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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地区宗教戒毒模式

看我国毒品戒治文化建设

葛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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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毒品戒治工作是全球性难题。戒毒工作实践证明，加强戒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对

戒毒者行为的引导作用，有利于预防吸毒，提高戒毒工作成效。 因此，着力发展戒治文化，依靠文化的力

量来断绝吸毒者“心瘾”，把他们从落后文化的受害者变成先进文化的参与者，彻底戒绝毒瘾，成为当前

我国毒品戒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宗教戒毒；戒治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D91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12

（

2016

）

01-0122-07

当前，全球毒品问题加速扩散，不断恶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毒品与艾滋病、恐怖活动已成

为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全的三大公敌。禁吸戒毒是国家禁毒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因为对吸毒成

瘾者进行戒断治疗、心理康复和行为矫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它不仅需要解除吸毒者对毒

品的生理依赖，更为重要是实现毒瘾的心理戒断，这正是戒毒的难点所在。 多年来，尽管许多社

会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在心理戒断方面，却始终未能取得令人满

意的结果，生理戒断后复吸率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有人把戒毒比喻为“人类改造自身的一项巨大

的社会工程”。如何实现毒瘾的心理戒断，巩固戒毒成果，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全球范围

来看，毒品戒治主要分三种模式，即社区戒治、医疗戒治和司法戒治。 而我国台湾地区除上述三

种模式外还有一种广受好评的戒毒模式：宗教戒治模式。

一、台湾地区宗教戒治模式

目前在台湾民间宗教戒毒治疗模式，主要是指以基督教福音戒毒为主的戒治方式，其它宗

教戒毒模式，尚属少见。 基督教福音戒毒系经由福音课程辅导，过来人给以带领，同时提供身、

心、灵全面教育，强化戒瘾动机。 藉宗教信仰及宗教，给与辅导者之爱心、耐心及恒心，学习自我

肯定方式，及良性之人际互动技巧，针对戒毒者之身、心、灵做全方位的协助戒除毒瘾。 规模较大

并且影响力显著者为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花莲主爱之家、高雄市基督教戒瘾协会附设

“希望之家”，及财团法人基督教沐恩之家等宗教戒毒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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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晨曦会。

1.

其服务宗旨为四个方面。 全人重建：即以耶稣基督之信仰、爱心，协助戒毒学员恢复身体、

心理、灵性及社会生活等全方位之重建，使戒毒学员彻底脱离毒瘾。 同侪相扶：帮助同一困难之

朋友，彼此建立友谊，以达互相扶持、激励之团契生活。 培育工人：栽培有志献身基督，从事宣扬

基督福音工作者。 服务社会：协助政府及相关单位推行反毒、拒毒、犯罪防治活动，并至各监所倡

导毒害之防杜教育。

2.

戒治理念。 福音戒毒工作是以“福音”帮助戒毒学员脱离罪之辖制。 福音戒毒是属于灵理

治疗方法，重点在于不依赖药物，不凭己力，因着上帝本体之爱、圣经之教导、过来人榜样之带领

以及团体动力，帮助吸毒者重生，成为主的门徒。

3.

辅导模式。晨曦会帮助戒毒朋友在食宿、教育方面都完全免费。该会辅导期为一年半，性性

为期一年，以身体、心理、灵性及职能训练等康复作为辅导方针。

第一阶段：戒毒学员刚进村一个多月内，辅导员及戒毒成功之学长陪它们渡过断瘾期，一天

24

小时培在身边帮助戒毒新人一切起居生活，诸如为他们洗衣服，直到他们恢复身体健康为止。

接着，认识戒毒村环境，适应每天生活作息规律，认识其它成员，也是此阶段必须适应之课程。

第二阶段：体验村中生活管理规则，戒毒学员开始借着每天圣经课与一般性之英文课、国文

课、音乐课、辅导课，同在基本信仰及研习课程中，透过辅导员、成功学长之身教、言教来学习人

格重建、伦理道德之自我纪律；并借着农场式之生活方式，鼓励学员自己种菜、养畜，由工作中操

练责任，产生良性之团队默契及自我肯定，因而取代旧有生活中偷、抢、骗、懒之生活习性。

第三阶段：落实信仰生活化。 辅助学员思考信仰在其生命中之救恩意义，在思想更新中建立

人我互动关系，面对困难与信仰实践之操练。

第四阶段：当戒毒学员生活方式型态趋于正常后，经由思想之转变，赋予其帮助他人之服务

功课，委任村内职务，学习帮助新进学员，使其看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并在此阶段中拟定生涯规

划，为出村后前途计划作准备。

（二）基督教沐恩之家。

1.

服务宗旨。 本着耶稣基督爱世人之心，协助身陷药物滥用者彻底脱离毒瘾。 提供不同专

业技能，协助学员从不同探索中开拓生命深度，找到生命中珍贵之意义。

2.

课程内容期能达成下列目标（

1

）工作治疗：藉由基础学习过程，培养刻苦耐劳精神，从工作

中学到责任感，工作成果得着自我肯定与自信。 （

2

）宗教教育：以圣经为根基，明白基督之爱，了

解人之尊贵并从见证分享中体认上帝之作为，重建人生观。 （

3

）辅导谘商：委以个案谘商、团体治

疗、家族治疗，针对品格塑造生活规律化，教导其有正确积极的基督徒人生观，以面对家庭、社

会、就学、教会人际团体中各种不同层面的困难。 （

4

）教育倡导：以关爱人群、回馈社会之心至各

监狱、学校、机构、医院、教会协助倡导防制毒品教育。 （

5

）职能训练：培养优良工作态度，教授专

业技术，以认真踏实之心重返社会，建立美好生活。

3.

目前开设之班队有：（

1

）有机作物栽培。 成立农耕队，有机蔬菜高经济作物栽植。 目前由台

湾农业使命团契指导，于屏东辅导所旁共计四甲农地种植有机香蕉及作物，指导学员农业相关

知识与技能，培养优良作业态度，以认真踏实之心重返社会。 （

2

）美发训练班。 从学习过程中，产

生自信心，让自己受到肯定，训练课程包含有：美发基本认识；洗头、护发、简易消除疲劳的按摩；

各式烫发、染发技巧等基础课程，依不同程度给予进阶课程训练。 经由专业老师负责指导，创造

日后回到社会之就业机会。 （

3

）铜、皮雕班。透过铜、皮雕班，协助戒治者专注完成一项工作，从每

一个自己之作品中，得到成就感，因这些戒治者在社会上，过去因吸毒无法正常工作，常觉得自

己事无用之人，惟在学习作皮雕之后，渐能肯定自己，于外出反毒倡导时，亦可义卖手工作品，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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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沐恩之家走出自力更生之路。 （

4

）维修班。 维修辅导所内所有软硬件设备及整理外围环境；水

电修理所有电器、油漆、修剪树木植栽等，协助戒治者学习维修之技能。 （

5

）烹饪班。 在辅导所内

学习中式餐点厨艺，若是戒治者稳定住达一年，沐恩之家会培训戒治者参加丙级厨师的特考。

（三）花莲主爱之家。

基督教主爱之家辅导中心，于

1982

年由美籍牧师鲍得胜创办，最初在台北新店自家中设立

辅导中心，尔后因房舍部不足，才迁到花莲县秀林乡现址。主爱之家现以发展出药酒瘾戒制辅导

中心、以斯帖女子辅导所、少年中途之家、更生人庇护中心、以斯帖美容美法工作坊、中西餐工作

坊等六项辅导机构。期望进入辅导中心的学员，在完成中心规划戒治疗程后，透过中心附设的工

作坊，习得一技之长，为将来设立目标前进酝酿实力、锻炼自己。 也努力向外界倡导，寻求协助，

期盼成立更多元化的辅导就业方案，共同为社会尽上心力。

其服务宗旨为：戒毒过程艰苦，非一般人能做到，有信仰力量介入而成立“之主爱之家”，给

予吸毒者完善且直接之照顾与规划来帮助需要之人。 其戒治內容分为灵、心、身、社四个方向（见表

1

）。

表

1

“主爱之家”戒毒內容分项表：

二、戒毒康复中的宗教与文化

台湾宗教戒毒模式的成功促使我们变换角度进一步审视宗教的适用范围及作用机制。历史

实践证明，宗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宗教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

宗教与其他文化现象相互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历史的车轮走到今

天，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科技成果日新月异直接相关，但不论科技如何发展，社会如何

进步，宗教在人类精神文明的长河中永远散发着灿烂的无可替代的光芒。

（一）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对于宗教，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从东方到西方，从历史到现在，都有着基本相似而又不尽相

同的表述。 虽然由于地域区别限制、历史发展不同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融合的态度不一致决

定了对宗教的认识很难达至统一，但把具有精神属性以及自然力量的崇拜作为宗教的标签是基

本认同的。 同时对于作为意识形态范畴中的特定文化现象的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的产物这一论断也能基本达成共识。 而所谓文化

,

从广义来讲

,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从狭义来讲

,

文化是指

社会的意识形态

,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国家机构

[2]

。 宗教作为特殊的文化形态，是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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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方面

,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文化形态。 从表面看

,

宗教

的思想、理念与行为守则等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其他文化领域形成某种区别。同时，作

为文化的特殊载体，不同的宗教由于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象征，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

,

承载着不

同的文化传统

,

但就本质而言，宗教却是一定人类文化的表现

,

具有文化的一切本质属性，它不

可能脱离文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

,

宗教的发展演变是与人类活动的繁衍生息、人类文明的进步以

及人类文化的传承相伴而行，相融相生，一脉相承的。 宗教离不开人类的文化和历史

,

同样人类

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又反哺宗教，使之更加灿烂繁荣。 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表现形式

,

宗教不断汲

取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的营养成分，在丰富人类思想文化内涵的同时又广泛而深刻的与其他文

化形态互相包容

,

互相渗透。 文化间的充分交流与相互影响直接促成了宗教的接触和融合，从而

反作用于文化，延伸并拓展了文化的社会功能。

（二）宗教在戒毒康复中的作用机制。

从台湾的宗教戒毒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哪种形式的宗教场所，也不论具体的宗教戒治

内容，究其本质讲，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认同。 宗教利用文化上的影响力对人的精神加以控制，对

个人生活空间作用加大

,

不仅涉及个人信仰

,

而且还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

因而在戒

毒康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宗教具有很强的行为修正与道德教化作用。 “宗教信仰实际上是以超自然的神秘方

式实现社会控制。 ”

[3]

宗教信仰己超过了时代、阶层、种族、文化等的限制。 之所以如此，因为人类

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更是精神性的存在。宗教就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教义中

蕴含着丰富的前人思想、智慧，具有极高的哲学价值以及普世意义。 通过其礼仪的某些特定方

式

,

把社会价值观念神圣化

,

使现实的社会秩序按照现有的框架排列

,

以便人们能够依此来约束

自己

,

培养和强化教徒的遵从意识

,

使行为规范有序并在它的规范框架内可以对人的错误行为或

思想给以及时的指导与修正。 同时其教义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容

,

大量存在着劝人为善、互助互

济、远离邪恶、清心寡欲的思想。 实践证明

,

宗教是道德教化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宗教通过教义的

广泛宣传与教化，影响绝大多数信徒把博爱行善作为行为准则

,

注重个人修行

,

崇尚乐善好施

,

讲

究家庭亲情

,

重视邻里和睦

,

积极扶弱帮困，甘心承受一切现世中的苦乐祸福。 宗教的这种行为修

正与道德教化功能

,

在毒品戒治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另一方面，宗教的文化功能有助于促进毒品戒治效果的深化。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世界范围而言，科学与宗教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两种最强大的力量

[4]

。宗教作为一种特有的

文化现象

,

它给以人类精神文化方面的强大力量使它具有更宽泛的教育、艺术、解释、文化交流

等文化功能。 这些宗教文化功能来源于实践，经过历史发展变迁的检验

,

在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中

发挥了其特有的社会作用。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处世之

道、文学艺术、行为守则和生活习俗等

,

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吸毒者戒治的过程中，对于精神紧张

,

情绪不稳

,

心理失衡等情况，可通过举行仪式、组织各种

义工活动、宣传教义等

,

提升信徒的归属感并加强其对现行秩序的认同

,

进而减轻其心理震动，缓

解松弛他们的紧张情绪。 比如佛教，其寺院金碧辉煌，建筑雄伟壮丽、气势恢宏，各种艺术创作栩

栩如生。 面对庄严肃穆的佛像，聆听低沉浑厚佛乐，可使人忘记尘世烦恼，置身安静祥和的神圣

气氛中，人的心理可得到安抚。宗教礼仪的有些做法，对于如何有效开展毒品戒治改造活动是有

启发的。 就基督教仪式中的忏悔而言，对毒品戒治改造即有其借鉴意义。

其实，宗教进入行为矫正领域己经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君斯坦丁时代开始，就有了宗教关注

罪犯、帮助罪犯、安慰罪犯、拯救罪犯的实践

[5]

，而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所具有的拯救灵魂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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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推进了人类监狱的文明化、人道化。 最早以监禁取代肉刑的或死刑的，是教会管辖下的监狱

[6]

。 最早把监狱变成矫正机构的，也是宗教

[7]

。 大多数西方国家早已为行为矫正者提供宗教服务，

甚至以此作为矫正罪犯的基本方法，在西方的监狱尤其如此。

三、大力提倡戒治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

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它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提供着思想

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文化的力量巨大，“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

中”，对人类行为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戒治文化是戒毒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种种事物中所蕴

涵的创造者的精神活动的信息，它包括戒治理念、思想、制度文化、环境和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等等。 戒毒工作实践证明，加强戒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对戒毒者行为的引导作用，有利于

预防吸毒，提高戒毒所工作成效，巩固戒毒效果，有效地促进禁吸戒毒工作的开展，是实现毒瘾

心理戒断的有效方法，是在戒毒工作中贯彻“依法治国”重要思想的新举措。 因此，应当大力发展

戒治文化，依靠文化的力量来断绝吸毒者“心瘾”，把他们从落后文化的受害者变成先进文化的

参与者，彻底戒绝毒瘾。

（一）培养现代戒治理念。

戒治理念是戒治文化的核心。现代戒治理念是指戒治主体对现代戒毒活动认识中的科学的

确定性，也就是这些认识在戒治主体内心形成的科学的价值取向。 它是引导戒治主体进行正确

戒毒活动的指针和动力。 戒治主体既包括戒毒工作者也包括戒毒者本人。

现代戒治理念的首要关注问题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是人们在处理普遍性价值问题上所持

有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是对周围现实（特别是社会现实）的评价体系，并用以支配行为的

心理倾向系统。吸毒行为的产生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价值观的混乱、扭曲与失落而导致的。一位

社会学教授曾经研究“名人吸毒与他们的价值观问题”，认为“那些把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看作

是保持自己的知名度的名人明星非常容易尝试毒品”

[8]

，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被人遗忘时的精神空

虚、无聊和无信心感。 因此，现代戒治理念首先要求重建吸毒者的价值观，要求戒治主体深刻认

识到价值观对于戒毒工作的重要性。

现代戒治理念是对戒毒工作及其规律有了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后，在戒治主体中形成一定的

内心确信，用以指导戒毒方法的运用的指导思想。 因此，树立现代戒治理念的核心内容是确立

“吸毒难戒、吸毒必戒、毒瘾能戒”的理念，以“能戒”为主旨开展各种戒毒活动，始终使戒治主体

具备戒治信心是戒毒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和保障。另外，现代戒治理念还要求树立“劳

教是手段，戒治是根本”的思想理念；确立戒毒人员既是违法者又是病人，戒毒优先于思想改造，

治疗与惩戒并重的人文理念；重视非生理戒断因素在戒毒中的作用，树立生理、心理、行为、思想

等多种戒毒矫治手段相结合的戒治方法理念。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戒治制度体系。

仅仅有正确的理念是不够的，还必须落实到制度层面上。 戒治文化是在戒毒实践活动中认

识和把握的戒治规律与实践经验的总和，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制度文化。 加强戒治文化建设要

求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戒治制度体系，作为戒治文化的“刚性”载体。 古语说：不依规矩，无以成

方圆。戒毒活动需要现代戒治理念为思想先导，需要戒治主体心理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对戒毒者

进行人文关怀；然而以上种种的实现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加以保障。 戒治制度文化是戒

治文化中最为“刚性”的部分。 它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使现代戒治理念得以贯彻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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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得到戒治主体认可的前提下，使戒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摩擦从人与人之间弱化为

人与制度之间，可更好地约束和规范戒治主体行为，促进戒治文化的形成。 因此，应当以加强戒

治文化建设为目标不断地审视与完善戒治制度体系。 力求通过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确保戒治

条件，规范戒治行为，调动戒治主体的戒毒自觉性、积极性，提高戒治效果。 并逐渐形成以现代戒

治理念为指导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戒治制度体系，而又反过来强化戒治理念功效的良性循环。

（三）努力营造戒治文化氛围。

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于它的社会属性对人的精神系统产生作用，在人的精神心理中枢形成影

响人行为选择的深层次的相对稳定成分。 营造戒治文化氛围是加强戒治文化建设的主体 “工

程”，是实践戒毒工作新思路的关键内容。 文化是属于“气质型”的，不是提“口号”，更反对直接型

灌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丰富厚重的文化

底蕴给戒治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

并重，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唱响主旋律，弘扬先进文化，是加强戒治

文化建设的大前提，是创造戒治文化氛围的大环境。

台湾宗教模式的戒治方法强调“治疗社区”、“集体治疗”，让戒毒者自己在各种生动有趣的

训练形式中互相帮助、逐渐改变、不断提高，这实质也是一种戒治文化氛围的作用形式。 吸毒者

群体有着不同于正常人的独特的亚文化。这种非主流文化制约着戒治主体的戒毒活动。因此，戒

毒工作者应当努力宣传与弘扬先进文化，创造先进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吸毒人员

扭曲心灵的潜移默化作用，促进他们理性与良知的复苏，陶冶、净化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走出

认识上的误区。 当然，这首先要求戒毒工作者必须不断地开展文化学习和思想学习，把握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与修养。

营造戒治文化氛围是一个长期的基础性工作。 它体现在一切戒治生活中，需要戒治文化体

系的整体功能发挥作用。 作为戒毒工作者，应当在继承中华优秀文化，把握时代先进文化的基础

上，以教育改造戒毒人员为目的，以戒断吸毒人员毒瘾为宗旨，经常性开展一些形式多样、内容

新颖、富有感染力的文化活动，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载体的作用来营造戒治文化氛围。在开展这些

文化活动中，应当注意：一是提升文化活动的品位，不要仅仅把文化体育活动当作是调节戒毒人

员身心健康的辅助活动，充分融入文化内涵，发挥拨正戒毒者价值观的作用；二是力求通过文化

活动将正确的戒治理念注入戒毒人员思想中，强化戒毒人员“必戒”、“能戒”意识，抵制消极文化

在戒毒人员中的负面影响；三是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努力使戒毒者在多种文化形式的渲染中，

不只感悟到戒治毒瘾的希望，还能掌握到戒除毒瘾的方法，不断巩固自身的戒断成果。

（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

思想道德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增强文化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和可靠保证，解决的是“心志”问题。 加强戒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吸毒者进行“全方位”

的改造来服务于“根除毒瘾”这个基本目标。 思想道德建设是戒治文化建设的基石和“主心骨”，

必须大力加强之，来增强戒治文化的凝聚力和作用效果。

2001

年党中央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是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宣传思想工作和

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广大戒毒工作者应当充分认识到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

要性、迫切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并结合《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颁布，在戒毒人员中开展诸如“学

习道德纲要，促进思想改造”为主题的专题教育和各种形式的日常道德教育活动，切实加强思想

道德建设教育。开展思想道德建设教育既要注意加强戒毒者对基本道德规范的学习，倡导“爱国

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又要注意培养戒毒者的“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为日后正常融入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外，要注意使教育形式丰富多彩，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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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者乐于接受；真实地发挥出教育的作用，提高戒毒者的思想道德水平。

（五）促进戒治文化建设社会化。

文化的“强势”作用在于它的广泛性和社会性。 戒治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

需要普遍化的过程。 不敢设想，仅仅是在戒毒场所开展戒治文化建设，就能够达到预期的“戒毒”

目的，更不用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 “戒断容易巩固难”，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促进

戒治文化建设社会化，对于巩固戒断成果，降低居高不下的复吸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戒毒者

是病人，最根本的病因还在于“心病”。 根据实践经验，对于吸毒成瘾者，只要使其脱离了毒源，再

辅之以药物治疗，很快就能从生理上脱瘾；但是“心瘾”却是很难戒断的，它有可能需要一年、几

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 “心病还需心药医”，当戒毒者离开戒毒场所后，他仍然需要一个戒治文

化氛围，仍然需要戒治文化引导其行为选择。 因此，应当大力促进戒治文化建设社会化，发动社

会的力量进行戒治，形成防毒、禁毒、戒毒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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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ug treatments work is a global problem. Rehabilitation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strength鄄

ening treatm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ulture on the behavior of drug addicts guide

are advantageous to the prevention of drug us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rehabilitation. Therefore,

the main content of current drug treatment in China include developing treatment culture vigorously, cutting

drug users addiction via the power of culture, changing them from victims of backward culture to participants

of advanced culture, and conquering addiction thoroug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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