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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閃亮』．携手抗毒

青少年吸毒問題一直備受本港各界關注。近期出現青少年參與販毒、吸毒地點轉趨隱閉、或吸毒後神志

不清、事故頻生等現象，反映青少年吸毒引發的問題層出不窮。而禁毒處近年數據亦顯示，21歲以下首

次被呈報吸毒個案，每年均維持超過二千多人，情況不容忽視。

香港青年協會一直關心並積極回應青少年吸毒問題。由基層預防教育工作、社區網絡動員、出版輔導叢

書、深入接觸危機邊緣青少年，以至借助朋輩配合社工專業輔導等，均針對吸毒及高危青少年的特性，

提供多方面適切的支援和服務。

本會於2008年承蒙禁毒基金贊助，推行為期兩年的「閃亮計劃」，為10至24歲吸毒青少年提供戒毒輔

導服務，並發展一套以社區為本、跨專業協作，以及配合有系統的「理性情緒行為治療」作為輔導治療

手法，達至及早識別和介入，協助區內吸毒青少年遠離毒禍。過去兩年，我們得到各政府部門、醫療機

構、社區人士和團體的支持，令計劃得以順利推行。

抗毒是社區長期的工程。我們藉此衷心感謝禁毒基金的支持，延續「閃亮計劃」的工作。我們希望透過本

報告，總結計劃首兩年的工作經驗，與社會各界人士分享及交流，以收拋磚引玉之效，發揮「閃亮」精

神，同心協力支持青少年抗毒工作。

王䓪鳴博士

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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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隨著近年不斷發生青少年吸毒事件、傳媒廣泛的報導、政府積極的回應，以及社會上熱烈的討論，相信

沒有人會否認青少年吸毒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大眾從青少年吸毒數字中或可看到端倪，然而作為前線青

年工作者，我們相信實際情況之嚴重程度更不可估量。

青少年時期是成長的一個重要階段，但同時亦十分脆弱。經歷成長的變化、情緒的波動、社會的期望與

壓力等，已為青少年帶來不少衝擊，再加上社會的複雜性、家庭功能的削弱、缺乏解難能力、毒品普及

等，吸毒危機對青少年的威脅大大增加。

然而，人總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引誘和挫折，如何以正面態度面對，將成為一生的挑戰。閃亮計劃

嘗試引入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希望以一個較全面及有系統的方法，協助吸毒青少年檢視吸毒行為及處

理面對的問題，戒除吸毒習慣，學習正向人生觀，並如計劃名稱一樣，活出「閃亮人生」。

 

青少年吸毒問題複雜性大，處理時必會遇到重重困難，單一系統於處理上亦會有很多限制，故需各方配

合。因此，閃亮計劃重視社區網絡之建立，引發地區共同關注及參與這艱鉅工程，並且透過跨專業協

作，以多角度介入，全面參與戒毒流程，使效率及效能得以增強。

香港青年協會於2008年獲禁毒基金贊助，於荃灣及葵青區推行為期兩年的閃亮計劃，服務區內吸毒青

少年。經過兩年的推行，我們期望與各界分享閃亮計劃的服務理念及內容，總結閃亮計劃的經驗和成

效，讓青少年禁毒服務工作者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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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背景

青少年吸毒問題嚴重程度

青少年吸毒問題過去一直備受關注，有見於短短3年間（2004-2007），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數增加三

成多，政府於2007年成立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專責小組，透過檢討禁毒措施，推動跨決策局和部門的

工作，以及加強非政府機構、相關人士和社區的合作，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惟毒禍並沒有於短時間內

受到控制，根據保安局禁毒處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數字，2008年首半年被呈報的21歲以下吸毒

人數（2,064人）比2007年同期（1,686人）增加了22.4％。

青少年吸毒問題除有蔓延趨勢之外，青少年吸毒的習慣及模式亦不斷變化。大多數的青少年對吸毒行為

抱著閒暇消遣及認同的心態；吸毒的地點亦漸趨多元化及隱蔽，由以往的士高轉至學校、家中、公寓、

屋邨 / 街角等地方；吸毒青少年的年齡亦低見12、13歲。此種種的變化大大增加了抗毒的難度。

社會上，抗毒的聲音從沒間斷，加上不時發生令人惋惜之青少年吸毒意外，各界對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

更感刻不容緩。

荃葵青區青少年吸毒情況及對應服務

相比全港青少年吸毒數字，葵青及荃灣區的情況亦令人擔心。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數字，

2008年首半年被呈報的21歲以下於荃灣及葵青區的吸毒人數比2007年同期分別增加了31％及39%。

從本會荃葵外展社會工作隊的服務經驗所得，區內之青少年吸毒情況確實嚴重，區內學校對處理吸毒問

題之需求亦有增無減。

地區青少年吸毒服務

於2008年，香港的預防及戒毒治療工作主要有兩方面，包括中央層面的統籌及五間濫用精神藥物者輔

導中心，而以地區為本的戒毒輔導及協調相對較為缺乏。在荃葵青區處理青少年吸毒工作，則比較集中

在青少年日間外展隊之上。青少年日間外展隊是唯一在區內比較容易透過青少年網絡接觸區內隱藏吸毒

青少年的服務單位，但外展隊較為缺乏資源提供更深入的服務。

閃亮計劃對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所扮演的角色

因應葵青及荃灣區青少年吸毒問題的嚴重性和服務不足，香港青年協會獲禁毒基金撥款，於2008年9月

至2010年8月推行「Project Shine - 閃亮計劃」，期望發展一套以社區為本和跨專業合作為基礎，有效全

面識別及協助區內吸毒青少年的服務模式，及早識別和提供輔導予吸毒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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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劃簡介

「閃亮計劃」是以社區為本，結合不同專業，以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ur Therapy) 

為架構，針對地區上青少年的吸毒問題，透過輔導、訓練和活動，增加他們對吸毒危機的認知，了解吸

毒行為背後的引發事件、非理性信念及不良情緒後果的互動關係，建立正向思維模式，從而對吸毒行為

作出反省及增強戒毒動機，並在行為及生活模式上作出改變，最終實行所訂定的戒毒計劃，達至重建健

康、積極、快樂的無毒生活，活出「閃亮人生」。

計劃包含三個介入層面

‧ 組織社區網絡和及早識別吸毒青少年；

‧ 提升吸毒青少年戒毒動機；及

‧ 運用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輔導介入，協助青少年戒掉吸毒習慣及建立正確人生方向。

3.1 目　的

‧ 青少年層面

 - 提升吸毒青少年對吸毒危機的知識、意識及理解，增加他們戒毒動機，及早遠離吸毒的習慣；

 - 培訓吸毒青少年正向思考，提升情緒控制及各種生活技能，學習運用正面、負責任和現實的方法，

達至個人的需要和目標；

 - 提升吸毒青少年抗拒吸毒的能力，建立健康、積極、快樂的生活及閃亮人生。

‧ 社區網絡層面

 - 協調社區資源及組織社區人士，發展社區支援及偵測網絡，共同識別區內和校內的高危及隱藏吸毒

青少年，轉介吸毒青年接受輔導及治療服務；

 - 透過工作坊為社區人士、父母和老師等提供識別培訓及支援，協助地區上的吸毒青年。

‧ 跨專業層面

 - 發展社區為本和跨專業合作的基礎，結合各專業，例如醫生、律師等服務，配合專業輔導治療法共

同提供一個有效處理青少年吸毒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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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　念

及早識別及介入之重要和社區網絡之運用

隨著青少年吸毒地點由跨境北上、的士高及狂野派對，轉移到自己或朋友家中、屋邨暗角及網吧，而吸

毒方法及購買毒品之方便程度有增無減，吸毒隱蔽性問題成為抗毒的一項重大挑戰。吸毒青少年明白吸

毒行為並非大眾所能接受，故他們會刻意隱瞞自己的吸毒行為，不輕易透露他們曾接觸毒品。現時青少

年普遍吸食的毒品並不會令身體出現即時嚴重的徵狀，斷癮徵狀亦不明顯，令大部份吸毒青少年輕視毒

品對他們的負面影響，影響他們的求助動機。

根據治療吸毒者10多年的精神科醫生張建良表示，隱藏的吸毒者數目難以估計，青少年由吸毒至被發

現，一般的潛伏期為4年，吸食「K仔」不似海洛英有明顯徵狀，學生早上啪丸可下午返學，父母和老師

都不會發現。但毒品卻破壞腦神經，病情比傳統抑鬱症、精神病更反覆無常，有吸毒青年出現幻覺，最

後不幸跳樓身亡。（《明報》。2009.2.13）

難以被發現的吸毒青少年，可能要被毒品折騰數年才得以曝光，身心更或已被嚴重摧殘，要拯救他們的

難度定必較早期介入為高，故能否及早識別及介入成為了抗毒的一個重要關鍵。

面對隱藏於社區的青少年吸毒問題，最理想的處理方法是由社區著手。閃亮計劃除了主動到地區發掘高

危吸毒青少年，亦特別針對地區特性，透過聯繫地區合作伙伴，以及加強地區人士辨識吸毒青少年之意

識及技巧，鼓勵轉介合適對象使用服務，藉以建立一個地區識別防禦網，期望達至由社區協助及早辨識

吸毒青少年，並讓社工及早介入，處理地區吸毒問題。

社區網絡亦發揮促進服務的功能，透過不同伙伴的分析和觀察，讓計劃掌握青少年相關的資訊，包括：

地區吸毒情況（涉及青少年吸毒的罪案數據、吸毒求診情況、區內提供予吸毒青少年之服務等）、學生及

區內青少年動向、青少年就業服務、不同專業對問題的觀察等，一方面能使計劃對問題的掌握及變化加

強了解，另一方面亦能達至服務協調的作用，避免服務重疊之餘亦可互補不足。除此之外，與地區合作

伙伴保持良好合作關係，可促進服務模式的交流，從而構思更能針對問題之服務，亦可善用及進一步開

拓資源。

跨專業合作對處理吸毒青少年之幫助

戒毒工作者從來不會低估戒毒服務的複雜性，要處理吸毒者的身體損害、家庭問題、學業就業需要、朋

輩影響等，實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運用其專業知識，以不同角度介入，才能有效幫助吸毒人士遠離毒品。

禁毒處於「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摘要」中，強調跨專業協助的重要性：「當局應繼續以務實的態

度，推動跨專業服務，以期在聯網基礎上，制定適當的合作和網絡聯繫模式（建議6.15）」(青少年毒品問

題專責小組報告摘要跨專業和綜合模式第47段)，此建議亦會於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第五個三年計

劃（2009-2011）中加以落實。

要落實跨專業合作以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著實需要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各專業的本位、服務模式、

資源、時間等因素。閃亮計劃藉與地區不同專業服務的聯繫及合作，從禁毒宣傳、偵測識別、個案轉

介、服務需要評估、介入治療以至成效檢討等，均與不同專業互相配合，希望能以更全面的角度及更適

切的服務幫助青少年處理吸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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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 (R.E.B.T.) 介入

歐美地區有不少運用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ur Therapy - REBT) 理論於戒毒服務

之研究及臨床經驗，對於處理吸毒問題，REBT理解吸毒青少年均有非理性信念之慣性，他們因缺乏正向

思維、處理情緒能力及生活上不同困難的技巧，致使他們以吸毒的消極處理方法面對。

閃亮計劃的輔導內容希望針對吸毒青少年的特性，配合運用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REBT) 為架構，為地區

上隱藏的吸毒青少年提供度身訂造的戒毒輔導服務，增加他們對吸毒問題的認知，協助他們透過了解及

反思其吸毒行為背後的引發事件，理解非理性信念及不良情緒後果的互動關係，建立正向思維模式，從

而對吸毒行為作出反省及增強戒毒動機，協助他們於認知、行為及生活模式上作出改變，最終實行所訂

定的戒毒計劃。閃亮計劃輔導內容包括：認知重組輔導、情緒控制、生活技能訓練、生涯規劃等，亦配

合跨專業協作，安排身體機能測試，並把他們聯繫至社區中的不同支援網絡，以助他們達至重建健康、

積極、快樂的無毒生活。

3.3 對象

‧ 青少年：荃灣及葵青區，10至24歲高危、間歇性、瀕臨上癮及慣常性吸毒青少年

‧ 社區：家長、中小學及大專教師、區議員、地區人士及社工

社區網絡

跨專業協作

吸毒青少年

理性情緒行為
治療輔導

閃亮計劃服務架構圖



6

4. 服務內容

閃亮計劃致力發展社區網絡，及早識別吸毒青少年，提升吸毒青少年戒毒動機；並運用認知情緒行為輔

導介入及建立跨專業網絡，協助青少年戒掉吸毒習慣及建立正確人生方向。

4.1 地區合作伙伴網絡建立

青協於荃灣及葵青區有不同服務單位及多年服務經驗，與區內不同的合作伙伴已建立良好關係。閃亮計

劃主要透過服務宣傳、合作會議、社區聯繫、探訪及合辦活動等，針對青少年吸毒問題，加強與區內合

作伙伴聯繫，建立分享平台，共同尋求有效及適切之合作。

與不同合作伙伴聯繫，建立社區網絡

地區上不少政府部門及地方組織均

關注青少年吸毒問題，故計劃主

要聯繫之合作伙伴包括警方、醫院

（葵涌醫院、瑪嘉烈醫院、仁濟醫

院、荃灣港安醫院、屯門醫院）及

醫生組織（地區家庭醫生、QK部

落）、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社

會福利署綜合家庭服務及感化辦事

處、保安局禁毒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教育局）、區內中小學、地方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區議會

及轄下工作小組委員會）、中小學校長會、家長教師會、非政府機構（外展社會工作隊、深宵外展及學校

社工）、大學及大專院校（香港科技大學、職業訓練局），共同合作提供不同服務予吸毒及地區青少年。

閃亮計劃透過宣傳品、資訊網頁及傳媒報導向以上合作伙伴發放服務資訊，一方面介紹服務內容，另一

方面鼓勵他們與計劃合作，包括服務諮詢、個案轉介、合辦活動及醫療服務等。計劃同工亦定期與不同

合作伙伴召開合作會議，互相分享地區上有關青少年吸毒的資訊及開拓合作空間。閃亮計劃在開展初期

舉辦社區聯繫活動「伙伴合作啟動禮」，推動各社區人士及不同服務之合作。

合作提供服務加強聯繫

同時，閃亮計劃亦與合作伙伴舉辦識別技巧及介入訓練，為

學校老師、家長、區議員、社工和地區人士提供吸毒評估識

別技巧及初步介入吸毒青少年的技巧訓練，並提供最新地區

青少年吸毒問題資訊和趨勢，讓地區人士更掌握吸毒問題，

提高禁毒意識，協助識別吸毒青少年。另外，計劃亦透過與

地區伙伴合作，於地區及區內中學、小學或地區高危吸毒地

點舉辦吸毒資訊展覽及反吸毒宣傳，以及邀請曾吸毒的青少

年成為青年禁毒大使，協助分享吸毒危機。閃亮計劃亦藉舉

辦偵測識別遊戲活動，讓區內青少年及學生提升吸毒危機的

意識，並藉著有關活動協助地區及學校識別高危、隱藏及懷疑吸毒青少年。藉以上活動，閃亮計劃與社

區建立起抗毒防禦網，及早識別有需要的青少年，以及及早介入共同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

伙伴合作啟動禮

偵測識別遊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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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跨專業網絡建立

青協荃葵外展隊於區內提供青少年吸毒輔導服務多年，與區

內不同專業團隊均有緊密合作，故閃亮計劃初期透過外展隊

已建立之網絡，加強與各專業團隊之聯繫，建立處理青少年

吸毒問題的服務模式，包括禁毒教育、識別、轉介、個案跟

進、評估、輔導及檢討。

跨專業協作，及早識別

禁毒教育方面，閃亮計劃聯同警方、醫院、地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區內中小學及大專院校、家長教師會、訓輔人員協

會、中學校長會、保安人員、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社會福

利署等，合辦識別及介入技巧講座及工作坊予區內家長、社

工、老師及社區人士，加強地區人士識別及處理青少年吸毒

問題，並鼓勵轉介有需要青少年接受閃亮計劃服務；而青少

年禁毒教育方面，閃亮計劃亦與警方、地區撲滅罪行委員

會、區內中小學及地區居民組織，於學校、警署及社區舉辦

禁毒教育及偵測識別活動。閃亮計劃亦與地區青少年體能及

精神健康評估中心（QK部落）合作，藉該中心為學生進行之

綜合身體檢查發掘高危個案，提供進一步辨識評估，並為有

需要青少年提供服務。

跨專業協作，全面介入

考慮到吸毒個案問題之複雜性，個案跟進確實需要跨專業之介入。就處理吸毒引致的健康問題，閃亮計

劃與葵涌醫院藥物誤用中心的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屯門醫院及瑪嘉烈醫院泌尿

科、仁濟醫院、地區家庭醫生合作，為個案提供身體損害評估及治療。深入之身體狀況檢查包括：驗

血、驗尿、檢視其心、肺、及身體主要的功能和膀胱功能測試等，並同時由社工提供個案跟進服務，提

高其對吸毒後果的認知及初步了解吸毒所引致的嚴重問題，從而訂定實際的戒毒計劃，參予戒毒輔導服

務，有關醫療協作對提高吸毒個案之戒毒動機及復康有很大幫助。

要有效處理吸毒問題，單單處理吸毒行為並不能達至理想效果，掌握其他系統之配合與個人之互動關係

十分重要。閃亮計劃不少個案均來自轉介，轉介者不乏專業支援系統，實為提供個案輔導之寶貴資源。

因此，閃亮計劃於個案跟進服務中，著意與醫務人員、學校社工、感化主任、外展社工、老師、家庭服

務社工等合作，就個案與各系統的關係、服務系統特性、資源等，發揮各自的優勢，處理個案面對的不

同問題，包括：個人成長、行為、情緒、家庭、管教、健康、學業及學校等問題，以達至更理想之戒毒

效果。

吸毒損害評估

識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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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吸毒青少年輔導服務

4.3.1 輔導架構

閃亮計劃為間歇及成癮吸毒青少年提供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ur Therapy) 為基

礎的戒毒輔導服務，透過個案及小組輔導，運用各式輔導活動及多元化訓練，配合跨專業協作，建立適

用於青少年戒毒的理性情緒行為治療輔導架構。輔導架構中，包括個案情況之評估、透過身體損害評估

及動機提升活動，增強吸毒青少年的戒毒動機；運用個案及小組輔導，處理吸毒青少年對吸毒問題及吸

毒行為背後之引發事件與非理性信念、負面情緒之關係以及情緒困擾及壓力由來，從而進行認知重構，

改變個案對吸毒及背後問題之理解，達至改善行為及情緒效果，亦藉此建立更積極的價值觀。輔導架構

亦包含行為治療元素，透過不同訓練，幫助青少年學習情緒管理技巧，改變吸毒行為方法，以實行戒毒

計劃以及學習生活技能及生涯規劃，找尋人生目標，升學及就業方向，使個案於生活模式上作出改變，

進一步遠離毒品危機，最終學習運用正確方法處理生活問題和挑戰，停止吸毒的行為，建立積極快樂人

生。而為鞏固個案作出的改變，在本計劃「預防重吸」的階段，我們會與案主評估重吸的危機以及探討相

應之處理方法，最後，經評估及個案檢討，跟案主一起總結輔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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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亮計劃輔導架構

個案轉介
（社工、學校、警方、醫院、社區人士）

聯絡轉介者，初步評估個案及
群組情況

個別 / 小組接案
（由轉介者協助安排）

填寫轉介表
（個案同意轉介）

轉介外間機構 / 
終止服務

社工在區內
主動接觸

預防重吸

事後評估、個案檢討

個案及小組完結

事前評估、吸毒記錄

適用
不適用

輔導計劃

REBT 個案 / 
小組輔導

吸毒損害
評估、醫療
服務跟進

技能訓練、
另類生活
體驗

生涯規劃
動機提升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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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輔導流程

4.3.2.1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理論簡介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REBT)是由臨床心理學家艾里斯（Albert Ellis） 所創立的，強調認知的重建，幫助

個人建立新的人生哲學。治療法認為我們的情緒並不是因發生事情的本身而引起，而是我們對此事件的

看法和解釋，即是我們如何理解事件，才是影響我們情緒及行為的關鍵。故此，只要我們改變對事情的

想法，就可以改變情緒及行為。理性情緒行為治療著重輔導者協助案主檢視並分析自己的情緒及行為，

發掘自己的非理性的想法，以解決困擾情緒的問題，並配合行為治療，改善自己的負面行為，從而活出

健康人生。

4.3.2.2 個案及小組輔導流程

輔導流程分為十二個階段，每個階段均有不同的輔導目標。

輔導階段 目　的

1. 事前評估
評估案主對吸毒的信念及吸毒情況，個人問題、戒毒動機及

其他需要處理的問題

2. 評估引發事件 分析案主吸毒的主要 / 關鍵原因

3. 評估後果 評估案主的情緒及引發情緒、行為反應

4. 訂立目標 協議處理引發吸毒問題的輔導目標（情緒及行為）

5. 信念與情緒及行為後果的關係 協助案主理解信念與情緒及行為後果的關係

6. 非理性信念評估 評估引致情緒及行為反應的非理性信念

7. 建立理性信念
改變案主對情緒及行為反應的非理性信念，建立理性信念思

考系統

8. 行為改變 協助案主學習處理生活上引致案主吸毒的問題及需要

9. 深化理性信念 深化理性信念及運用正確思考方法於日常生活中

10. 生涯規劃
協助案主清楚了解自己喜歡和適合的發展方向，訂立發展目

標，規劃人生

11. 避免重吸

協助案主處理日常生活的問題，分析引致重吸的因素及預計

可能引致重吸的情景，並與案主共同探討可行的應對方法，

防止案主重吸，強化個案以往成功經驗，定時檢討進展及微

調跟進方法

12. 檢討成效 檢討輔導成效，評估案主對吸毒信念及吸毒行為的轉變

A — 引發事件 B — 信念 C — 情緒反應

F — 新的感受E — 效果D — 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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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輔導階段之實踐

（所有參考資料、工作紙及戒毒青年分享，請參閱資料光碟　　）

第一階段：事前評估

目的：

評估案主對吸毒的信念及吸毒情況、個人問題、戒毒動機及其他需要處理的問題。

目標：

與案主檢視現時的吸毒情況、評估案主對吸毒問題的信念，以及初步訂立輔導目標。

重點活動：

事前問卷、吸毒紀錄表、活動1.1、1.2

注意事項：

‧ 初接觸案主，除了解案主吸毒情況外，盡量理解案主之整體情況，如家庭、朋輩、學業 / 就業等，

亦需了解如：個案是否正牽涉法律程序、有否接受其他社會服務等，以盡快掌握案主的問題，以便日

後跟進。

‧ 評估案主之戒毒動機，包括了解求助原因、願意為戒毒的付出等，並澄清輔導期望，如是否願意處理

吸毒問題、往後接觸工作員的時間、對服務之期望等，避免因誤解而影響日後輔導工作。

‧ 藉了解案主情況，例如吸毒對案主身體的損害、家庭關係、花費金錢等，讓案主具體地總結吸毒對案

主現時之影響，提升戒毒動機。

‧ 留意案主或會刻意隱瞞或淡化吸毒情況，包括：吸毒次數、吸食毒品種類、身體損害等，故日後仍需

繼續評估。

‧ 避免加入太多價值判斷或讓案主感覺似被調查，以盡快建立輔導關係。

參考資料：

‧ 事前問卷

‧ 吸毒紀錄表

‧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REBT）問題處理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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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1：凡事兩面睇

目的：

透過組員檢視自己吸毒的好處及壞處，協助他們分析吸毒會引致甚麼問題，引發戒毒動機。

物資：

「吸毒你點睇」分析表

活動程序：

1. 組員輪流講出事件 / 行為的好處及壞處，先講短期及好處，後講長期及壞處；最後討論的是吸毒行

為。

2. 工作員與組員分析吸毒對他們有甚麼影響，以及如何減低吸毒所引起的問題，引導組員正視吸毒引起

的問題，鼓勵減少吸毒，提升戒毒動機。

重點問題：

1. 吸毒對組員有甚麼好處？但亦（一定）帶來甚麼問題？

2. 短期及長期吸毒會引致甚麼問題？ 

3. 有甚麼方法可以減少吸毒帶來的問題？效果估計會如何？其實惟有減少 / 停止吸毒才可減少問題。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吸毒你點睇

你覺得吸毒有乜好處 你覺得吸毒有乜壞處

短　期

長　期

吸毒引致甚麼問題：

減低問題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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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2：心想事成

目的：

透過組員展望自己的未來，協助他們分析吸毒會阻礙他們的發展，引發戒毒動機。

物資：

「我想⋯」工作紙

活動程序：

1. 工作員請組員幻想假如有一支神仙棒，讓組員可以夢想成真，組員希望3個月後及3年後自己的生活

會變成如何。

2. 工作員需盡量協助組員放低包袱，例如過份實際的考慮、自己的不足、對別人的要求等，讓組員多考

慮理想的生活應如何。

3. 請組員填寫「我想⋯」工作紙，並請組員思考如何達至夢想生活方式，並分析吸毒對他們的理想生活

有甚麼影響/阻礙，提升組員戒毒的動機。

重點問題：

1. 組員有否想過自己希望過甚麼生活？

2. 組員希望過的生活，為何現在不能實現？

3. 有甚麼方法可以令現實情況更貼近理想情況？要付出甚麼？組員願意付出嗎？

4. 吸毒對實現理想生活會有甚麼影響？要減低即時的滿足（例如吸毒的快感）以換來較長期的好處值得

嗎？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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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評估引發事件

目的：

分析案主吸毒的主要 / 關鍵原因。

目標： 

案主能指出最關鍵吸毒背後之引發事件 / 原因。

重點活動：

活動2.1、2.2、2.3

注意事項：

‧ 案主或未能輕易指出引發事件，如表示不清楚，又或作簡單 / 武斷的推理， 甚至指沒有原因，工作員

宜透過掌握案主情況，協助案主尋求關鍵原因，以作日後處理。

‧ 引發事件可以是單一事件或情況（外在），如：「母親責罵我」，亦可以是對事件的觀感（內在），如「我

覺得老師針對我」，故工作員應以多角度思考，協助案主尋找最關鍵的引發事件。情況許可下，可歸

納不同問題而找出問題重點，而不需處理多項引發事件。

‧ 案主對吸毒之引發事件並非等同吸毒原因，引發事件必須為引致案主出現負面情緒的事件，故「吸毒

為了與朋友娛樂」並非引發事件，反而「不吸毒會被朋友排斥」可以為引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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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1：危機檔案 (X-File)

目的：

透過了解組員吸食毒品的情景，探討吸毒的引發原因。

物資：

筆、「X-file」工作紙

活動程序：

1. 請他們回想上次吸食毒品的感覺或是想吸食毒品時的情況，然後根據當時的情況回答X-file。

2. 如果組員不能回憶某一次特定的情況，就可以用一般的經驗來回答問題。

3. 在各項問題當中，看看有那一項或者那幾項是主要引起組員有想吸食毒品感覺，又是否大多數組員在

這些情況下都會去吸食。另探討組員有否試過在這些情況下不吸食毒品，以及在同樣的情況下組員戰

勝感覺的原因。

4. 請組員思考以後如何能避免這情況或於處身這些情況下仍能不去接觸毒品？

重點問題：

1. 在甚麼情況下組員最易有吸毒的動機？有沒有例外情況？

2. 吸毒時的情況如何？

3. 其他組員曾用甚麼方法去處理吸食毒品的高危因素？

4. 組員覺得方法有甚麼效用？會否再用此方法？為什麼？

5. 透過了解吸毒危機，組員能否講出吸毒 / 不能戒毒背後真正的原因？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X-File

我上一次想吸食毒品的日期是？ 當時在什麼地方？

當時我和誰人一起？ 當時我正在做什麼？

當時我的心情 / 感覺是⋯⋯ 當時我見到什麼？ 聽到什麼？

當時我正在想 ⋯⋯ 其他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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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2：High嘢之前⋯⋯

目的：

檢視吸食毒品前的危機處境，了解組員吸食毒品行為的原因。

活動程序：

1. 邀請組員回想其吸毒行為前所 / 曾發生的事件 / 危機處境/故事（越多越好）。

2. 互相討論、比較事件的相同與不同之處。

3. 投票選出最有可能導致「High嘢」的事件 / 危機處境 / 故事（三項），討論原因及是否避無可避。

4. 請組員假設他們的朋友想再吸食毒品，而他們要教他 / 她處理這些危機處境，他們會如何教他 / 

她？

5. 工作員綜合組員的意見。

重點問題：

1. 甚麼情況最經常引致吸毒？

2. 甚麼危機處境/故事是組員覺得最容易處理及最難處理的？

3. 組員有多大信心、能力面對未來可能遇到的危機處境？

4. 危機背後，究竟真正是甚麼原因令組員吸毒？

5. 在甚麼情況下組員最易有吸毒的動機？有沒有例外情況？

6. 請組員表達是否增加對於吸食毒品危機的了解，在哪方面特別增加了解？ 

7. 其他組員曾用甚麼方法去處理吸食毒品的高危因素？

8. 組員覺得方法有甚麼效用？ 會否再用此方法？ 為什麼？

9. 透過了解吸毒危機，組員能否講出吸毒 / 不能戒毒背後真正的原因？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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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3：原來有「因」

目的：

探討組員吸食毒品的引發原因。

活動程序：

1. 工作員講出一個故事的結局，請組員猜出故事的情節，工作員會就組員的估計回答「是」、「否」或「無

關係」，直至組員估中整個故事的由來及情節。

2. 工作員就有關吸毒原因的估計，探討一下組員為何作出有關猜測，記下並於解說時再向組員了解。

重點問題：

1. 請組員回想為何對故事作出有關的聯想，指出組員對吸毒原因有關的理解。

2. 組員是否因自己或朋友有相關吸毒經歷或體驗，故作出有關聯想。

3. 工作員向組員了解他們吸毒是為了甚麼原因。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有個人⋯⋯死咗，死因與吸毒有關⋯⋯

故事1：

有個人獨自征服沙漠，出發前準備物資時，特別帶備水壼於沙漠中飲用，並把冰毒放進背囊中，以為可

以激發動力，不料冰毒泄漏，且受高溫影響，冰毒蒸發，有部份更溶入水中，那人結果中冰毒而死。

故事2：

一位吸毒青年，經常服食各類毒品，更不時將K仔、FING頭、藍精靈互相混合各種毒品，導致記憶力衰

退。一天，他整裝待發試圖攀登高山，途中，突然發現忘記將準備好的求生必備物品放入背囊，結果死

在山上。

故事3：

有個失明年青人，準備乘坐帆船橫越熱帶地區。出發前，他請人替他準備冰以解暑，不料別人把冰毒給

他，結果他誤用冰毒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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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評估後果

目的： 

評估案主的情緒及引發情緒、行為反應。

目標：

案主了解自己就引發事件所產生之情緒及行為（吸毒）反應。

重點活動：

活動3.1、3.2、3.3

注意事項：

‧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中的「後果」，是指案主對「引發事件」的「非理性信念」所引致的情緒、行為及

認知結果。情緒後果為案主之不健康負面情緒，不健康指該情緒1)引致心理傷害及不適；2)引發自

我破壞行為，吸毒是其中一個；3)阻礙案主正常生活之信念。

‧ 案主或未能清楚表達情緒，只以「開心」及「不開心」表示。工作員需以情緒詞彙及例子，讓案主明白

及認同有關情緒對應自己的真正情緒，亦藉此讓案主學習善用情緒之重要。

‧ 案主未必認同吸毒為破壞性的行為，工作員宜與案主分析或以親身體驗活動助案主了解吸毒行為為何

是破壞性的行為。

‧ 工作員須留意評估過程中，避免不自覺地讓案主加深「是引發事件導致後果發生」的誤解。例如工作

員說：「此事令你覺得如何？」，會令案主覺得是引發事件直接令自己的情緒變化；所以，工作員應改

為說：「你對事件有甚麼感覺？」會更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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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1：你啱唔啱「FEEL」

目的：

協助組員認識情緒，分辨正面、負面、健康及不健康負面情緒，並探討與吸毒相關的健康負面情緒。

物資：

多色原子筆（每組一支）、情緒咭、「你啱唔啱FEEL」工作紙

活動程序：

1. 組員將廣東話中的情緒用語配對書面語情緒詞彙。

2. 組員輪流抽出一張廣東話情緒咭，講出日常生活中有甚麼時候會出現那種情緒。

3. 組員嘗試分辨正面 / 中性 / 負面（健康）/負面（不健康）及非情緒之詞彙，用不同顏色的原子筆圈出。

4. 每組組員需要創作半分鐘的情節，以角色扮演方式演出，讓其他組猜猜他們想表達的情緒。工作員對

出題的恰當性及答題組別的答案給予意見。

重點問題：

1. 讓組員認識日常用語中有甚麼情緒用語及該些用語表達甚麼情緒。

2. 請組員思考「健康的負面情緒」與「不健康的負面情緒」會帶來甚麼不同的結果；

3. 請組員找出與吸毒引發事件有關的不健康負面情緒。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囉囉攣 淆底 hea 𤓓 Down

無mood high free 抆憎 爆

爂 頹 「劣」 煩 被「屈」

O 嘴 滴汗 著 跳制 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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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2 ：你 「FEEL」唔「FEEL」到

目的：

探討日常生活遭遇的不快事件是否與吸毒行為有關，並且了解組員對事件的負面情緒。

物資：

筆、情緒咭、你FEEL唔FEEL到情節咭

活動程序：

1. 組員就工作員講出的故事情節咭，講出聯想到的情緒。

2. 工作員請組員回想以往有沒有相似事情發生，當時是否有同樣感受，曾否有相似事情但有不同感受。

3. 工作員協助組員以豐富的情緒詞彙作答，避免只用「唔開心」等籠統描述。

4. 工作員盡量協助組員澄清他們對事情有甚麼理解、情緒背後的想法。

5. 工作員應避免讓組員覺得負面情緒是由事件所引起。

重點問題：

1. 請組員回想以往有沒有相似事情發生，當時是否有同樣感受，曾否有相似事情但有不同感受，最難受

又是甚麽情緒，為甚麼？

2. 請組員思考平日除了「唔開心」與「開心」之外，是否懂得用其他情緒詞彙表達情緒。

3. 讓組員知道準確指出自己及別人的情緒對處理情緒十分有效。

4. 請組員思考日常生活中，曾遇到甚麼不快情緒？有沒有試過以吸毒去麻醉自己、尋求解脫？最終結果

如何？情緒有否得到長期舒緩？事情有否解決？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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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喺學校上課時，隔離同學撩你傾計，你已經無乜MOOD理佢，只係求其應咗佢一句，點知比阿Sir見到，話你

哋傾計唔專心上堂，要罰你留堂，仲令你MISS咗同班friend睇戲。你會有乜FEEL？為什麼？

2.  有件衫自己都幾鍾意，d friend都讚過話你著得幾型幾靚，但有一日唔小心整污糟咗嗰件衫少少，洗又洗唔

甩，唯有唔係好捨得地掉咗佢。你會有乜FEEL？為什麼？

3.  同班friend high嘢嗰時比警察捉到，喺差館落口供，警察叫你打電話叫屋企人保釋你。你會有乜FEEL？為什

麼？

4.  有次上個friend屋企high嘢，明明個friend阿媽唔知佢high嘢，但係你唔覺意露出咗蛛絲馬跡，令佢阿媽發現

咗，搞到你個friend好大件事，雖然你唔係有心做錯嘢對唔住佢，你個friend都冇怪你，但係你都唔好意思，

又無得補救。你會有乜FEEL？為什麼？

5.  你女友/男友同你拍咗拖一年，感情不錯，你仲覺得佢都同你好夾。點知有一日你喺街發現你最friend個朋友

同你女友/男友一齊手拖手，之後佢哋更向你承認已經拍咗拖年半，並決定繼續一齊，女友/男友向你提出分

手。你會有乜FEEL？為什麼？

6.  你非常喜歡食某種食物（例如：甜品、朱古力），就算自己唔開心，一食嗰樣食物即可以令心情好轉。但有一

日，醫生証實你患上一種病（例如：糖尿病），要你以後都唔可以再食嗰種食物，否則會有嚴重後果（例如：

洗腎、帶尿袋），甚至會有生命危險。你會有乜FEEL？為什麼？

你 「FEEL」唔「FEEL」到情節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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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3：神奇擦紙膠

目的：

探討組員人生中的不快經歷，了解那些經歷是否吸食毒品的引發的原因，以及有關經歷引發的負面情緒。

物資：

「神奇擦紙膠」工作紙

活動程序：

1. 組員先完成人生高低表及相關人物，畫出自己從出生至現在的開心指數。

2. 工作員請組員想像如果有一塊「神奇擦紙膠」，可以擦走人生中某段不快經歷/人物，組員會選擇擦去

哪一部份，並請組員分享原因。

3. 請組員分享如該段經歷/人物沒有在你生命中出現，組員會否不需吸毒。

重點問題：

1. 請組員回想甚麼事引發不快的經歷。

2. 組員不快的經歷引起甚麼情緒，他們對事件的理解是怎樣。

3. 請組員仔細分析吸毒是否為了逃避不愉快的經歷？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開心指數

0 年齡

如果你有一「嚿」神奇擦紙膠，可以擦走你最唔開心嘅經歷 / 人物，你會擦走甚麼經歷 /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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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訂立目標

目的： 

協議處理引發吸毒問題的輔導目標（情緒及行為）。

目標：

訂立可量度的輔導目標（可改變情緒及行為的指標）。

重點活動：

訂立目標契約。

注意事項：

‧ 工作員與案主訂立契約時，必須在案主同意及願意承擔的情況下進行，強迫立契或一廂情願並不會達

至理想結果。

‧ 訂立契約應以：實際可行、仔細、簡易、具體、可量度、積極的代替行為 / 行動、有意義、有時限

等為原則。

‧ 建議工作員可考慮案主以往之成功經歷及例外情況引發討論。

參考資料：

‧ 目標契約

目標契約

姓名： 填寫日期：

現時情況 期望輔導後之轉變 達至目標方法

→

→

→

備註：

案主簽名： 負責社工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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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信念與情緒及行為後果的關係

目的： 

協助案主理解信念與情緒及行為後果的關係。

目標： 

案主能理解情緒及行為後果是來自他對事件的信念及價值觀。

重點活動：

活動5.1、5.2

注意事項：

‧ 部份案主不容易理解後果是由信念所影響，他們會認為事件才是引發後果的直接原因。工作員宜以生

活化情況及例子（半杯水）讓案主明白信念與後果之關係，亦需讓案主能於不同情況運用此關係。

‧ 對於理解能力欠佳的案主，此階段為教育之過程；而相對理解能力較高的案主，此階段為理解及深化

之過程。如案主未能理解及運用有關信念及後果之關係，將不可能往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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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5.1 : 點解會咁

目的：

幫助組員明白同一事件用不同想法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學習信念才是引致情緒及行為的關鍵。

物資：

題目咭、公仔 / 星星貼紙、「點解會咁」工作紙

活動程序 :

1. 組員就題目所問，輪流講出不同的合理原因，解釋如何令題目成立，思考5秒仍答不出要在面上貼上

貼紙。

2. 工作員選出最合邏輯及最貼切的答案。

重點問題：

1. 讓組員思考為何以為理所當然的情緒，用不同想法會有不同反應。

2. 引導組員明白信念/心態才是最影響情緒、行為的關鍵。

3. 幫助組員明白負面事件發生，不是要令自己有正面情緒，而是有負面情緒之餘亦保持積極，向前邁

進。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1. 點解跌咗銀包唔會唔開心？

2. 點解俾人整蠱（例如：坐咗粒食完嘅香口膠）都會無所謂？

3. 點解趕緊時間但巴士飛站都會算數？

4. 點解個friend遲到成粒鐘都會唔介意？

5. 點解兜飯有隻曱甴都無所謂？

你會點勸一個⋯⋯⋯嘅friend

1. 失戀

2. 被阿媽鬧完好憤怒 / 傷心 / 失落

3. 覺得自己冇嘢叻

4. 好悶

5. 俾老師屈

你自己遇到同樣情況時，會否用同樣方法 / 方向分析問題，令自己有負面情緒之餘亦積極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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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5.2 : 如果係你，你會？

目的：

幫助組員明白同一事件用不同想法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學習信念才是引致情緒的關鍵。

物資：

港台 – 「我要打勝障」節目、黃寬洋計劃分享、香港2008 – 張潤衡及陳施惠、「如果係你，你會」工作

紙

活動程序：

1. 播放節目，與組員討論有甚麼想法/感受，帶出同一情況，以不同心態 / 信念會否有所不同。

重點問題：

1. 如果組員是故事主角（身體有殘障），會有甚麼情緒及行為？可能會做出什麼？人生會變成怎樣？

2. 故事主角用甚麼心態面對人生逆境？有沒有你所想像的情緒？

3. 為何以為理所當然的情緒，用不同想法會有不同反應？

4. 引導組員明白信念 / 心態才是最影響情緒、行為的關鍵。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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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階段：非理性信念評估

目的：

評估引致情緒及行為反應的非理性信念。

目標： 

案主能理解自己對引發事件的非理性信念。

重點活動：

活動6.1、6.2、6.3

注意事項：

‧ 工作員於評估非理性信念時，可以三個基本「一定」、「偏執」考慮：

 1) 案主對自己的要求；

 2) 案主對別人的要求；

 3) 案主對世界 / 生活的要求。非理性信念圍繞案主對不同範疇的不合理、固執、極端、沒有事實根

據的要求，如：「我不可以接受自己失敗」、「老師必須要體諒我的缺點」或「我生於這樣的家庭對

我極不公平」。

‧ 工作員以開放式問題與案主討論，可避免令案主盲目跟從工作員的邏輯，而忽略了對自己信念之評

估，盡量明白案主心底裡對引發事件之理解，才可幫助案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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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6.1 : 人呃你、你呃人、你呃你、人呃人

目的：

讓組員認識不合邏輯的推論，分析以往曾否以不合邏輯的推論被人誤導、誤導別人或不知不覺下誤導自

己，改變其非理性想法。

物資：

港台 –「李天命網上思考之謬誤剖析」節目、「自欺欺人」工作紙

活動程序 :

播放節目，與組員分析甚麼是不合邏輯的信念。

教導組員認識非理性信念。

嘗試運用於日常生活，檢視自己的非理性信念。

重點問題 :

日常生活中有沒有察覺到一些非理性及不合邏輯的說話。

請組員寫出自己/朋友曾有過的非理性信念。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我識得好多friend吸完毒都無事，証明吸毒唔一定會有事

我識得好多人姓陳，証明世界上有好多人姓陳

很多患癌症的病人都食過飯，証明食飯會引致癌症

吸毒同做運動一樣，適量做唔會有事，做得過量先至會有問題，所以適量吸毒唔會有問題

我唔食都得架，只係我選擇食之嘛

我知自己承受能力，我識得就住嚟食

我知自己幾時感冒，我會FEEL到有一刻有菌進入我身體令我病

既然已經HIGH過嘢，都番唔到轉頭，所以咪繼續HIGH

HIGH嘢好開心，咪HIGH囉 （有冇試過HIGH嘢唔開心？）

我都係戒唔到架喇，咪唔戒囉

我性格就係頂唔到引誘，所以人哋俾我HIGH嘢我就會HIGH

唔索唔知身體好，索咗就會道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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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6.2：講個「信」字

目的：

讓組員明白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間會被人誤導，故需分析自己有否存在非理性想法。

物資：

題目咭、資料咭、組員角色咭（內有正常組員咭及擾亂組員咭）

活動程序 :

1. 工作員出一題目（物件 / 人物 / 地方 / 職業⋯⋯）讓組員估，每位組員會獲得一張提示咭，內有與題

目有關的資料，組員可向其他組員說出自己的提示，並討論以猜出答案。

2. 工作員讓小組組員知悉其中一至三人（視乎小組人數）為擾亂者，會以假資料或其他手法令小組猜不

出題目。

3. 小組討論後，將結果告知工作員，並由組員估誰人是擾亂者。

重點問題 :

1. 組員如何猜出題目？搜集資料過程中如何分辨真假資料？

2. 組員能否估到擾亂者？擾亂者有何特徵 / 你憑甚麼肯定誰是擾亂者？

3. 你有否信錯某一位組員？感覺如何？

4. 如你是擾亂者，你會如何避免讓其他人發現你？

5. 日常生活中，你會否意識到會被別人擾亂、欺騙，而作出錯誤的決定。

6. 引導組員明白相信有程度之分，而且要多作客觀分析、正反思量。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題目： 蘋果

資料： 外表紅色 / 果肉白色 / 有核 / 有蒂（椗） / 有果汁 / 可以連皮食 / 英文串法中有a字

題目： 小販（賣魚蛋）

資料： 唔洗著制服 / 要收錢 / 彈性工作時間 / 多數戶外工作 / 飲食行業 / Eason未做過 / 唔識英文都

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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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6.3：黑箱作業

目的：

讓組員明白自己做的決定會被別人影響，或會作出錯誤決定，藉以改變其非理性信念。

物資：

黑箱、水樽蓋、汽水蓋

活動程序：

工作員請組員輪流把手放入黑箱內，觸摸箱內物件，惟其中一次（或二次，視乎組員人數），工作員偷換

另一件物件，誤導一位組員。

工作員請組員估計箱內物件，看被誤導的組員會否受群眾壓力改變自己看法。

重點問題 :

讓組員思考別人意見、群眾意見如何影響自己的決定。

引導組員明白每個人都會有一些信念/心態，是受別人影響下造成，但並非真正「正確」。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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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階段：建立理性信念

目的： 

改變案主對情緒及行為反應的非理性信念，建立理性信念思考系統。

目標： 

案主建立對引發事件的理性信念，並計劃改善有關情緒及行為。

重點活動：

活動7.1、7.2

注意事項：

‧ 改變非理性信念並非一個工作員與案主之價值觀爭論，工作員應避免與案主就「誰對誰錯」，「我理性

你非理性」等問題互相對質。工作員宜讓案主明白其非理性信念對他沒有好處，而且不合理及不合邏

輯，亦並非真實的情況，引導案主思考對其更有利的信念如何助他改善負面情緒及行為。

‧ 由於是較理性的討論，故工作員應小心觀察案主之反應，如案主未能開放自己與工作員討論，處處自

我防衞，或案主心理及情緒上沒有足夠準備，又或案主覺得被挑戰 / 批評而逐漸退縮，工作員應暫

停討論，改變方式，以免令案主逃避再討論有關問題。

‧ 生活化之介入往往有更理想的效果。工作員與案主討論時，可多加入案主體驗到的經歷（你對女朋友

與父母的態度好像完全相反，你如何理解）、例子（上次你話每個人遇到此事都會有如此想法，但你

朋友的看法並不一樣，我想知你覺得有甚麼分別）、別人的故事（報導所指的情況你都遇過，似乎你

和報導中主角的做法對你沒有好處）、另類生活體驗（體驗未接觸過的生活，擴闊眼界，明白理解事

情可有另一天空）等，相信案主較易明白及較能避免過份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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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7.1：你「肯定」！？

目的：

讓組員檢視自己做的決定，並非必然準確，需作出更多客觀分析才能幫助自己做更正確的決定。

物資：

波子、間尺、20件物件圖畫一幅、信心咭 / 金幣。

活動程序 :

工作員請組員先評估自己及/或其他組員在一系列測試中可得到甚麼結果，並以信心咭 / 金幣作評分。

完成測試後，工作員就組員之實際成績及信心評估來計分，組員間可比較彼此的分數高低。

工作員請組員做類似的測試，試看組員會否因剛才的經驗而能夠作出更準確的評估。

重點問題 :

組員的估計與實際情況有多少誤差？組員能預期該些誤差？

相比組員估計自己與估計別人，哪個較準確？

請組員思考自己的「肯定」及「不肯定」如何建構？

引導組員明白自己作的決定，多從主觀角度或少量經驗形成，容易出現過份主觀或以偏概全情況，故應

多作客觀分析讓自己作出更正確決定。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1. 一隻手可以拿到多少粒波子

2. 由拇指到尾指可撐多長

3. 看一幅有20件物件的圖畫2分鐘，可以記得多少件

4. 一口氣發聲時間

5. 自己拋出硬幣，估計矇眼後要行多少步才可拾回硬幣

6. 將紙球拋向背後距離三步的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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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7.2：受x影響！？

目的：

讓組員檢視自己觀念是如何形成，並協助他們分析當中有哪些錯誤不知不覺地影響著他們。

物資：

故事3篇

活動程序：

1. 工作員請組員先思考對觀念的由來。

2. 工作員向組員講故事，請組員說出故事帶出甚麼道理。

重點問題 :

1. 組員能明白故事的道理？

2. 組員能否將故事道理應用於日常生活（特別是吸毒方面）？

3. 請組員重新思考自己的「肯定」及「不肯定」應如何建構。

4. 引導組員明白自己作的決定，多從主觀角度或少量經驗形成，容易出現過份主觀 / 受人影響或以偏

概全情況，故應多作客觀分析讓自己作出更正確決定。

建議於以下進程使用：

事前評估
評估引發

事件
評估後果 訂立目標

解釋信念與

後果的關係

評估非理性

信念

改變非理性

信念

深化理性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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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與蓮花

水池子裏，住著一隻天鵝，它最喜歡啄食蓮花。

一個滿天繁星的夜晚，星星映在池子裏，很像朵朵蓮花，天鵝就在池子裏啄這些星星的影子。可是，它

反反復複地啄了一夜，什麽也沒有啄到，感到非常灰心。

第二天白天，池子裏開著真正的白蓮花，可是天鵝却以為那仍是星星的影子，便不再啄食它們。

因為被騙過，便連真的也懷疑，這比單純的被騙還糟糕。

 

拉封丹寓言 — 狐狸和山羊 

狐狸和他的朋友——一隻兩角很長的山羊結伴同行。這山羊目光短淺，只看到自己鼻子尖那麽一丁點地

方，而狐狸在欺詐方面却早已出徒滿師。 

因為口渴，他們看見一口井，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但在喝足水以後却發現，他們跳不上去了。狐狸

對山羊說：「怎麽辦？夥計，不是喝了就算完事，咱們還得離開這裏！這樣吧，把你的脚擡得高高的，還

有你的角，要使它們緊靠井壁。我先從你的脊梁上爬上去，然後再沿著你的犄角往上攀登，等我爬出去

之後，再把你救出去。」

「我以鬍子起誓」山羊說，「這太好了，我真贊賞像你這樣聰明的傢夥。至于我，我承認，永遠想不出這

樣一條妙計。」狐狸出了井口，就把朋友撂在那裏了。臨走時，他還對山羊講了一通大道理，勸他要耐心

等下去。他說：「要是上天賜給你的智慧像你下巴上的鬍子那樣多，你就决不會輕率地下到井裏。再見

吧，朋友，你要盡一切努力來搭救自己。因為現在我有那麽點事，不容許我再在這裏逗留下去了。」 

ttp://www.epochtimes.com/b5/csc67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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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階段：行為改變

目的： 

協助案主學習處理生活上引致案主吸毒的問題及需要。

目標： 

案主能運用正確方法處理日常生活上引致吸毒的問題及需要。

重點活動：

個案跟進、社交技巧訓練、適應技巧訓練、解難訓練。

注意事項：

‧ 行為改變與認知改變可以相輔相成，改變非理性信念會令案主重視檢視自己的行為，同樣，改變行為

亦可鞏固案主之理性信念，故兩者可以同時發生。

‧ 所謂「知易行難」，有時即使案主改變信念，亦不等如行為一定會改變。面對不同情況，案主選擇運

用理性信念或會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妥協。工作員需與案主就行為方面作出討論，以及實踐，或加入

行為治療法之手法，如自我管理訓練（如：制約自己行為）、社交技巧訓練（如：拒絕技巧應用）、解

難訓練等，鼓勵行為上逐步改變。

第九階段：深化理性信念

目的： 

深化理性信念及運用正確思考方法於日常生活中。

目標：

案主能將理性信念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從而避免再吸毒。

重點活動：

個案跟進。

注意事項：

‧ 工作員與案主處理與吸毒相關之引發事件後，案主應能掌握理性信念之運用。此階段工作員應協助案

主深化有關理念，應用於生活中。工作員透過了解案主生活，與案主發掘不同事件並應用理性信念處

理。

‧ 案主能運用理性思考於一項引發事件，不等同可以運用於其他事件。工作員應將理性信念之精髓，以

不同角度應用於不同情況下，了解案主能否吸收及運用有關技巧及方法。

‧ 與案主的輔導中，工作員可以自己的經驗，分享運用理性信念之例子，以較生活化的手法進一步助案

主學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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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階段：生涯規劃

目的： 

協助案主清楚了解自己喜歡和適合的發展方向，訂立發展目標，規劃人生。

目標： 

案主對自己之升學或就業路向有更清晰的方向，發展健康生活目標。

重點活動：

參考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就業網絡 成功在「夢」教材、個案跟進、健康興趣/活動。

注意事項：

‧ 環境因素對案主運用理性信念及改善情緒行為有一定影響，工作員藉協助案主了解自己喜歡及適合的

發展方向，訂立目標，規劃人生，讓案主處於較理想環境，以鞏固案主對正面行為 / 生活的信念。

‧ 工作員可協助案主自我了解，探索工作世界，處理面對就業市場的準備，裝備自己以應付職業需要。

第十一階段：避免重吸

目的： 

協助案主處理日常生活的問題，分析引致重吸機會及作預計防止方法。

目標： 

案主懂得處理生活上的問題，並訂立人生目標。

重點活動：

個案跟進。

注意事項：

‧ 結案前，工作員應與個案探討重吸的危機，分析出現危機的可能性，預計防止危機出現及解決方法。

案主預計能力越強，代表案主越有決心處理危機；相反，案主輕視未來將會遇到的危機，會較容易跌

入重吸的陷阱。

‧ 工作員可透過檢視案主之生活情況，與案主預測會遇到的阻礙，評估重吸危機，認真及實際地尋求問

題解決方法。工作員可強化案主的個人成功經驗，給予案主信心面對挑戰。



37

第十二個階段：檢討成效

目的：

檢討輔導成效，評估案主對吸毒信念及吸毒行為的轉變。

目標：

案主同意停止吸毒。

重點活動：

個案跟進。

注意事項：

‧ 最後階段檢討成效並非只是結案之程序，或行政交代，而重點是回顧及展望。工作員與案主檢討目標

達成情況，總結案主之改變及比對輔導前後之情緒及行為改善。

‧ 除透過個案檢討外，工作員可邀請案主以過來人身份分享戒毒經驗，讓案主自己檢視過往之經歷，更

可藉此鞏固案主改變之決心。

參考資料：

‧ 事後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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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個案及小組輔導活動

動機提升活動

輔導初期，工作員藉各類青少年喜愛的活動，吸引他們參與計劃，並助工作員與他們建立輔導關係。工

作員亦會於活動中與案主檢視吸毒行為及吸毒對他們的禍害，提升個案戒毒動機及警覺性。

燒　烤

蛋糕曲奇製作班 BREAK DANCE跳舞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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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奇活動訓練

輔導介入

社工以「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向個案提供個人及小組輔導服務，透過面談及輔導活動，幫助個案以自身

角度作認知重構、改善情緒及改變吸毒行為，並學習生活技巧，逐步減少吸毒及至戒除吸毒習慣。輔導

活動設計包含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元素，以工作坊、歷奇訓練活動、多媒體內容等形式，讓個案學習以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處理戒毒問題。

個案輔導小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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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生活體驗

透過另類生活體驗活動，讓個案參與他們從未接觸的活動，助個案擴闊眼界，認識吸毒以外其他健康興

趣，亦有助社工以生活化方式協助個案建立理性信念。活動對於提升個案之自信心與自我效能感亦有幫

助，令他們更有信心戒除毒癮。

水上歷奇訓練 (乘風航)

野戰體驗潛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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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康興趣 / 技能訓練

健康興趣及技能訓練活動讓案主學習不同技能（如社交技巧、解決困難，或職業相關）及培養健康興趣，

以取代吸毒習慣，改變行為，有助工作員與案主實踐輔導計劃。

專業化妝訓練 解難技巧訓練

泰拳訓練 樂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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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效檢討

5.1 建立地區合作伙伴網絡，滿足地區需求

閃亮計劃提供服務的期間，社會對青少年吸毒問題的關注日益增加，地區上不同部門及組織團體對禁毒

服務支援的需求亦相應提高，而閃亮計劃正好回應社區上之需求。兩年間，閃亮計劃與多個政府部門、

地區組織、警方、醫院、學校等合作，舉辦47項活動，服務人次達3,399人，較計劃預期數量大幅增

加，反映地區上對青少年吸毒問題的關注。

除此之外，閃亮計劃亦與不同團體組織起一個社區禁毒防禦網，讓社區人士加入成為協助發掘吸毒青少

年之同行者，曾接受識別及介入技巧訓練之社區人士多達960人，而由社區網絡轉介至閃亮計劃的個案

佔整體個案三份之一，故計劃相信社區網絡有助及早識別有需要的青少年，使隱藏吸毒者被發現的時間

縮短，減低毒品對青少年的損害。

不能量化的還有社區網絡的無形力量。閃亮計劃透過服務協作，促進不同伙伴之交流，衍生新服務思維

及合作空間，計劃中有不少服務均因為透過社區網絡才得以發展，相信有關社區網絡之建立，對青少年

吸毒問題的貢獻值得加以表揚。

5.2 緊密的跨專業合作網絡，提高服務成效

閃亮計劃推行以來，一直與區內專業服務保持緊密關係，於禁毒教育、識別、轉介、個案跟進、評估、

輔導及檢討方面緊密合作，共同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形成了一個跨專業合作網絡。就禁毒教育方面，

閃亮計劃與警方、醫院、學校等為區內家長、老師、社工及地區人士舉辦了18次識別技巧及初步介入講

座及工作坊，服務人次為960人，計劃亦於地區及學校進行了20次偵測識別活動及反吸毒宣傳活動，超

過2,221名青少年參與。除了地區識別外，閃亮計劃亦透過專業網絡識別接受個案之轉介，反映跨專業

網絡對於計劃成功推行、教育及輔導有著重要功能及成效。

而個案跟進合作方面，閃亮計劃與醫療服務機構合作，就吸毒禍害健康評估及醫療跟進服務需要作出轉

介。計劃共轉介了80名個案至各項醫療服務，由醫生（精神科、泌尿科、普通科）、臨床心理學家、職

業治療師等分別處理個案之評估及治療。另外，閃亮計劃亦與不同專業服務共同處理個案，包括：老

師、社工（外展服務、學校社工、感化組、綜合家庭服務）等，發揮不同服務之專長，並以不同角度處理

個案有關心理、家庭、學業、就業、朋輩、感情、情緒、童黨、黑社會、暴力等問題，更全面幫助吸毒

人士遠離毒品。

5.3 個案小組輔導成效

「閃亮計劃」於08年9月至10年8月期間，合共為144名吸毒青少年提供個案及小組輔導服務。個案服

務當中，達至個案目標之比率佔86%，共124人，他們於結束個案時能達至減少或完全停止吸毒行為，

以及於戒毒意識方面有所提升 (比較事前及事後問卷結果之分數)的目標；有9名個案 (13%)因犯事被捕

及監禁而不適合繼續跟進；另有6名個案 (4%)因遷離服務區域、失去聯絡或拒絕服務而未能由計劃提供

服務。

閃亮計劃亦為個案舉辦39項活動，其中以輔導活動(13項)及技能訓練活動(13項)比率佔最多，其次為

另類生活體驗活動 (共8項，佔21%)，及動機提升活動 (共5項，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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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及小組輔導活動

另類生活體驗

21% (8)

技能訓練

33% (13)

輔導

33% (13)

動機提升

13% (5)

處理個案成效

不適合繼續跟進

10% (14)

失去聯絡/離開服務區域/

拒絕服務

4% (6)

目標達成

8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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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務經驗總結及建議

6.1 社區及跨專業支援網絡及配合

閃亮計劃重視社區網絡支援及跨專業配合之重要性，就經驗所得，社區網絡及跨專業支援對青少年吸毒

服務有十分大的幫助。面對青少年吸毒問題，單憑單一服務實難以全面協助青少年戒毒；從服務經驗

中，不同服務產生互補的作用，如感化個案由感化官定期為個案進行尿液測試、綜合家庭服務社工處理

家長管教問題、學校社工觀察個案於學校表現等，各專業運用各自的優勢，共同處理個案，對個案變化

及進展之掌握有很大幫助，相信往後服務定必需要朝這方向發展。

吸毒青少年之戒毒動機強弱，直接影響介入之困難度。而把握時機提供迅速、適切、度身訂造之服務，

掌握時機，對介入有很大幫助。雖然不同專業均明白時機之重要，然而由於服務需求極大，對各專業之

服務構成很大壓力，令錯過時機的例子不時出現，對個案介入造成一定影響。其實，部份服務已作出相

應協調，如有醫院將多項評估測試以一站式服務形式推出，減少排期時間及多次覆診的問題，方便求診

者之餘，亦減少因缺席而浪費資源問題。

6.2 吸毒青少年特性之掌握

不斷的評估，生活化的介入

閃亮計劃經驗所得，服務吸毒青少年需掌握他們的特性，好讓服務作出適當協調。而其中一個吸毒青少

年的特性是，生活狀況經常改變。因很多吸毒青少年的背景較不理想，如家庭背景複雜、學業成績欠

佳、工作不穩定、參與非法活動等，故不斷評估他們的興趣、工作、學業、朋友、感情、家庭、情緒、

財政狀況、有否牽涉法律問題等，都對介入十分重要。要是能掌握他們的變化，加以生活化介入，對輔

導效果有很大幫助。其實，看一齣電影、身邊人說的一句無心話、突如其來的一下感觸、一次小小的衝

突、嘗試新穎的玩意，生活每一個小細節均可對輔導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帶來巨大的轉變。轉變之快可

以突如其來，一蹴即就，只要能好好把握，便可將硬生生的輔導理念架構活化，帶出理論中的神韻。不

斷的評估，貼近青少年的生活，更新案主變化，把握時機，介入或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識別及個案介入之抗拒性及處理方法

吸毒，即使是對青少年吸毒個案而言，乃是一個敏感議題。雖然吸毒青少年選擇吸毒，但絕大部份都不

會否認吸毒是不為社會接納的行為。面對家人、老師、社工、司法人員、甚至自己，他們均會就吸毒行

為產生自我防衛機制：有的刻意逃避面對問題，有的將吸毒行為合理化，有的推卸責任。他們會認為別

人不會接納吸毒行為，怕被別人否定自己，因此會抗拒接受服務，或會刻意隱瞞吸毒情況。作為戒毒工

作者，要讓案主感受及認識到為他們提供服務並非要監察他們、否定他們，而是理解他們之困難，願意

提供協助，以接納他們為有價值之個體，這不但能消除誤解，更可以建立互信之關係，對輔導有重大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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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於吸毒外展服務對象之應用

閃亮計劃應用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為基礎，建立輔導架構，於運用有關治療法於青少年吸毒問題，過去

兩年累積了一定的經驗。

建立關係與善用關係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認為治療過程是個教導與學習的過程，在整個治療過程中，協助者應該避免花太多

的時間去聆聽案主描述他的情緒困擾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因為輔導不著重心理分析，而要強調駁斥非理

性信念。縱然協助者會以同理心、無條件正性獎勵、真誠等與案主建立關係，但並非必須及不足以促使

改變，故輔導關係相對較冷漠。

對於應用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於動機低甚至不認為有需要改變的吸毒青少年，在不同階段以不同關係介

入，有助於輔導的推行。建立關係為任何輔導必須的基礎，處理吸毒青少年更是必須，尤其於初期接觸

或案主動機非常低的階段，輔導者宜多以理解及接納個人價值態度，建立互信、願意分享的關係，讓案

主明白輔導者對其吸毒問題的關注，在於希望協助他建立正向價值，以更健康的信念面對以後的困難。

當輔導者評估輔導關係進入較成熟階段，案主有足夠準備面對質疑時，輔導者可以較生活化的方法讓案

主理解其非理性信念對情緒的影響，鼓勵案主增加對問題的思考空間。輔導關係更進一步的情況下，輔

導者方可選擇運用較直接的方法及引用案主身邊和之前成功或失敗經驗，協助案主學習自我反駁自己的

非理性信念。當然，輔導者必須提高對輔導關係的敏感度，不斷評估與案主的關係，小心運用技巧以减

低案主逃避輔導及改變。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之輔導技巧應用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強調改變案主之非理性信念，當中有不少技巧強調理性討論、輔導者的質疑、對非

理性信念之反駁等，例如：蘇格拉底式對話 (Socratic dialogues)，不斷尋根究底地探討非理性信念；對

質，直接挑戰非理性信念的不合理性；尋找實質證據，質疑實際情況並非如想像般嚴重等。但其實運用

有關技巧時，需作出多重考慮，包括：與案主之輔導關係、輔導時案主之情緒及心理準備、案主的自尊

感及性格、案主對問題的理解及防衛機制等，從而作出相應的策略調整。然而，輔導關係其實並不如想

像中緊張，以好奇及關心的角度運用蘇格拉底式對話；以不攻擊性及輕鬆之態度作出對質；以體驗式活

動及生活化的例子（如親身經歷、電影情節、報章真實個案等）作為反駁之實際證據，均會在不破壞關

係下達成目標。當然，不可忽略的是治療法對幽默感的重視，包括以幽默感改變過度嚴肅引致的情緒困

擾，及以幽默的手法讓案主明白非理性信念之不合理。相信輔導者於不同情況善用不同技巧，避免在未

真正了解個情況下硬生生地運用REBT理性討論，對問題不求甚解下挑戰非理性信念，會更有效及順利

進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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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引發事件之討論

在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架構中，輔導者集中協助案主改變非理性信念，從而達至情緒行為之改變，而當

中引發事件並不是改變之重點，即引發事件沒有改變情況下，案主亦可以運用理性信念理解引發事件。

其實閃亮計劃跟進個案中，除針對處理非理性信念外，無可避免地亦會牽涉直接改變引發事件，例如：

案主因覺得受到家人傷害，以吸毒逃避問題，工作員除協助案主以理性信念理解對家人之認知外，或會

與家人接觸，促進案主與家人之有效溝通，化解互相之誤解。這做法與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之構念有所

不同，因案主之改變可能源自使用理性信念理解逆境，亦可能是引發事件之改變令案主減少情緒之困擾

以致作出行為上的改變。輔導者宜於預防重吸階段中，留意案主能否運用理性信念處理引發事件並改善

情緒及行為，與案主預測如引發事件再發生時，案主能否以理性信念反駁自己的非理性信念，並及早預

定一些可行的方法處理。

7. 總結

總結經驗，閃亮計劃為期兩年的服務，實踐了社區網絡之建立，跨專業服務之協作，以及引入理性情緒

行為治療法於輔導服務，成效令人鼓舞。從上文所述有關地區合作伙伴構成緊密的網絡，結合跨專業的

專長發揮的效用，運用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幫助青少年戒毒的成效，均清晰顯示成果，相信有關服務方

向及模式能有效協助吸毒青少年遠離毒禍。

展望將來，相信青少年吸毒問題會隨著社會之關注、服務經驗的累積、資源之加強等，有更理想的應對

策略；但吸毒隱蔽性、新吸毒方法及毒品種類、青少年的潮流文化、社會環境的影響，會對處理有關問

題構成層出不窮的挑戰。因此，閃亮計劃之服務經驗可再加以豐富及因應不同變化或青少年吸毒文化改

變作出調整，以建構更理想的抗毒及戒毒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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