毒輔導村

◎與高雄旗山村合併後，請為弟兄們早日

適應新環境與課程學習、同工們的服事

配搭運作都能順利禱告。

◎請為同工洪政道牧師的膀胱腫瘤治療過

程禱告，求主施行醫治，復原過程蒙主

保守。

◎請為村中舊房舍 B 棟的整修工程代禱，

室內宿舍需要隔間、室外鐵皮老舊需要

重新搭建，求神預備所需一切費用及施

工規畫。

高雄美濃戒毒輔導村

◎感謝神！雖然村中位置交通較為不便，

但仍有許多義工老師長年來支持教導弟

兄們，願神賜福義工老師們的家庭，也

保守老師們教課的路程出入平安。

◎村中四位弟兄阿宇、阿豪、阿良、阿棋

預備報考門訓，求主堅固他們的心，同

時更明白認識主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

以致大有信心與喜樂。

台南輔導所

◎今年六月有兩位弟兄阿翰和阿傑要報考

門訓，求主堅固他們，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的心禱告。

◎三月份有阿瑩弟兄願意受洗，表明悔改

歸向神，成為一位基督徒，求主堅固他

的信心。

◎請為弟兄阿彬的 B 型肝炎、阿翰的心血

管疾病及阿吉的椎間受損代禱，求神賜

弟兄們治療中有主裡平靜安穩的心；也

持續為阿成的癲癇能穩定禱告，求神看

顧保守。

◎同工經華老師的糖尿病求主醫治，使他

身體強壯、靈命興盛，有好的精神體力

為主作工。

姊妹之家

◎請為姊妹們能在真理上學習更加認識神、

渴慕神，在生命上學習彼此相愛、互相

在真理中彼此建立禱告。也為她們的心

思意念常蒙神保守、被真理引導，有精

神層面問題的、身體病痛的姊妹都蒙神

醫治，越發茁壯健康。

◎求神繼續施恩、引導同工們在村中的服

事更加靠主得力，且持守跟神親近禱告

的時間，在彼此的配搭上更加有默契。

晨曦福音戒毒學院

◎門訓永和學區：求神看顧學生在課堂上

有好的領受學以致用，以及在教會的實

習有美好的見證與學習。

◎門訓芬園學區：門訓每年六月底招生後，

九月初開學每位學生須進入教會實習，

在短短二個月時間，請為每位同學在尋

找台中、彰化、南投地區各教會時，求

神賜予合適且能支持接納的教會；為此

實為不容易，需提前預備聯繫，分享負

擔，求上帝帶領及預備。

◎職門訓七股學區：學生的生命成長，求

主賜智慧、耐心與能力使靈命日漸增長。

學生們在教會的實習有好的見證，積極

主動與人關係和諧，事奉神服事人。公

務車因老舊經常故障，求神保守出入平

安，帶領預備新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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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輔導中心

◎求神帶領，為出版業務今年度規劃編輯三

本福音戒毒新書代禱，在出版業務與團隊

同工間的配搭合神心意，使文字事工得以

榮神益人。

◎外展隊與屏東工作坊開學後結合學院部份

課程，定期與學院學生一同上課，求神預

備學生學習的心和學院上課的適應禱告，

在工作中能與神關係更親近，也為此向神

獻上感謝。

泰國晨曦會

◎滿樂福：感謝神！迎接新的一年，村中開

始屋頂每兩年更換一次茅草的工程；也請

持續為在疫情期間接收新弟兄戒毒禱告，

使需要幫助的人來到這裡認識神，整個作

業過程也不受疫情影響。

◎滿星疊：近兩個月來，種植的菜蔬有很好

的收成，感謝神因收成豐富，能減少買菜

的費用。現在泰北氣溫早晚溫差大，請為

弟兄與同工的身體代禱，求神保守有充足

的體力，使屬靈的學習更加長進。

◎農場：求神幫助賜予智慧，為農場今年增

添母種豬有好的規劃，懇求主引領農場團

隊，虛心合一為榮耀神而忠心服事。

◎撒母耳之家：請為新的一年，求神預備合

宜的新同工來禱告；也求神看顧帶領孩子

們的心懷意念，讓眾人都有願意的心，繼

續在神的恩典和真理中被建立。

◎門訓中心：求神賜與同工有智慧的話語及

引導的能力，幫助同學能自省，以信心的

生活來學習展望未來。

◎行政中心：感謝神，使我們看見自己的不

足，認知到自己在福音戒毒的組織三要

素、三認的學習上操練不夠，但神仍然以

恩典及憐憫引導我們，從困難中給予成長

的機會；也感謝神有位弟兄願意信主，求

神在牧養關懷的過程中，賜聰明智慧將人

帶到神的面前。

海外宣教

◎美國晨曦會：請繼續為美國的疫情代禱。

進入冬天季節，感染新冠狀病毒的人數遽

增，求神賜下智慧使政府能應對疫情，能

解決新冠病毒的擴大感染。請為成立「中

途之家」各項規劃、建造化糞池、地基及

申請執照的繁複過程能順利，經費仍然不

足代禱。

◎加拿大晨曦會：感謝神！同工 Johnson 於

神學院進修碩士課程順利完成第一學期；

為三位同工彼此的配搭在主裡同心合一事

奉禱告。目前多倫多因疫情影響有居家

令，義工老師們被迫不能前來教學，故使

用線上教學的方式，求主在這段期間，保

守老師們線上視訊的課程、弟兄的學習能

夠適應。

◎英國晨曦會：感謝神！阿祥與阿勵弟兄已

於二月底順利返台居家隔離。

◎創啟地區一：求神賜弟兄們有渴望追求神

話語的心。求神幫助戒網癮（遊戲）的弟

兄，在村裡短期的學習，因著認識神，讓

生命得著改變。為同工志鋒老師和彩虹傳

道夫婦的服事禱告，求神加添信心，找到

合宜的服事崗位；也為志鋒老師的腳傷代

禱，求神醫治。

◎創啟地區二：戒毒村新建游泳池，讓學員

能有多樣健康的運動。請為兒童事工「彩

虹福利院」已開始動工，求神預備一切所

需，使工程可以順利進行。

◎創啟地區三：感謝神！今年有 26 位弟兄

姐妹願意受洗歸入基督。村中弟兄有 14

位滿期離村、2 位就讀門訓，求神引導他

們有智慧選擇前方的道路，持續走在主的

道路上。請為新據點「晨新之家」今年度

的經費代禱，由於疫情之故，資金短缺不

足。

◎創啟地區四：請為中心的運作禱告，求神

看顧因政局遣散後留下來的同工及弟兄，

在逆境中求主加添能力與智慧處理各樣事

工。

◎創啟地區五：感謝神！村中 4 位弟兄進到

神學院受裝備，求主開路帶領。同工宿舍

的衛生間順利完工感恩，求主記念執行同

工及弟兄們的幸勞。

◎創啟地區六：請為預備建蓋弟兄宿舍的一

切需要代禱。求神施恩予戒毒村，透過福

音幫助更多的弟兄，信主後生命改變，戒

毒成功。

◎創啟地區七：求神差派牧者及義工老師能

到村中傳講真理，使弟兄們能受到更多的

教導，實踐於生活，透過神的話語生命更

新。

感恩與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