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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家庭力量協助吸毒者 
 

 講者： 

(1) 馮慶球，明愛容圃中心高級督導主任 

(2) 徐美琼，明愛容圃中心，VR新世代計劃項目主任 

 

WORKING WITH SOCIALLY EXCLUDED FAMILIES 
EMPOWERING FAMILY MEMBERS TO HELP 

THEIR DRUG ABUSERS  



目標： 
 
我們希望動員吸毒者家人、朋友的力量， 
協助他們戒除毒癮， 
建立及維持健康和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明愛容圃中心服務統計 
• 日期：4/2017-3/2018 

• 全年個案數目：316個案 (其中有 291吸毒/戒毒個案， 及25名家人個案) 

• 個案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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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輔導中有家人參與的百分比：46.39%(135個個案) 



BETTER FAMILY FOR BETTER SOCIETY 
美好家庭建構美好社會 

• 家庭的意義? 
       經濟支持—敎育社敎化—關心照顧；明白了解--諒解--接納，支持鼓勵………. 
• 家庭對吸毒者的意義? 
        家庭型態：核心家庭/主幹家庭/單親家庭/繼親家庭/跨代家庭 
        吸毒者：家庭的保護因素及危機因素(Protective Factors and Risk Factors) 
        疏忽照顧，遺棄，傷害….. 
• 家庭對戒毒者的意義? 
       他們怎看家庭? 有冇正面意義 ? 是否能找到支持他們的家庭成員? 
       家庭成員越支持，康復資本(Recovery Capital)越高  ! 

 
• 美國國家濫用藥物研究所的研究顯示，在每年二百萬名進入戒毒程序的吸毒者及酗酒者當中，75%表示因為家庭

的原因而進入戒毒程序。 
• 所以，探討戒毒者與家人的關係，是協助戒毒者處理該吸毒問題/習慣重要步驟 

 
 
        

 
 



燃起家人的參與 
(1) 社工同事認同家人參與的重要性，喚起家人對吸毒者的適當關愛 

 
(2) 服務對象認同家人參與的重要性 
    - 分享討論家人對他的生活影響 
    - 邀請家人參與活動 
    - 家訪 
    - 家長信(未成年個案) 
 
(3) 行政要求： 
     -  輔介：家人轉介/專業轉介(Significant Others) 
     -  社會福利署要求：40%的個案要有家人參與(對務對象及社工同事的要求) 

 
 



家人支持及家庭介入要素 

(1)  
增加保護因素，減

少危機因素， 
明白及諒解吸毒者/
戒毒者不能成功戒

毒的原因 
 

(2)  

明白戒毒改變之
輪，對吸毒者/戒毒
者保持正面希望， 

(3)  

為吸毒者/戒毒者的
正面改變在情感上
及經濟上給予適當
的支持 

(4)   
 在未完全戒除毒癮
前(Abstinence)， 
接受及樂意與家人

商討緩減傷害措施 
( Harm Reduction)   

 

(5)   
  關注關心家人的
個人需要/問題，
先照顧好自己。 

 



 
家庭參與程度 
LEVELS OF FAMILY ENGAGEMENT 
 (DANIEL SANTISTEBAN, 2008)  
 

1.    没有家人參與計劃(No plan for family engagement) 
 
2.    提供資訊及忠告(Information and Advice) 
 
3.    提供情感支援(Feelings and Support) 
 
4.    簡要介入治療(Brief  Focused Intervention) 

 
5.    家庭治療(Family Therapy) 
 



   3. 個案分享 
 

I. 背景資料 :   
 



II.面談其中幾幕深刻情景 





   III. 評估 
 
身體機能  *誕兒後再度吸食，產後未有妥善坐月和補身，身子虛弱和抵抗力差經常出現痛症。 

*索K習慣達十幾年，份量多，令膀胱及泌尿系統出現問題，尿頻。 
*睡眠質素極差，長期失眠 

精神狀況 *對聲音及電子產品十分敏感，經常出現莫名的恐懼，也會”疑神疑鬼”，感覺有人監  
 視自己，經常坐立不安和焦慮，十分影響生活 
*曾多次出街後因懷疑有人跟蹤自己而立即折返家，過去未曾成功獨自帶兒子出街 
*盡量不用科技產品(如GPS)，擔心有人知道她行跡/勾線 

家庭/社會 
狀況 

*多與母互動和相處，前男友定期給予兒子生活費予母，平日之生活費和買K錢亦由是母  
 定期給予，她形容母女關係既親密又非常多拗撬。 
*母的說話和態度亦對懿的情緒有直接影響，懿表示會因母的冷語回應和指責而增加吸  
 食K的份量。 
*經常因夜睡+索K而沒精打采和賴床，影響了未能按時接送兒子返放學，須由母應變和  
 善後 

人際關係 *自與男友分手後，已很少出街，加上索K習慣經常留在家中，身邊朋友已所剩無幾。 
*懿形容幾近年猶如”收埋自己”很怕出街也很怕見人(尤其是陌生人)，因擔心朋友/陌  
 生人知道她有吸食毒品習慣 

對藥物的依
賴程度 

* 案主吸食K仔超過十年，平均每日也要吸食。案主表示K癮頗大，心理 亦出現「吊  
  癮」，包括煩燥和情緒不穩和低落。 
 



   IV. 如何介入? 
「關係為本」的社會工作實踐理論 
 ( Relationship-based Social work practice) 

• 穩定面見 (約一星期一次) 
• 每次陪同覆診及見醫生 
• 送上自製生日咭，以表關心/支持和鼓勵…… 
  (重點: 是要突顯她重視的家人) 
 
 



   IV. 如何介入? 

「關係為本」的社會工作實踐理論 
 ( Relationship-based Social work practice) 

• 不離不棄的陪伴及嘗試找突破 :  
    
第一大突破 : 2017年3月親子迪士尼 

 
 
 
 



   IV. 如何介入? 

「關係為本」的社會工作實踐理論 
 ( Relationship-based Social work practice) 

• 不離不棄的陪伴及嘗試找突破 :  
    
    第二三…N的大突破 : 

           例如:  -2017年3月開始跑步、買跑步用品 
                 -5月的行山 
                 -持續參與中心多項的活動 
                 -找到工作(包裝) 
                 -還有很多……     
 



   IV.如何動員阿懿的家人(母親APPLE)支持其康復道路??  

• 接觸初期: 不願意讓工作員接觸/驚動其母親 
                       向工作員表示母親”絕不”會見社工及參加任何活動 
                       曾有家人因吸毒問題去世，不欲披露太多或避談 
 
•  介入機會: 兩母女嘈交，母親欲主動”見下”工作員的真身 

 
•  開始作接觸/輔導/介入: *定期面見/情緒支援 
                                                 *講解及認識毒品資訊 
                                                 *成功邀請參與互助小組 



   IV.如何動員阿懿的家人(母親APPLE)支持其康復道路??  

                                   家庭參與程度 
                                   (Daniel Santisteban, 2008)  
 
     Levels of Family Engagement                      Apple的參與 

1    没有家人參與計劃 
(No plan for family engagement) 

跟進個案大半年，未能接觸其家人 

2    提供資訊及忠告 
(Information and Advice) 

1. 參與小組，認識不同毒品 

3    提供情感支援 
(Feelings and Support) 

1.個別定期面見 
2.參加互相小組 

4    簡要介入治療 
(Brief Focused Intervention) 

1.嘗試了解雙方的睇法/感受/擔心/珍惜/重視 

5     家庭治療 
(Family Therapy) 

1. 嘗試彼此分別做練習，實踐於彼此關係裡 



   V. 各方努力後的成果 
跟進一年多後(2018年10月)的阿懿及Apple… 

<阿懿> 
• 由2017年7月開始至今，成功戒除索K習慣 
• 重拾扮靚的樂趣 
• 已不怕用電話/app/GPS 
• 能獨自帶兒子返學/去街 
• 重建母親的角色(教兒子做功課/管接送/親子活動等) 
• 完全改善了尿頻問題 
• 定期服藥後，能呼呼入眠，改善失眠困擾 
• 與母親及兒子關係大大改善 
 



   V. 各方努力後的成果 

跟進一年多後(2018年10月)的阿懿及Apple… 



   V. 各方努力後的成果 

工作員見到…… 

*重現兩個稱職和開心的媽媽 
*家庭系統和角色重新運作 
*強化了整個家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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