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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重點活動之一。期望透過藝術創作活動，鼓勵初小學生發揮

創意，增進親子間的交流和溝通，一同宣傳抗毒訊息。封面為初小

學生之得獎作品，有別於以往，封面融合了兩幅作品。這兩幅作品

不論是用色、標語設計，以及風格都相當吸引，能看出家長和學生

的創意和努力。其中「拒絕毒品」簡單四字，正是本會推行抗毒教

育的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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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於 1985 年成立，是一個致力推動藥物教育及健康教育的非牟利社

會服務機構，本會成立初期有賴一群熱心關注青少年濫用藥物問題的家長及專業人士的

支持；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斷努力開拓及經驗累積，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現已發展成一 

個專業的社會服務機構，為社區提供適切的服務。 

使命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的使命是預防濫用藥物問題及減低因濫用藥物問題帶來的禍害。本會透過

以下方法達成使命 :

1) 提高社會對濫用藥物問題的關注 ;

2) 協助服務使用者發展社交技能，拒絕濫用藥物的引誘 ;

3) 向社會大眾推廣健康生活模式。

機構介紹及使命
INTRODUCTION AND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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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芝女士 Ms. LEE Yuk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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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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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組織架構
ORGANISATIONAL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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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獻詞

主席獻詞
CHAIRPERSON’S MESSAGE

2020 年是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35 週年。35

年前，一群關心吸毒問題的學者、家長、教

育工作者和社工創立本會，以填補抗毒教育

及預防吸毒服務的空隙。時至今日，在歷任

執委、總幹事和職員團隊努力下，機構規模

已擴展至 17 人，服務除了為學生、家長、教

職員及社區人士提供含抗毒元素的基層健康

教育和推廣健康生活模式以外，也擴展到發

展專業交流平台，和推動以表達藝術治療為

進路的預防復吸介入工作。

2020 年也是對香港甚有挑戰的一年。執筆之

際，正值第四波新型冠狀肺炎在社區爆發。

尤記得在 2020 年農曆新年前，第一波疫情

爆發，全港停課，未知復課何時，本會恆常

校本及社區服務驟然停止。同事們因應學生

需要立即緊急應變，先製作電子版抗毒健康

教育供全港中小學下載使用，令學生可以在

家中繼續與家長共同學習抗毒健康和防疫相

關的知識，同時努力學習利用網上視像軟件

進行教育服務，改動和調整教育服務內容，

並與資助本會服務的香港公益金、保安局禁

毒處和禁毒基金協商，容許及支持我們服務

變陣。

第一波疫情亦觸發全城搶購防疫物資。我們

很感恩華懋集團、黃延芳慈善基金、丁子高

先生及一群不願出名的有心人，明白到機構

的需要，捐出口罩和酒精搓手液予本會。所

得物資，本會亦跟有需要的戒毒復康機構共

享，令服務使用者和職員平安渡過最艱難的

抗疫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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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應變是考驗，也給我們機會去反思

及發掘服務發展的可能性。線上即時教育活

動雖然限制了我們與服務使用者面對面的互

動及參與活動人數，但軟件的互動功能卻增

加參加者表達己見的機會。線上服務令我們

無法開展面對面的表達藝術治療小組工作，

但線上平台卻讓我們便捷安排跟業界同工和

大專學生分享利用表達藝術治療小組進行預

防復吸工作的經驗。線上服務也令機構同工

們留意到，線上視像家長講座及活動在時間

安排上可更具彈性，令我們接觸到過去不方

便參與校本活動的雙職家長。礙於資源所限，

現時本會的網站仍未追得上時代要求，但得

蒙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Recovery 

Fund 的支持，2021 年本會將會推出全新網

站及網上學習資源，服務學生、老師、家長、

社福同工及公眾。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是自資營運機構，主要

收入來源依靠提供服務所得的資助，當中包

括以服務人數計算資助額的到校教育服務。

首波疫情令香港停課，對本會財務造成極大

壓力。我們感恩香港公益金關顧到自資營運

機構的財政挑戰，於 3 月時提供一筆額外

撥款予本會共渡時艱。本會同工也積極採取

節流措施，包括凍結流失人手的職位招聘。

在每位與機構同行的同事多走一步下，於

2019–2020 年的財政年度，我們既可維持現

職人手去維持服務，同事無需放無薪假，而

財政上仍錄得平衡。

不論是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還是

本地執法機構的數字均反映，新冠肺炎疫情

對毒品的供應鏈沒有絲毫負面影響，大麻更

成為本地新興毒品，吸毒仍見隱閉。面對疫

境，本會同事和會員會更努力去開拓及推動

服務，務求令毒品問題杜漸防微，市民可身

心健康。

祝福大家﹗

執行委員會主席

馮祥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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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

總幹事報告

新型冠狀肺炎環球肆虐，但卻無阻毒品的供

應與流通。不論是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

公室的最新年報數字，還是海關及警務處發

表的最新緝毒個案數字皆反映，毒品供應不

跌反升。加上在「新常態」下，不論老少每

天花在網絡世界的時間均較以往為多，如何

辨識和防範網上跟毒品相關的失實資訊、避

免墮下「暗網」陷阱購入毒品，及協助隱閉

吸毒者尋求協助脫離毒禍，也是疫境下的一

大挑戰。與此同時，為阻止病毒在社區散播，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日漸拉遠，停課、上課形

式由面授改為網課，以及避免人群在社區聚

集的種種措施，限制了傳統的校本及社區為

本的抗毒健康教育的開展，也影響我們的身

心健康。

為了突破疫情下的限制，鞏固和強化含抗毒

元素的健康教育活動，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的同工於 2020 年初疫情爆發時，已採取一

系列變陣安排，包括在停課初期推出不同的

網上抗毒健康教育教材，供全港學校免費採

用。當中的《「疫」境「智」強 — 健康生

活任務冊》更結合防疫訊息及生活貼士，鼓

勵家長與學生在家共學。疫情下，本會同工

亦努力學習及探索以網上視像軟件進行服務

的可能，及調整入校面授活動內容為網上活

動，並與服務資助機構香港公益金、保安局

禁毒處和禁毒基金商討後，陸續推出新變陣

服務。

藉利用視像軟件的互動功能，我們的健康教

育活動進一步增加了參與者自主思考及表達

EXECUTIVE DIRECTOR’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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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透過網上即場投票、開放結局選擇，

及留言版等功能，令參加者在活動中更能深

入思考與抗毒保護或風險因素相關的個人自

我形象、對應壓力、社交、家庭關係及校園

生活等因素。

疫情下的線上服務，也拓闊機會令我們接觸

更多在實體服務未必可以遇到的服務對象。

例如含正確用藥訊息的防疫手偶短片，配上

烏爾都語及印地語字幕，令更多非華語社群

明白箇中訊息，又可讓我們藉網上社交平台

接觸他們。線上家長講座及活動安排也突破

學校開放時間，令過去因工作或照顧責任而

未能抽空出席的家長可安在家參與。

以上種種，正是機構同工在首輪新冠肺炎疫

情下的實踐與學習，令我們更好的對應新常

態下的社會抗毒與健康需要，做好基層健康

的教育工作。

疫情發展至今未完，不論對機構的服務、財

政及運作帶來無可估計的挑戰，但也給予我

們機會，思考服務發展的方向可如何回應社

會在抗毒與健康推廣方面的需要，及連結不

同基金會進一步商討推行新服務的可能。

作為新任總幹事，我感謝上任總幹事袁巧仙

女士留下的重要資產，包括具不同專業背

景、經驗和能力的熱心同事，及服務發展的

根基。在執委會、會員和同事們上下一心，

及得到香港公益金的額外財政支援下，在

2019–2020 財政年度，我們既可維持原有人

手去維持服務，同時在財政上做到平衡，實

在感恩。

基層健康服務就是要對應未來可能發生的健

康威脅去逆轉思考。為對應最新吸毒趨勢、

社會精神健康每況愈下，及疫情的考驗，未

來機構服務會有兩大着眼點，一是加強與大

麻和電子煙相關的教育及專業培訓，第二是

推出新的服務網站及網上教育服務，以進一

步發展我們網上教育服務，更着力推動香港

人身心健康，遠離毒害。

期待過去在抗毒和健康教育路上與我們攜手

的各方夥伴，及我們未來遇到的新拍拍檔，

繼續與我們一路同行，為打造健康無毒社會

出力。

總幹事

黃子瑋



服務報告
SERVIC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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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REPORT

兒童及家庭服務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

服務需要
家庭是抗毒與促進健康生活模式不可或缺的

一環。建立良好密切的親子關係，各成員以

身作則帶動家庭實踐健康生活，是每個人都

可帶給全家的重要抗毒保護因素。

不過，家庭也可以衍生抗毒風險，尤其現今

不少家長渴望子女成材心切，抱有過高期望，

或未有留意子女性格和成長不同階段的需要

而用錯管教方式，帶來親子溝通的障礙。此

外，若家長不懂體察子女在不同年齡階段的

各種成長需要，未能拿捏與子女的相處之道，

就極有機會對子女帶來一定的壓力和創傷。

有不少研究發現，壓力與創傷正是吸食毒品

的風險因素。孩子在學業、社交和感情關係

上或面對各種挑戰與壓力，也會有負面情緒，

家庭能成為他們的避風港或是壓力煲，父母

絕對是有能力左右。

現時毒品種類五花八門，形態更是層出不窮

以吸引對毒品缺乏認識者的目光。大麻毒販

和拆家或會包裝毒品成巧克力、蛋糕和糖果

正是一例，麻痺大家的戒心，甚至受誘惑而

初嘗毒品。未成年人士是否懂得辨識和擁有

堅決的拒絕能力，家長能否辨識孩子面對的

風險及加以提醒，也是社會當前的需要。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爆發，全港學校停課，家

長也可能面對失業、放無薪假或要在家工作

的壓力，大家容易出現負面情緒，影響心理

健康甚或與家人的關係。面對「疫」境，協

助學童及家長建立正確價值觀，以正面態度

抗疫，成為新的服務需要。同時，鑑於疫情

持續不穩，為保護自己及他人，學童及家長

亦需認識與健康生活習慣相關的知識，做好

防疫措施，預防染疫。

幼兒透過手作活動， 學習健

康生活元素，建立健康無毒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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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兒童及家庭服務

服務目的
正如聯合國毒品及犯罪問題辦公室所提倡，

含抗毒元素的健康教育須從小開始，除了從

個人層面入手，也不能忽視家庭的介入工作。

在個人方面，本會期望（一）教導學生正確

的毒品知識（包括吸毒原因及禍害），釐清

其對毒品的誤解；（二）培養學生建立正確

價值觀及態度，確立遠離毒品的決心；以及

（三）強化學生拒絕毒品引誘的技巧和能力。

在家庭方面，本會則着重以親職技巧結合抗

毒知識的家長教育服務，期望（一）教授家

長正向溝通技巧，提升親子關係；（二）增

強家長對子女問題行為的接納度，學習以積

極正確的方法陪伴子女面對成長挑戰。

服務元素
獲香港公益金及香港保安局禁毒處的支持，

本會於本年度繼續為學童及家庭提供一系列

免費抗毒教育服務，以助他們建立正確價值

觀及認識正確的毒品知識，加強他們的抗毒

能力。

回應成長挑戰    鞏固抗毒決心

為孩子建立正確價值觀，他們在遇到困難時

就會以不傷害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處理和面

對，也會懂得適時求助，加上對毒品有基本

認識，更增加他們遠離毒品陷阱的能力。有

見及此，本會因應學童各個成長階段的需要

及潛在挑戰，設計不同主題的抗毒教育服務

內容，包括（初小）情緒管理、誠信；（高

小）朋輩影響、欺凌、自我認識、壓力處理、

學童以藝術創作的方式，構造他們的理想生

活，遠離毒品，活出健康精彩人生。

透過拼圖遊戲，帶領學童認識毒品禍害，

從而減低吸毒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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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等，以助學童建立正確價值觀、認清毒

品的禍害，增強他們作出正確判斷和選擇的

能力，並鼓勵他們運用拒絕技巧，堅決拒絕

毒品及不良行為的引誘。

家長的支持及接納對學童成長非常重要。就

此，本會向家長提供結合親職技巧的抗毒教

育服務，讓家長既學習到毒品辨識的知識，

同時明白子女的成長需要及掌握正向的溝通

技巧，促進良好親子關係的建立，強化家庭

保護功能，使學童能健康成長，遠離毒害。

多元教學手法    深化學習成效

跨越學習程度差異與語言限制，本會運用手

偶故事劇場、情境討論、偵探遊戲、攤位遊

戲及填色比賽與標語創作等，藉此讓不同年

級的學童掌握活動內容，同時增加他們的學

習動機，有機會發表自己所想，加強他們的

學習經歷，埋下抗毒健康種籽於他們心中。

家庭服務方面，除了題目切入家長管教處場

而深入淺出的家長講座外，本會亦舉辦不同

的親子活動，透過集體遊戲或親子藝術創作，

讓家長與孩子寓學習於娛樂，認識抗毒資訊

的同時，又享受遊戲的樂趣，促進親子溝通，

增強家庭抗毒效能。

嶄新服務模式    抗毒同時抗疫

受新冠肺炎影響，本會的到校服務受到前所

未有的挑戰。為照顧學童及家長在停課期間

的需要，本會積極拓展新的服務模式，特意

設計一系列以抗毒及建立健康生活習慣為題

家長從講座中認識幼童成長心理需要，

從中學習如何避免孩子陷入濫藥危機。透過親子遊戲活動，加強家庭凝聚力，

減低濫藥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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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兒童及家庭服務

的網上教材及活動，包括《「疫」境「智」

強 — 健康生活任務冊》、手偶劇《藍藍劇場

之抗疫篇》、《抗毒小冊子》、網上抗毒健

康教育活動（實時講座、創作設計比賽、電

子易拉架）等，讓學童及家長能輕鬆愉快地

在家學習抗毒和防疫的知識，提升他們抗毒

抗疫的能力，共建無毒健康生活。

服務成效
服務活動內容深得學校老師、學生及家長的

欣賞。逾九成參與活動後問卷評估的受訪教

師及社工表示，學生、家長及親子活動能增

加學生對毒品和吸毒禍害的基本認識，以及

教導學生拒絕毒品的技巧和如何抗拒朋輩的

引誘。

合作夥伴 / 服務使用者迴響
講員講解清晰和生動有趣，主題使用遊

戲貫穿貼合同學學習程度。”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活動負責人

講者表達手法能吸引學生投入活動及吸

收知識。”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活動負責人

講者在帶領活動時，令家長及學生非常

投入，亦明白毒品的禍害。”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活動負責人
 

活動有助我認識拒絕毒品的技巧。”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的小三學生

講者教的內容很充足，課堂十分有趣。”

天主教領島小學的小六學生

“
“
“
“
“

透過情緒扮演活動，讓幼兒

覺察自己的情緒，以正面態

度迎接困難。

透過攤位活動，加強學童的抗壓技巧，

從而減低吸毒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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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及社區服務

YOUTH AND 
COMMUNITY SERVICE

服務需要
面對疫情及社會發展轉變，對大家的適應力、

抗逆力、加強與身邊人連繫，以至如常地享

有家庭、學校生活及個人生活而言，也帶來

不同的考驗。同時在新常態下，社區人士包

括青年在內也發揮不同的強項和能力，例如

青年人「快上手」的優點，令他們停課時也

可在家活學活用線上軟件學習，甚至善用社

交網絡主動與學校、家長和朋友溝通，去突

破環境限制。

大家都努力與危機共存，但市民在精神健康

上有極大需要。生活失去方向，情感未有被

適當梳理，加上網絡世界接觸越趨頻繁，錯

誤資訊的傳遞與辨識也是挑戰，幾方面的結

合下，有機會令人為應付眼前的困境而作出

未必恰當的嘗試。情緒低落、壓力與尋求快

感正是保安局禁毒處中央檔案室被呈報年輕

吸毒人士的其中兩大主原因。

在疫症期間，社區持份者於網上有機會面對

未經證實的所謂健康資訊，有需要疏解及應

對坊間的健康資訊謬誤；與此同時，服務使

用者也有需要自我情緒覺察，掌握方法去紓

緩與關顧自己的精神健康，從而避免訴諸於

例如吸食毒品的不適當方式去面對困境。

疫症期間青年及成年人長時間留在家中，彼

此相處時間增加，亦可能因此而衍生相處的

磨擦或困擾。如何促進青年人建立自愛、自

我接納和自信的價值觀，配合個人發展階段

狀況的預防教育，在此劇顯得格外重要。

期望青年人及社區人士具批判性思考的同

時，若大家具意識提醒自己及他人以客觀、

沉穩及具耐性的態度，去了解和探討所遇到

的情況，建立健康意識，彼此的保護因素便

會互為影響，形成一層保護網。

同學在挑戰繩網陣時，互相

鼓勵幫忙，齊上齊落一同成

功達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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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青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目的
對應青年不同範疇的成長需要提供服務，從

而創建及鞏固其成長目標及方向，並避免他

們訴諸傷害自己或他人的方法面對困境。同

時加強社區人士的健康意識，建構保護因素

並互為影響，為社區形成一層抗毒的健康保

護網。

服務元素

要提升青年的抗毒能力與關顧自己健康的意

識，除了需要傳遞正確的藥物與健康資訊外，

令他們獲得正面的成長經驗，亦是加強他們

保護因素不可或缺的部分，促使他們面對挑

戰或困難時有適當的抗逆力，及向信任的對

象求助，從而避免以不適當的方法處理。故

此本會致力透過講座、工作坊、歷奇或義工

服務等多元化形式的活動及計劃項目，為青

年提供更多學校課堂以外的機會，更全面地

探索自我、發掘所長及建立目標。

然而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實體服務受阻，

在生活環境與服務條件的轉變下，當前的服

務重心亦需要調整。本會變陣使用線上軟件

提供服務，嘗試更多從網絡平台上着手。

2020 年首季是疫症爆發初期，本會隨即就固

有的中學抗毒教育活動，製作網上教學版本，

以應付停課下的網上學習需要。我們希望，

一眾領袖生寫下各自心目中的使命和自我期

望，希望來年互相督促和扶持對方。
歷奇導師透過向同學教授攀爬的要訣和心

態，加強他們挑戰高空繩網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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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活動形式受制於網絡，亦保持與服務使

用者互動學習和交流。為盡可能達致現場活

動的互動效果，本會同工掌握不同線上教學

軟件及工具的應用，透過即時聊天室、投票、

字雲等功能，提高服務使用者在活動中的投

入度。此外，本會新增一系列以推廣抗毒訊

息為主題的創作比賽，供學校自由參與。豐

富青少年在家學習的元素之餘，鼓勵家長在

家進行抗毒教育。

抗毒教育的需要，並未隨疫症爆發、停課安

排或社交距離要求而減少。反之，新的生活

習慣和社會環境帶來新的挑戰，未來社會大

眾對網上抗毒教育的發展仍可能有一定程度

的需要。面對接踵而來的挑戰，本會將與時

俱進，致力建構健康社區。

服務成效

在 2019–2020 財政年度期間，本會共與 14

間中學合作伙伴，協力舉辦由保安局禁毒處

所委託含測檢元素之「健康校園計劃」，當

中合共 19 項計劃項目 ( 抗毒或測檢部分 )。

縱受疫症影響，本會感謝各合作伙伴，一同

堅持及考慮以不同可行的方式，去探討為服

務使用者提供服務的可能。期望在保障各持

份者的健康作為前提下，盡可能減少疫症的

影響。

同學在乘風航導師的指導和鼓勵下，合力完成

一個又一個挑戰。 在密鑼緊鼓的教育日程中，讓老師們透過教師

減壓工作坊，學習不同媒介去疏理壓力，放鬆

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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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青年及社區服務

本會於 2019–2020 財政年度所推行之健康

校園計劃，共提供 124 節服務，服務不少於

3,789 人次。透過與校方分析學生在社會大

時勢及吸毒趨勢下的需要，本會同工以多元

化形式及具彈性的安排提供介入服務，包括

職業導向培訓、義務工作參與，針對個人對

社會發展引發的內在情感和情緒需要所舉辧

的法律責任及情緒健康管理工作坊等，從而

回應青年的成長需要。

本會同時受保安局禁毒處委託，與灣仔區民

政事務署、九龍城區民政事務署協力，為灣

仔區及九龍城區的社區持份者，推行「提升

社區禁毒意識計劃」。活動內容包括為社區

持份者提供禁毒教育講座、大廈外展工作等，

期望透過服務加強服務使用者的健康意識。

為加強社區持份者的社區網絡連結及參與，

本會與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合作，為大專生 ( 香

港大學護理學學士一年級生 ) 提供「社區健

康服務體驗計劃」的培訓工作坊，由本會社

工同工深入淺出，從認知至實務操作，與大

專生攜手探討與歸納健康知識，並以大專生

主導及設計的活動，將健康信息帶入社區與

校園，提供平台予參與同學實踐學科專業，

及思後背後的人本服務理念。

合作夥伴 / 服務使用者迴響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是本校過往三年推

行『健康校園計劃』的良好夥伴。機構

於校園推行測檢工作，安排妥善流暢。

專責社工亦配合學校需要，靈活地推行

多元化的校本的健康教育活動。”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黃劍華副校長

感謝貴機構能夠因應群育學校學生的特

性和需要，度身訂造合適的活動。”

一位學校社工對到校活動的評價

 

每項活動都能夠帶出正面的訊息，活動

能切合學生的需要，可見是經過精心的

安排！”

一位學校班主任對到校活動的評價

 

健康校園計劃的活動可以令我了解健康

生活的模式，也可以認識與毒品罪行有

關的法律知識。”

一位參與健康校園活動的中四學生

這個活動讓我提高了對網絡危機的警 

覺性。”

一他活動相關的參與者回饋

可以學習更多領袖的特質。”

其他活動相關的參與者回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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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服務大使的成員正

在向身邊的少數族裔和

新來港小朋友分享寫揮

春的技巧和心得。

同學正在合力地運用

手上的膠棒組成一條

穩固的通道，並透過此

通道把球傳送至目的

地以完成該任務。

同學二人一組挑戰高

空繩網，透過互相扶持

和 合 作， 一 同 迎 難 而

上，向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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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特殊教育服務

特殊教育服務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

服務目的
藉提供專門設計的禁毒教育和生活技能訓練

活動，強化 SEN 人士的個人抗毒能力，鼓勵

他們建立正面社交，和加強他們的家庭保護

因素，減低他們的吸毒危機。

服務需要
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人士面對的吸毒危機

不會較其他人低，他們個人特徵或令他們自

我概念模糊、自信心低落，社交方面遇到較

大挑戰。升學之路崎嶇也令他們較早離校投

身社會，從事較單調及重覆性高的工作。可

見他們在抗毒方面處於不利處境。與此同時， 

家長在照顧 SEN 學童面對極大壓力，若對

SEN 認識不足，更會令他們在親職上倍感困

難，影響親子關係，甚至削弱家庭在抗毒方

面的保護功能。SEN 人士及他們家庭面對社

會負面標籤、支援不足等和缺乏認識藥物途

徑，也增加他們在濫藥方面的脆弱性。

現時學校提供的抗毒教育，主要是在正規課

程 ( 如小學常識科或中學綜合人文學科 ) 加

入抗毒教育內容，再配合班際、級際或全校

式抗毒教育活動。該些介入設計，主要以一

般學生為對象，少有考慮到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學童的特質。

新冠肺炎疫情令 SEN 學童及其家長的生活充

滿挑戰，包括如何提升 SEN 人士衛生防疫意

識，和令他們建立防疫衛生習慣。停課期間

SEN 學童缺少與同輩相處機會，長時間留家

也令家長育兒壓力上升。

透過偵探活動，一方面提昇

SEN 學童的學習動機，一方

面增加他們對毒品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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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元素

生活技能為本的抗毒教育

基本認識毒品和毒品禍害以外，在 SEN 人士

的禁毒教育中，本會着眼於建立當事人在日

常生活中對毒品風險的敏銳度，和保護自己

及保持身心健康的能力，內容方面，我們透

過重複練習及多元化訓練， 令參與的 SEN

學員掌握建立正面形象、交友和溝通、面對

情緒和減壓、理財等可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的技能，和認識常見毒品和相關禍害，加強

他們面對此刻和未來各種環境的適應力和信

心，減低出現高危行為的機會。

同步加強家庭的抗毒保護能力 

家長是家庭能否發揮抗毒保護能力的重要支

柱，但 SEN 子女的家庭照顧者卻面對極大身

心壓力。有見及此，本會以 ICAN 實踐心理

學為理論基礎，為育有 SEN 子女的家長舉辦

講座，內容涵蓋照顧 SEN 子女的技巧，同時

教導家長以正向方式應對 SEN 孩子的成長挑

戰，抒緩親職壓力。

家庭親子和睦關係是家庭抗毒的重要條件，

故本會亦特意舉辦親子活動，透過遊戲鼓勵

家長與孩子之間締造親密關係，借助和諧的

活動氣氛，提高親子間的感情交流，並為參

與活動家庭提供雙向溝通機會。

部分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因其特性，較難透過

語言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想法。為促進親子溝

通，本會以表達藝術為媒介， 舉辦親子小組，

藉小組藝術活動，鼓勵參與的親子表達自己

的感受和想法，令家長藉親子藝術作品加深

了解子女，明白子女所需。活動成效證明表

達藝術有助突破語言限制，促進正面親子關

係和家庭的抗毒能力。

透過手偶方式，讓 SEN 學童更易

理解抗毒知識。

SEN 學童有時候難以用言語傳達他們

所需，透過面譜創作，讓他們更易表

達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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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特殊教育服務

加強離校 SEN 人士進入職場的抗毒準備                   

SEN 畢業生踏入職場時會面對很多轉變，包

括尤其在工作壓力和在職場建立社會及面對

朋輩影響的適應，也有機會遇到吸毒誘惑及

風險。有見及此，本會為 15 歲或以上非於

中、小及特殊學校的 SEN 學員，如展亮技能

發展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庇護工場、

輔助宿舍等進行以職場為處境而設計的禁毒

教育講座，參加者一方面可預先對職場有基

本概念，另一方面可於此群組公開就業前加

強其抗毒能力。

適時回應疫情下的需要                    

面對 2020 年初發生突如其來的疫情， 大部

分 SEN 學童的服務和訓練也因停課而未能安

排。本會同工考處到學童在家中的處境和需

要，以到校活動為藍本，調整內容設計，並

利用視像軟件推行適切 SEN 人士及家長的

網上禁毒教育活動。得到保安局禁毒處的同

意和支持下，自 2020 年 4 月本會開始服務

變陣，內容亦同時加入防疫元素，並刻意安

排親子伴讀環節，家長參考同工講故事的技

巧，在停課期間仍可增進親子交流，藉此照

顧 SEN 家庭所需。

服務成效
本會面對社會變化，部分服務由以往的到校

方式轉換成網上活動。服務人次雖被疫情及

停課所限制，但仍達 919 人次。

SEN 學童主導攤位遊戲，向公眾宣揚

健康無毒的生活知識。

透過角色扮演，巧用拒絕技巧堅拒

他人的毒品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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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集體活動，讓 SEN 學童學習與他

人相處，建立良好的人際網絡，是抗

毒的關鍵因素之一。

以 表 達 藝 術 治 療 的 手 法， 幫 助

SEN 學童透過非言語表達他們的

想法。

整體服務成效方面，介乎 7 成至 100% 合作

的學校老師和社工認為，活動達到預期成效，

亦值得推廣予其他任教或服務 SEN 學童及家

長的教師和家長。

前測及後測問卷數據亦反映，星級成長路 II

中的健樂大使小組，在提升參與小組的 SEN

學童的毒品知識、對毒品的拒絕態度及處理

毒品問題的技巧三大方面，都有正面變化。

合作夥伴 / 服務使用者迴響

組員在小組前後有明顯進步，組員間有  

更多互動，認識了更多的朋友，而他們

對小組內容都有一定認識。”

參與學校老師回饋

我十分享受小組時間，也學習到很多，

希望能再有參與的機會。”

參與學生回饋

講者盡力解答我們的問題，以專業的角

度為我們分析孩子的行為。”

參與家長回饋

 

很少時間有一個時間與子女相處，謝謝

貴會給予我這個機會。”

 參與家長回饋

“

“

“

“



26

服務報告︱非華語服務

非華語服務

NON-CHINESE 
SPEAKING SERVICE

服務需要

基於語言障礙及文化差異，部分本地非華裔

人士難以適應香港的生活，或甚至受到歧視，

承受一定的壓力，情緒受困及產生挫敗感。

再者，礙於資訊不流通，以及受到傳統宗教

文化影響，非華裔人士對毒品的認知未必與

主流社會所介定的一樣，令他們誤用被社會

介定為毒品的物質去解悶或減壓。然而，具

文化敏銳度的禁毒資源有限，以致非華裔人

士對毒品認知匱乏。與此同時，非華裔青年

也與時下青年一樣，或會為了獲取他人認同，

受朋輩唆使而誤入歧途。

家庭本來是對抗吸毒風險的重要支柱，背後

涉及家長的管教和對毒品資訊的認識。但是，

教育程度與語言障礙卻限制了部分非華裔家

長的發揮，以辨識子女需要及懂得在適時尋

求適切協助。

由此可見，學校及社區為本的禁毒教育，實

在有需要儘快擴展至非華裔家庭，藉從小培

養健康生活習慣，學習情緒管理及應對朋輩

誘惑，同時建立更強的社會支援網絡，從而

強化他們的保護因素和抗毒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本港非華裔人士更需要

中文以外的準確防疫衞生資訊和建議，以免

令他們因為語言障礙而受到更大的健康威

脅。非華裔人士與主流人口一樣，也會因長

時間留在家中抗疫而缺少與朋輩相處的空

間，甚至出現情緒困擾。

學生參觀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從抗

毒資訊展覽及互動影院的體驗活動

中，明白拒絕毒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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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的
在香港公益金及禁毒基金的贊助下，本會推

行含抗毒元素的非華語健康教育服務，向少

數族裔提供具文化敏銳度的健康資訊，並配

合他們防疫需要，鼓勵他們在疫境中留意自

己的身心狀況，建立健康生活習慣。

服務也因應少數族裔人士的文化特徵，設計

切合青少年成長需要的禁毒教育活動，從而

提高非華裔青少年、家庭及社區人士的抗毒

及健康意識，強化社會對非華裔人士的支援

網絡。

服務元素
多元活動媒介

本會透過互動體驗學習活動，設計偵探遊戲、

角色扮演、攤位遊戲、個案分享及情景討論

環節，提高非華裔學生的解難能力及抗毒意

識，加強他們的情緒管理技巧及社交能力，

從而建立健康生活習慣。非華裔學生亦與本

地生合作，參與表達藝術創作，互相交流，

從而建立正面的朋輩支援力量，促進種族 

共融。

開放討論成長挑戰與困惑

本會非華語服務包括青少年成長相關的議

題，如吸煙、濫用酒精、自我形象、朋輩影

響、情緒管理等，也觸及非華裔人士在社會

融合方面的可能挑戰，藉打破語言及文化隔

膜的開放討論與互動，增加非華裔青少年的

敏銳度，避免因朋輩影響及社會適應的壓力

而誤墮毒品陷阱。

與家庭及社區攜手抗毒

除學生外，本會亦為非華裔家長、任教非華

裔學生的教師及社區人士提供英語禁毒教育

同工於講座中向非華裔家長講解自

閉症學童的需要，並了解家庭在禁

毒教育的角色。

學生踴躍參與具文化敏銳度的攤位 

遊戲，寓學習於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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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活動結合親子元素，並善用遊戲及藝

術創作等形式，促進親子溝通及情感交流，

建立和諧家庭及親子關係，加強青少年遠離

毒品的保護因素。同時，本會致力促進跨界

別合作，與少數族裔機構合辦禁毒及健康信

息推廣活動，建立無毒家庭及社區文化，強

化社會對非華裔人士的支援網絡。

為了預防病毒感染，在家培養健康生活習慣

及防疫意識相當重要。因此本會為非華裔學

生設計網上學習資源，例如抗毒健康生活資

訊站、填色及標語設計比賽等，讓同學不受

地域限制，在家也可學習健康生活元素，向

煙酒毒說不。本會亦製作健康生活短片，透

過手偶故事，讓非華裔家長和學生認識正確

用藥及預防疾病的重要性，學習樂觀面對

「疫」境。短片配上中文、英文、烏爾都語

和印地語字幕，切合非華裔人士的語言需要。

服務成效
本會非華語服務成效顯著，深得合作夥伴的

欣賞。超過八成參與學生認同禁毒及健康講

座有助他們學會向毒品說不及明白吸毒的壞

處。學校老師回饋正面，所有受訪老師認同

服務能有助學生學習吸毒的禍害及拒絕技

巧，從而提高學生對毒品的警覺性。活動亦

以輕鬆有趣的手法，增加講員與學生之間的

互動，提高非華裔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非華裔學生眼明手快，圈出減壓好方法， 

向毒品說不。
透過有趣互動的偵探活動，帶出大麻的禍害。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週年報告 2019–2020

29

透過參與嘉年華迷宮遊戲，讓少數族裔學生認

識拒絕毒品的技巧。 學生踴躍參與緊張刺激的問答比賽，

合力拆解吸毒謬誤。

讓他們樂在其中。透過配合非華裔人士的文

化特徵及成長需要，複雜的毒品資訊變得簡

單易明，使他們更容易掌握課題，從而加深

其對毒品禍害的印象及理解，並將所學的健

康知識於日常生活中實踐。此外，活動讓非

華裔家長明白他們在禁毒教育中所擔當的角

色，學習向子女灌輸正確的價值觀。良好的

親子關係是抗毒路上的關鍵保護因素。

合作夥伴 / 服務使用者迴響
Good to have interactive games like Kahoot.

（欣賞於講座中加入Kahoot 等互動遊戲。）”

南島中學的老師對到校活動的評價

“

The teacher was really nice in explaining. I learnt 
a lot about the usage of cannabis. 

（講者講解非常精彩，讓我學習很多關於大麻

的資訊。）”

一位學生對到校活動的評價

Thank you for this knowledge and learning about 
love, sex and drugs.

（謝謝你們的教導，讓我了解毒品與性教育方

面的知識。）”

一位學生對到校活動的評價

The programme is really fun. I am really happ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drugs.

（活動十分有趣，我享受學習毒品相關的知

識。）”

一位學生對到校活動的評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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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裔學生向本會同工

送上感謝卡，以答謝同

工們的悉心教導，讓他

們獲益良多。

學生戴上毒品眼鏡完成任務，

模擬吸食大麻帶來空間感扭

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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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訓

PROFESSIONAL
TRAINING

服務需要
吸毒問題成因複雜，在預防、戒毒康復及治

療服務上，需要匯集跨專業同工交流服務中

的實踐智慧、知識和經驗。在禁毒基金的支

持下，本會於本年度推動兩項專業培訓項目，

分別是「識彩同行 — 專業培訓計劃」和「家

全之寶 — 專業培訓計劃」。

鑑於近年性小眾濫藥者的人數增多，本會開

展「識彩同行 — 專業培訓計劃」，期望提升

業界同工對性小眾群組的敏銳度，避免產生

謬誤，藉此令性小眾濫藥者更願意接觸及接

受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此外，本會推展「家全之寶 — 專業培訓計

劃」，透過邀請多位業界同工和過來人分享，

以及舉辦參觀活動，令有機會接觸吸毒父母

的不同專業人士，能更立體地認識和了解吸

毒家長的處境，從而鼓勵、吸引和連結隱閉

個案接受復康服務和支援。

新冠肺炎令在家工作和網上學習成為新常

態。有見及此，本會在禁毒基金的支持下，

把面授培訓改以網上形式進行，並利用網上

視像平台的互動功能，配合參加者預先獲得

的培訓材料包，提升其參與度，促進參加者

之間的交流互動。

服務目的
本會推動不同範疇的專業培訓項目，旨在提

供經驗分享平台，讓相關專業同工交流服務

心得，匯集服務智慧；同時為相關專業人員

提供培訓，加強他們辨識潛在吸毒者和介入

的技巧，增加處理複雜吸毒個案的能力，並

推動相關戒毒支援服務。培訓亦與大專院校

合作，旨在提升大專學生的抗毒意識，促進

他們支持及接納戒毒康復者。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社工陳盈

女士分享「生命連繫 – 與寶貝同行」親職

及社區為本支援計劃的主要元素，以及協

助有吸毒習慣的媽媽連繫「自己」、「他人」

及「社區」的心得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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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元素
本會的兩項專業培訓計劃十分多元化，活動

包括專題研討會、大專培訓工作坊、過來人

分享會、大專抗毒推廣活動和探訪社區或強

制戒毒康復設施或相關支援服務。計劃因應

新冠肺炎疫情而作出調節，部分面對面的專

業培訓項目改以網上形式進行，令專業交流

不致於因疫情關係而停擺。

大專工作方面，雖然因疫情關係，院校的課

程均改為網上授課，但本會與各合作的大專

院校協商，將原本的到校活動改以網上進行。

以早前舉辦的「表達藝術應用」線上工作坊

為例，本會會預先郵寄活動材料包予參加者，

讓他們可以在講者的帶領下，在家動手參與、

體驗和反思，以提升其學習動機、趣味和參

與度。

對講者和服務使用者而言，網上活動或會衍

生私隱問題。因此，本會採取了一系列應對

措施，以保障個人私隱。例如，服務使用者

在網上分享時可以化名代替真名、自由選擇

開啟視訊，或僅開啟音訊等。藉有關安排，

本會獲合作機構和服務使用者的支持，繼續

安排過來人分享，與一眾參加者分享心路歷

程和自身的期許。

服務成效
服務成果方面，本會本年度共舉辦了 13 節

專業培訓活動，當中包括 7 節專題研討會、

4 節大專培訓工作坊、1 節大專抗毒推廣活動

及 1 節過來人分享會，總招募人數為 579 人，

總出席人數為 458 人，出席率高達八成。

在服務成效方面，參加者對本會的專業培訓

項目有非常正面的評價。逾九成參加者認同

各項專業培訓活動有助加強他們對性小眾及

吸毒家長的認識和處理相關個案的技巧和 

知識。

明愛樂協會社工黎少媚女士從家庭介入角

度，分享如何強化家庭功能 ( 如：互累症治

療、創傷小組等 )，重新連繫吸毒人士及其

家人，以協助他們持守戒毒。

參加者分成小組，探討及交流新生

命的來臨對濫藥父母的「危」與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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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運用 Lego、modelling clay

和繪畫等表達藝術體驗活動，了解

濫藥媽媽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

瑪麗醫院精神科李芷琪醫生向參加者

分享性小眾濫藥者所面對的精神健康

問題，以及如何為他們進行精神科評

估及介入。

服務使用者評語

謝謝講者用心地講解作為前線社工如何

貼地地理解服務使用者的實際困難及作

出介入，了解多些男性性工作者面對的

困難。”

參與專題研討會的參加者

希望可將正確知識普及於社福界，esp. 

性小眾 HIV 人士有其獨特的服務需要，

不止於相關工作上的同工知道相關知

識，合作上會更切身地幫助到他們，可

減少他們因同工的不了解有猶豫求助，

以及避免他們遇到不快經歷。”

參與專題研討會的參加者

喺我響自資院校工作期間，搵到社區藥

物教育輔導會一齊合作學生發展嘅活

動。佢地嘅「識彩同行」專業培訓計劃，

讓學生同社會大眾以一個嶄新嘅角度關

心社會上一群被忽視嘅小眾，點樣去做

介入，同埋提供所需嘅輔導及治療。”

與本會合辦大專培訓工作坊的合作伙伴

“

“

“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show my 
appreciation for your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Drug Abusing Parents Sensitivity” 
Taster Workshop on Supporting Drug Abusing 
Parents through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for our 
students on 19 March 2020.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effort and flexibility on changing the 
format of delivery of the training online! You both 
prepared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heartfelt sharing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s in the topic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eeds of drug-abusing 
parents and the supporting services. I could see 
from the students’ reactions during the workshop 
and their feedback that they were engaged in 
and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training. I hope to 
collaborate with you and your organization in the 
future for mor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與本會合辦大專培訓工作坊的合作夥伴

“



香港彩虹社工幹事岑子杰先生，從政策

角度分享如何支援同志社群，得到性小

眾友善的戒毒康復服務。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社工黃彥彰先生分享

性小眾濫藥現況；總幹事何碧玉女士則

分享機構所提供的性小眾友善戒毒支援

服務。

本會前總幹事袁巧仙女士向關懷

愛滋輔導員鄺嘉賢女士致送感謝

狀，感謝她從心理輔導角度，分

析支援性小眾濫藥和愛滋病毒感

染者康復的進程及挑戰。

午夜藍項目幹事尹浩威先生

分享其前線工作經驗，讓參

加者認識如何從職業安全的

角度了解男性性工作者所面

對的濫藥處境及所需要的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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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康復支援服務

DRUG REHABILITATION 
SUPPORT SERVICE

服務目的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希望透過於戒毒復康界

中協助推動表達藝術治療服務的嘗試與發

展，令戒毒康復者能藉此獲得支援服務，減

低及預防重吸。同時本會亦希望透過表達藝

術的介入和運用，於社區舉辦活動，藉表達

藝術創作成品，減少社會大眾對戒毒康復者

的標籤，促進社會共融。

服務內容

為切合不同背景和年齡的吸毒者或濫藥人士

之需要， 香港的戒毒服務中心 / 機構 / 院舍

等均提供多種模式的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

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不但會隨着吸毒模式、新

興毒品而變化，其個人、家庭以及社會層面

吸毒風險因素強弱亦影響甚多。因此，戒毒

治療和康復服務模式和介入手法須不斷調整

和發展，以做到適時和適切。

近年大麻在香港快速流行，吸食對象趨向年

輕化，社會大眾對大麻充斥迷思，背後亦反

映了吸食者的生理、心理及社交需要。要有

效協助吸毒者或濫藥人士持續服康， 除協助

他們應付斷癮狀況外，也需透過社工、輔導

員及心理治療師的介入處理其心癮，從了解

到梳理他們背後的創傷、情感和認知，並鼓

勵正面行為，這樣更有助減低及預防重吸。

為配合戒毒康復服務的需要，社區藥物教育

輔導會近年推動在戒毒復康業界利用表達藝

術治療，為戒毒康復者提供心理社交健康的

支援服務。

工作員引導表達藝術及攝影

為本治療小組的組員以文字

表達過程中個人獲啟發的所

思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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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下，本機構於支援戒毒康復者的服

務上面對新挑戰。在服務發展上，同事提出

相應思考，包括 :

1. 如何協助戒毒康復者於疫情下仍能獲得心

理支援服務 ;

2. 如何把戒毒康復服務應用於網路平台上 ;

3. 與合作機構為戒毒康復者提供哪些有限度

的支援服務 ;

4. 除心理支援服務外，抗疫工作上可提供哪

些相應的支援。

服務元素
本機構近年承蒙禁毒基金的資助，延續「藝

述共融」計劃，為更多戒毒康復者提供不同

創意藝術治療的支援服務，內容主要包括為

戒毒康復者提供表達藝術治療及影像發聲為

本的介入小組，亦將舉辦不同社區街展活動、

大型作品展覽及分享會，為參與計劃小組的

組員建立分享平台，促使社區人士認識戒毒康

復者，透過欣賞藝術作品及迴響中，拆解社

會大眾對戒毒康復者的標籤，推動社會共融。

「藝述共融」計劃設有「表達藝術及攝影為

本治療小組」及「影像發聲充權小組」，以

表達藝術及影像發聲作為介入模式和手法，

以協助組員建立正面的自我認同，和提升他

們的自我能力感。

小組介入分為三個階段，首階段內容包括讓

組員從不同藝術創作中進行表達、以協助緩

減情緒和壓力、提昇個人的自我意識 ，並對

戒毒康復者的自身形象和論述開展檢視的空

間；第二階段透過接觸和學習攝影，讓組員

建立能力感，並透過相片和影像對個人內在

進行探索和表達，協助組員發掘內在資源；

第三階段讓組員透過相片影像和表達藝術創

作過程中作進一步表達 / 發聲，以協助組員

強化個人內在資源，建立支援網絡，並於過

程中重新塑造自我形象，建立正面的自我認

同，以及提升他們的自我能力感。

表達藝術及攝影為

本治療小組的組員

於戶外進行主題性

的探索攝影，把個

人所思所感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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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下，服務面對極大阻力，除本機

構和合作機構因社區感染狀況及限聚令下等

原因而須把服務延期或暫停外，亦考慮到服

務對象在家接受心理治療支援服務上的安全

和限制，以致未能把治療服務透過網路平台

進行，加上疫情的持續，計劃展覽活動及分

享會亦須延期進行。

面對疫境，本機構除定期與合作機構了解和

關心服務對象的情況外，亦把相應服務轉為

投放於抗疫支援上，為合作機構及戒毒康復

者提供日常抗疫物資的支援，促使戒毒康復

者能保持生理上的健康，同時亦有助緩減他

們應對疫情時四出找尋抗疫用品上所帶來的

經濟負擔、心理壓力和情緒。

與此同時，本會同事亦透過網上視訊平台，

跟業界同工及社工學生介紹表達藝術治療，

進行小體驗，及分享應用經驗，令他們認識

表達藝術治療。

服務成效
過去一年，「藝述共融 II」計劃為 3 間不同

的戒毒康復中心和院舍提供表達藝術治療及

影像發聲為本的介入小組，當中的小組成員

包括少數族裔及戒毒媽媽。

雖然小組各自受到社會運動或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導致小組課節的連續性及組員出席

率均受影響，但就小組完結後與組員的訪談

及問卷調查所收集的回饋，大部分組員均認

為小組對他們管理情緒方面有正面幫助，例

如有助他們專注、平靜心情、抒發內在情緒、

感到輕鬆自在。部分組員反映小組歷程令他

們提升自我形象、感到有能力建立自信、進

一步了解個人及別人的感受和想法、學習到

多方面思考，藉此更了解自己及理解他人。

我們相信這些改變均有助他們建立正面自我

認同和拆解負面論述，更積極面對生命。部

分組員更因為計劃，對藝術創作及攝影產生

興趣和學習動機。

工作員引導表達藝術及

攝影為本治療小組的組

員從創藝術創作及敍事

中發掘和鞏固自身的內

在資源，建立正面的自

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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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員引導表達藝術及

攝影為本治療小組的組

員從共同創作中回顧重

要人物對自己的支持與

鼓 勵， 讓 他 們 以 新 的

角度理解與人之間的關

係，肯定身邊人的關懷，

並疏理負面情緒，轉化

負 面 關 係 為 正 面 推 動

力。

工作員於最後一節影像發聲

充權小組安排了一場小的展

覽，並邀請機構同工出席作

欣賞和回饋，讓組員能分享

作品背後的深層意義和感受，

達至充權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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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PUBLICATIONS

保安局禁毒處委託

立下抗毒決心立下抗毒決心
活出精彩人生

活出精彩人生

「疫」境「智」強  
健康生活任務冊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ty Chest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ty Chest

《藍藍劇場之抗疫篇》手偶影片

簡介：藉學習熊仔博士示範的抗 

疫三式，增強學生及家長 

的衛生意識及正確用藥的 

概念，以持續實踐健康生 

活習慣。

對象：公眾人士

「疫」境「智」強— 健康生活任務冊

簡介：透過幫助任務冊主角「智強」完成九項任

務，學生可學習正確的個人衛生知識、認

識煙酒和毒品禍害，明白實踐健康生活習

慣的重要性。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索取途徑：經學校向本會申請

抗毒小冊子

簡介：透過拆解不同酒精及毒品的迷思，帶出正

確使用酒精的方法及吸毒的禍害，預防學

生墮入誤用或濫用陷阱。

對象：小三至小六學生

索取途徑：申請本會之網上抗毒健康教育學習 

活動

歡迎掃描二維碼 
瀏覽影片

(https://bit.ly/2Lorh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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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辨識小提示
Cues & Signs

藥物資訊
Drug Information

Ice 冰毒

Major effect: 
Hallucination, Impaired 
coordination, Reduced 
concentration, Impaired memory 
and Respiratory disease

濫用後果：
幻覺、協調障礙、集中力減弱、記憶力
及判斷力受損、呼吸系統疾病

濫用後果：
失眠、冰瘡、幻覺及
被迫害的感覺

Major effect: 
Insomnia, Skin sore, 
Hallucination and Feeling of persecution 

資料及相片來源 Sources: 
保安局禁毒處 Narcotics Division, HKSAR
Alcohol and Drug Foundation (Australia)

神志不清、目光呆滯
Unconscious and looking dull

鼻孔有白色粉末
Traces of white powder 
around the nose

步履不穩（大步或S步）
Walk unsteadily
重複無意識動作
Repeat unconscious movement

經常藏有來歷不明的粉狀物
質 / 藥水樽 /   特短飲管/ 插
有兩支飲管的飲品盒
Possession of strange powdery 
substance / medicine bottle / 
short straw with sealed ends / 
beverage carton with 2 straws 
attached

24小時求助熱線：
Helpline (24 hours)：
186 186

WhatsApp / 微信
98 186 186 (10am to 6pm)

禁毒電話及禁毒即時通訊諮詢服務
Anti-drug Enquiry and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Cannabis  大麻

Major effect: 
Hallucination, Impaired 
coordination, Reduced 
concentration, Impaired memory 
and Respiratory disease

濫用後果：
幻覺、協調障礙、集中力減弱、記憶力
及判斷力受損、呼吸系統疾病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用    分鐘

關顧自己嘅健康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CDAC)
地址 ：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地下7號單位
Address：Unit 7,G/F, The Center,  99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電話 Tel ： 2521 2880
網址 Website ： www.cdac.org.hk
電郵 Email ： enquiry@cdac.org.hk

九龍城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贊助 禁毒基金 鳴謝

「眾志成城」九龍城區提升社區禁毒意識
計劃 2018–2021 抗毒活動宣傳單張

簡介：透過於九龍城區內擺設教育街站以及於區

內的中小學派發教育宣傳單張，加强推廣

禁毒的意識和重要性

對象：九龍城區的公眾人士及中小學生

索取途徑：親臨本會於九龍城區擺設的街站（適

用於公眾人士）或致電本會索取作教

育用途（適用於學校團體 / 機構）

「藥物小精靈」 非華語健康教育活動 
漫畫書

簡介：漫畫書以 3 個生活化情景為小故事，讓親

子認識毒品禍害和吸毒背後的原因，包括

好奇心、朋輩影響及壓力，從而學習正確

處理情緒，拒絕毒品誘惑。

對象：小一至小二學生及家長

索取途徑：如有興趣取閱，可致電 2521 2880 向

本會同工查詢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機構服務單張

簡介：單張重點介紹本會的禁毒教育服務，提高

大眾對濫藥的關注，並了解毒品問題的求

助途徑。

對象：公眾人士

索取途徑：可於本會網站 www.cdac.org.hk 下載

或致電 2521 2880 向本會同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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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當年：首份機構簡介單張話當年：首份機構簡介單張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於 1985 年註冊成立，但其前身「輔導戒毒諮詢委員會」則早於

1981 年，由一班關心吸毒問題的教育界、社福界和法律界人士和團體所創立。附圖

是當年首份本會的簡介單張，當中的服務方向、目標與對象，奠定今天社區藥物教育

輔導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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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培訓及發展

員工培訓及發展
STAF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本會一直重視同工的培訓和發展，鼓勵及支

持同工參與培訓。基本能力方面，主題涵蓋

專業服務知識、服務促進、行政管理知識技

巧，和團隊建設與溝通，以對應社會需要和

發揮所長。

預防吸毒和抗毒教育亦要因時制宜，因應藥

物濫用新趨勢和疫情下的新常態，同工亦適

時報讀法律、心理和實務方面的培訓，和參

與服務分享會與不同專業範疇的同工交流經

驗，提升我們應對的知識與能力。

同工投入參與「課室管理及帶活動技巧工作

坊」，學習小組帶領技巧，並學以致用，因

應服務對象需要構思不同的應對方法。

同工到香港懲教博物館實地考

察，為策劃學生參觀活動做好

準備。

透過參與第二屆外展工作國際

研討會 2019「濫藥、隱青及特

色活動」，同工到訪青衛谷預

防犯罪教育中心實地考察，反

思如何利用體驗式活動增加學

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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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同工參與的培訓項目：

專業服務知識
Knowledge about 

professional service, 
82 , 46%

服務促進
Service 

advancement, 
71 , 40%

行政管理知識及技巧
Knowledge and skills 

about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16 , 9%

團體建立及溝通
Team building, 

10 , 5%

按本會同工出席人次劃分的培訓項目
Staff Training by Members of Attendees

總人次 Total Number of Attendees: 179

專業服務知識
Knowledge about 

professional service, 
285.90 , 51%

服務促進
Service 

advancement, 
208.54 , 37%

行政管理知識及技巧
Knowledge and skills 

about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59.00 , 11%

團體建立及溝通
Team building, 

7.00 , 1%

按本會同工參與時數劃分的培訓項目(小小時時)
Staff Training by Hours

總時數 Total Hours: 5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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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2019–2020 年度按服務對象劃分的服務場次統計
Number of Programmes Rendered in 2019–2020 by Service Targets

小學學生 (初小及高小)
Primary Students 

(Lower and Upper Form), 
492*, 60.07%

中學學生
Secordary Students, 

152*, 18.56%

大專學生
Tertiary 

Students, 
12*, 1.47%

高危青少年
Youth-at-risk, 

32, 3.91%

家長
Parents, 

17*, 2.08%

親子
Parent-child, 
26*, 3.17%

教師
Teachers, 
2, 0.24%

特殊教育需要人士
People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41, 5.01%
其他

(社工、從事禁毒和相關範疇工作的

人士、義工、幼兒及公眾) 
Others (Social Workers, Anti-drug 

and related Professions, 
Volunteers, Pre-school Children & 

General Public), 
45, 5.49%

2019-2020 年度按服務對象劃分的服務場次統計
Number of Programmes Rendered in 2019-2020 by Service Targets

總場次：819
Total Number of Programmes: 819

*英語服務場次：小學 (36)、中學 (24)、大專 (1)、家長 (1) 及親子 (4)。
*No. of English Programme: Primary Schools (36), Secondary Schools (24), Tertiary Schools (1), Parents (1) and Parent-child (4).

* 英語服務場次：小學 (36)、中學 (24)、大專 (1)、家長 (1) 及親子 (4)。

*No. of English Programme: Primary Schools (36), Secondary Schools (24), 

Tertiary Schools (1), Parents (1) and Parent-child (4).

總場次：819
Total Number of Programmes: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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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STATISTICS

初小學生
Lower Primary Students,

18,661 *, 21.13%

高小學生
Upper Primary Students, 

36,321 *, 41.13%

中學學生
Secordary Students, 

9,661 *, 10.94%

大專學生
Tertiary Students, 

511 *, 0.58%

高危青少年
Youth-at-risk, 
260 , 0.29%

家長
Parents, 

1,175 *, 1.33%

親子
Parent-child, 

1,725 *, 1.95%

教師
Teachers, 
52 , 0.06%

特殊教育需要人士
People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1,546 , 1.75%

其他

(社工、從事禁毒和相關範疇工作的

人士、義工、幼兒及公眾)
Others (Social Workers, Anti-drug 

and related Professions, 
Volunteers, Pre-school Children & 

General Public), 
18,387 , 20.82%

2019-2020 年度按服務對象劃分的服務人次統計
Number of Service Users in 2019-2020 by Service Targets

總人次：88299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88299

*英語服務場次：初小 (1985)、高小 (1427)、中學 (1743)、大專 (24)、家長 (19) 及親子 (200)。
*No. of English Programme: Lower Primary Students (1985), Upper Primary Students (1427), Secondary Students (1743), 

Tertiary Students (24), Parents (19) and Parent-child (200).

2019–2020 年度按服務對象劃分的服務人次統計
Number of Service Users in 2019 –2020 by Service Targets  

* 英語服務場次：初小 (1985)、高小 (1427)、中學 (1743)、大專 (24)、家長 (19) 及親子 (200)。

*No. of English Programme: Lower Primary Students (1985), Upper Primary  

Students (1427), Secondary Students (1743), Tertiary 

Students (24), Parents (19), and Parent-child (200).

總人次：88299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8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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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 已審核 )

財務報告
FINANCIAL REPORT

（已審核）

 (AU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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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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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鳴謝
ACKNOWLEDGEMENTS

本會衷心感謝各撥款機構、合作夥伴、業界專家、義工和機構對本會之資助、合作和支持。由

於篇幅有限，鳴謝名單未能盡錄，如有遺漏，謹此致歉。（按英文字母次序顯示）

機構及學校
Organisations and Institutions

關懷愛滋
AIDS Concern

浸信會永隆中學
Baptist Wing Lung Secondary School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Barnabas Charitable Service Association Limited

禁毒基金
Beat Drugs Fund

香港小童群益會
The 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佛教大雄中學
Buddhist Tai Hung College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C.C.C. Kei Heep Secondary School

明愛樂協會
Caritas Lok Heep Club 

明愛聖若瑟中學
Caritas St. Joseph Secondary School

華懋集團
Chinachem Group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CMA) 
Choi Cheung Kok Secondary School

才俊學校
Choi Jun School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Christian Alliance SW Chan Memorial 
College

香港基督教新生協會
Christian New Life Association Limited

花旗集團
Citi Hong Kong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
Community Health Organisation for 
Intervention, Care and Empowerment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粉嶺救恩書院
Fanling Kau Yan College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Fortress Hill 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
Ho Yu College and Primary School 
(Sponsored By Sik Sik Yuen)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
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Sane 
Centre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Hong Kong Lutheran Social Service - 
Lutheran Church-Hong Kong Synod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Drug 
InfoCentre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 Hong Kong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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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EMENTS

葵涌循道中學 
Kwai Chung Methodist College   

靈糧堂怡文中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Lingnan Dr. Chung Wing Kwong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九龍樂善堂
The Lok Sin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Kowloon

馬鞍山靈糧小學
Ma On Shan Ling Liang Primary School 

衞理中學
The Methodist Church HK Wesley College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The Methodist Lee Wai Lee College

午夜藍
Midnight Blue

保安局禁毒處
Narcotics Division, Security Bureau

黃廷方慈善基金
Ng Teng Fo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瑪麗醫院
Queen Mary Hospital

皇仁舊生會中學 
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利民會 
Richmond Fellowship of Hong Kong

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Society of Boys' Centre Hui Chung Sing 
Memorial School 

香港善導會
The Society of Social Rehabilitation and 
Crime Prevention, Hong Kong

聖雅各福群會
St. James' Settlement

個人
Individuals

陳盈女士
Ms. Chan Ying

蔡穎然小姐，表達藝術治療師
Miss Choy Wing Yin, Debbie, Expressive 
Arts Therapist

何碧玉女士
Ms. Ho, Shara

鄺嘉賢女士
Ms. Kwong, Colinette

黎少媚女士
Ms. Lai Siu Mei

李芷琪醫生
Dr. Lee Chi Kei

吳偉廉助理校長
Mr. Ng Wai-Lim, Assistant Principal

蘇瑞雯小姐，表達藝術治療師
Miss So Shui Man, Sandy, Expressive Arts 
Therapist

丁子高先生
Mr. Ting, Real

尹浩威先生
Mr. Wan Ho Wai

黃彥彰先生
Mr. Wong In Jiang

袁巧仙女士
Ms. Yuen How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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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同工名單

機構同工名單
LIST OF STAFF MEMBERS

職位 Post 學歷及專業資格 Qualification 

總幹事 Executive Director

黃子瑋先生 Mr. WONG Tsz Wai Keith
BSocSc in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ster of Social Work, RSW

計劃主任 Project In-charge

吳穎琛女士 Ms. NG Wing Sum Emily
BA (Hons) in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MSc in Psychology of Mental Health

潘嘉誠先生 Mr. POON Ka Shing BA (Hons) in Social Work, RSW

黃穎琪女士 Ms. WONG Wing Ki BSc in Public Health

徐霆佳先生 Mr. ZEE Ting Kai Terrence
BA (Hons) in Social Work, RSW
MExpArtsTH, HKU, AThR 

註冊社工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李浩然先生 Mr. LEE Ho Yin BSSc (Hons), RSW

馬沛康先生 Mr. MA Pui Hong BSSc (Hons), RSW

翁樂秀女士 Ms. YUNG Lok Sau BSSc (Hons), RSW

教育主任 Education Officer

陳倩怡女士 Ms. CHAN Sin Yi
BSocSc (Hons) in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Criminology Stream)

趙倬翎女士 Ms. CHIU Cheuk Ning BSocSc (Hons) in Psychology

梁煒倩女士 Ms. LEUNG Wai Sin BA (Hons) in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柯浩源先生 Mr. OR Ho Yuen BSocSc (Hons) in Sociology

鄧寶欣女士 Ms. TANG Po Yan BA (Hons) in Language Studies

黃嘉霖女士 Ms. WONG Ka Lam BSocSc (Hons) in Psychology

行政主任 Administration Officer

區滂先生 Mr. OU Pang
BA in English
MA in Communication & New Media (Dist)

會計文員 Account Clerk

尤麗珠女士 Ms. YAU Lai Chu Diploma in Business Studies

 全職員工截至2020年10月31日。Full-time staff as at 31st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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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招募
VOLUNTEER RECRUITMENT

保護孩子遠離毒品，我們需要你。
立即加入成為義工 !

Come and Join Us! 
Support Drug-free Community.

義工人數

（包括學生、家長及公眾﹚

102
義工服務時數

426.3
義工受惠人次 

11,464

過來人義工 

服務活動次數

5
過來人義工

服務時數 

5

* 有興趣的人士亦可瀏覽非牟利義工招募平台「社職」留意本會最新招募資訊

過來人義工

受惠人次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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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姓　 名 Name:

聯絡電話 Tel:

地　 址 Address:

捐款金額 Donation: 

捐款方法 Method of Donation:

閣下提供之資料謹作本會內部使用，如有任何查詢或欲更改閣下之個人資料，請致電 2521 2880。

All personal data are for CDAC’s internal use only. For any queries or chang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at 2521 2880.

捐款表格 Donation Form

（先生 Mr. / 女士 Ms.）

電  郵 Email:

HK$100 HK$300 HK$500

HK$1000 其他金額 Others: HK$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Cheque / bank draft (Payable to “Community Drug Advisory Council” )

直接存入戶口

支票號碼 Cheque No.:

銀行名稱 Bank Name:

匯豐銀行 HSBC: 567-637533-001

($100 或以上之捐款可憑正式收據申請免稅 )

(Donations of HK$100 or above are eligible for tax exemption.)

Direct pay-in to the bank account of “Community Drug Advisory Council” 

捐款
DONATIONS



DONATIONS

本會為香港公益金會員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機構會員及惠施網表列慈善機構。

A member agency of The Community Chest,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and  
a charity listed on WiseGiving.

Address 地    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地下 7 號單位

Unit 7, G/F, The Center,  

99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Telephone 電    話： 2521 2880 

Fax 傳    真： 2525 1317

E-mail 電    郵： enquiry@cdac.org.hk 

Website 網    址： http://www.cdac.org.hk

Facebook 專    頁： cdac1985



持守信念    結伴同行
Strive to be faithful in all circumstances

機構網頁
www.cdac.org.hk

機構Facebook
facebook.com/cdac1985 Copyright © 2020 CD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