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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家人的抗毒教育工作，良好「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尤其重要，必須

具備以下5項元素：

１) 良好的父母角色(well-defined parental roles)；

２) 一致的、明確的規範及期望(consistent , clear rules & expectations)；

３) 一致的愛與關懷(consistent affection)；

４)一致的限制設定(consistent limit-setting)及

５) 開放及雙向的溝通(open & 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要建立一個良好的家庭功能，首先家長要付出「關愛」及「時間」。多留意及

觀察青少年的生活，了解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有甚麼變化及需要。當家長能夠就

青少年的需要作出適切的關愛時，他們便能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感受到家長

對自己的關注，便能建立積極的「自我形象」，及建立良好親子關係。亦因而

不會受別人的影響或引誘嘗試追求吸食毒品。

其次，家長能積極聆聽青少年的需要，並且引導他們表達自己的感受，以及適

切的回應及協助，青少年更容易感受到家長對他們的尊重及關注。同時，青少

年亦能在充滿安全感的情況下表達自己的需要和感受。當青少年面對毒品誘惑

或受不良友群壓迫時，能夠及早向家長求助，好讓家長能為青少年作出最快的

支援。

再者就是家長協助青少年學習解難能力和提升自信心。解難能力和自信心是互

為因果的，人生之中總會有機會面對困難，是不能也不應逃避，反而應該積極

去面對和處理；如果家長能讓青少年從少便在安全的情況下面對困難，並且從

中協助青少年學習思考及處理問題，他們更能建立自信心和解難能力。當青少

年面對毒品問題時，便能有分析能力及信心去處理，不容易受不良朋輩的迫害
及引誘。

最後，家長可以協助青少年自己訂立人生目標或夢想，家長若能為他們的夢想

提供支持，青少年的生活便顯得有動力，心態亦較為積極，他們會朝自己的目

標進發，不容易受外間的事物影響，為達到夢想，不會輕易受毒品影響。

而“Strengthening Families Program”正能針對以上家庭的需要，提供一系列的

訓練，讓家長能協助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建立自信心和解難能力，配合良好的

溝通能力，為自己建立積極的自我形象，逐步追求人生夢想，減低青少年受到

毒品的影響機會。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於2015年以 “Strengthening 

Families Program”家人篇作為框架，設計一系列強化家庭功能訓練，以提升家

庭對防禦家中青少年吸毒的功能，為高危／吸毒／隱蔽吸毒青少年的家人，提

供輔導支援及預防教育工作。計劃其中一個主要部分「強化家庭功能及抗毒認

知訓練」是專為家長而設，目的是提升家長的家庭管理技巧能力，從而預防及

處理青少年吸毒行為。而本輔導手冊編寫了相關內容，希望能讓教育及輔導人

士能運用此手冊，為家長提供適切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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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
家庭是及早識別及預防青少年吸毒的重要的關卡

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最重要是瞭解青少年出現吸毒行為的原因及吸毒行為的
風險與防禦因素，從而預防青少年吸毒行為的出現。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
治中心於2009至2012年進行了數次的問卷調查，當中包括「西貢、將軍澳區青
少年對防範毒品的認知」調查及「青少年抗毒防禦及風險因素評估及家庭關係
與抗毒因素評估」調查。調查結果反映，家庭的管理質素優劣、家庭衝突、家
庭的親密關係以及正向參與活動等「防禦」及「風險」因素是非常重要，這正
顯示出「家庭」與「青少年」會否較易發生吸毒行為有極大的關係。因此，家
人在抗毒工作上擔當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家庭功能的重要性與抗毒工作的關係

根據前線社工經驗所得，有違規犯罪行為(包括吸毒問題)的青少年，大部份來自
「功能失調」的家庭(Dysfunctional Families)。因此發展強化家庭功能及提升家
人角色等工作委實重要。要有效地發揮家庭對青少年抗毒教育的防禦功能，我
們不單需要提升家人對毒品的認知、對青少年吸毒現象的瞭解，以及對家中青
少年吸毒的態度和管教子女方式的認識，更重要的是要掌握與家中青少年溝通
和防禦青少年吸毒的技巧。

高危、吸毒及隱蔽吸毒青少年的家庭需要

由於青少年吸毒問題趨向隱蔽性，家人面對的困擾更為嚴重。根據我們前線同
工經驗所得，縱使家人發現家中青少年有吸毒問題，但往往卻求助無門；甚至
因擔心影響家中青少年的前途 (特別是在學的青少年)，而不敢向外求助。此外
，亦有部份家人因工作而未有時間尋求協助。因此我們更需要為這些家人提供
上門及到位的展外輔導及支援服務，使家人們更容易接受社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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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⒈ 透過不同渠道接觸有需要及隱蔽性的家人
     在青少年抗毒工作中家人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不論是預防工作或是處理
     家中青少年吸毒問題，家人適當的參與往往帶來正面的果效。然而有很多家
     人對毒品問題不認識，更甚的是就算家人知道家中青少年有吸毒問題，但卻
     因擔心影響他們的前途而不敢向外求助，以致問題愈來愈嚴重。因此，本計
     劃透過不同的途徑，包括網上平台、手機應用程式、「家庭功能與抗毒」互
     動教育，以及與社會服務機構及中小學合作，為家人提供相關資訊及接觸服
     務的機會，提升家人尋求服務的動機。

⒉ 引用 “Strengthening Families Program(SFP)”及多元工作手法
     本計劃參考“Strengthening Families Program（SFP）”家人篇作為框架，
     並運用「薩提爾家庭治療模式」(Satir Model)、「創意藝術」(Creative Art)
     及「戲劇治療」(Drama Therapy）等手法設計一系列的強化家庭功能訓練
     及輔導。在訓練中，更會邀請過來人參與教育和輔導，分享家庭功能與抗毒
     的關係，讓參與訓練的家人提升處理吸毒問題的認知及能力。

⒊ 處理家人的壓力及困擾
     當家人要面對青少年的吸毒或違規行為時，往往會為他們帶來困擾及壓力。
     他們同樣需要得支援。而本計劃會透過不同的渠道接觸家人，讓他們能直接
     與計劃的社工接觸。我們亦會盡量配合家人的生活時間，為有需要的家人
     提供到位的外展輔導及支援服務，增加家人尋求專業服務的機會，從而減低
     因為家中青少年吸毒問題帶來的困擾。

計劃特色

計劃目標

⒈ 提升家人對家庭管理能力
⒉ 增強家庭對青少年吸毒的「防禦」功能
⒊ 提升家人對毒品的認知及辨識能力
⒋ 提升家人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的能力
⒌ 舒緩家人因高危及吸毒的家中青少年帶來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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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以三個層次為有需要的家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務，當中包括：
第一層服務 –「空中與你同行 - 抗毒資訊網」及「家庭功能與抗毒 」互動教育
第二層服務 –「強化家庭功能及抗毒認知訓練」
第三層服務 –「家人外展輔導及支援服務」

服務內容：
第一層服務 – 為家人提供抗毒資訊，增加家人了解家庭功能與抗毒的認知，提
供尋求支援的渠道和動機

「空中與你同行 - 抗毒資訊網」

透過網頁及手機應用程式，提供不同的抗毒和強化家庭功能的資訊，當中包括：
●  及早識別家中青少年吸毒的技巧 
●  處理青少年吸毒的技巧
●  與高危青少年溝通及相處的方法
●  過來人分享
●  社工網上咨詢服務

「家庭功能與抗毒」互動教育

與學校、青少年服務、家庭服務機構及戒毒機構合作，為家人提供一次性的抗毒
教育互動活動，讓家人們能及早接觸有關抗毒與強化家庭功能資訊，識別高危/ 
吸毒青少年吸毒。

第二層服務 – 為有需要家人提供一系列的家庭技巧及抗毒認知訓練，強化家庭
功能，提升處理家中吸毒青少年的能力

計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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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家庭功能及抗毒認知訓練」

小組以“Strengthening Families Program”(SFP)家人篇作為框架，並配合運用
「薩提爾家庭治療模式」(Satir Model)、「創意藝術」(Creative Art) 及「戲劇治
療」(Drama Therapy)等多元化手法，提升家庭對防禦家中青少年吸毒的功能。
透過多元形式的活動帶出「強化家庭功能」的技巧，讓家人能易於掌握，形式包
括：
●  專題分享：讓家人能掌握不同強化家庭功能課題的基本知識；
●  創意藝術活動：讓家人進一步深化所學，以及了解青少年及自己的深層感受
                         （Feelings of feelings)，開放自我；
●  實況劇場：透過

  

互動式的戲劇性遊戲至最後的儀式，讓家人探索家庭及吸毒問題背後的意義及處
理技巧；

●  過來人或過來人家人分享：
    讓家人可進一步了解家庭功能與抗毒的關係，加強處理吸毒問題的技巧；

●  小組討論：加強互動討論、互相分享故事及互相支持與協助。

第三層服務 – 為隱蔽、高危或吸毒青少年的家人提供支援輔導服務，加強家人
                    處理家中青少年吸毒或因吸毒所帶來問題的能力及求助動機

「家人外展輔導及支援服務」

計劃會盡量配合家人的生活時間，為有需要的家人提供到位的外展輔導服務，增
加家人尋求服務的動機，減低因吸毒問題帶來的困擾，並按需要轉介至合適的服
務跟進。

①戲劇性遊戲（Dramatic play）
                   ↓
②情景演出（Scenework）
                   ↓
③角色扮演（Role play）
                   ↓ 
④演出高峰（Culminating enactment）
                   ↓
⑤戲劇性儀式(Dramatic 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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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
宣傳工作：
透過不同形式及渠道宣傳本計劃

聯繫工作：
與社工、訓輔組老師聯絡介紹本計
劃；轉介有需要的家人參與本計劃

服務提供：
根據家人不同需要，提供不同的
服務

「家庭功能與抗毒」互動教育

需要跟進

強化家庭功能及抗毒認知訓練小組

需要跟進

家人外展輔導及支援服務

結束或轉介
至其他服務

不需要跟進

不需要跟進

學校、家庭服務機構、青少年服務機構及戒毒機構

社工、訓輔組老師
轉介有需要的家人

邀請信 電郵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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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應用注意事項

⒈  本活動手冊，主要根據小組形式進行而編寫，理想人數為8至10人。活
     動亦能以個人形式進行，工作員可根據小組需要而適當修改活動內容。

⒉  在小組開始前，工作員應先與轉介的社工或相關人士了解家長的背景才
     開始活動。

⒊  工作員可針對個別家長的情況，安排他們參加相關的單元。

⒋  每節活動建議一至兩星期一次，每次為90至120分鐘。

⒌  活動中的時間仍建議推行時間，工作員可因應小組的情況作出調節。

⒍  工作員須明白每節的活動的目的，方可就個別小組或家長需要靈活運用
     活動內容。

⒎  在活動進行時，工作員應以互動方式引導家長參與討論、以自身的經驗
     作分享，並因應家長的參與和反應，盡量給予正面的回應及肯定。

強化家庭功能及
抗毒認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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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
主題：認識青少年成長的特質

         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參加者了解青少年的成長特質、所面對的壓力

目標：讓參加者認識青少年發展的特質及壓力

主要程序

活動(一)：

影片欣賞
讓參加者以子女的角度探討父母對子女
的管教對子女成長的影響

目的 所需時間

30分鐘 “軒動” 短片

活動(二)：

子女雕塑 讓參加者以不同的角度看子女 20分鐘 “軒動” 短片

短講(一)：

青少年的特質 讓參加者了解子女於成長期的特性 20分鐘 「青少年特質」簡報

物資

單
元
一



目的：
讓參加者以子女的角度探討父母對子女的管教對子女成長的影響

內容：
短片簡介－ 
故事主角軒仔小學入讀區內名校，父母對他抱有很大的期望，並加以栽培。然
而當表現未達理想時會被責打。升中後雖然入讀精英班，但已不喜歡讀書，成
績亦開始退步，並且與不良的同學及校外朋友交往。之後更開始有吸食毒品及
參與販毒活動，直至因吸食過量毒品而送入醫院，父母才知道軒仔有吸毒行為
。在住院的大半年間，父母每日從不間斷地到醫院探望軒仔，讓他感受到父母
對他的關心，最後軒仔決定接受戒毒治療。

討論問題：
⒈ 軒仔小學時父母怎樣對待他？你的感覺如何？

⒉ 你認為軒仔為何會誤入歧途？

⒊ 軒仔是甚麼原因會願意接受戒毒治療？

工作員注意事項：
⒈ 在討論期間，工作員需要表示理解大部份父母緊張子女的成長。

⒉ 重點帶出父母以愛及關懷可令子女作出改變。

活動(一)：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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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讓參加者以不同的角度 (包括父母、子女及外人) 來了解子女

內容：
⒈  參加者分成３人一組

⒉  １人為雕塑家(A)，１人為雕塑(B)，另１人為旁觀者(C)

⒊  (A)為(B)以自己子女平時在家的模樣製作一個雕塑作品

⒋  製作期間(A)只可移動(B)的身體動作及指示(B)有甚麼面部表情，但不可以說
     出表情背後的感受。例如(A)不可以向(B)說“你要有一個苦笑的表情。”免得
     影響對方的體會。

⒌  在製作過程中(B)不能發聲，只能遵從(A)的指示作移動

⒍  完成製作後，(C)以一個局外人身份，從外表、造型及(B)內心感受，對(B)這
     個子女身的雕塑作出分享

⒎  (B)分享自己成為雕塑整個過程的感受，特別是個人內心的感受

⒏  (A)分享自己原本製作此雕塑的構想

⒐  若時間許可，角色調換至每一個人也嘗試過不同的角色

工作員注意事項：
⒈  若時間不許可，工作員可只邀請2位參加者分別成為雕塑家(A)及雕塑 (B)，
     其他參加者成為旁觀者(C)。

⒉  活動重點要求參加者展現子女在家中真實的一面，然而這一面往往是組員憑
     藉過往對子女所謂 的了解而得出。參加者很多時會以自己的經 驗及價值觀
     套入了子女的行為表現，以至未能完全掌握及了解子女實際的情況，因而產
     生種種的誤會，破壞彼此間的關係。

⒊  活動可以讓參加者以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子女。特別(B)的參加者分享作
     為子女雕塑的感受更為重要，因為(B)正可以讓(A)從子女角度了解及體
     會子女的感受和想法。

活動(二)：子女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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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讓參加者了解子女於成長期的特性

短講(一)

青少年特質

內容：

１   心理特性
１.１６至12歲 (小學階段)

        ● 此階段發展任務是建立進取勤奮意識，學習應付學校生活的基本技能、
            發展適當的性別角色認同及拓展對世界的了解。

        ● 若發展理想，能建立進取、勤憤的態度，其正面結果是能有求學、工作
            處事及與人相處的基本能力。

        ● 若發展不理想，會產生自卑、自乏感，其負面結果是缺乏生活基本能力
            及有挫敗。

１.２ 12歲至18歲 (中學階段)

        ● 此階段發展任務是尋找自我認同及生活目標、對生命意義的澄清，開始 
            建立新認同、擺脫依賴，並會檢視個人缺失。

        ● 若發展理想，青少年能夠自我整合，其正面結果是令青少年有明確自我
            觀念，能掌握自我方向。

        ● 若發展不理想會引至自我角色混亂，其負面後果是令青少年缺乏目標， 
            經常感到徬徨、迷失方向。

１.３ 從三個層面了解青少年踏入青春期的轉變

        ● 個人層面：
           青少年會著重外表及建立自我形象、模仿心目中崇拜的人、重視別人對自
           己的印象及評價及追求別人的認同。

        ● 家庭層面：
           青少年會渴望獨立自主、不喜歡家人干預、反叛性較強、情緒變化大，但
           同時仍會有依賴性。

        ● 社會／朋輩層面：
           青少年喜歡參與群體活動、重視朋輩的接納、易受潮流影響以及對異性開
           始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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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青少年的壓力
２.１ 個人壓力：
        青少年會因為自己的背景、樣貌不如人而引至低自尊；另外情緒起伏不定
        以及個人健康問題亦是其中的壓力來源。

２.２ 家庭壓力：
        父母對子女期望過高、缺乏溝通、兄弟姊妹關係不佳、父母關係不佳以及
        家庭經濟不佳均是家庭帶給青少年壓力。

２.３ 學校壓力：
        青少年成績不理想、面對過多的功課、測驗及考試、在校內師生缺乏溝通
        及關愛，加上學校的規範同樣會為青少年不同程度的壓力。

２.４ 朋輩壓力：
        青少年可能會被朋友欺負或排擠、與朋友發生糾紛、與朋友比較成績，以
        及缺乏知己朋友。

２.５ 感情壓力：
        青少年在談戀愛時往往會出現彼此期望、要求過高及彼此缺乏溝通、了解
        等問題，甚至雙方對性的期望亦是他們所要面對的壓力。

２.６ 社會壓力：
        社會對青少年的期望、社會的文化以及他們的居住環境同樣會帶青少年壓
        力。

２.7  學生一般處理方法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2010年8月的調查所得42.46%會找朋友傾訴、
        32.86%找師長或父母傾訴，31.55%會參與更多的課外活動，反映出大部
        份學生會 找朋友傾訴。而朋友圏的文化會直接影響青少年的成長。

3  青少年次文化
３.１ 甚麼是次文化：
        次文化是指此文化不是大社會所認同的文化，只有少數人認同。

３.２ 而影響香港青少年的次文化當中包括有：感性消費、性開放、性自由以及
        吸毒、網上沉溺。而當中吸毒問題是我們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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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特質」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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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子女溝通技巧
主題：與子女建立良好關係

         透過不同主題活動，讓參加者了解與子女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重要元

         素，當中包括親子間如何互相尊重、如何積極聆聽子女的說話、說話

         背後的弦外之音、如何利用「我訊息」向子女有效表達自己心中所想

         及感受。

目標：１. 讓參加者認識「積極聆聽(LUV)」及其子女相處的重要性

         ２. 讓參加者學習運用「我訊息」處理子女衝突的情境

主要程序

活動(一)：熱身遊戲

聆聽對對碰 讓參加者了解溝通過程中”聆聽”之難

目的 所需時間

15分鐘 A4廢紙（60張）

短講(一)：

積極聆聽你要知 讓參加者學會積極聆聽技巧(LUV) 25分鐘 「積極聆聽」簡報

活動(二)：

你你我我
讓參加者體會以「你」及「我」作為句
首之分別 25分鐘 你、我之別遊戲咭

短講(二)：

“我”的訊息 讓參加者學會如何運用“我”訊息 25分鐘 「“我”的訊息」簡報

物資

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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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讓參加者了解溝通過程中”聆聽”之難

步驟：
１. 每個參加者分派一張A4廢紙

２. 整個活動中，參加者不許發問任何問題

３. 請所有參加者閉上眼睛並跟從以下指示

     ３.１ 請把紙張對摺，把右上角撕下來

     ３.２ 再對摺，把紙的左下角撕下來

     ３.３ 再對摺，把紙張左上角撕下來

４. 工作員亦要一同參與，並將成果與參加者對比

５. 睜開眼睛，把紙張打開

６. 完成後分享感受

７. 重覆上述步驟一次，但這次可發問問題

     (主持人要向參加者說明如何對摺e.g.由左至右向上對摺…)

８. 完成後分享可發問與不可發問之分別

討論內容：
１. 在完成第一次活動時，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結果？

２. 第二次與第一次活動有何不同？

３. 大家在家中有沒有出現同樣的情況？

工作員注意事項：
１. 在第一次活動完成後，參加者的成果與工作員一樣的只會佔少數。參加者初時
     通常會集中於討論如何對摺或對摺的方向。工作員便可藉此機會問參加者，問
     題出了在那裡？

２. 第二次活動完成後，大部份參加者會與工作員的成果一樣，工作員此時可問參
     加者兩次有甚麼不同的地方？並引導參加者討論溝通是雙向的，若果只是單方
     面發出訊息，另一方卻沒有回應或反應，誤會就會因此而產生。

活動(一)：聆聽對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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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學會積極聆聽技巧(LUV)

短講(一)

積極聆聽你要知

１   甚麼是溝通？
１.１ 7%說話 + 38%聲調 + 55%身體語言 = 完整的溝通。

１.２ 目的是希望能明白對方的想法、感受及立埸，加深彼此了解從而減少磨擦
        的機會。

１.３ 根據冰山理論，說話只是人表達最表面的部份，內裡可能包含很多的含意
        而可能會忽略，因而誤解表達的意思。

２   甚麼是積極聆聽？
２.１ 積極聆聽是可以正確地解讀子女的感覺、情緒和想法，並且描述出來。

２.２ 聆聽LUV

        ● L (Listen) ：積極傾聽並理解對方的話，設身處地地理解對方在那個問
           題上的想法和感受。試著把自己的感受暫時放到一邊。

        ● U (Understand)：在表達你的理解時，注意語音語調語氣、肢體語以
           及面部表情，並且要複述對方主要的想法、矛盾、期望以及感受，從而
           確保自己理解了對方。

        ● V (Validate)：就算是有異議，還是要表達出理解對方的立場。

３   如何運用？
３.１ 觀察子女說話時的表情、行動，嘗試了解子女當時的感受，並且以子女的
        角度作出回應。

４   怎樣了解子女的感受
４.１ 除了耳到外還要眼到 – 細心觀察；要口到 – 發問澄清；要心到 – 設身   
        處地，假如我是子女時，你在相同的情境下，我會有什麼感受和想法。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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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如何反映子女感受
５.１ 簡單地形容聽到和觀察到的事情。

５.２ 用簡單的字句反映子女的感受或想法。

５.３ 重點是在於明白子女的感受，並不是在於評理。

６   如何讓聆聽更有效？
６.１ 先了解問題再設身處地去感受。

６.２ 切忌父母的主觀意見。

６.３ 藉提問來求証子女的感受。

６.４ 以開放及真誠的態度和姿態。

７  「積極聆聽」的好處
７.１ 讓父母了解子女的感受和想法，因而作出適當回應。

７.２ 父母讓子女感受被重視，因而專心聆聽，以求了解他們的心聲。

７.３ 父母讓子女感受被接納，有信心表達自己，有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
        係。

７.４ 父母讓子女感受到被尊重和關顧，從而克服恐懼和煩惱，紓減情緒
       上的困擾。

７.５ 父母作榜樣讓子女學習如何「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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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體會以「你」及「我」作為句首之分別

步驟：
１. 將參加者分成3至4組，每組約3至5人

２. 每組會獲分配「你、我之別」遊戲咭一套共12款及「你、我之別」工作紙一張。

３. 12款遊戲咭之內容：

４. 參加者就著特定處境，在遊戲咭中就著當時的情況，揀選自己平時會向子女          
     說的說話內容。

５. 特定處境：

      ● 子女放學後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很晚才回家，父母嘗試過聯絡子女卻聯
          絡不上。更甚的是父母致電子女的同學及朋友，同樣地也找不到。幸好
          子女終於安全回家，當子女開門回到家你會和他/她說甚麼？

６. 參加者互相分享所揀選的說話，最後每組需要選出組員共同認同一段說話向
     其他小組作出分享。

７. 分享期間，其他小組參加者以家長身份向該組組員演繹該段說話，而該組參
     加者則以子女身份去感受及體會

８. 參加者分享以子女身份時的感受及體會

工作員注意事項：
１. 在參加者選擇字句過程中，大部份參加者必會選擇“我好擔心你”，但他們會
     將這句說話排在較後的位置。當參加者以子女身份去感受自己之前所揀選的
     說話時，他們卻只感覺到被責罵而不感覺到被關心。

２. 當參加者分享後，工作員將參加者有選擇的“我很擔心你”這句說話放在第一
     句，再讓參加者去重新去感受不同之處。

活動(二)：你你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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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學會如何運用“我”訊息

短講(二)

“我”的訊息

１   以「你」為先的字句
１.１ 語氣會容易帶有責備、批評甚至有威脅的意思。

１.２ 這樣會令子女容易產生反感，並作出防衛，以致難再溝通，甚至彼此指責，
令關係惡化。最重要是子女不會知道自己的行為對自己及他人有甚麼影響。

２   以「我」為先的字句
２.１ 使用 “我” 陳述自己的感受，通過一個不會造成譴責，甚至以關愛子
女的方式，來描述不良行為，並解釋造成你的感受的原因。

２.２ 好處是

        ● 傾向表達個人感受，減低子女的防衛機制。

        ● 子女較易接納父母的意見，容易給予雙方下台階，有助解決問題。

        ● 讓子女有機會明白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別人。

        ● 容許子女有空間想想如何補救，將責女任留給子女自己承擔。

３   注意事項
３.１ 情緒控制 – 父母要先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才可更有效運用「我的訊息」，
        在和諧的氣氛中才令事情有迴轉的機會。

３.２ 坦誠分享 – 父母要放下強者的身份，免得阻礙表達自己的感受；以平等

的地
        位與子女分享感受，減少以教導的口吻與子女溝通。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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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規範
主題：給予子女正面鼓勵 

         透過一系列活動，讓參加者學習注意子女的良好行為及給予適當的鼓

         勵，強化及建立理想行為，並透過「夢想」、「目標」協助子女建立

         正向人生觀，從而加強親子關係。

目標：１. 讓參加者學習運用夢想、目標與子女建立關係

         ２. 讓參加者學習注意子女的良好行為及給予適當的鼓勵，鞏固及建
              立理想的行為

項目

重溫 溫故知新、互相支援

目的 所需時間

5分鐘

活動(一)：

愛之讚賞曲 分享各人對於獎勵的看法 5分鐘 情境咭

短講(一)：

規範始於愛
學習處理子女不良行為的方法、建立及
鞏固良好行為的方法 20分鐘 「規範始於愛」簡報

活動(二)：

多啦Ａ“夢” 讓參加者回憶年幼時的夢想 25分鐘
●  音樂CD
●  顏色筆
●  紙

物資

短講(二)：

子女成長與尋夢 如何運用夢想、目標與子女建立關係 15分鐘 「子女成長與尋夢」
簡報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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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讓參加者分享過往處理子女良行行為的方法

內容：
１. 工作員預備數款情境咭情境，讓參加者即時回應。情境咭內容如下：

     １.１ 子女默書由40分升至70分

     １.２ 子女協助打理家務

     １.３ 子女讓坐予有需要人士

     １.４ 子女參加比賽奪得亞軍

     １.５ 子女外出到達目的地後致電回家

     １.６ 子女與人爭執時能妥善處理

２. 工作員暫時不回應參加者處理的方法

３. ２至３人一組，分享最近一次對子女的讚賞

４. 於大組中，參加者分享自己的經驗

工作員注意事項：
１. 參加者明白是需要讚賞子女的良好行為，但同時又受著“子女讚得多會
     壞”的傳統思想影響，以致有時會讚賞不得其法，又或是一面讚賞一面
     批評子女。而是次活動目的是讓組員親身感受他們所謂的讚賞是否真
     的讚賞子女，還是有其他的感受。

活動(一)：愛之讚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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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學習處理子女不良行為的方法

短講(一)

規範始於愛

１   子女有不良行為時處理方法
１.１ 責備 – 是父母最常用的方法，是父母消氣的途徑。但經常使用，產生反
        效果，令子女置若罔聞。

１.２ 責打－能有即時阻嚇作用，但卻令子女失去自尊。

１.３ 剋扣零用錢 – 容易令子女產生錯覺，以為錢可彌補錯失，扭曲了對金錢
        的價值觀。

１.４ 不合理地禁止 / 暫停活動 - 時間太長，子女容易因而放棄爭取機會，沒
        有改正的動機。

2   行為問題的成因
２.１ 先天因素－自我控制能力、情緒反應、專注力控制、天生活躍度、環境適
        應能力及生理模式。

２.２ 後天因素－子女是否明白有甚麼規矩、是否明白甚麼時候獎與罰、父母管
        教時有否控制自己的情緒、子女有否模仿其他人有問題的行為及家庭成員
        之間的關係如何……等。

3   如何改善 – 訂立規則、清楚指示
３.１ 與子女訂立規則要簡短、清晰，使子女更容易明白及達成目標。用正面的
        字眼向子女解釋要去做什麼，而不是不要做什麼，這樣更容易得到好的結
        果。

４   正面鼓勵
４.１ 子女有良好行為後父母透過言語、行為及物質給予獎勵，從而令子女有滿
        足感，使他們繼續表現良好的行為。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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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善用獎勵
５.１ 身體語言之獎 – 以身體語言來表達讚賞，當中包括：點頭、微笑、欣賞的
        眼神、豎起大拇指或Ｖ手勢；拍一拍肩膊、擁抱或親吻。

５.2  口頭之獎 – 運用說話讚賞子女的良好行為。讚賞要清晰、具體地描述你覺
        得子女做得好的行為，但切忌同一時間批評子女。

５.３ 物質之獎 – 透過給予物質（禮物）或活動（旅行）獎勵子女的良好行為。
        過程中要讓子女清楚知道因為什麼行為而得到獎勵，而且獎勵內容需要與
        子女商量以及避免頻密地使用同一種獎勵品。

５.４ 象徵之獎 – 利用標記或物件來記錄及嘉許子女的良好行為。當到達一定數
        目後換取實質的獎賞，而其主要用於改善一些持續性的行為。當行為變得
        穩定，習慣成自然後須減少獎勵。

６   後果
６.１ 自然後果 – 當子女做出不當行為時，可按當時的情況，讓他們承擔不當
        行為帶來的後果和責任。但要考慮後果對子女的安全性及其重視的程度。

６.２ 訂定後果 – 家長因應子女欠理想行為而訂定的後果，而該後果可以與行
        為沒有必然的關係。但要考慮的是要盡量與情境拉上關係、要有一定的約
        束力及實際可以推行的，而且要前後一致、堅持到底。

６.３ 讓子女承擔後果的好處 – 子女有機會經歷、學習和體會，有助加強子女
        的責任感。

７   暫停獎勵 / 特權
７.１ 當子女不服從時可按當時情況，暫停活動，或延遲給予原本享有的權利。

７.２ 冷靜時段 (Time Out）－當子女難以控制自己情緒時，可以用冷靜時段讓
        他們安靜下來／停止他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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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讓參加者尋找自己過去的夢想

內容：
１. 工作員播放輕音樂，並引領參加者作簡單的冥想(meditation)，協助參加者
     回憶年輕時的夢想
        ● 冥想講辭：

２. 工作員派發每位組員一張畫紙或Ａ４紙及顏色筆
３. 請組員繼續安靜地將年輕時的夢想繪畫於畫紙上
４. 完成後組員分享畫的內容
５. 工作員視乎組員的情況帶領組員討論以下問題
        ● 過往有否與父母談及夢想？         ● 若果有，夢想最後有否實現？
        ● 若沒有，你心裡有何感受？         ● 你認為子女的夢想緊要嗎？
        ● 與父母有何關係？

工作員注意事項：
１. 要留意組員會表示自己畫得不好而有點抗拒，因此工作員要強調這次繪畫著
     重於分享，只是將心目中所想的描繪出來，並鼓勵組員嘗試去完成。

活動(二)：多啦A“夢”

首先我邀請大家搵一個你認為舒服(o既)位置，你可以坐响櫈上，
又或者坐响地上，甚至瞓响地上。然後慢慢閉上你(o既)眼睛，靜
靜咁享受呢一刻(o既)寧靜。我相信大家對於照顧自己(o既)仔女都
盡心盡力，希望佢哋能夠健康快樂咁成長，亦為大家加添咗好多
好多(o既)壓力，响呢個時候我邀請大家慢慢放鬆自己。~~~~~~~响
呢到我再次邀請大家一齊返到你係細路仔(o既)時候，同一班隔離
鄰舍的小朋友一齊玩，你追吓我，我追吓你大家玩得好開心，無
拘無束，自由自在。~~~~~~~人慢慢長大啦，慢慢踏入青少年期。
有時我哋會一班同學、一班朋友，圍埋一齊，一齊談天說地，一
齊笑、一齊喊。有時候我哋會一齊傾吓心底話，講吓我哋(o既)夢
想。你當時(o既)夢想係咩嘢呀？想成為醫生？想成為律師？想成
為老師？想成為護士？定係成為空中小姐？又或者想做一個相夫
教子(o既)家庭主婦？你(o既)夢想係咩嘢呀？~~~~~~~响呢個時候
，我邀請大家返嚟呢一間房，若果你覺得可以的話，你可以慢慢
張開你嘅眼睛；若果你覺得有需要再多一啲時間的話，唔緊要，
只要你覺得可以的話，你先至慢慢張開你(o既)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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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如何運用夢想、目標與子女建立關係

短講(二)

子女成長與尋夢

１   夢想由誰定
１.１ 在現今社會，大部份父母會將自己的夢想強加於子女身上，而父母對子   

        女的夢想通常會以職業導向為先。

２   過早職業導向的影響
２.１ 子女的素質是與生俱來的，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父母強加的。而父母為
        了讓子女有成就，會在子女年幼時已經配合期望的職業方向去訓練。可惜
        的是年幼的子女事業上未定形。若果該職業與子女的素質或天賦不同，其
        挫敗感會太早出現，令子女容易放棄，結果得不償失。

３   怎樣協助子女成長
３.１ 與子女一起造夢

        ● 父母要與子女共同生活，因共同生活是一種示範。

        ● 要細心觀察子女的喜好、規律，他們對甚麼活動感興趣及在家中會談
            論甚麼話題。

        ● 要客觀，除去自己主觀的判斷，不要過份擔憂。喜歡看“火影忍者”並
            不代表喜歡打交，或男孩子不應該玩洋娃娃。

        ● 不要太壓抑子女的喜好因隨時會有反效果。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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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父母的任務 – 給子女動力及支持
４.１ 引發子女的求知慾：
        若子女帶學校話題與家人分享時，家人最好與他一起探討。

４.２ 父母要有謙卑：
        我們可以與子女以平等地位一起學習，令子女明白學無止境。

４.３ 提供讓子女見識的機會：
        帶子女外出但不要只顧著拍照，要讓他們去體會、去感受、去好奇；帶子
        女上山下海，讓他們感受遠景、感受瞭闊的空間。

４.４ 要讓子女學習接受限制：
        縱使有不喜歡也要他們堅持一後時間。因為有時他們未發揮真正的實力便
        放棄，因此要訓練他們的恆心及協助他們實踐承諾。

５   父母的角色
５.１ 父母如土壤：
        為子女提供養料，讓子女去吸收。但切記吸收進度因人而異，不要給予過
        多的養料，免得弄巧成拙。

５.２ 父母如建築材料供應商：
        只要有豐富及結實材料，所建造的建築物不會太差及不容易倒下。建成怎
        樣的建築物就由子女自己去創造。

６   父母要注意的地方
６.１ 不要以成人的標準來衡量孩子，因會容易埋沒子女的才能。

６.２ 不要對孩子低層次的夢想 Say “No” ，或對他／他說“不要再發夢”，因
        他們好有可能真的不再想時，他們便對任何事都會失去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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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處理
主題：學習處理家中衝突的情境

         透過短講及個案分析，讓參加者探討衝突的原因，運用課堂所學去

         處理衝突情境

目標：１. 與參加者探討衝突的成因

         ２. 讓參加者提昇處理與子女間衝突的能力

單
元
四

主要程序

活動(一)：

你有型、我有型 讓參加者探討不同的溝通特質

目的 所需時間

20分鐘 溝通模式咭

短講(一)：

溝通的橋樑
讓參加者了解個人的溝通特質及如何改
善現有的溝通情況

35分鐘 「溝通的橋樑」簡報

短講(二)：

衝突處理 讓參加者了解衝突的成因及處理方法 35分鐘 「衝突的處理」簡報

物資



目的：
讓參加者初步探討不同的溝通模式

步驟：
⒈ 工作員準備4款不同的“溝通模式咭”（指責型、討好型、超理性型、打岔型）

⒉ 將4款“溝通模式咭”平均分給參加者，每參加者1張。例子：若小組共有12
    人，每款咭準備3張

⒊ 工作員示範每一款咭的動作，之後每一位參加者嘗試就著自己持有的咭完成
    動作

⒋ 各參加者於活動室內以該動作移動直至工作員說“停”

⒌ “停”止後各參加者與附近的參加者就著本身的動作與對方對峙1分鐘

⒍ ３次對峙後工作員引領參加者分享感受 

⒎ 分享問題：

    Ｉ.  在做這些動作時身體有何感覺及反應？

    Ⅱ.  與其他人對峙時你的感受如何？

工作員注意事項：
⒈ 工作員要清楚示範動作，讓參加者能好好掌握每個動作的特性，加強參加者
    對動作所帶來的感受。

⒉ 工作員要提醒參加者，若有參加者腳部有問題，避免該參加者作“討好型”或“
    打岔型”的動作。

活動(一)：你有型、我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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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讓參加者了解個人的溝通特質及如何改善
         現有的溝通情況

短講(一)

溝通的橋樑

內容：

１   家庭成員間的溝通
１.１ 家庭成員間的溝通是應該直接而清晰的、要互相坦誠及雙向。

１.２ 當你在家中與家人有意見不合時，或是受威脅的時候，你會有甚麼反應呢？

        ● 你會好惡咁回應對方？

        ● 定係唔理咩事都好，都話係自己衰？

        ● 又話者搬一大段道理回應對方？

        ● 定係支吾以對咁輕輕帶過就算呢？

２   良好的家庭溝通
２.１ 要完整而健康的溝通需要關顧三方面，包括：自我(Self)、他人(Other)及
        情境(Context) 。

２.２ 自我是指能直接、清楚表達自己的感受及意思。

２.３ 他人是指能關懷他人的立場及感受。

２.４ 情境是指要對即時情境的察覺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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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家庭溝通中常見的四種型態
３.１ 討好型(Placating)：
        討好型的人很多時會忽略了自我的感受及需要，往往以他人為先，寧願自
        己受到委屈。其特性是用逢迎方法取悅他人，特別是生命中重要的人，因
        此會自我忽略。而他們會以道歉及請求寬恕、哀求及乞憐、接受批評及讓
        步來平息衝突。

３.２ 指責型(Blaming)：
        指責型的人大多是不會理會他人的需要及感受，自我中心極強以及不可讓
        人感到自己軟弱。其特性是不會顧及他人的感受、自我、充滿敵意及具攻
        擊性。而他們愛批評、獨裁、吹毛求疵及不容易接受他人意見。

３.３ 超理性型(Superreasonable)：
        超理性的人大多是會忽略自己及他人的感受和需要，他只會注意情境上的
        一切是否有邏輯或合理。其特性是只關心事情是否合乎規定、不會流露感
        受及側重事件的理由和細節。而他們會以冷酷、冷靜地表達立場，說話內
        容多資料性而且做事會一絲不苟。

３.４ 打岔型(Irrelevant)：
        打岔型的人通常被混淆為有趣的人，他對自己、他人及情境顯示出全不在
        意，最重要是可以逃之夭夭。其特性是對自己及身邊人與物都不在意，並
        用一切方法使自己或者他人分心。他們會有不恰當的舉動及說話 不切題，
        沒有方向。

４   一致型(Leveling)
４.１ 一致型的人其特性是懂得欣賞自己及其他人、懂得尊重自己及其他人的感
        受。 他們說話真誠及清晣、內心與言行一致。

５   怎樣達至一致型
５.１ 討好型：
        要開始關懷自己、關心自己的內在需要，以致能一致地關懷自己和別人。

５.２ 指責型：
        要開始増加對別人的認知、關心別人的需要及感受。除了能自我肯定外，
        同時亦會肯定別人。

５.３ 超理性型：
        要開始增加對自己及別人關心與認知，並運用豐富的聰明才智達到一致的
        溝通。

５.４ 打岔型：
        要去接納及整合自己、別人和情境，並運用自己的創造力、趣味及適宜的
        幽默感達至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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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讓組員了解衝突的成因及處理方法

短講(二)

衝突處理

１   衝突產生的原因
１.１ 需要的訊號－當自己或對方有需要時，另一方卻未能滿足而產生抱怨。

１.２ 期望與失望－當對對方有一定的期望時然而到最後卻失望而回。

１.３ 溝通無道   －只有各自各說，從不理會相方感受。

１.４ 情緒障礙   －當出現情緒高漲時，很容易失去理性，說出極傷害對方
                          的說話。

２   親子間產生衝突的元素
２.１ 成長階段：
        在發展心理學中，每一個成長階段也有其任務，特別是由嬰兒開始
        至青少年期更需要注意。

２.２ 溝通模式：
        有一些溝模式，如命令型、法官型、威脅型、說教型、比較型及翻
        舊帳型等， 都是直接影響親子關係。

２.３ 原生家庭：
        是指從小成長的第一個家庭，我們受著它的親密關係的建立、如何
        表達愛及感受愛的影響，從而內化至自己的家庭中。

２.４ 家庭三角關係：
        當家庭中兩個人之間發生問題時，其中一方會拉第三個人進來，將
        本應存在兩人間的壓力、情緒轉移至第三人身上。而不同的三角關
        係便是維持家庭系統持續穩定的力量。

３   衝突是好，還是壞
３.１ 若懂得處理，是一個機會，可以舒解不妥協的關係。

３.２ 若不懂得處理，關係變得惡劣，更難去一同面對困境。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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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衝突的歷程
４.１ 衝突不會突然之間發生，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之後感覺到失望及沮
        喪。當沮喪至極點時，衝突隨之而會出現。倘若處理得而，問題會得以化
        解；但若處理得不洽當，問題會存留並會影響彼此關係。

５   處理衝突的策略
５.１ 爭勝(指責型)：以威脅令對方屈服，使問題平息，但對方會感到深深不憤，
                            問題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解決。

５.２ 忍讓(討好型)：為了令問題平息而作出讓步，但自己感到受委屈，問題其
                            實並不是得到真正的解決。

５.３ 退縮/逃避(打岔型)：會用盡一切的方法逃避、不願意正面面對問題。

５.４ 妥協(超理性型)：為了盡快平息問題，會選擇對雙方損失較輕的方案，問
                               題似乎解決，但雙方均有損失。

５.５ 解決(一致型)：雙方的感受也得到照顧，問題得以解決，達至雙嬴的局面。

６   即時處理衝突
６.１ 要識別自己的情緒 – 當憤怒時會心跳加快及呼吸急促。

６.２ 停止對話 – 當情緒高漲時，寧願暫時停止對話，免衝口而出，說出傷害
                        對方的說話。

６.３ 離開現場 － 找方法平復自己的情緖，例如深呼吸、洗面、聽音樂及做家
                         務等。

６.４ 客觀分析問題 – 了解問題的原因、動機，及尋求解決方法。

６.５ 對症下藥 – 尋找最合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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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對症下藥小TIPS
８.１ 運用“LUV”聆聽技巧聽取各人對事件的看法，要客觀分析，找出問題所在。

８.２ 運用“我的訊息”表達自己對事件的看法及感受。

８.３ 分享各人對事件的處理方法（繼續運用“LUV”及“我的訊息”技巧）。

８.４ 商討不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一起尋求共同目標。

８.５ 選取各人認為最佳的方案。

８.６ 訂立及執行解決方案。

８.７ 檢討執行方案的成效。

７   即時處理衝突
７.１ 要有充足時間、要察覺自己的情緒、要共同參與、運用積極聆聽、要焦點
        處理、各方平等及尊重及要信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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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況劇場
主題：實習運用課堂所學的知識及技巧

         透過深層次的角色扮演活動，參加者家中曾出現的衝突環境再次重
         現，使他們能從另一角度感受事件，並從實際情況再次演練課堂所學

目標：讓參加者就著家中發生之情境，透過角色扮演，讓參加者將課堂所學
         的知識及技巧實際的演練，提昇其處理家庭關係的能力。 

單
元
五

主要程序

實況劇場 讓參加者將課堂所學的運用於實際情況

目的 所需時間

80分鐘

總結 讓參加者了解個人的溝通特質及如何改
善現有的溝通情況 10分鐘

物資



目的：
讓組員將課堂所學的運用於實際情況

內容：

活動前準備工作

１. 工作員於工作坊第一節時邀請組員提供家中曾經出現的衝突情境

２. 工作員於活動前一星期與提供情境的組員探討及了解其背景及當時情境的實 
     際情況

３. 所需背景資料：

     Ｉ. 家庭成員人數、性別及年齡
     Ⅱ. 家庭成員間的關係
     Ⅲ. 家庭成員的溝通模式類型
       ● 指責型                           ● 討好型                           
       ● 超理性型                        ● 打岔型                         
     Ⅳ. 家庭成員的溝通模式類型

活動當日：
１. 工作員以家庭圖簡介提供情況組員（以下簡稱個案）的背景

２. 個案邀請其他組員（以下簡稱演員）飾演其家庭成員（包括個案本身)，活
     動初段個案不會參與任何角色

３. 個案將演員製作成衝突情境時的雕塑

４. 工作員此時邀請演員安靜1分鐘去感受當時的情況

５. １分鐘後，個案就著自己的選擇先後，邀請不同的演員分享感受

６. 各演員分享後，個案作出回應

７. 回應後各演員開始就著事件的發展及個人的反應去演繹這次角色扮演

８. 過程中，工作員可就著情境的發展，例如在劇場中各人關係越來越惡劣，而
     暫停角色扮演，讓參與的演員分享感受，之後可邀請其他的組員代替先前的
     飾演個案的角式去處理衝突情境

９. 到活動中段，可安排個案飾演子女的角色，讓個案以子女的角度親身感受實
     際的情況

工作員注意事項：
１. 在整個過程中，工作員要求演員分享感受，讓案主能從新的角度了解事件。

２. 讓案主飾演子女的角色，是要讓案主從子女角度了解及體會，從而使案主作
     出改變。

活動：實況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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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你要知
主題：加強對毒品及毒品帶來的問題的認知

         透過專題分享，讓參加者加強對毒品的認知及辨識青少年吸毒行為，
         從而學習如何處理青少年的吸毒問題

目標：⒈ 加強參加者對毒品問題的認識及了解

⒉ 讓參加者學習辨識青少年的吸毒問題

⒊ 透過過來人分享，讓參加者學習辨識及處理青少年的吸毒問題

主要程序

短講(一)：

毒品的認知 加強參加者對毒品的認識

目的 所需時間

25分鐘
●「毒品的認知」簡報

●有關毒品道具

短講(二)：

如何辨識青少
年的吸毒行為

讓參加者學習辨識青少年的吸毒問題 25分鐘 ●「如何辨識青少年的
     吸毒行為」簡報

活動(一)：

嘉賓分享 讓參加者學習辨識及處理濫藥問題 30分鐘

總結 10分鐘

物資

單
元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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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加強組員對毒品的認識

短講(一)

毒品的認知

１   甚麼是吸毒或濫用藥物
１.１ 在沒有醫生指導下自我用藥，而使用劑量已超出醫療範圍和標準；使用者
        對此藥物不能自制，繼而導致精神和身體受到危害。

２   怎樣才叫上癮
２.１ 心癮(心理依賴)：
        精神上的驅使下，具有一種強烈使用藥物的慾望，產生強迫用藥的行為。

２.２ 身癮(身體依賴)：
        由於反覆用藥所造成的一種身體適應狀態(耐受性)，中斷後產生一 種強烈
        的『斷癮症狀』或身體不適。

內容：

３   常被濫用的毒品
３.１氯胺酮

       ● 俗稱：K仔、茄        

       ● 醫藥用途：手術用麻醉劑

       ● 吸食方法：用鼻索入

       ● 濫用後果：

               ◆  說話迷糊

               ◆  記憶力衰退                   

               ◆  行動機能受損

               ◆ 呼吸／心臟機能受損

               ◆  形成耐藥性及心理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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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甲基安非他明

       ● 俗稱：冰

       ● 種類：興奮劑

       ● 醫藥用途：提神、減低食慾、治療發作性渴睡症

       ● 吸食方法：煙霧吸入（利用冰壺）

       ● 濫用後果：

               ◆  失眠

               ◆  食慾不振

               ◆  抑鬱

               ◆  中毒性精神病

               ◆  心臟及腎臟衰竭 

３.３ 可卡因

       ● 俗稱：可卡因、可可精

       ● 種類：興奮劑

       ● 醫藥用途：局部麻醉劑

       ● 吸食方法：煙霧吸入（利用冰壺）

       ● 濫用後果：

               ◆  心臟衰竭

               ◆  激動不安

               ◆  被迫害感覺

               ◆  敏感度加強，特別對聲音敏感

               ◆  情緒波動                                    

               ◆  影響記憶力

               ◆  破壞鼻腔組織

               ◆  性無能                   

               ◆  精神錯亂

               ◆  死亡

07
3



３.４大麻

       ● 俗名：草、牛牛

       ● 種類：迷幻劑

       ● 出現形態：手捲煙

       ● 醫藥用途：沒有

       ● 吸食方法：吸煙

       ● 濫用後果：

               ◆  舉止失常

               ◆  支氣管炎

               ◆  判斷力失準

               ◆  內分泌紊亂

               ◆  結膜炎

３.５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

       ● 俗名：FING頭丸、狂喜、忘我

       ● 種類：興奮劑

       ● 醫藥用途：沒有

       ● 濫用後果：

               ◆  脫水

               ◆  筋疲力盡

               ◆  崩潰

               ◆  身體過熱

               ◆  抽搐

               ◆  肌肉衰弱

               ◆  胎兒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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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讓組員學習辨識青少年的吸毒問題

短講(二)

如何辨識青少年的吸毒行為

１   在一般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從以下四方面去辨識青少
      年的吸毒行為
１.１ 行為及情緒

       ● 改變飲食的習慣（忽然缺乏食慾）   

       ● 感到疲倦、彷彿、呆滯、口齒不清、反應遲鈍 

       ● 渴睡（睡足一至兩天）、抗奮（兩至三天不睡） 

       ● 舉止失常、神智不清

       ● 四肢麻木、肌肉僵硬

       ● 學習或工作表現轉差（例如:成績退步、操行轉差、逃課、逃學、
          遲到／早退﹑曠工、頻轉工） 

       ● 情緒不穩定，大起大落

１.２ 社交

       ● 很遲回家、長時間流連在外、離家出走 

       ● 常常獨自留在房中、逃避與家人接觸、行徑隱秘 

       ● 經常流連網吧、遊戲機中心等高危地方 

       ● 常常向朋友及家人借錢，但卻說不出原因 

       ● 經常索取金錢，甚至偷家中的財物

       ● 有吸食毒品的朋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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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青少年參與販賣毒品的特徵
       ● 多了突如其來的金錢，如：五佰或一仟元等大紙幣，並存於房間內 

       ● 出現多張儲值電話咭 (俗稱: 太空咭)，並且定期轉變電話號碼 

       ● 青少年會配戴一些佛牌或助運的飾物，而且可能在短時間內在身上愈戴
           愈多

       ● 一些青少年會選擇在身圖案，以助偏財

       ● 房間內或許會出現鎖上的抽屜，小藥袋，電子磅，及匙等工具

       ● 青少年多了突如其來的物質，如手袋，手提電話，手錶等名貴用品

       ● 青少年外出時，多使用計程車等直接的交通工具，較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 青少年的消費模式突然間轉換得十分高昂／高消費

       ● 青少年的房間或會出現粉末，而這些粉狀是平常打掃時沒有的

       ● 使用兩部以上的手提電話，並且即使是睡覺時間，也會手機不離身，不會
           關掉電話，並且會立即起床接聽

       ● 青少年在傾談電話時，會時刻避開其他人，或時常躲在房間內傾談

       ● 青少年外出的習性或會突然間的轉變， 並改為以深夜活動為主

１.３ 身體情況

       ● 尿頻 

       ● 蛀牙

       ● 經常流鼻水、流鼻血及鼻有粉末

       ● 身體有來歷不明的疤痕或瘡

       ● 身體發出熾烈化學味

       ● 精神健康變差（抑鬱、抗奮、常常感到疲累）

       ● 出現幻聽、幻覺

       ● 瞳孔放大

       ● 突然有脫水、身體過熱的情況

       ● 體重會短時間暴升或暴跌

１.４ 個人物品

       ● 擁有錫紙、飲管、經改裝飲品樽、疑似吸食毒品的工具、改裝火機 

       ● 不明來歷的藥物、煙紙、色紙、藥袋、藥水瓶、小膠袋等 

       ● 衣服有異味、熾烈煙味或化學品味

       ● 摺疊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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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讓家長學習辨識及處理濫藥問題

內容：
       ● 工作員邀請吸毒過來人或其家人分享，分享內容包括：

           ◆ 吸毒過來人分享內容

                  ■ 與家人的關係如何？

                  ■ 為何會吸毒？

                  ■ 家人如何發現？

                  ■ 被發現後家人的反應如何？

                  ■ 各人怎樣去面對問題？

                  ■ 有甚麼原因令你去戒毒？

                  ■ 當戒毒時家人有甚麼反應？

                  ■ 有甚麼建議給家長？

           ◆ 家人分享內容

                  ■ 與子女的關係如何？

                  ■ 怎樣發現子女有吸毒問題？

                  ■ 發現後的感受如何？

                  ■ 發現後有甚麼反應？

                  ■ 怎樣去面對？

                  ■ 當面對子女的反反覆覆時，怎樣處理？

活動（一)：嘉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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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日營
目標：加強參加者家庭成員間的關係

單
元
七

主要程序

活動(一)：

家庭大風吹 讓參加者能與家庭成員互相表達心意

目的 所需時間

活動(二)：

家庭面譜
讓參加者與家人一同完成屬於自己家庭
的象徵

●  面譜

●  顏料

●  畫筆

●  色碟

物資



目的：
讓組員能與家庭成員互相表達心意

內容：
⒈ 與傳統的“大風吹”玩法一樣，但不是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家庭為單位人數
    ２至３位家庭成員

      Ｉ. 4人家庭將分成２個單位，但必須１大人帶１子女
      Ⅱ. 3人家庭則為１個單位

⒉ 所有單位成員必須要坐在一起，不得分開

⒊ 當主持人大叫指令時，只要成員中有1個人有該特徵時，單位所有成員要一同
    離開原本的位置走向其他位置坐下

      Ｉ. 例子：“大風吹，有戴眼鏡的走”，單位內兒子有戴但母沒有戴也好，也
                    要一同離開

⒋ 完成一次後，若有人未能找到位置坐下或單位成員未能坐在一起，這單位便
    算輸，輸的單位將會有任務須要完成

⒌ 當有一定數目輸的單位後，須要完成的任務如下：

      Ｉ. 父母須要說出最欣賞子女的地方
      Ⅱ. 子女須要說出最欣賞父母的地方

⒍ 在說出欣賞說話時除了要望著對方外，更要有特定的說話方式：

      Ｉ. (子女的稱呼)，我最欣賞你．．．．．
      Ⅱ. (爸爸／媽媽)，我最欣賞你．．．．．

工作員注意事項：
１. 過往家長與子女很少說出欣賞對方的地方，這些說話正正能表達自己的心意
     讓對方明白、了解，藉著這機會提昇家庭成員間的親密關係。

２. 要留意的是很多時家長讚賞子女後會跟著說出一些較負面的說話，此時我們
     要制止家長說負面的說話，我們希望家長尊注於從正面看子女。

活動(一)：家庭大風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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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讓組員與家人一同完成屬於自己家庭的象徵

內容：
⒈ 工作員預備面譜及顏料

⒉ 每１個家庭取１個面譜、色碟及數支畫筆

⒊ 每１個家庭需要一同設計及完成一個可代表自己家庭的面譜

⒋ 完成後每個家庭於大會分享其家庭面譜

工作員注意事項：
⒈ 工作員要留意及觀察每一個家庭的情況，有部份家庭只有子女在畫，家長則
    坐在一旁，此時工作員要鼓勵家長一同參與，免得浪費一次可以一同完成目
    標的機會。

活動(二)：家庭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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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服務手法，讓更多有需要的家人參加訓練
１) 靈活的時間及地點推行訓練及輔導支援服務 - 因應不同家長的需要，青協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的「抗毒家先鋒」計劃在過去2年有31%的訓練安排早上8
     時至11時、33%安排在下午1時至4時到相關合作的學校及機構推行，以方便
     家長照顧在學的子女。另外有23%安排在晚上7時至10時舉行。至於輔導支
     援服務，本計劃更會配合家長的工作或照顧家庭的需要，於其落場、放工或
     暫時不用照顧子女的時間，到工作或住家附近的地方提供面談及教育，不需
     要家人一定要到中心才能得到適切的服務，增加其參與服務的機會。

２) 運用多媒體手機應用程式 - 本計劃為家人提供不同的抗毒網上資訊，讓他
     們初步了解青少年吸毒及如何與青少年建立良好關係等方法，同時可讓字家
     人在小組訓練後重溫訓練內容。

３) 安排了解曾吸毒及違規青少年的心聲 - 本計劃安排過來人的故事拍攝成短
     片作訓練開始，讓家長意識到過往管教方式的問題並且作出反思。同時亦邀
     請過來人現身說法，讓家長親身提問，加深對青少年的了解。

４) 強化家庭功能及抗毒認知訓練和教育 - 為有需要的家人提供一系列有系統
     的訓練活動，讓他們能進一步探討強化家庭功能與抗毒工作的關係，教導他
     們如何正面面對青少年的吸毒或違規行為，協助青少年建立新生活。

５) 外展輔導及支援–我們考慮到家人各項的需要，包括工作、照顧其他家人，
     會盡量配合他們的工作地點、不同生活時段、以及到其家中，提供輔導及支
     援服務。我們更會陪伴家人尋求其他專業意見，如律師及其他戒毒服務，以
     舒緩因為種種問題帶來的困擾。

良好溝通方法讓青少年更容易感受家人關愛
總括這兩年的經驗，我們不難發現大部份家人非常緊張青少年的學業，給予青
少年最大的栽培。但當青少年表現未如理想時，卻只懂責備或責罰，忽略了青
少年的感受及情緒。又或是當要面對青少年的吸毒或違規行為時，同樣地只會
對事件作出批評及責罵，沒有了解事件背後的原因和青少年人的感受。而事實
上，絕大部份家長是愛錫青少年的，他們會給予青少年最好的東西，然而可惜
的是青少年感受不到家人對自己的愛。家人越是緊張青少年，他們越不懂得表
達，又或是用了不恰當的說話，令關心變成囉唆、關愛變成埋怨，繼而演變成
衝突，以至青少年對家人產生抗拒，影響彼此的關係，使問題更難得到解決。
因此，良好溝通方法讓青少年更容易感受家人關愛，有助加強家人對青少年的
保護能力。

家人欣賞和鼓勵對吸毒和違規青少年十分重要
在過去兩年，我們為有需要的家人提供了不同的強化家庭功能訓練。在訓練過
程中我們發現到有部份家人與青少年溝通出現很大的問題，他們不會或不懂得
表達對青少年的欣賞及關心，往往只會批評青少年不是之處；不懂得接納及了
解青少年出現問題的原因，以及忽略他們的感受，因而破壞了彼此間的關係。

要加強家人與青少年的關係，家人除了要學習聆聽及表達等溝通技巧外，家人
亦需要懂得尋找青少年的長處，加以欣賞或讚賞他們的良好行為。特別是在青
少年正努力改善自己的行為問題時，作為家人更需要給予他們正面的支持與鼓
勵。偶而他們會重覆犯錯或跌倒，但千萬不要只著眼於過失，反而要嘗試欣賞
他們一直以來的努力，要接受及體諒他們因表演未如理想時所帶來的情緒，以
正面而開放的態度給予他們支持及關懷。最重要是讓他們明白家長是願意與他
們一同面對。

吸毒問題的認知
兩年計劃中，讓我們發覺有不少家人對毒品缺乏認知，他們認為吸毒問題離他
們很遠，但當經過對毒品的認知訓練及與過來人互動分享後，讓他們明白到家
庭功能的發揮與青少年吸毒問題有著頗大的影響。因此，提升家長對抗毒的意
識尤為重要。家長對毒品增加了認知，可以讓他們及早識別子女吸毒的問題和
提供支援。與此同時，運用訓練所學習的技巧，更容易讓子女明白家人的關心
及愛護他們，願意與他們共同面對問題，使青少年盡早脫離毒品的禍害。

青少年與家人共同參與訓練和活動的重要
總結這兩年的經驗，家人的積極參與絕對有助強化家庭的防禦功能。但若要使
關係建立更好，青少年的參與亦同樣重要，從之前的親子訓練和活動可見的成
效，我們日後會提供更多的訓練與家人和青少年共同參與，讓青少年與家人學
習如何一同建立良好的關係，減少彼此間的磨擦，從而建立一個良好的家庭功
能系統，共同面對日後遇到的困境。

經驗總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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