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時間 會議內容 發言人 主持/點評人

07:50-08:40

07:50-08:00 成癮治療瓶頸與進展 郝偉

08:00-08:20 雙靶點DBS用於成癮治療簡介、機制 陳磊

08:20-08:40
雙靶點DBS用於阿片類藥物成癮戒斷後防復吸有效性安全性的

第三方評價
諶紅獻

08:50-09:30

（一）08:50-08:55 嘉賓入場

（二）08:55-09:00 主持人介紹會議出席嘉賓及參會代表情況

（三）09:00-09:25 嘉賓致辭

（四）09:25-09:30 三地嘉賓啟動會議、嘉賓合影

周文華

蔡海偉（中國香港）

許華寶（中國澳門）

郝偉

王湧

劉昱

09:30-10:00 大會報告一：化學干預藥物成癮與存在的問題 李錦 邊國林

10:00-10:20

10:20-10:50 大會報告二：我國新型毒品濫用形勢與戒毒康復工作 宮秀麗 趙敏

10:50-11:20 大會報告三：香港地區的吸毒趨勢、挑戰與策略 李嘉莉（中國香港）

11:20-11:50 大會報告四：國際預防準則應用於澳門防治濫藥策略之探討 鄭耀達（中國澳門）

11:50--12:45

11:50--11:55 開場致辭 郝偉

11:55--12:35 如何有效使用抗精神病藥魯拉西酮 李毅

12:35--12:45 會議總結 郝偉

12:45-14:00

14:00-18:10

14:00-14:25 毒品成癮影像學研究進展 劉 軍

14:25-14:50 額葉-基底節通路在成癮中的作用  胡玉正

14:50-15:15 遊戲障礙影像學研究進展 諶紅獻

15:15-15:30

諶紅獻

休息

休息

商務簡餐/住友論壇

休息

分會場-專題會議

專題會議1：成癮影像學進展

張銳敏

趙敏

2022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暨第21屆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學術會議日程

11月17日（星期四）會議第一天

蘇州景昱早間論壇

開幕式

大會報告

李錦



會議時間 會議內容 發言人 主持/點評人

14:00-14:25 致幻劑在精神疾病治療中的應用及其作用機制 范妮

14:25-14:50 正念治療對甲基苯丙胺濫用者腦功能連接的影響 杜江

14:50-15:15 腸道微生態在物質使用障礙中的作用及研究進展 張曉潔

15:15-15:30

14:00-14:25 網路遊戲成癮辨析：來自行為、腦成像和生化的證據 董光恒

14:25-14:50 遊戲障礙的多維度評估及干預 鍾娜

14:50-15:15 網路成癮者獎賞和認知控制的神經機制 李琦

15:15-15:30

14:00-14:25 戒酒病房發展困境及破局之道 周旭輝

14:25-14:50 酒精中毒性腦損傷機制及臨床干預研究 彭英

14:50-15:15 酒精使用障礙的腸道菌群改變及治療 夏炎

15:15-15:30

15:25-15:50
丘腦-

紋狀體膽鹼能神經元在慢性飲酒認知靈活性損害中的作用與機制研究
馬騰飛

15:50-16:15
The memory engram of cocaine and its roles in cocaine 

reward
劉星

16:15-16:40 致幻類藥物對甲基苯丙胺成癮模型行為特徵的影響及其機制 沈昊偉

16:40-17:05 小GTP酶Rho家族與藥物成癮：小分子大作用 張璐

15:30-15:55 精麻藥品合理使用在我國疼痛醫學發展中的重要性 樊碧發

15:55-16:20
從我國精麻藥品管制品種目錄變動的歷程淺談-

臨床如何優化合理使用策略
劉波濤

16:20-16:45 如何優化精麻藥品在癌症患者治療體系中的合理使用 徐仲煌

16:45-17:10 TRF技術在開發防濫用特性的口服固體仿製藥的應用 時偉

15:30-15:55 慢病患者戒煙臨床路徑研究 崔小波

15:55-16:20
香煙中尼古丁含量立即與逐漸降低對吸煙行為的影響：生態瞬

時評估研究
李勇輝

16:20-16:45 中醫藥戒煙循證證據的綜合與評價 劉建平

16:45-17:10 尼古丁及其α7受體對神經病理性疼痛的影響 方燁紅

17:10-18:10 精神疾病患者藥物戒煙策略 李靜

廖豔輝

杜江

鍾娜

劉學兵

張銳敏

朱英杰

專題會議4：酒精相關障礙的學科發展及臨床實踐

休息

專題會議5：成癮與腦科學

專題會議6：新形勢、新機遇、新挑戰—精麻藥品合理使用的若干問題

 專題會議7：控煙與戒煙

吳大勝

專題會議2：合成毒品研究新進展

休息

專題會議3：網路成癮的機制及診治進展

休息



會議時間 會議內容 發言人 主持/點評人

15:30-15:55 深部腦刺激（DBS）在成癮性疾病中的應用 甘鴻

15:55-16:20
內側額葉皮層Beta神經振盪預測線索誘發渴求的變化：

對成癮神經調控的啟示
趙迪

16:20-16:45 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成癮疾病的研究進展  蘇杭

14:00-14:20 EMpower-少數族裔青年成長支援服務 陳卓如/曾煒軒（中國香港）

14:20-14:40 少數族裔戒毒康復服務－(朋輩支援篇) 王禮賢（中國香港）

14:40-15:00 戒藥青少年職訓服務 鄭達軒（中國澳門）

15:00-15:20
Prevention to the Minority Communities and the

 vulnerabilities

15:20-15:30

15:30-15:50 香港濫藥男同志的Chemfun現象與服務需要

15:50-16:10
澳門濫藥防治之社區醫療化干預措施－以政府與民間機構合作

為例
許璇珊（中國澳門）

16:10-16:30 酒精濫用成因及求助行為的質性研究 周雅瑩/李燕平（中國澳門）

16:30-16:50 一線戒毒工作分享及青少年正向引導 潘登

14:00-14:20 新時代青少年毒品預防宣傳教育體系建設問題與對策 王高喜

14:20-14:40 青少年預防濫藥工作之多元介入手法 譚迪生（中國澳門）

14:40-15:00 青少年次級預防藥物濫用介入與服務-澳門經驗分享 陳偉駿（中國澳門）

15:00-15:10

15:10-15:30 靈靜假期-短期住宿戒毒治療計畫 黃凱欣（中國香港）

15:30-15:50
ARTM’s Integrative Service Centre:New Aspects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一體化服務中心：新展望
張力珩（中國澳門）

15:50-16:10 「生命孕記」吸毒家長全人親職輔導及支持計劃實務經驗分享 劉瀟雨（中國香港）

16:10-16:30 迷毒知返計劃 劉展瑞（中國澳門）

14:00-14:25 兒童青少年NSSI的成癮特徵 徐佳軍

14:25-14:50 兒童青少年成癮問題的心理護理 陳娟

14:50-15:15 兒童青少年遊戲障礙的社會工作 謝靚

15:15-15:25

15:25-15:50 青少年遊戲障礙的診療進展 周旭輝

15:50-16:15 青少年網路成癮的家庭心理治療 周麗輝

16:15-16:40 青少年遊戲障礙的心理治療進展 牛雅娟

16:20-17:20

杜江

潘登

王高喜

李靜

周麗輝

專題會議8：物理調控技術在成癮領域中的應用

專題會議9：粵港澳大灣區藥物濫用防治工作（一）

休息

專題會議10：粵港澳大灣區藥物濫用防治工作（二）

休息

專題會議11：青少年成癮行為的生物-心理-社會干預模式

休息

恩華衛星會



會議時間 會議內容 發言人 主持/點評人

16:20-16:25 主席致辭 郝偉

16:25-16:55
思貝格針劑超說明書用藥的中國專家共識-

之物質濫用所致的急性激越治療
周旭輝

16:55-17:15 經典病例討論-物質濫用患者的治療和轉歸 王剛

17:15-17:20 總結 郝偉

19:30-20:30 晚間演講：溝通的藝術 周旭輝 周麗輝

08:30-09:00 大會報告五：毒品成癮認識的多維視角和天窗效應 周文華

09:00-09:30 大會報告六：智慧醫療在成癮醫學中的應用 趙敏

09:30-10:00 大會報告七：藥物成癮的生物標記物與靶向干預 時杰 李靜

10:00-10:30 大會報告八：苯二氮䓬類藥物研究進展 郭萬軍 邊國林

10:30-10:50

10:50-11:30 高峰論壇：我們應該從美國的阿片類危機中悟到什麼？
李德（中國澳門）  

樊碧發  張勇安
郝偉

11:30--12:20

11:30--11:50 精神疾病共病成癮病人的管理 李毅

11:50--12:05 帕利呱酮在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障礙中的應用 向小軍

12:05--12:20 物質依賴患者衝動攻擊行為的治療進展 徐佳軍

12:20-14:00

14:00-16:00

14:00-14:20 高危接觸毒品青少年篩選量表之建立與應用 方韻（中國澳門）

14:20-14:40 應用運動治療作為預防復吸介入於香港戒毒服務的成效評估 鄭振昌（中國香港）

14:40-15:00
澳門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心理成因分析—

以自我提高理論和澳門預防濫藥政策為視角
敖欣（中國澳門）

15:00-15:20 家庭為本與自我關懷：促進隱蔽吸毒者及其家庭改變的歷程助益 王煒（中國香港）

15:20-15:40
回顧藥物濫用作為經驗回避的工具—探討線上形式接受

承諾療法在隱蔽濫藥者康復中的應用
陸珍妮（中國澳門）

15:40-16:00 醫社協作結合生涯發展的戒毒模式 陳凱欣（中國香港）

14:00-14:20
「親密關係（父子/兄弟情）縫補」作社會心理干預的福音戒

毒治療初探
潘應霖（中國香港）

14:20-14:40 中國澳門戒毒求助者丙型肝炎服務的經驗 梁敏玲（中國澳門）

14:40-15:00 從成癮綜合症狀模式探討高危愛滋病 感染者群組的戒毒服務需要 李健英/呂律懷（中國香港）

郝偉

沈昊偉

劉惠芬

優秀論文分享會1：

優秀論文分享會2：

大會報告

郝偉

郝偉

周旭輝

茶歇

商務簡餐/楊森論壇

休息

優秀論文分享

李錦

11月18日（星期五）會議第二天



會議時間 會議內容 發言人 主持/點評人

15:00-15:20 澳門藥物濫用人群的類別及其行為特徵 李德（中國澳門）

15:20-15:40 在理想化與幻滅之間：共依附的分析與修復 陳偉廉（中國香港）

15:40-16:00 澳門美沙酮維持治療者的生理、心理及社會概況初探 唐翠娟/李景輝（中國澳門）

14:00-14:20 司法行政戒毒社會化延伸工作的困境與出路 施孟君

14:20-14:40 強制隔離戒毒人員回歸社會調查研究 徐定

14:40-15:00 中國易制毒化學品管制法治體系的演進和構建 褚宸舸

15:00-15:20
法治化視域下新時代毒品預防宣傳教育數字化平臺建設的實踐

與思考
孫銅

15:20-15:40 《禁毒法》修改思路與建議 王銳園

14:00-14:20 強制隔離戒毒期間冰毒復吸動機的社會-心理-生理模型構建 沈雯雯

14:20-14:40 基於大樣本人群頭髮分析的藥物濫用流行病學特徵提取 陳航

14:40-15:00 吸食冰毒後出現精神分裂症的回顧性分析 段煉

15:00-15:20 美沙酮維持治療藥動學特徵及影響因素研究進展 唐曉歡

15:20-15:40 海洛因成癮性腦病對S100B蛋白影響的研究 武思俊

14:00-14:20
從受助者到助人者，一名戒毒康復人員的生命故事

——基於敘事治療視角的朋輩輔導員培養分析
王良玉

14:20-14:40 推動社區戒毒者改變的全人複元和3E干預策略 劉傳龍

14:40-15:00 仁者仁心助重生——一位愛滋病戒毒者的蛻變與啟示 黃茂磊

15:00-15:20 統合型繪畫心理干預技術在強制隔離戒毒人員中的應用研究 武亮

15:20-15:40 團體心理治療對酒依賴患者情緒和睡眠的療效 胡楠楠

16:10-16:30 青年優秀論文頒獎 李錦 李靜

16:30-16:45 閉幕式

 周文華

譚穎茜（中國香港）

鄭耀達（中國澳門）

李靜

會議全程

劉惠芬

楊波

優秀論文分享會3：

優秀論文壁報展示

謝靚

莫關耀

優秀論文分享會4：

優秀論文分享會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