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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協會宗旨 
 

    與抑鬱共舞協會於 2002 年成立，宗旨在於： 

 
 向抑鬱症患者及其照顧者提供心理支援 

 協助抑鬱症患者舒緩病情 

 促進抑鬱症患者減低復發機會 

 促進抑鬱症患者融入社會 

 提昇社會對抑鬱症的關注 

 

協會簡介 
 
    與抑鬱共舞協會乃一個由群義工組成的慈善團體，成員包括社會工作

者、輔導員、心理學家及醫生，自 2002 年 2 月開始以小組形式為抑鬱症患

者免費提供支援服務。過去十二年，由超過五十名具助人專業背景之義工

協助開辦三十多個情緒支援小組，受益者多達三百人。此外，協會亦透過

舉辦社區公開教育講座、研討會、接受傳媒專訪等，達到社區教育目的。

協會至今透過陳紀德紀念基金及私人捐助支持，多年來亦獲香港輔導及調

解服務、聖公會聖保羅堂贊助。 
 

核心信念 
     
    「鐵三角」—— 一個成功的治療模式，由三個重要原素組成，分別是

接受由家庭醫生或精神科醫生診斷及處方藥物，接受由臨床心理學家、心

理治療師或輔導員提供的輔導，及參與情緒支援小組。情緒支援小組締造

一個充滿尊重、關懷、接納和愛的環境，讓參加者獲得安全感，並學習諒

解自己，寬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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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情緒支援小組 
    
    協會的核心服務是為抑鬱症患者提供情緒支援小組。每個小組由八至

十名參加者組成，並由兩至三位義務組長，及一個資源人帶領。小組採用

「封閉式」（Closed Groups）模式運作，特色是當小組開始後，不會再加

入新組員，使組員在有足夠安全感的氣氛下建立互信基礎，促進他們分享

困難與個人經歷，過程中讓其感受到人生路上並非孤單一人，還有同行者

互相攙扶，一同學習管理情緒，克服困難的方法，並且提昇人際溝能力，

尤其改善家庭關係及工作關係。 

 
    此外，會定期邀請精神科專科醫生為組員及親友舉辦醫學講座及醫學

分享會，讓他們對抑鬱症有更深入的認識；還會舉辦各類型講座及工作坊，

包括輔導、家庭治療、認知行為治療、溝通技巧、邁爾斯 - 布里格斯性格

分類法（MBTI）等。 
 

 

個別心理輔導 
   
    協會與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為其與美國亞萊恩國際大學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合辦之臨床心理學博士課程的學生安排

實習機會，為有需要的會員和組員提供個別心理輔導。 
 

 

 

互助網絡 

 

● 元老組：以短期小組形式，對剛完成六個月情緒支援小組的組員提供延

續支援。 

● 為病患者親友提供心理教育小組。 

● 出版年度刊物「心聲集」，為會員提供一個經驗分享平台。 

● 馴服抑鬱：邀請知名人士及會員分享其克服抑鬱的成功經驗。 

● 週年聚餐 

● 戶外活動 

● 各類興趣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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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倡導工作 

 

● 年度社區公開教育講座：抑鬱症成因、病徵與治療 

● 透過網頁提供有關抑鬱症的資訊 

● 研究成效，並於香港家庭醫學報上發表 

 

專業培訓及發展 

 

● 每年為新加入的組長義工進行培訓 

● 為組長義工舉辦個案研討會 

● 每星期為組長義工進行小組督導及解說環節 

● 總結經驗，於 2010 年出版組長手冊，以推進會務 
 

資源中心 
     
    協會獲熱心贊助人支持， 2008 年捐出地方以開設辦事處和資源中心，

同時豁免租金及管理費。除用以舉辦小型活動外，資源中心還附設小型圖

書閣，現藏有三百多項以應用心理學為題的書籍及影音教材供會員及義工

借閱。 

 

使命 
   

    協會以向本港社區內有志為抑鬱症病患者提供支援的組織推廣舉辦

「情緒支援小組」的模式為使命，希望這個小組最終可成為一個運動，促

進社會大眾接納抑鬱症患者，並提供支援，從而降低對他們的負面標籤，

讓他們更容易獲得適切的治療

及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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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活動項目簡介 
 

 靜觀覺察共修日  

 
協會於 2011 至 2012 年獲余兆麒醫療基金撥款，資助舉行「覺察認知治療

研 究 計 劃 」（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期間共舉行了四個

為期八星期的小組，並於計劃結束後定

期舉辦「靜觀覺察共修日」，為參加者提

供持續的定期修習課節。 

 
義務導師：盧希皿博士（Herman） 

 

 

 

 

 組長訓練：聲動起來（Voice Up）工作坊  

 

Speaking is a Life Skill NOT just a Soft Skill ….. 
� 
戲劇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溝通工具，它

可以擴大我們的思想，激勵我們去探

索另一個世界的溝通技巧。Voice Up 

以顯淺易明的方式把一系列嶄新的聲

音、身體動作、呼吸的舞台技巧（Voice 

& Movement）帶給我們，幫助我們

了解自己說話的習慣和模式，並從中

體驗「口才」、「溝通」、「演講」和「表

達」四方面技能精髓，將我們的思想

（thoughts）、情感（emotions）變成行動（actions），以達到你想得到的

結果（results）。工作坊為義工組長從加強說話的感染力、提升轉移別人情

緒的能力及激發人際關係的親和力幾方面提供培訓。 

 
義務導師：Eva Lau 劉綺華小姐【Voice Up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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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認知治療小組  

COGART Group Therapy 
 

藝術認知治療由 Ms Julia Byrne 及盧希皿博士創立，它結合藝術治療中對

意識及意象的探索，以及認知治療中有關內在矛盾及自我調節的理論，幫

助參加者從十星期的探索過程中，更深入地認識自我，調整個人目標及提

升情緒管理，同時有效地減低抑鬱癥狀，提昇正面情緒。參加者使用顏色

筆、油彩或簡單物料繪畫，或用雜誌裡的圖片創作拼貼畫，或用黏土創作

等，並以嶄新的方式表達出個人內在的思維與感情，並可與導師一起探索

作品背後的含義。計劃為期兩年，獲余兆麒醫療基金撥款資助。 

 
導    師：註冊藝術治療師 Miss Julia Byrne 

義務導師：盧希皿博士（Herman） 

 

 

 十一週年聚餐  

 

每年一度，邀請各會員、親友、組長和義工聚首，一同慶祝協會成立週年。

聚餐於上環嘉豪酒家舉行，筵開十二席，場面熱鬧。當晚會員和義工還主

動參與，一起合唱勵志歌曲，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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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活動（Drama Games）工作坊  

 

透過戲劇活動與經驗分享，讓參加者提昇對自我的了解，增強與人溝通及

表達的能力，對明白建立友誼困難有新體會，幫助開放自己。協會自 2012

年開始，每年舉辦此工作坊一次。 

 
義務導師：麥秋先生 

 
麥先生五十多年來獻身於社會工

作、表演藝術及戲劇教育等三大範

疇，多來年參與製作的舞台劇超過百

齣，並分別憑《山水喜相逢》獲得最

佳男主角及

《官場現形

記》獲得最

佳導演。 

 

 

 

 

 排排舞工作坊（Line Dance） 

 

排排舞（Line Dance）起源於美國西部，早期是一種以鄉村音樂（Country 

Music）襯托的舞蹈，發展至今兼以流行音樂伴舞。排排舞在世界各地已流

行超過五十年，它是一種集體舞，有明顯的節奏感，步法簡單，輕鬆易學，

運動量適中，服飾隨便，無需舞伴，

且不同程度的學員可配合不同速度的

流行音樂，由淺入深；所以它是非常

適合任何年齡及沒有跳舞經驗的人士

學習。學習排排舞可令心情輕鬆舒

暢，頭腦更靈活，記憶力增強，動作

更敏捷，還可鍛鍊身體和陶冶性情。

協會自 2011 年起，每年舉辦工作坊

一次，反應熱烈。 

 
義務導師：黃靄琪小姐（L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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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治療小組（Music Therapy） 

� 
� 

音樂能夠為參加者提供一個正面和愉快

的經歷，音樂活動都圍繞著成功的機

會，從而提高參加者的自信心和自我感

覺，它還可成為一個非言語的途徑來表

達自己，並且營造一個和諧的氣氛，形

成一個自我放鬆的空間，減少對外界的

壓力和抗拒，從而慢慢調整內心不安的

情緒。 

 
 
導師：註冊音樂治療師  

      梁凱琪小姐    

      （Jacqueline） 

 

 

 

 

 秋日樂逍遙 - 南丫島暢遊  

 

                                    秋高氣爽，最適宜暫且放下繁囂           

的都市生活，一起融入大自然，

並與各組長和組員聚首。六十名

會員、義工及親友齊到南丫島，

漫遊家樂徑，並於天虹海鮮酒家

晚膳，共渡愉快的一天。 

 
                       
 
                
 
 
 
  ＊本活動獲 

    有心人贊助 
 



與抑鬱共舞協會 2013年報 8 

 東嶽太極拳之五功八法工作坊  

 

東嶽太極拳誕生於千年之交的東岳泰山，其中「五功八法」是太極拳的基

礎，亦是核心精華所在。練習太極拳有健心的功效，它能使人在心理、生

理方面都達到一種穩定、平衡的狀態，有助於解除抑鬱者的心境、思維

和身體功能障礙，有效減輕負面

情緒帶來的身心傷害，並建立正

確的人生觀。十個星期的工作坊

讓會員學習五功八法，包括「無

極樁、懷抱日月、旋轉乾坤、三才

式」，和「倒卷肱、雲手、野馬分

鬃、摟膝拗步、金雞獨立、左右分

腿、掩手肱捶、攬雀

尾」等，並鼓

勵他們勤加練

習，持之以恒。 

 
 
 
 
 
 
 
導師：董大雄先生 

 

八卦掌第六代傳人、東岳太極拳傳人，國家一級運動員。董先生曾

在韓國、香港、浙江、北京等國內外武術競賽中榮獲獎項，包括第

六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最高獎項「全能王中王」、韓國國際武術錦標

賽個人全能冠軍等單項冠軍共三十八次。 

 

 編織工作坊  

 

學曉編織基礎技巧，日後可隨喜好獨立製作簡單、溫暖的編織品送贈自己

和親友。導師以「織針」及「日本編織技巧」為教材，教授會員編織基礎

知識及技巧，包括講解毛冷與織針的知識及選講方法、編織技巧、閱讀編

織圖和編織品保養。 

  
義務導師：曾嘉明 Yv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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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觀減壓小組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現代生活節奏急速，往往令都市人承受不同程度的壓力，甚至產生恐懼、

不安等負面情緒，如果我們不懂得將它們疏導和處理，或會感到心境困擾，

嚴重的甚至會造成各類身心病癥。「覺察」（Mindfulness）又稱為「靜觀」，

是一個具系統的自我認識及反省過程，它幫助我們與個人內在的智慧連

結，使我們解開困憂。「覺察」引領我們將

注意力集中於此時此刻，使能以平常心，活

在當下，並且學習突破固有狹窄的內心世

界，重新掌控自己的生命目標。據歷年來的

研究顯示，對減輕身心疾病，治療抑鬱、焦

慮有一定的幫助。 

 
義務導師：盧希皿博士（Herman） 

 

 

 會員同樂日 - 薄扶林傷健營  

� 
約三十名會員及組長，一同暫且拋開

壓力，輕鬆暢聚，漫遊薄扶林水塘郊

野公園、燒烤，一同參與集體遊戲，

享用薄扶林傷健營內設施，共渡一個

愉快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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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公開教育講座：抑鬱症成因、病徵與治療  

 

本會每年一度於社區中舉辦的大型公開

教育活動，希望讓公眾人士認識更多有關

抑鬱症的成因、病徵及治療方法，同時亦

希望透過已完成為期半年的支援小組的

組員分享他們在藥物、個人心理輔導及參

加支援小組後的體驗和心聲，鼓勵有需要

人士及早尋求協助，歡迎親友參加。講座

於銅鑼灣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 

 
講者：陳嘉璐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從醫學角度看抑鬱症之病徵、成因與藥物治療 

 
講者：陳蘇陳英女士【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和富家庭學院服務總監】 

    從個人心理輔導角度看抑鬱症的心理治療 

 
講者：陳允彤醫生【與抑鬱共舞協會主席】 

      簡介與抑鬱共舞協會之情緒支援小組 

 
講者：與抑鬱共舞情緒支援小組之組員 

    分享參加半年小組的經驗與心得 

 
* 本活動獲美國輝瑞科研製藥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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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心理輔導服務資助計劃  

 

本計劃以經濟資助形式，協助參加者繳付心理輔導服務費，藉此鼓勵有需

要而具經濟困難的會員及組員接受心理輔導服務。參加者可自行安排或由

協會推介輔導員 / 心理治療師 / 心理學家，並由評審團通過。每節面談時

間一般約 50 至 60 分鐘內，每節輔導最高資助為$500。於限期內，最高資

助 40 次面談。參加者只需向協會繳付行政費用。 

 
協會本年度獲以下三個基金撥款資助： 

 
社聯伙伴基金有限公司（Community Partner Foundation）     

資助名額：5 個    *每節輔導費在$500 以內將獲全數資助 

 
吳文政王月娥基金（Vincent & Lily Woo Foundation）        

資助名額：5 個    *每節輔導費在$500 以內將獲全數資助 

 
施彭年紀念信託基金（Sze Pang Nien Memorial Trust Fund）     

資助名額：10 個    *每節輔導費在$500 以內將獲半數資助 

                   *參加者無需繳付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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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機構 

 

陳紀德醫生紀念基金   Chan Ki Tak Memorial Fund 

社聯伙伴基金有限公司  Community Partner Foundation 

正祥投資有限公司    Gentiff Investment Limited 

宏鎮投資有限公司   Giant Manor Investment Limited 

香港輔導及調解服務  Hong Kong Counseling and Mediation Service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    Pfizer Corporation Hong Kong Limited 

余兆麒醫療基金    S K Yee Medical Foundation           

  
聖公會聖保羅堂    Sheng Kung Hui St Paul’s Church 

施彭年紀念信託基金  Sze Pang Nien Memorial Trust Fund 

吳文政王月娥基金   Vincent & Lily Woo Foundation 

 

 

個人 

 

陳創豐先生   陳楚雄先生   陳嘉璐醫生   陳炳賢博士 

陳蘇陳英女士  張潔影醫生   趙玲醫生   朱立新醫生 

  

馮順燊醫生   Miss Julia Byrne 劉綺華小姐   梁凱琪小姐  

梁紅小姐   廖端麗女士   勞振威醫生   盧希皿博士 

  

麥秋先生   吳蓬盛醫生   黃靄琪女士   曾嘉明女士  

董大雄先生   黃中石先生     

 

(排名按英文姓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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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抑鬱共舞協會執行委員會 
 

創辦人： 
 

陳允彤醫生  李淑嫺博士      曹敏敬博士     馮順燊醫生 
 

 

 

顧問： 
 

曹敏敬博士      馮順燊醫生 
 

 

 

執行委員會： 
 

陳允彤醫生（主席）       李淑嫺博士（副主席）      

黃婉容小姐（司庫）       鍾銘楷博士（秘書）   

張潔影醫生（委員）     張淑英女士（委員）         

李淑儀小姐（委員）       梅金嫦博士（委員）    

王海文博士（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