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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Project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弦途有你】-- 家庭成員支援服務
BDF 101013
1.7.2011~30.6.2014

香港青少年服務處
心弦成長中心

(濫用精神藥物者輔導中心)
6/2/2012

想起從前……

繼續燃亮我們的感動…… 朋輩輔導員～友弦人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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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訓練

友弦人於大型商場分享過
往濫藥經歷

友弦人於大型商場以憑歌寄意的形式，
分享過往濫藥經歷。

成效

1. 家人支援服務

•提升吸毒者明白家人的心路歷程

•給予家人在陪伴戒毒者戒毒路上的小提示

•為家人提供情緒支援

2. 社區教育服務

•以第一身經驗讓社會大眾明白毒品的禍害

經驗分享

1. 家人支援服務

•家人易有移情，把壓力發洩在朋輩輔導員身上，
因此同工的支援及事前的培訓是必須的.

2. 社區教育服務

•保護朋輩輔導員─視乎公開情況選取故事的深
淺度

【弦續旅程】家人支援服務

對象：吸毒者的家人

目標：
1.藉著改變輪的階段理論，一方面提升家人對
吸毒者吸毒問題的了解和認識；其次，讓家長
有方向、有目標地幫助吸毒者在不同階段的戒
毒歷程，並能給予合適的支持予吸毒者。
2.整理吸毒者家人的感受與情緒，從而提升他
們面對及解決吸毒者問題的能力。



3

【弦續旅程】家人支援服務

內容：

‧每人活動設計共4節：

‧第一節：懵懂期的吸藥者 + 青少年成長的需
要

‧第二節：沉思期及決定期的吸藥者 + 藥物知
識

‧第三節：行動期及復吸期的吸毒者 + 逆境及
管理壓力的能力 + 尋找失落的自己

‧第四節：維繫期的吸毒者 + 個人的理想價值

個別面談～支援個別家人獨特的
需要，提供適切的支援與介入。
圖中介紹改變階段的特性及反應，
並與家人分享對策。

透過不同面談配套（圖中：介紹自己及了解個人情緒的小
咭），讓家人與社工在面談過程中更互動，多樣化和輕鬆。

【弦動家情】家人小組工作
對象：
•沒有濫用精神科藥物或身處濫藥危機青少年之家庭成員
•曾經濫用精神科藥物之家庭成員

目標：
1.提升家人面對抗毒的能力。
2.幫助家人關心個人身心平衡發展的需要，藉此提升他們管
理個人壓力的能力。例如：瑜伽班──瑜此減壓、烹飪班──
煮走壓力等等
3.透過家人分享過往面對困難的經歷，了解這些經歷如何能
夠成為別人的鼓勵，有助提升家人的自我效能感。
4.期望按服務對象的需要建立不同的小組。
如：預防性、治療性及教育性質的小組。

家長組到協青社蒲吧參觀，透過中心活動和設施，
認識時下青少年的潮流文化，如何從興趣去發掘青
少年潛能、預防濫藥。

第一組 林百欣組:

透過小組討論和工作員的講解，讓家長
了解自己的管教模式，從而改善親子溝
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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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長認識吸毒者面對改變階段及反應，並
分享家人與吸毒者的需要及改變的目標。

第二組：弦動家情Ａ組

透過醫護人員的分享，解答家人藥物的疑問，
有助家人理解如何幫助吸毒者戒毒的過程。

透過朋輩輔導員的分享，讓家人更了解吸
毒者如何面對改變，從而幫助家人如何幫
助吸毒者戒毒的過程。

藉著朋輩輔導員教授賀年食品，
令家人感受節日氣氛之餘，亦可
讓家人間彼此互相支援與鼓勵！

家人也需要加油站～送上心靈匙扣，
在他們努力時加一點油，為他們打氣！

朋輩輔導員與母親親身一同分享～
毒海中如何經歷新生命的心路歷程。 【弦動家情】家人小組工作

1. 節數：8節

2. 小組性質：關閉式小組(close group)

3. 對象：按不同背景開辦小組（如：沒有吸毒的
家人或有吸毒的家人）

4. 合作專業：社工＋精神科護士＋過來人朋輩輔
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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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動家情】家人小組工作

第一期內容：

<家人錦囊>

1. 毒品知識(醫護，社工及過來人的角度)

2. 如何預防子女受藥物的影響

3. 如何處理受藥物影響的子女?

‧3.1 了解濫藥者的心態

‧3.2 精神健康與濫藥者的關係(精神科護士主講)

‧3.3 改變六階與濫藥者故事

‧3.4 改變六階與家人如何協助戒藥者

4. 認識戒毒輔導&康復服務

成效

1. 出席率：較不穩定

2. 次數：家人因家事難每星期出席

3. 節數：需要以長期建立及跟進

經驗整理

1. 家人長期受壓，需要情緒支援；

2. 需要同行者＞知識交流；

3. 不同階段，不同身份的處理；

4. 需要前行方向及力量．

【弦動家情】家人小組工作
1. 節數：17節

2. 小組性質：開放式小組(open group)

3. 對象：按不同背景開辦小組（如：沒有吸毒的家
人或有吸毒的家人）

4. 合作專業：社工＋精神科護士＋過來人朋輩輔導
員+義工團過來人＋教會傳道人+家庭治療師

5. 合作團體：宣道會基蔭堂家庭服務中心

【弦動家情】家人小組工作
第二期內容(6/2012-12/2013)：

<每月一聚 放下疲累> ~ 為何他總是戒不了?

雙月份 以興趣活動為主題 單月份 以主題專講為主題

6月份 大澳之旅 7月份 如何與濫藥者同行?

8月份 自製冰皮月餅暖心意 9月份 如何面對濫藥者對家人造
成的影響?

10月份 中醫治鬱燥 11月份

12月份 精神壓力與健康 1月份

【弦動家情】家人小組工作
每節內容及形式：

時間 內容 形式 物資 負責人

6:00-7:30 1. Set場,佈置場地，煮晚餐
2. 招待參加者

播放影片 燈籠等,
影片,

已雪冰皮,
冰皮材料,

婷婷
/Ally

7:30-7:45 愛家人。愛自己
食得有營

食譜ｘ20份 王姑娘

7:45-8:30 招待家人 共享晚餐 自由溝通 各同事及友心人/
友弦人

8:30-9:15 自製冰皮月餅 小組製作 冰皮材料 Iris及Co/Ally 
&

友心人/友弦人

9:15-10:00 小組交流:
1.過來人分享:
吸毒者過來人願意決定戒毒的突破點
2.家人分享:
家人在等待期間,可以做d咩?有何幫助?

小組分享 婷婷+Iris
Co+/Ally/
永雄+銘/

及友心人/友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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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動家情】每月一聚放下疲累
六月份～大澳一天遊
藉著此活動招募吸毒者的家人，讓他們互相認識
之餘，亦幫助家人關心個人身心平衡發展需要。
家人跟師傅學整咸蛋，認識漁民的生活智慧。

義工團為家人小組精心預備的晚膳

【弦動家情】每月一聚放下疲累
第一講 如何與濫藥者同行？
藉專題分享，以小組形式，讓家人可藉著分享，
表達個人經歷與擔心。一方面，讓我們認識他們
另一方面，亦讓組員建立同行者。

成效

1. 出席率：較穩定、有增多、吸毒者的出席

2. 次數：家人每月出席，較易安排時間

3. 節數：先構思8至17節進行，後再延續

經驗分享

1. 以興趣活動主題，吸引家人及吸毒者的參與；

2. 輕鬆的環節（如：雙月份主題、食得有營）能
減低問題化，反而更容易建立關係，讓組員先
透過輕鬆自然形式建立互信關愛的基礎；

3. 於活動內容構思，以建立組員情緒支援為首，
知識交流從而建立：

‧ 小組交流環節：按主題作分享交流

‧ 每組均有不同專業人士：家人有參與、有舒發、
有支援

經驗分享

4. 不同專業的介入，增加支援及提升家人解決問題的
方法；

‧過來人的發揮：給家人的意見、肯定及盼望；

‧醫護人員：讓家人從關心吸毒者轉移先關心自己；

‧有戒毒工作經驗的教會傳道人：提供愛生命的面向
，給予當時人精神上的支援者；

‧家庭治療師：讓家人從吸毒者的問題，轉移到家庭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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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線】地區工作
對象：社區人士
目標：
i) 增強社區承託：中心名為心弦成長中心，亦有「伸延」之意在內，
期望以【有弦相聚】社區承託把抗毒訊息伸延至荃葵青。計劃招募
不同背景的家庭成員(包括吸毒者家人及非吸毒者家人)，成立義工
團以達教育及宣傳抗毒文化目的，讓地區人士更明白家庭對預防吸
毒問題及支援吸毒者的重要性，以建立鞏固的家庭及社區網絡，提
昇家庭內的凝聚力，學習對抗逆境及培養關愛家人，於家庭及社區
層面上互相補足，建立一個充滿溫情的社區，凝聚社區人士去協助
吸毒人士，使吸毒人士及其家人獲得社區承託支援。
ii) 預防教育工作：計劃亦包括以社區為本的基層預防教育工作，
向區內人士灌輸有關精神科藥物的正確知識及觀念，及提昇社區人
士對精神科藥物的抗拒意識，並提昇他們於需要時的求助意識。亦
於社區中推廣抗毒訊息，從而遏止精神科藥物於青少年群體的漫延
趨勢。此外，亦於社區層面提高社區人士對吸毒人士的辨認能力，
從而讓有關人士能及早介入，協助吸毒人士及其家人面對問題。

【弦線】地區工作

‧舉辦抗毒外展落區服務

‧透過不同的協助團體(如基蔭家庭服務中心等)
，成立地區義工團，使地區人士更認識吸毒的
禍害及吸毒人士的特徵，提昇他們的辨認能力
及於需要時的求助意識，強化家庭對抗逆境能
力。計劃不但提供預防教育工作及於地區宣傳
抗毒文化，亦強化家庭本身的凝聚力，使吸毒
人士及其家庭獲得不同層面的支援

【弦線】地區工作

• 透過義工團協辦抗毒資訊日，以宣傳關愛家庭
的訊息，活動包括攤位遊戲、小型展覽及青少
年潮藝表演、話劇表演、過來人及家長故事分
享等，於地區上宣傳抗毒訊息，吸毒者家人面
對的壓力，及需要的支援和方法，強化家庭對
抗逆境能力，培養關愛家庭，及抗毒的社區風
氣

【弦線】地區工作

友心人義工團隊透過小組遊戲加深對彼
此認識，建立輕鬆氣氛協助參加者投入
小組。

【弦線】地區工作

透過簡介中
心的友心人服務計劃及目的，讓友心
人加深掌握自己的角色和工作，令義工
服務推行得更順暢。

中心與拉法基金所舉辦的「藥動我心弦續家情」家長
工作坊的講座～ 讓家人了解青少年在成長中的需要與濫
藥危機之間的關係，從而提昇家人對溝通及辨識的技巧。

「藥動我心，弦續家情」家人工作坊～
義工們藉此向家長分享個人的心路歷程，並了解家人的
心聲，以支援及教育家人預防及處理家人的吸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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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們於分組活動中向出席
家長分享有關毒品的知識。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青衣綜合援助服務舉辦的家人
工作坊～義工們透過工作坊讓家人了解青少年在成
長中的需要與濫藥危機之間的關係，從而提昇家人
對溝通及辨識的技巧。

義工們協助SVC計劃之禁毒嘉年華。
於荃新天地舉行，當日的攤位遊戲部份
人頭湧湧，義工們講解毒品資訊予參加者。

成效

地區宣傳及義工團隊

1. 有助喚起社區人士對濫藥問題的關注，鼓勵持份者及有需要人士及早求助。
2. 推動、凝聚及結合社區力量去建立「家庭關愛、睦鄰友愛、齊抗毒害！」的

氛圍及網絡。
3. 真正及真心幫助到有需要的群體。

心弦….伸延….愛

初見成效：
1. 社區持份者及有需要人士的查詢、轉介和求助。
2. 地區人士、協作團體的認同和參與！
3. 義工們的投入及受助者(個案、家長、校方、專業人士及地區人士)的回應

。

經驗分享

• 把握機會向地區人士介紹服務及推廣服務理念
。

• 投入資源及時間參與地區活動，讓地區人士及
協作伙伴認識服務，保持友好合作關係，增加
合作機會。

• 義工的裝備和培訓，以及支援和信任，提升合
作默契。

• 機構支援、中心同工補位和配合的重要。

• 同工對服務理念的認同、堅持和緊守崗位。

關愛家人由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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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