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善導會

預防犯罪 策勵更生
香港善導會成立於 1957 年，以關懷、輔導
及矯治服務，協助曾違法或刑滿釋放的更生
人士，並提供社區教育和預防犯罪服務。
1979 年，香港善導會獲社署資助成立社區教
育組（現稱社區教育服務），並首創由康復
更生人士提供「現身說法」分享，以生命影
響生命。
2005年，更成立首間預防犯罪教育中心—青
衛谷，為青少年及其成長伙伴提供互動教育
平台，透過主題日營協助他們建立守法負責
的價值態度。
現時，兩個單位合併為社區教育服務，為全
港中、小學提供到校及校外的預防犯罪教育
活動。

活動特色
生命教育

教育劇場
1997年開始，本會多次獲禁毒基金贊助為高小及初

首創「現身說法」分享，以「生命影響生命」。透

中學生推行多媒體創意藝術教育活動。

過已康復的「過來人」向青少年分享從吸毒至康復

2010-2012 學年的「抗毒百寶袋 Cosplay 教育劇場」
，

的經歷，藉以勸戒青少年遠離罪惡引誘。

更把服務對象推展至初小學生、家長及教師。

多媒體創意藝術
隨著社會潮流文化的轉變及加強主題內容果效，將

2009 - 2010年
「我的非常清新校園禁毒戲劇教育計劃」

2004 - 2005年
「抗毒無邊界」- 小學生抗毒教育計劃

2010 - 2012年
「抗毒百寶袋 Cosplay 教育劇場」

多種不同的藝術媒體，如音樂、舞蹈、戲劇、布偶、
裝置、錄像等引入活動當中。

共建健康校園

互動體驗學習
青衛谷預防犯罪教育中心內設模擬監獄，青少年
與「更生人士」面談，從而了解獄中生活，讓他

2007 - 2008年
「抗毒兵團」- 小學生抗毒教育計劃

於2008/09及2009/10學年，本會獲禁毒處委託為港

們體會到違法的後果；而進入中心內的迷宮，讓

島區、九龍區 (包括將軍澳及西貢）、離島區小學

他們經歷吸毒者的迷惘、恐懼等感受，進一步鞏

舉辦禁毒教育活動「共建健康校園」，內容包括劇

固他們的抗毒意識；透過體驗學習，讓青少年感

場表演、多媒體創意藝術活動、生命教育分享及參

受吸毒及犯罪的惡果。

觀藥物資訊天地。

青衛谷預防犯罪教育中心

「不藥而愉」主題日營

我們的生命•也可以影響你的生命
悔與不悔

時光機

文迪:

Emily：

「加入黑社會及吸毒是磨滅不了的痛苦記
憶！但，這些記憶，也同時每時每刻提醒
著我，叫我不斷向前，別走回頭路。」

「世上即使沒有時光機，只要立志愛自己，
對自己永不放棄，一定還有將來，所以在
以後的日子，我做出的選擇都要小心翼翼，
不能魯莽。」

風光背後
中三輟學，文迪加入了黑社會內。但所謂
「風光」的日子，背後只有提心吊膽，害
怕遇上警察,也害怕遇上仇家。怕死，怕得
用毒品壯膽。但毒品所引致的幻覺，令文
迪跌入更深的恐懼中，終日害怕懷疑自己
被人跟縱，甚至遇害。
走出黑暗
成功逃離黑暗生活，是在入住福音戒毒所
之後。文迪還記得進入戒毒所時，第一個
感覺：「嘩！點住人呀？冇熱水、冇電
視、冇冷氣...住得幾耐得幾耐啦！」，
最後，文迪在戒毒所中認識了「主」，也認
識了一班不計較、互相照顧、願意聆聽自
己傾訴的弟兄。成功戒毒之餘，更鍛鍊出
強健的體魄。每天在太陽底下，享受著不
再黑暗的陽光生活。
*現時文迪已戒毒十年，並經常到學校參與
反吸毒及預防犯罪的工作。

太聰明變成太自我
由小學到中三，Emily 都是老師眼中的聰明
女孩，成績優異。太聰明，卻令她越來越
自我！
在中四，中五那段反叛期的日子， Emily 的
生活變得更混亂！每天晚上出去「蒲」，早
上在學校睡覺，每天只按著自己的喜好，渾
渾噩噩的「活著」；更因為好勝貪玩，開始
吸煙，喝酒，嘗試毒品。
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毒品
毒品讓 Emily遭受了從沒想過的生離死別。
18歲生日那天，常常與她一起索 K的男朋友
突然跳樓了結生命，Emily更因藏有吸毒工
具的罪名而負上刑事責任。
生命的價值
08年的暑假有機會到山區做義工，她接觸
到一些小孩，即使窮苦努力活著，珍惜生
命…
*過去一年 Emily 曾於香港善導會擔任活動
助理。現時，她已身在台灣修讀一個寵物
美容課程，祝願她學成歸來，並能成為一
位寵物美容師。

對不起……爺爺、嫲嫲
安安：

老師，不要放棄我們
嘉嘉：

「老師，我們可能會令你很生氣及失望，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會選擇自己應走
或許我們也好像甚縻都沒有改變，像是無
的路！我會好好讀書，我最想彌補的是向
動於衷的一樣，但事實上我們是感受到
照顧我多年的爺爺、嫲嫲說：
『對唔住，我
真的知錯了，我真的後悔了。爺爺、嫲嫲，
的……。高 Sir，你的關愛，令我回頭。」
我以前所做的事，我知錯了！希望你們會
自我放棄
原諒…』」
因為哥哥、家姐有吸食K仔的習惯，嘉嘉從
小就已經認識毒品。升上中學，更在朋友
不幸中的不幸
的引誘下吸毒，開始自我放棄的生活！
爸爸是個大忙人，媽媽是個吸毒者，安從
小就在一個不完整的家庭長大。在爺爺、
嫲嫲及兩位叔叔的照顧下，安才可在荊棘 永不放棄
嘉嘉的吸毒日子維持了六年，學校的訓導主
之中成長起來。
任高 Sir 卻對她不離不棄…找來關於毒品禍
害的貪資訊及找來明愛容圃中心到校舉辦小
升上中學，安安開始反叛，越來越壊，更
組……用盡方法帶領嘉嘉脫離毒海。
開始學吸毒。從此放棄學業，放棄自己。
「十八歲那年，爺爺離開了我們。那刻，
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我覺得爺爺已經不
戒毒並不容易，吸毒了六年的嘉嘉先後戒
要我，爺爺嫲嫲相繼離世，給我帶來沉重
了三次毒都不成功，但老師、社工、爸爸
的打擊。」那時開始，安安每天吸食毒品，
都沒有放棄她，四年前，嘉嘉的毒癮終於
後來亦因為吸食太多毒品，暈倒街上。
被他們的「愛」瓦解了，她成功戒毒，並
將她的經驗與人分享，延續「愛」的力量。
不幸中之大幸
安安發現吸毒失去很多東西，失去了最痛
*嘉嘉現時為香港善導會的活動助理，協助
愛的家人和朋友！最後，在社工的協助下，
社工到學校推行預防犯罪教育活觔。
安安開始工作及決心戒毒，不再接觸那些
吸毒的朋友。
遠離毒品後，安安終於發現生命的多彩多
姿，並與爸爸重新建立關係。
*過去一年，安安一直在善導會工作，在上
司及同事的幫助及鼓勵下，正努力地學習。

南亞族裔藥物教育
2006 – 2008
South Asian Vigilance Enhancement
A Drug Awareness and Treatment Project
(Project SAVE)
關顧南天計劃 –
南亞族裔居民藥物教育及治療計劃

2008 - 2010
Reaching Out to South Asian
Community on Drug Education
(Project ROSA)
高清新生代 –
南亞社群外展藥物教育計劃

2009 - 2011
Integrated Drugs Education
Programmes for South Asian
(Project IDEP)
健康新一代 南亞社群藥物教育計劃

Drug Awareness Workshop

Student Volunteer Training Program

Train the trainer Teacher’s Training Workshop

Outreaching in the community

Anti-Drug Banner Sign Up Program

Drug Awareness Workshop

Drug Info Centre Visit

Anti-Drug Promotion Booth

Objectives
To provide culturally sensitive drug
awareness education programmes for South Asian
youths and community members to empower their
ability to counter drug problems:
To provide specialize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for
the South Asian youths including hidden youth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at-risk behaviours to enhance their
efficacy against drug abuse.
Service Scope:
 Drug Prevention Education Programmes
 Community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fenders Drug Abuse Preventive Talk
 Referral of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Volunteer Training
目標
提供防止濫毒教育服務及社區外展教育活動，以不
同層面的接觸，教育南亞社群防止濫毒的知識及增
加他們對濫毒禍害的關注。本計劃亦提供合適的輔
導及治療轉介，為已濫毒人士及早治療，打開戒毒
的出路。
服務內容：
 推行防止濫用毒品的教育講座及活動
 社區外展教育活動
 在囚人士防止濫藥教育服務
 輔導及治療轉介服務
 義工訓練服務

南亞族裔藥物教育

Anti-Drug Drawing Contest 

2010 – 2012
Reaching Out to South Asian
Community on Drug Education
(Project ROSA II)
南亞社群外展藥物教育計劃

Winning Artwork Exhibition

Healthy Lifestyle Day Camp

Health Promotion Drawing Contest

Health Promotion Parents Workshop

Drug Awareness Works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