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親的自責
陳女士患抑鬱症已兩年。

兩年前，兒子Andrew中五畢業後，Andrew一直處
於待業狀態，遲遲未願意找工作。Andrew經常夜
歸，行跡表現亦愈來愈怪異，如︰脾氣變得暴燥、
當家人不順從其意願時甚至會踢打傢俱、食慾反覆
不定及無故收藏「界刀」在床邊等。家人們斥責陳
女士對Andrew從小十分溺愛及縱容，寵壞他，導
致他今天終日游手好閒，甚至懷疑他染有吸食冰毒
的習慣，令陳女士感到缺乏支援，並自責為失職母
親，在一次面談中曾無奈嘆氣道︰「我唔識做人媽
媽...教出黎嘅仔女都冇大成就...」。

母親的抉擇 ─ 
終於不再「塘水滾塘魚」
陳女士的情緒十分容易被兒子牽動，每晚都難於安

枕。Andrew習慣零晨時分外出，陳女士就習
慣半夜起床，從房間的窗遠眺兒子的背

影。她曾多次苦口婆心勸導Andrew
要找工作及不要經常夜出，但都

不果。陳女士亦曾嘗試與An-
d r e w 談 及 毒 品 的 話 題 ，

惟每次兒子的反應都十分激動，甚至曾因此將襪子
擲向她及打爛傢俱。陳女士認為未能與兒子有效溝
通，愈來愈怕兒子，故經常鬱鬱不歡，感到絕望及
覺得沒有人能幫助自己，她亦曾想過從住所一躍而
下，結束個人的生命。陳女士因意識到個人情緒經
常低落，故她於2011年開始願意到精神科接受治
療。

陳女士後來致電戒毒熱線，並同意接受家長跟進服
務，認識流行毒品的資訊及與子女溝通的技巧。經
一段時間介入後，獲兒子同意，陳女士陪同他出席
家庭面談。社工在場下，母子首次真情剖白及談及
毒品話題。對於陳女士及兒子，是次面談是一個重
大的轉捩點。

社工後感
在接觸不少的求助個案中，都是由母親主動求助。
母親很想瞭解子女有否接觸毒品，或期望子女徹底
戒除毒癮，但往往不知從何處入手及處理。原因有
三︰（一）擔心子女知道母親懷疑他們吸毒後會不
悅，因而有損親子關係（二）擔心太直接與子女談
及毒品問題，會嚇怕他們，令他們更抗拒尋求專業
協助（三）吸毒是家醜，「不宜」談論。過多的擔
心及懼怕抑壓於心底，未得宣洩，令懷疑子女吸毒
或確實吸毒個案的母親容易情緒低落，不少甚至出
現抑鬱症症狀。

陳女士是一個值得家長學習的正面榜樣。當她察覺
自己出現精神病徵狀後，不但未有畏疾忌醫，反而
積極尋求專業協助。應用適切技巧於親子溝通上，
並成功推動兒子一同接受專業協助。因此，家長需
要學習覺察個人的情緒，接受適切的專業協助，才
能更有效地幫助懷疑吸毒或確實吸毒的子女。

陳女士︰「沒有不合格的媽媽，只有不斷學習的母親」
- 不斷學習的母親，成為子女戒毒的動力 -

根據藥物濫用資
料中央檔案室數
字顯示，於2014
年 第 一 季 ， 約

80%吸毒者是在
家 或 朋 友 的 家 吸

毒。另外，就禁毒處
2011/12年學生服用藥物

情況調查顯示，學生最常取得毒品
的地方首位是「朋友/同學/鄰居家中」(33.6%)，而
「自己家中」(15.1%)則排行第三位。由此可見，青
少年取得及吸食毒品的主要場所均圍繞自己及朋友

家中。另一方面，「毒齡」中位數亦由2013年4.7年
攀升至2014年第一季的5.1年，可見吸毒隱蔽化現象
有持續上升的趨勢。因此，家庭成員於發現及協助
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上員扮演一個不容忽視的關鍵
角色。然而，從前線經驗中，吸毒青少年一般表示
與家庭的關係不緊密，而禁毒處的調查亦指出只有
13.3%曾吸毒的青少年認為家長能給予幫助。由此可
見，家庭在戒毒路上未能充分發揮支援的角色，以
協助青少年遠離毒品。

在部份的外國研究顯示，若家人能參與吸毒者的戒
毒療程並從中改善彼此溝通，相比單單處理吸毒者
個人的行為問題，更能有效處理青少年的吸毒問題



張太 :「子女不同的成長階段，父母不同的照顧角色」
- 學習放手，達至雙贏 -

「一門兩傑」
張太一家四口，育有兩名兒子，不幸地，兩兒均染有
吸毒習慣。

長子阿明32歲，多年來擔任散工。阿明自10年前濫用
咳藥水後，開始變得孤癖，經常躲於房間內，逃避與
家人溝通。阿明一直拒絕承認有吸毒習慣，令張太束
手無策。兩年前的一個晚上，張太首次發現阿明在大
廳自言自語，故開始擔心他出現精神異常的症狀。自
此以後張太便習慣觀察阿明的一舉一動。

次子阿傑27歲，夜場工作，習慣日夜顛倒生活。阿傑
索K近8年，早已出現尿頻及尿道炎症狀。他亦經常失
眠，精神狀況很差。張太十分擔心他吸毒後犯事，以
及藥物對他健康帶來的傷害。故不知從何時開始，每
當晚上電話一響，張太便頓時感到焦急，害怕是警署
或醫院來電，報告阿傑出了什麼事。

生命的意義是...？
張太的丈夫任職地盤工作，工作勞碌。她形容丈夫與
兩名兒子的關係十分疏離，父子間極少接觸。張太認
為丈夫不善於分擔其壓力。張太日間需要工作、晚上
則擔心兩名兒子的安全，故每天只能睡約三小時。長
時間日積月累的擔心、緊張、焦慮，令張太處於崩潰
的邊緣。張太十分自責，常怪責自己不懂教好兩名兒
子；她覺得自己一無所有，她所重視的人，都一一令
她失望。張太曾想過自殺，但未能放下兩名兒子。張
太說過，她每天只是行屍走肉地生存，對她來說，生
命並沒有什麼意義。

轉捩點
有一晚，張太的電話響起，是警署打來的電話。次

子阿傑於街上被警察搜到身上藏有少量的氯胺酮與
可卡因，需要張太保釋。接到電話一刻，張太心情
簡直是晴天霹靂，十分擔心兒子會受牢獄之苦。最
後，阿傑獲判強制進入喜靈洲戒毒所一年。

「放手」的藝術
自阿傑進入了戒毒所後，張太才發現生活得到解
脫。她反省一直以來過份著緊兩名兒子，以致忘記
照顧自己的生活。張太開始到附近的家庭服務中心
參加義工小組，認識朋友，人亦比以前開朗得多。
另一方面，張太慢慢明白到，若盼望兩名兒子自立
成長，她亦需要學習「放手」。因此張太開始嘗試
不再執著於阿明的一舉一動。驚喜的是，阿明因為
媽媽的放手，明白到自力更生的重要，經朋友介紹
覓得一份長工，並同意接受本中心之輔導及醫療服
務，更逐漸減少吸毒的份量。

社工後感
為子女提供適切照顧是天下父母的本性。能按照子
女不同成長階段，而提供適當的關顧，亦是父母需
要學習的功課。根據結構式家庭治療的理論，過
度緊密的家庭關係容易令個別家
庭成員承受不必要的壓力，亦會
提高個別家庭成員出現偏差行為
的機會。這樣來看，能夠於適當
時候的放手對整體家庭成員健康
發展來說就十分重要，亦是一
門藝術。

(Rowe & Liddle, 2003; Sim, 2005)。正因觀察到上述
社會需要及研究資料，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多年
來著重家庭工作的發展。在個案工作方面，社工會
動員家庭參與，透過家庭輔導。打通家庭中多年淤
塞的溝通脈絡、發掘家庭中被埋藏的資源並改善親
子關係及溝通，以持續支持吸毒者完成戒毒療程。
另外，本中心亦提供家長支援的短期跟進工作及家
心學堂等服務予尋求協助的家長，裝備他們相關的
毒品知識及溝通技巧等，以及早辨識子女吸毒行
為，並一同推動子女願意接受戒毒服務。在過去的
經驗中，前線社工曾透過接觸家長而成功接觸隱蔽
吸毒者，對處理隱蔽吸毒問題有很大的幫助。

今期峰訊，我們榮幸邀請了四位戒毒者的家長接受
訪問，分享他們的故事，希望透過他們的經歷，讓
其他家長了解及學習如何預防及面對子女或家人的
吸毒行為，以共同回應青年吸毒行為持續隱蔽化的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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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太︰「能覺察個人過多的負面情緒，
才能更進一步協助子女戒毒」

- 夫妻互相承擔，子女易主動戒毒 - 

戒毒責任屬誰？
梁太的女兒Betty吸毒約3年，現年22歲、失業，因為吸毒後產生的副作用有
損精神，以致不能正常工作，所以閒時只會留在家中游手好閒。梁太每次看見
Betty在家中吸毒、或是吸毒後沒精打采、神情呆滯的樣子，她總會十分痛心，
不希望女兒的生活繼續被毒品蠶食。丈夫於內地工作，每星期回港一次，梁太
認為丈夫對女兒只管斥責喝罵，很少時間關心或勸導女兒一同商討其戒毒計
劃。因此，照顧女兒的責任就落在梁太的肩膀上。

累鬥累
梁太任職校車褓姆。因不希望別人看見自己流淚傷心的一面，亦害怕其他家人
或朋友會過於憂慮女兒的情況，故梁太習慣把壓抑憂鬱情緒，對人歡笑背人
愁，致使她埋藏心中的壓力倍增。

梁太已習慣將自己困於過份焦慮及負面的狀態。由於非常盼望Betty能完全戒除
毒癮，故每次面對Betty復吸，她便隨即墮入失望及傷痛之中。梁太因此對女
兒缺乏信心，每次母女傾談時，她都不由自主重提Betty戒毒失敗的例子，令

Betty感到氣餒及不被支持，所以很多時候親子溝通均會演變為吵架收場。

接納與欣賞
自接受社工跟進後，梁太逐漸明白過份負面的情緒原來是有礙女

兒戒毒的進程。社工提出︰
◆梁太需要學習接納個人的不足及限制，要明白每個
人都總會有負面情緒的時候。鼓勵她嘗試與丈夫分擔
照顧女兒的壓力，並教導她簡單的練習，以舒緩過
份崩緊的情緒。

◆ Betty的吸毒行為問題需要與家人一同承擔及
協助，情況才容易改善。
◆ 梁太不宜單單專注於女兒的吸毒行為
問題上，相反，應多留意及欣賞女兒已
改善之處，並作出鼓勵及讚賞，讓女兒
能夠體驗到母親的肯定及理解。

梁太願意運用社工的建議，比以往多了
向丈夫分享個人的難處，並學習欣賞女
兒的長處及進步之處，令夫婦關係及母
女關係有所突破，而梁太的壓力亦得以
舒緩，女兒亦開始願意尋求社工的專
業介入。



黃太:「請張開耳朵、合上嘴巴」...
- 母親勇敢地打開情緒的門，成為改變的轉捩點 -

毒．日子的開始
阿文為家中長子，分別有弟弟及妹妹。阿文原本工
作穩定，除了提供家用外，亦會承擔弟弟的學費。
父親雖為長期病患者，但仍有工作；而母親黃太則
為全職家庭主婦。

記得數年前的一天，因與女朋友發生爭執，令阿文
感到十分煩惱。朋友遂邀請阿文索K，相信能幫助
他暫時忘記煩惱，阿文從接過K粉的一刻，便開始
了吸毒的日子。他後來因遇上失業，阿文吸毒的情
況越趨嚴重，財政狀況亦開始走下坡。

不敢獨留在家中
阿文在家中常向黃太索取金錢，若黃太不願意給
他，阿文會變得很兇惡，並偶有暴力傾向，令黃太
威嚇。除了晚上丈夫及細仔回家食飯外，黃太整日
都不敢待在家中，害怕阿文再度威嚇她。由於鄰居
的兒子曾因吸毒而吊頸身亡一事，令黃太不敢使用
強硬手段去逼使阿文戒毒，故她每天都活在不安及
惶恐中。黃太的情緒變得非常波動，除了不停說話
外，會無故地哭泣；平時不敢回家，只會在街上游
盪；若回家，常常擔心聽見開門聲音；晚上亦容易
常常驚醒，未能安眠；以上情況已持續一個月以
上。

改變
首次家庭面談中，黃太不斷說話及哭泣，當社工邀
請其他家庭成員表達看法時，黃太不停地訴說困難
及憂慮。若請黃太容許社工能有機會聆聽其他成員
的想法時，她很快再次複述其不快經驗，令家人間
無法有效地商議解決的辦法。最後，社工讓她經驗
如何進行自我情緒舒緩練習，鼓勵她若留意到個人
情緒再度陷入焦慮當中，便要進行舒緩練習。

社工接觸阿文後，他坦言一直不敢與家人傾談其戒
毒問題，是因家人不太明白，甚至不接受吸毒人士
情緒上的起伏，故寧可逃避溝通，以免家人對其誤
解更深。

直至第二次與黃太會面，她稱開始覺察個人情緒。
當黃太的表達開始放慢起來，並慢慢嘗試聆聽別人
的意見，社工亦可以開始與母親傾談家人的介入方
向。

社工後感
家庭中的不良循環關係互動 ( circular causality )，
令家庭的彈性降低。而家庭成員在溝通過程中未能
清晰及開放地表達個人想法及情緒，亦令家庭難以
共識一致的方法以改善吸毒者的行為。



圍裙文件

家廚互曉
本中心獲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於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推
行「家廚互曉」計劃。透過「煮」「食」活動，聯繫不同的家庭，
並發掘各家庭的資源，共同回應及預防社會的吸毒問題。動員家
庭成員參與戒毒療程，並裝備他們適切的知識及技巧，於協助子
女完成戒毒康復過程。

計劃的頭炮－迎新日，邀請了食療專欄作家張佩芳女士
作分享嘉賓，為參加者介紹各種食療及養生保健方法。

邀請了「天廚鄰舍互助計劃」中的天水圍
居民示範如何製作簡易又健康的美食，各
家長都踴躍分享個人的煮食心得！

每月一次的 < 家心學堂 >，讓吸毒者家人聚首一堂，分
享生活的苦與樂、抒緩面對家人吸毒問題的壓力及一同
探討與毒品及家庭關係相處的主題。<家心學堂 > 前身是 
< 家友天地 >，兩者舉辦至今合共七、八年，部份組員彼
此猶如老朋友，遇上有新組員加入，大家也會盡地主之
誼，熱情款待，大家在困難重重的生活中，仍能凝聚一
股正能量，彼此扶持與鼓勵。

本季<家心學堂>以家庭功能與溝通為主題，探討家庭功
能與溝通如何成為吸毒者的高危因素及保護因素，以及
如何促進有效溝通。

組員分享：
何太：「來小組令我學到很多與女兒溝通的技巧，我以前好緊張，經常罵女
兒，令她對我很反感。現我懂得先聆聽，慢慢說，令大家溝通改善不少，關
係也遠勝從前。」

文太：「來小組有一班同路人一起分享，令自己壓力抒緩不少。兒子吸毒的
事不能與親戚朋友講，無人明白自己，在這裡有組員明白自己的心情，又可
以知道其他人處理兒女吸毒問題的情況及方法，給自己參考。」



另外，於6月26日舉辦的「越峰國際禁毒快閃站」巡
遊活動，以「愛‧無毒、惜‧生活」為主題。活動分
別於南區香港仔中心、中環遮打道、小西灣商場、東
涌逸東邨及銅鑼灣行人專用區等5個地點進行禁毒快
閃站活動。當中活動包括：自製不同的鼓勵字句、造
型及相框等道具，讓公眾人士可以即場拍攝不同的自
訂造型照片；派發印有支持國際禁毒日的彩色手帶及
貼紙；齊玩禁毒急口令及禁毒骰等。本中心希望藉著
有趣互動的活動，鼓勵社區人士參與。並透過輕鬆愉
快的氣氛，推廣無毒健康社區的訊息。

「越峰國際禁毒快閃站」

「愛‧無毒、惜‧生活」

6月26日「國際禁毒日」

「越峰國際禁毒盃」八人足球賽
20世紀80年代以來，吸毒及販毒問題正為當時的社會
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威脅。聯合國因此於1987年的禁毒
會議上，將每年的6月26日定為「國際禁毒日」，目
的是引起世界各國對毒品問題的重視，號召全世界人
民共同抵禦毒品的危害。

本中心為響應6月26日「國際禁毒日」，於6月21日及
6月26日分別舉辦了「越峰國際禁毒盃」八人足球賽
及「越峰國際禁毒快閃站」社區巡遊活動，2項活動旨
在提升社區人士對毒品問題的警覺性及關注。

「動力青年‧健康人生」是「越峰國際禁毒盃」八人
足球賽的主題。是次活動配合2014年世界盃的熱潮，
以足球運動喚起青年人對健康的關注，遠離毒品。活
動邀請了港島及離島區內的青少年參加，鼓勵青少年
發揮潛能、提升自信心及推動無毒積極的人生。活動
並得到多位政府及地區人士支持並擔任頒獎嘉賓，其
中包括保安局禁毒處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張敏宜女
士、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專員彭潔玲女
士、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助理福利專員黃少芳
女士、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青少年及家庭)社服主任
王鳳儀女士等；另外，是次活動更邀請了南華元老隊
和精工元老隊進行表演賽，身體力行表達對建立健康
生活關注，推動遠離毒害的訊息。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戒毒輔導熱線：2884 1234

中西南及離島服務處：香港上環禧利街2號東寧大廈1501至1504室

東區及灣仔服務處：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9樓

電話：2884 0282   傳真：2884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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