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 ! 很感恩可以和大家分

享「巴拿巴」的家長服務 ! 現時

提供的家長服務主要有以下幾方

面：

(一)隱蔽吸毒者家人支援服務
　　在禁毒基金贊助之「轉捩點──針對隱蔽吸毒者及其家

人的識別及危機介入服務計劃」下，我們為已識別的隱蔽

吸毒者家人提供支援，包括以電話、面談及家訪等方式進

行輔導，舒緩家人的情緒壓力及促進家人對隱蔽吸毒者的

了解，以提升他們對隱蔽吸毒家人提供支援的能力。

　　通常我們會為這些家人給予至少6節的上述個案活動，其中有不少在得到關懷、指引和「同路

人」(來自另一個項目計劃之「家庭達人」──他們本身經歷過家人吸毒的風暴，成功地站起來並

接受了有關分享之培訓)的經驗分享同支持之後，知識增多了，方向清晰了，信心強化了，特別是

在面對因當事人吸毒而帶來之債務困擾和精神問題的處理上 ! 其中一位接受了這服務的母親表示 : 「我現在明白了如何有安全

距離地幫助我這個吸毒的女兒，亦不再害怕她債主的騷擾 ！」

捐助金額：

○HK$100　　○HK$300　　○HK$500　　○HK＿＿＿＿＿＿＿（其他金額）

捐助方法：

○現附上抬頭「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的劃線支票,，支票號碼：＿＿＿＿＿＿＿

○直接存入本機構的恒生銀行戶口296-9-057963，並連同銀行入數紀錄及此表格寄回本辦事處。

○網上捐款：請即登入http://www.barnabas.org.hk　　　→捐獻方法　　　→網上捐款

附註：□本人/團體欲取回捐款收據（凡捐款港幣一百元以上者，可獲發免稅收據）

聯絡人資料：

姓名（中）：＿＿＿＿＿＿＿＿＿＿＿＿＿＿＿（英）：＿＿＿＿＿＿＿＿＿＿＿＿＿＿＿＿＿＿＿＿＿＿＿

所屬團體（如適用）：＿＿＿＿＿＿＿＿＿＿＿＿＿＿＿＿＿＿＿＿＿＿＿＿＿＿＿＿＿＿＿　性別：男／女

電話：＿＿＿＿＿＿＿＿＿（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

※請將此表格以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至本機構
□請將 貴機構資料以電郵代替郵寄予本人／本團體
□請停止郵寄或電郵 貴機構資料予本人／本團體

請以正楷填寫以下資料，並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本人願意成為「巴拿巴之友」，參與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義工服務；

□本人願意成為「同行者」，願意與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姊妹同行；

□本人/團體願意資助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營運費用：

路加福音 2:1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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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以基督的愛去協助

女性濫藥者
戒除毒癮、重建生命及家庭

 推動大眾，彼此關懷，
同心抗毒，見証主恩

回 應

電話：2640 1683　傳真：2640 0391　電郵：mos-office@barnabas.org.hk

地址：新界馬鞍山利安邨利華樓地下A及B翼　網址：www.barnabas.org.hk

由同工及畢業學員組成的「基督女精兵」於9月完成第一次短宣事奉。求主悅納並繼續帶領

各人的腳步。

24小時輪值的事奉不容易，機構仍然招聘社工、舍監及教師等職位，

部份崗位已公開招聘達一年，求主感動合適人選，參與福音戒毒的服侍 。

求主憐憫每一位在舍學員及她們的家人，叫各人經歷主的赦免和救贖，

學員可以戒除毒癮、重建生命 ;

求天國的福音可以廣傳、叫更多活在勞苦、傷痛中的生命得嚐主愛。

代禱事項

ADD-義工網絡計劃

家長服務分享

　　時間過得真係非常快！轉眼間，我們負責為期三年(11/2016– 

10/2019)的ADD-義工網絡計劃即將迎來尾聲。回想當初入職，真是神的

恩典。還記得當初看到招聘廣告時，心裡有陣熾熱，非常希望能有機會

於此服務。雖然，招聘廣告上所列的學歷及要求，我一樣也不符合，亦

從未接觸戒毒範疇；但工作內容卻與我工作經驗相符，就斗

膽一試，去電郵應聘。等了約一個月，心想應該沒機會了，

怎料就收到面試電話。面試後，本來又要等一個月才有通知

(我因一些原因不能等這麼久)，但神又回應我的禱告，第二

天就收到取錄電話！事後，我才知道原來之前有條件比我更

適合的應徵者，甚至有社工，但最後上司還是選了我。除了

是神的安排，我真的不知道還有甚麼可能讓一個沒有戒毒

工作經驗及條件不符的人擔任此職位！感謝神讓我能在

「巴拿巴」工作，透過工作見證生命的轉化。

　　說完了入職感恩的故事，來總結一下三年的得着。可

用數字計的是完成了九期義工培訓，與約十間機構合作，

認識了過百位義工，服務了過百名不同需要的服務使用

者。非數字可數算的是跟所有人建立的關係與累積的感

情，了解到各人的需要及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幫助。感謝

神讓我們在此相遇，讓我由是個「零」的人，變成恩典

滿滿！生命真的可以互相影響，哪怕我能做的只有那麼

一點，但你永遠不知道對接收的人帶來甚麼！請大家繼

續一起付出那一點吧！

錄影結束，來自不同年度

義工及導師
一同「開餐」，

並火速打成一片。

集合3年度ADD義工及

導師錄影回
顧短片現場。

(二) 家庭探訪日家庭講座
　　馬鞍山和南丫島的院舍於每月安排家庭探訪日，個案經理會邀請項目部的資深社工在家長講座中作主題分享，藉著這些講

座，支持和引導家人如何更好地成為姊妹的同行者，對姊妹的正面改變表達欣賞。當中亦有如上述「家庭達人」的義工分享，

帶出共鳴感──家人同行康復之路，並不孤單。

 (三) 家長課程
　　為進一步幫助宿舍姊妹家人更好地裝備自己，認識戒毒和康復的要素和挑戰，以及更健康地處理自己的情緒和定位，建立

信心發揮適當的角色，同戒毒康復之姊妹相處，我們提供六節的家長課程，每季一輪，內容包括：

　　以下是兩位參加完課程的家長心聲：「有了信心、有了路線，希望可繼續同類課程、分享！」；「好多未聽過的東西，好

豐富，多謝！」 

(四) 「凝聚力量」家長小組
　　完成六節家長課程的組員有後續活動：就是與導師

面談作分享後，可自願加入「凝聚力量」家長小組，與

其他組員繼續互相支持和學習。過去九個月，我們每個

月都有一個星期二晚家長相聚，牧靈部亦派出同工支

援，有詩歌，有遊戲，有主題分享(其中包括聖誕分享

會、學習九型人格與親子關係、認識十二步如何幫助人戒

癮、家長如何常常喜樂等)。衷心感謝牧靈部的支援！亦

很多謝位於油麻地的基督教福臨教會借出場地聚會，方便

了不少家長 ！

認識藥物和戒癮的過程(附戒毒康復者分享)第一節

改變之輪(一)：家人可以做甚麼 ? 第二節

改變之輪(二) ：家人可以做甚麼 ?第三節

家人情緒處理(附家長過來人分享)第四節

改善家庭溝通有辦法第五節

慎防互累症――建立健康家庭 第六節

「家庭達人」在社工安排下
向隱蔽吸毒者之家人
分享自身經歷，鼓勵其
勇敢和積極地面對

「凝聚力量」家長小組
第一次聚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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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很開心可以上這個手工藝
班，令我學懂了做手工唇膏，
皮革散紙包及手袋，這些都很
實用的。而且，老師亦很好，

每次都很有耐性，很友善地教導我們，希望會繼續有
這些興趣班上。

　　很開心可以上這個手工藝
班，令我學懂了做手工唇膏，
皮革散紙包及手袋，這些都很
實用的。而且，老師亦很好，

每次都很有耐性，很友善地教導我們，希望會繼續有
這些興趣班上。

　　手工藝班很新穎，尤其是用皮
革做材料，皮革散紙包既耐用又實
際。GOOD。

　　手工藝班很新穎，尤其是用皮
革做材料，皮革散紙包既耐用又實
際。GOOD。

　　上手工藝班很開心，老師耐心
教導，希望可以參與更多這類型的
興趣班。

　　上手工藝班很開心，老師耐心
教導，希望可以參與更多這類型的
興趣班。

　　感謝義務導師陳玉卿女士(NANCY)開辦手工藝班，帶領短期舍友製作不同的手工藝，如

蝶古巴拼貼相架、潤唇膏、環保盒、皮革用品等。舍友透過專注在手工藝創作，可以暫時放

下生活的煩惱，紓緩壓力，互相學習，有說有笑。在導師的鼓勵下，發揮自己的創意，一點

一滴地完成作品，從舍友的微笑中看見她們的滿足，提升自我價值。手工藝的製成品亦會成

為舍友送給家人的一份關心及感謝，建立舍友與家人愛的關係。

　　成長中難免遇到挫折，如這些經歷仍留在生命裏，會無形

地影響生活：貶低自我價值、阻礙人際關係發展等。毒品便成

為處理不良的情緒、迴避傷痛的工具。但吸毒會帶來新傷痕，

動搖戒毒者戒毒的信心。機構與明愛樂協會合作舉行「新心靈‧新生命」

小組，讓舍友認識創傷及以正面方法去處理創傷帶來的影響。

　　在第一階段小組中，讓舍友認識創傷的定義及創傷對大腦、情緒、人

際關係等影響，以增加她們對創傷與吸毒關係的理解及醒覺。感謝

舍友的信任及投入，繼續參加計劃的第二階段，在小組中分享經

歷，從中整理感受及發掘新的體會。

願舍友自身的優點及能力，

成為她們滋潤新生命成長的

養份。

手工藝班

「新心靈‧新生命」小組

　　有機會在「巴拿巴」分享手工藝創作，
是我人生的喜樂！
　　創意是每個人都擁有的，將喜歡的東西分
享給不同的人帶入社區，彼此認識傳遞美意，是一
幅美麗的圖畫，感恩上帝預備一班細心又富有創意的舍友！我們在
輕輕鬆鬆的手工班上，彼此分享學習，真的帶給我們歡欣快樂！

　　在舍這段時間其中的一個小組就是
手工藝班，開始的時候很開心，自己做
完的作品是屬於自己的，最初只感到喜
悅，但之後上堂漸漸感覺到放鬆、有滿足，更
加可以在過程中訓練到耐性，手眼協調和細心，感謝社工能找
到義工教導我們不單只是上手工藝班，另外，還能讓我們上了
人生中寶貴的一課。

手工藝班義務導師

陳玉卿女士
(NANCY)

舍友完成
的作品

舍友將
自己的資源及
進步寫在
「心上」

– ( 與明愛樂協會合作 ) 

透過圖片，反思自己的優點及限
制，並學習接納兩者同為自己生
命的一部分

　　「巴拿巴」給我的感覺好像另一個家，與
我以往在商界環境工作方式很不同，最初有點
怕自己不適應，但當我看到同工放假也會回宿
舍工作亦沒計較，而且她們很齊心，便開始適
應。回到宿舍總是熱熱鬧鬧。雖然總有困難的

時候，但很開心可以加入這個大家庭一同服侍，覺得自己仍有
不足，希望可以繼續學習增進自己，並與大家並肩作戰，更多
謝家人及兒子的支持，藉著「我們愛，因為神先愛」去

陪伴舍友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選擇放下心中的情緒，讓神帶領，可看到神出人意外的平安與
恩典，豐豐富富充滿在「巴拿巴」。

　　當我跌落在人生最低谷時，是上帝用祂無
限的慈愛挽救了我，不僅為我指明了一條光明
之路，而且讓我在祂的庇護下進入「巴拿
巴」：一個上帝提供的安全避難所。在這裡，
有許多天使般的同工們陪伴我一起生活、學

習。還有一直與我同行的主耶穌基督，在主耶穌的守護下我不
再失眠；在主耶穌的真理教導下，我找回了失去的自我價值，
同時重塑了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為自己確立了清晰的人生目標；在主耶穌
的恩典中，我重新得到了家人的愛與信任！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
自誇。」以弗所書  2:8-9

　　我是一個泰國人，過往我因吸毒而坐過好幾次監，每一次「出冊」後
也重吸。這次我再守感化時，我選擇入了福音戒毒機構 - 「巴拿巴」，最主
要是因為我的兒子信了主。當我開始決志去相信這位神。我便常常禱告，
將我所想所求的交托給神。
　　奇妙的事情就開始發生了，在過去我和兒子的關係很差，他差不多四

年時間裡都沒有叫我一聲“媽咪”。每一次我在宿舍和我兒子通電話時，他的反應是非常冷
淡，甚至會cut我線。但有一次當我和兒子通電話時，我跟他說聖經的經文或者講關於信仰
的問題，不知不覺間我可以和他通話的15分鍾裡都沒有「嗌交」和「發脾氣」，還會和他一起背誦主禱文，才結束電話。
　　最奇妙的一次，我聽到「仔仔」輕聲的叫了我一聲：“媽咪”，我感受到他原諒了我，我很感動和開心。所以我決定要捉
緊這位神，願意跟從 - 「祂」 直到永永遠遠。離舍後我會遵守靈修、祈禱及返教會，請以禱告支持我。

　　我在「巴拿巴」的日子已有差不多兩年時間了，記得由最初的渾渾噩
噩、漫無目標和方向，什麼事情都是隨隨便便過一天，直到現在選擇繼續
留舍讀書、立志要當一位社工，希望用自己過來人的經歷來幫助其他人，
現在有了穏定的生活規律、有健康的興趣。運動的習慣是時常提醒著自己
勿忘初心的動力。無論在改變還是在做運動過程中的堅持都很不容易，在
這我要謝謝身邊的天使們 : 「同工、社工、老師 - 謝謝你們伴我同行」。 

舍監愛華姑娘

與兒子合照

即使放工好累！

但仍然為著使命，

屬靈生命，好好裝
備！

難得親子
樂融融！

亞L的
生活

訓練乃是

成長的階梯！
同歡笑！同喜樂！

　　Hello！我是林管家，我入住了「巴拿巴」3
年，我是2016年9月1日入住南丫島住宿2年再
轉到馬鞍山中途宿舍到現在。我在南丫島學會
與其他舍友相處、種菜、中文打字等等⋯⋯。
　　我轉往馬鞍山中途宿舍也一年了，好開

心！可以認識「神」，令我可以自己獨立，認識新的朋友、姊
妹和弟兄社交圈子等等，令我可以看到很多新的事情，因為吸
毒眼界實在狹窄，「神」給了我一個新生命，能夠與家人重新
建立好的關係，AMEM！因著主愛的原因，我懂得去愛人及接納自己。哈利路亞！多謝
「神」的恩典和應許！

付出努力！
得到肯定和
欣賞！

「心延心」每月探
訪舍友 : 

為姊妹打氣! 加油
! 她們每次分享及

回頭堅固舍內的姊
妹! 為她們打氣 !

「話劇認真綵排中
」- 

為9月短宣作準備

包糭樂 – 義工

李太到舍教授姊妹
包糭！

樂也融融！

精兵隊長們前往澳
門

『基督教新生命團
契』

探路為短宣作預備
。

新生命團契之

“基督女精兵短宣
使命團隊”

 目的是為一班願
意接受一年培訓課

程，

有志為主傳福音及
委身服事的

姊妹提供訓練。

我們都是

基督女精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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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可以上這個手工藝
班，令我學懂了做手工唇膏，
皮革散紙包及手袋，這些都很
實用的。而且，老師亦很好，

每次都很有耐性，很友善地教導我們，希望會繼續有
這些興趣班上。

　　很開心可以上這個手工藝
班，令我學懂了做手工唇膏，
皮革散紙包及手袋，這些都很
實用的。而且，老師亦很好，

每次都很有耐性，很友善地教導我們，希望會繼續有
這些興趣班上。

　　手工藝班很新穎，尤其是用皮
革做材料，皮革散紙包既耐用又實
際。GOOD。

　　手工藝班很新穎，尤其是用皮
革做材料，皮革散紙包既耐用又實
際。GOOD。

　　上手工藝班很開心，老師耐心
教導，希望可以參與更多這類型的
興趣班。

　　上手工藝班很開心，老師耐心
教導，希望可以參與更多這類型的
興趣班。

　　感謝義務導師陳玉卿女士(NANCY)開辦手工藝班，帶領短期舍友製作不同的手工藝，如

蝶古巴拼貼相架、潤唇膏、環保盒、皮革用品等。舍友透過專注在手工藝創作，可以暫時放

下生活的煩惱，紓緩壓力，互相學習，有說有笑。在導師的鼓勵下，發揮自己的創意，一點

一滴地完成作品，從舍友的微笑中看見她們的滿足，提升自我價值。手工藝的製成品亦會成

為舍友送給家人的一份關心及感謝，建立舍友與家人愛的關係。

　　成長中難免遇到挫折，如這些經歷仍留在生命裏，會無形

地影響生活：貶低自我價值、阻礙人際關係發展等。毒品便成

為處理不良的情緒、迴避傷痛的工具。但吸毒會帶來新傷痕，

動搖戒毒者戒毒的信心。機構與明愛樂協會合作舉行「新心靈‧新生命」

小組，讓舍友認識創傷及以正面方法去處理創傷帶來的影響。

　　在第一階段小組中，讓舍友認識創傷的定義及創傷對大腦、情緒、人

際關係等影響，以增加她們對創傷與吸毒關係的理解及醒覺。感謝

舍友的信任及投入，繼續參加計劃的第二階段，在小組中分享經

歷，從中整理感受及發掘新的體會。

願舍友自身的優點及能力，

成為她們滋潤新生命成長的

養份。

手工藝班

「新心靈‧新生命」小組

　　有機會在「巴拿巴」分享手工藝創作，
是我人生的喜樂！
　　創意是每個人都擁有的，將喜歡的東西分
享給不同的人帶入社區，彼此認識傳遞美意，是一
幅美麗的圖畫，感恩上帝預備一班細心又富有創意的舍友！我們在
輕輕鬆鬆的手工班上，彼此分享學習，真的帶給我們歡欣快樂！

　　在舍這段時間其中的一個小組就是
手工藝班，開始的時候很開心，自己做
完的作品是屬於自己的，最初只感到喜
悅，但之後上堂漸漸感覺到放鬆、有滿足，更
加可以在過程中訓練到耐性，手眼協調和細心，感謝社工能找
到義工教導我們不單只是上手工藝班，另外，還能讓我們上了
人生中寶貴的一課。

手工藝班義務導師

陳玉卿女士
(NANCY)

舍友完成
的作品

舍友將
自己的資源及
進步寫在
「心上」

– ( 與明愛樂協會合作 ) 

透過圖片，反思自己的優點及限
制，並學習接納兩者同為自己生
命的一部分

　　「巴拿巴」給我的感覺好像另一個家，與
我以往在商界環境工作方式很不同，最初有點
怕自己不適應，但當我看到同工放假也會回宿
舍工作亦沒計較，而且她們很齊心，便開始適
應。回到宿舍總是熱熱鬧鬧。雖然總有困難的

時候，但很開心可以加入這個大家庭一同服侍，覺得自己仍有
不足，希望可以繼續學習增進自己，並與大家並肩作戰，更多
謝家人及兒子的支持，藉著「我們愛，因為神先愛」去

陪伴舍友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選擇放下心中的情緒，讓神帶領，可看到神出人意外的平安與
恩典，豐豐富富充滿在「巴拿巴」。

　　當我跌落在人生最低谷時，是上帝用祂無
限的慈愛挽救了我，不僅為我指明了一條光明
之路，而且讓我在祂的庇護下進入「巴拿
巴」：一個上帝提供的安全避難所。在這裡，
有許多天使般的同工們陪伴我一起生活、學

習。還有一直與我同行的主耶穌基督，在主耶穌的守護下我不
再失眠；在主耶穌的真理教導下，我找回了失去的自我價值，
同時重塑了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為自己確立了清晰的人生目標；在主耶穌
的恩典中，我重新得到了家人的愛與信任！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
自誇。」以弗所書  2:8-9

　　我是一個泰國人，過往我因吸毒而坐過好幾次監，每一次「出冊」後
也重吸。這次我再守感化時，我選擇入了福音戒毒機構 - 「巴拿巴」，最主
要是因為我的兒子信了主。當我開始決志去相信這位神。我便常常禱告，
將我所想所求的交托給神。
　　奇妙的事情就開始發生了，在過去我和兒子的關係很差，他差不多四

年時間裡都沒有叫我一聲“媽咪”。每一次我在宿舍和我兒子通電話時，他的反應是非常冷
淡，甚至會cut我線。但有一次當我和兒子通電話時，我跟他說聖經的經文或者講關於信仰
的問題，不知不覺間我可以和他通話的15分鍾裡都沒有「嗌交」和「發脾氣」，還會和他一起背誦主禱文，才結束電話。
　　最奇妙的一次，我聽到「仔仔」輕聲的叫了我一聲：“媽咪”，我感受到他原諒了我，我很感動和開心。所以我決定要捉
緊這位神，願意跟從 - 「祂」 直到永永遠遠。離舍後我會遵守靈修、祈禱及返教會，請以禱告支持我。

　　我在「巴拿巴」的日子已有差不多兩年時間了，記得由最初的渾渾噩
噩、漫無目標和方向，什麼事情都是隨隨便便過一天，直到現在選擇繼續
留舍讀書、立志要當一位社工，希望用自己過來人的經歷來幫助其他人，
現在有了穏定的生活規律、有健康的興趣。運動的習慣是時常提醒著自己
勿忘初心的動力。無論在改變還是在做運動過程中的堅持都很不容易，在
這我要謝謝身邊的天使們 : 「同工、社工、老師 - 謝謝你們伴我同行」。 

舍監愛華姑娘

與兒子合照

即使放工好累！

但仍然為著使命，

屬靈生命，好好裝
備！

難得親子
樂融融！

亞L的
生活

訓練乃是

成長的階梯！
同歡笑！同喜樂！

　　Hello！我是林管家，我入住了「巴拿巴」3
年，我是2016年9月1日入住南丫島住宿2年再
轉到馬鞍山中途宿舍到現在。我在南丫島學會
與其他舍友相處、種菜、中文打字等等⋯⋯。
　　我轉往馬鞍山中途宿舍也一年了，好開

心！可以認識「神」，令我可以自己獨立，認識新的朋友、姊
妹和弟兄社交圈子等等，令我可以看到很多新的事情，因為吸
毒眼界實在狹窄，「神」給了我一個新生命，能夠與家人重新
建立好的關係，AMEM！因著主愛的原因，我懂得去愛人及接納自己。哈利路亞！多謝
「神」的恩典和應許！

付出努力！
得到肯定和
欣賞！

「心延心」每月探
訪舍友 : 

為姊妹打氣! 加油
! 她們每次分享及

回頭堅固舍內的姊
妹! 為她們打氣 !

「話劇認真綵排中
」- 

為9月短宣作準備

包糭樂 – 義工

李太到舍教授姊妹
包糭！

樂也融融！

精兵隊長們前往澳
門

『基督教新生命團
契』

探路為短宣作預備
。

新生命團契之

“基督女精兵短宣
使命團隊”

 目的是為一班願
意接受一年培訓課

程，

有志為主傳福音及
委身服事的

姊妹提供訓練。

我們都是

基督女精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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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可以上這個手工藝
班，令我學懂了做手工唇膏，
皮革散紙包及手袋，這些都很
實用的。而且，老師亦很好，

每次都很有耐性，很友善地教導我們，希望會繼續有
這些興趣班上。

　　很開心可以上這個手工藝
班，令我學懂了做手工唇膏，
皮革散紙包及手袋，這些都很
實用的。而且，老師亦很好，

每次都很有耐性，很友善地教導我們，希望會繼續有
這些興趣班上。

　　手工藝班很新穎，尤其是用皮
革做材料，皮革散紙包既耐用又實
際。GOOD。

　　手工藝班很新穎，尤其是用皮
革做材料，皮革散紙包既耐用又實
際。GOOD。

　　上手工藝班很開心，老師耐心
教導，希望可以參與更多這類型的
興趣班。

　　上手工藝班很開心，老師耐心
教導，希望可以參與更多這類型的
興趣班。

　　感謝義務導師陳玉卿女士(NANCY)開辦手工藝班，帶領短期舍友製作不同的手工藝，如

蝶古巴拼貼相架、潤唇膏、環保盒、皮革用品等。舍友透過專注在手工藝創作，可以暫時放

下生活的煩惱，紓緩壓力，互相學習，有說有笑。在導師的鼓勵下，發揮自己的創意，一點

一滴地完成作品，從舍友的微笑中看見她們的滿足，提升自我價值。手工藝的製成品亦會成

為舍友送給家人的一份關心及感謝，建立舍友與家人愛的關係。

　　成長中難免遇到挫折，如這些經歷仍留在生命裏，會無形

地影響生活：貶低自我價值、阻礙人際關係發展等。毒品便成

為處理不良的情緒、迴避傷痛的工具。但吸毒會帶來新傷痕，

動搖戒毒者戒毒的信心。機構與明愛樂協會合作舉行「新心靈‧新生命」

小組，讓舍友認識創傷及以正面方法去處理創傷帶來的影響。

　　在第一階段小組中，讓舍友認識創傷的定義及創傷對大腦、情緒、人

際關係等影響，以增加她們對創傷與吸毒關係的理解及醒覺。感謝

舍友的信任及投入，繼續參加計劃的第二階段，在小組中分享經

歷，從中整理感受及發掘新的體會。

願舍友自身的優點及能力，

成為她們滋潤新生命成長的

養份。

手工藝班

「新心靈‧新生命」小組

　　有機會在「巴拿巴」分享手工藝創作，
是我人生的喜樂！
　　創意是每個人都擁有的，將喜歡的東西分
享給不同的人帶入社區，彼此認識傳遞美意，是一
幅美麗的圖畫，感恩上帝預備一班細心又富有創意的舍友！我們在
輕輕鬆鬆的手工班上，彼此分享學習，真的帶給我們歡欣快樂！

　　在舍這段時間其中的一個小組就是
手工藝班，開始的時候很開心，自己做
完的作品是屬於自己的，最初只感到喜
悅，但之後上堂漸漸感覺到放鬆、有滿足，更
加可以在過程中訓練到耐性，手眼協調和細心，感謝社工能找
到義工教導我們不單只是上手工藝班，另外，還能讓我們上了
人生中寶貴的一課。

手工藝班義務導師

陳玉卿女士
(NANCY)

舍友完成
的作品

舍友將
自己的資源及
進步寫在
「心上」

– ( 與明愛樂協會合作 ) 

透過圖片，反思自己的優點及限
制，並學習接納兩者同為自己生
命的一部分

　　「巴拿巴」給我的感覺好像另一個家，與
我以往在商界環境工作方式很不同，最初有點
怕自己不適應，但當我看到同工放假也會回宿
舍工作亦沒計較，而且她們很齊心，便開始適
應。回到宿舍總是熱熱鬧鬧。雖然總有困難的

時候，但很開心可以加入這個大家庭一同服侍，覺得自己仍有
不足，希望可以繼續學習增進自己，並與大家並肩作戰，更多
謝家人及兒子的支持，藉著「我們愛，因為神先愛」去

陪伴舍友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選擇放下心中的情緒，讓神帶領，可看到神出人意外的平安與
恩典，豐豐富富充滿在「巴拿巴」。

　　當我跌落在人生最低谷時，是上帝用祂無
限的慈愛挽救了我，不僅為我指明了一條光明
之路，而且讓我在祂的庇護下進入「巴拿
巴」：一個上帝提供的安全避難所。在這裡，
有許多天使般的同工們陪伴我一起生活、學

習。還有一直與我同行的主耶穌基督，在主耶穌的守護下我不
再失眠；在主耶穌的真理教導下，我找回了失去的自我價值，
同時重塑了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為自己確立了清晰的人生目標；在主耶穌
的恩典中，我重新得到了家人的愛與信任！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
自誇。」以弗所書  2:8-9

　　我是一個泰國人，過往我因吸毒而坐過好幾次監，每一次「出冊」後
也重吸。這次我再守感化時，我選擇入了福音戒毒機構 - 「巴拿巴」，最主
要是因為我的兒子信了主。當我開始決志去相信這位神。我便常常禱告，
將我所想所求的交托給神。
　　奇妙的事情就開始發生了，在過去我和兒子的關係很差，他差不多四

年時間裡都沒有叫我一聲“媽咪”。每一次我在宿舍和我兒子通電話時，他的反應是非常冷
淡，甚至會cut我線。但有一次當我和兒子通電話時，我跟他說聖經的經文或者講關於信仰
的問題，不知不覺間我可以和他通話的15分鍾裡都沒有「嗌交」和「發脾氣」，還會和他一起背誦主禱文，才結束電話。
　　最奇妙的一次，我聽到「仔仔」輕聲的叫了我一聲：“媽咪”，我感受到他原諒了我，我很感動和開心。所以我決定要捉
緊這位神，願意跟從 - 「祂」 直到永永遠遠。離舍後我會遵守靈修、祈禱及返教會，請以禱告支持我。

　　我在「巴拿巴」的日子已有差不多兩年時間了，記得由最初的渾渾噩
噩、漫無目標和方向，什麼事情都是隨隨便便過一天，直到現在選擇繼續
留舍讀書、立志要當一位社工，希望用自己過來人的經歷來幫助其他人，
現在有了穏定的生活規律、有健康的興趣。運動的習慣是時常提醒著自己
勿忘初心的動力。無論在改變還是在做運動過程中的堅持都很不容易，在
這我要謝謝身邊的天使們 : 「同工、社工、老師 - 謝謝你們伴我同行」。 

舍監愛華姑娘

與兒子合照

即使放工好累！

但仍然為著使命，

屬靈生命，好好裝
備！

難得親子
樂融融！

亞L的
生活

訓練乃是

成長的階梯！
同歡笑！同喜樂！

　　Hello！我是林管家，我入住了「巴拿巴」3
年，我是2016年9月1日入住南丫島住宿2年再
轉到馬鞍山中途宿舍到現在。我在南丫島學會
與其他舍友相處、種菜、中文打字等等⋯⋯。
　　我轉往馬鞍山中途宿舍也一年了，好開

心！可以認識「神」，令我可以自己獨立，認識新的朋友、姊
妹和弟兄社交圈子等等，令我可以看到很多新的事情，因為吸
毒眼界實在狹窄，「神」給了我一個新生命，能夠與家人重新
建立好的關係，AMEM！因著主愛的原因，我懂得去愛人及接納自己。哈利路亞！多謝
「神」的恩典和應許！

付出努力！
得到肯定和
欣賞！

「心延心」每月探
訪舍友 : 

為姊妹打氣! 加油
! 她們每次分享及

回頭堅固舍內的姊
妹! 為她們打氣 !

「話劇認真綵排中
」- 

為9月短宣作準備

包糭樂 – 義工

李太到舍教授姊妹
包糭！

樂也融融！

精兵隊長們前往澳
門

『基督教新生命團
契』

探路為短宣作預備
。

新生命團契之

“基督女精兵短宣
使命團隊”

 目的是為一班願
意接受一年培訓課

程，

有志為主傳福音及
委身服事的

姊妹提供訓練。

我們都是

基督女精兵 !

舍內活動回顧

舍友

CHING 分享：

舍友

FIFI 分享：

舍友

KAWING 分享：

義務導師

NANCY 心聲：

舍友

H 心聲：

馬

鞍
山舍
監

愛華姑娘

心聲：

短

期舍
友

山

分享：

短

期舍
友

碧

分享：

中
途

宿舍
舍友

L

分享：

中
途

宿舍
舍友

林管家

分享：



　　大家好 ! 很感恩可以和大家分

享「巴拿巴」的家長服務 ! 現時

提供的家長服務主要有以下幾方

面：

(一)隱蔽吸毒者家人支援服務
　　在禁毒基金贊助之「轉捩點──針對隱蔽吸毒者及其家

人的識別及危機介入服務計劃」下，我們為已識別的隱蔽

吸毒者家人提供支援，包括以電話、面談及家訪等方式進

行輔導，舒緩家人的情緒壓力及促進家人對隱蔽吸毒者的

了解，以提升他們對隱蔽吸毒家人提供支援的能力。

　　通常我們會為這些家人給予至少6節的上述個案活動，其中有不少在得到關懷、指引和「同路

人」(來自另一個項目計劃之「家庭達人」──他們本身經歷過家人吸毒的風暴，成功地站起來並

接受了有關分享之培訓)的經驗分享同支持之後，知識增多了，方向清晰了，信心強化了，特別是

在面對因當事人吸毒而帶來之債務困擾和精神問題的處理上 ! 其中一位接受了這服務的母親表示 : 「我現在明白了如何有安全

距離地幫助我這個吸毒的女兒，亦不再害怕她債主的騷擾 ！」

捐助金額：

○HK$100　　○HK$300　　○HK$500　　○HK＿＿＿＿＿＿＿（其他金額）

捐助方法：

○現附上抬頭「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的劃線支票,，支票號碼：＿＿＿＿＿＿＿

○直接存入本機構的恒生銀行戶口296-9-057963，並連同銀行入數紀錄及此表格寄回本辦事處。

○網上捐款：請即登入http://www.barnabas.org.hk　　　→捐獻方法　　　→網上捐款

附註：□本人/團體欲取回捐款收據（凡捐款港幣一百元以上者，可獲發免稅收據）

聯絡人資料：

姓名（中）：＿＿＿＿＿＿＿＿＿＿＿＿＿＿＿（英）：＿＿＿＿＿＿＿＿＿＿＿＿＿＿＿＿＿＿＿＿＿＿＿

所屬團體（如適用）：＿＿＿＿＿＿＿＿＿＿＿＿＿＿＿＿＿＿＿＿＿＿＿＿＿＿＿＿＿＿＿　性別：男／女

電話：＿＿＿＿＿＿＿＿＿（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

※請將此表格以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至本機構
□請將 貴機構資料以電郵代替郵寄予本人／本團體
□請停止郵寄或電郵 貴機構資料予本人／本團體

請以正楷填寫以下資料，並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本人願意成為「巴拿巴之友」，參與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義工服務；

□本人願意成為「同行者」，願意與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姊妹同行；

□本人/團體願意資助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營運費用：

路加福音 2:1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2019
10-12月 訊

使命宣言
 以基督的愛去協助

女性濫藥者
戒除毒癮、重建生命及家庭

 推動大眾，彼此關懷，
同心抗毒，見証主恩

回 應

電話：2640 1683　傳真：2640 0391　電郵：mos-office@barnabas.org.hk

地址：新界馬鞍山利安邨利華樓地下A及B翼　網址：www.barnabas.org.hk

由同工及畢業學員組成的「基督女精兵」於9月完成第一次短宣事奉。求主悅納並繼續帶領

各人的腳步。

24小時輪值的事奉不容易，機構仍然招聘社工、舍監及教師等職位，

部份崗位已公開招聘達一年，求主感動合適人選，參與福音戒毒的服侍 。

求主憐憫每一位在舍學員及她們的家人，叫各人經歷主的赦免和救贖，

學員可以戒除毒癮、重建生命 ;

求天國的福音可以廣傳、叫更多活在勞苦、傷痛中的生命得嚐主愛。

代禱事項

ADD-義工網絡計劃

家長服務分享

　　時間過得真係非常快！轉眼間，我們負責為期三年(11/2016– 

10/2019)的ADD-義工網絡計劃即將迎來尾聲。回想當初入職，真是神的

恩典。還記得當初看到招聘廣告時，心裡有陣熾熱，非常希望能有機會

於此服務。雖然，招聘廣告上所列的學歷及要求，我一樣也不符合，亦

從未接觸戒毒範疇；但工作內容卻與我工作經驗相符，就斗

膽一試，去電郵應聘。等了約一個月，心想應該沒機會了，

怎料就收到面試電話。面試後，本來又要等一個月才有通知

(我因一些原因不能等這麼久)，但神又回應我的禱告，第二

天就收到取錄電話！事後，我才知道原來之前有條件比我更

適合的應徵者，甚至有社工，但最後上司還是選了我。除了

是神的安排，我真的不知道還有甚麼可能讓一個沒有戒毒

工作經驗及條件不符的人擔任此職位！感謝神讓我能在

「巴拿巴」工作，透過工作見證生命的轉化。

　　說完了入職感恩的故事，來總結一下三年的得着。可

用數字計的是完成了九期義工培訓，與約十間機構合作，

認識了過百位義工，服務了過百名不同需要的服務使用

者。非數字可數算的是跟所有人建立的關係與累積的感

情，了解到各人的需要及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幫助。感謝

神讓我們在此相遇，讓我由是個「零」的人，變成恩典

滿滿！生命真的可以互相影響，哪怕我能做的只有那麼

一點，但你永遠不知道對接收的人帶來甚麼！請大家繼

續一起付出那一點吧！

錄影結束，來自不同年度

義工及導師
一同「開餐」，

並火速打成一片。

集合3年度ADD義工及

導師錄影回
顧短片現場。

(二) 家庭探訪日家庭講座
　　馬鞍山和南丫島的院舍於每月安排家庭探訪日，個案經理會邀請項目部的資深社工在家長講座中作主題分享，藉著這些講

座，支持和引導家人如何更好地成為姊妹的同行者，對姊妹的正面改變表達欣賞。當中亦有如上述「家庭達人」的義工分享，

帶出共鳴感──家人同行康復之路，並不孤單。

 (三) 家長課程
　　為進一步幫助宿舍姊妹家人更好地裝備自己，認識戒毒和康復的要素和挑戰，以及更健康地處理自己的情緒和定位，建立

信心發揮適當的角色，同戒毒康復之姊妹相處，我們提供六節的家長課程，每季一輪，內容包括：

　　以下是兩位參加完課程的家長心聲：「有了信心、有了路線，希望可繼續同類課程、分享！」；「好多未聽過的東西，好

豐富，多謝！」 

(四) 「凝聚力量」家長小組
　　完成六節家長課程的組員有後續活動：就是與導師

面談作分享後，可自願加入「凝聚力量」家長小組，與

其他組員繼續互相支持和學習。過去九個月，我們每個

月都有一個星期二晚家長相聚，牧靈部亦派出同工支

援，有詩歌，有遊戲，有主題分享(其中包括聖誕分享

會、學習九型人格與親子關係、認識十二步如何幫助人戒

癮、家長如何常常喜樂等)。衷心感謝牧靈部的支援！亦

很多謝位於油麻地的基督教福臨教會借出場地聚會，方便

了不少家長 ！

認識藥物和戒癮的過程(附戒毒康復者分享)第一節

改變之輪(一)：家人可以做甚麼 ? 第二節

改變之輪(二) ：家人可以做甚麼 ?第三節

家人情緒處理(附家長過來人分享)第四節

改善家庭溝通有辦法第五節

慎防互累症――建立健康家庭 第六節

「家庭達人」在社工安排下
向隱蔽吸毒者之家人
分享自身經歷，鼓勵其
勇敢和積極地面對

「凝聚力量」家長小組
第一次聚會留影

項

目
經理

Connie
分享：

項

目
經理

項
目

部
高級

黎子中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大家好 ! 很感恩可以和大家分

享「巴拿巴」的家長服務 ! 現時

提供的家長服務主要有以下幾方

面：

(一)隱蔽吸毒者家人支援服務
　　在禁毒基金贊助之「轉捩點──針對隱蔽吸毒者及其家

人的識別及危機介入服務計劃」下，我們為已識別的隱蔽

吸毒者家人提供支援，包括以電話、面談及家訪等方式進

行輔導，舒緩家人的情緒壓力及促進家人對隱蔽吸毒者的

了解，以提升他們對隱蔽吸毒家人提供支援的能力。

　　通常我們會為這些家人給予至少6節的上述個案活動，其中有不少在得到關懷、指引和「同路

人」(來自另一個項目計劃之「家庭達人」──他們本身經歷過家人吸毒的風暴，成功地站起來並

接受了有關分享之培訓)的經驗分享同支持之後，知識增多了，方向清晰了，信心強化了，特別是

在面對因當事人吸毒而帶來之債務困擾和精神問題的處理上 ! 其中一位接受了這服務的母親表示 : 「我現在明白了如何有安全

距離地幫助我這個吸毒的女兒，亦不再害怕她債主的騷擾 ！」

捐助金額：

○HK$100　　○HK$300　　○HK$500　　○HK＿＿＿＿＿＿＿（其他金額）

捐助方法：

○現附上抬頭「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的劃線支票,，支票號碼：＿＿＿＿＿＿＿

○直接存入本機構的恒生銀行戶口296-9-057963，並連同銀行入數紀錄及此表格寄回本辦事處。

○網上捐款：請即登入http://www.barnabas.org.hk　　　→捐獻方法　　　→網上捐款

附註：□本人/團體欲取回捐款收據（凡捐款港幣一百元以上者，可獲發免稅收據）

聯絡人資料：

姓名（中）：＿＿＿＿＿＿＿＿＿＿＿＿＿＿＿（英）：＿＿＿＿＿＿＿＿＿＿＿＿＿＿＿＿＿＿＿＿＿＿＿

所屬團體（如適用）：＿＿＿＿＿＿＿＿＿＿＿＿＿＿＿＿＿＿＿＿＿＿＿＿＿＿＿＿＿＿＿　性別：男／女

電話：＿＿＿＿＿＿＿＿＿（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

※請將此表格以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至本機構
□請將 貴機構資料以電郵代替郵寄予本人／本團體
□請停止郵寄或電郵 貴機構資料予本人／本團體

請以正楷填寫以下資料，並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本人願意成為「巴拿巴之友」，參與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義工服務；

□本人願意成為「同行者」，願意與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姊妹同行；

□本人/團體願意資助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之營運費用：

路加福音 2:1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2019
10-12月 訊

使命宣言
 以基督的愛去協助

女性濫藥者
戒除毒癮、重建生命及家庭

 推動大眾，彼此關懷，
同心抗毒，見証主恩

回 應

電話：2640 1683　傳真：2640 0391　電郵：mos-office@barnabas.org.hk

地址：新界馬鞍山利安邨利華樓地下A及B翼　網址：www.barnabas.org.hk

由同工及畢業學員組成的「基督女精兵」於9月完成第一次短宣事奉。求主悅納並繼續帶領

各人的腳步。

24小時輪值的事奉不容易，機構仍然招聘社工、舍監及教師等職位，

部份崗位已公開招聘達一年，求主感動合適人選，參與福音戒毒的服侍 。

求主憐憫每一位在舍學員及她們的家人，叫各人經歷主的赦免和救贖，

學員可以戒除毒癮、重建生命 ;

求天國的福音可以廣傳、叫更多活在勞苦、傷痛中的生命得嚐主愛。

代禱事項

ADD-義工網絡計劃

家長服務分享

　　時間過得真係非常快！轉眼間，我們負責為期三年(11/2016– 

10/2019)的ADD-義工網絡計劃即將迎來尾聲。回想當初入職，真是神的

恩典。還記得當初看到招聘廣告時，心裡有陣熾熱，非常希望能有機會

於此服務。雖然，招聘廣告上所列的學歷及要求，我一樣也不符合，亦

從未接觸戒毒範疇；但工作內容卻與我工作經驗相符，就斗

膽一試，去電郵應聘。等了約一個月，心想應該沒機會了，

怎料就收到面試電話。面試後，本來又要等一個月才有通知

(我因一些原因不能等這麼久)，但神又回應我的禱告，第二

天就收到取錄電話！事後，我才知道原來之前有條件比我更

適合的應徵者，甚至有社工，但最後上司還是選了我。除了

是神的安排，我真的不知道還有甚麼可能讓一個沒有戒毒

工作經驗及條件不符的人擔任此職位！感謝神讓我能在

「巴拿巴」工作，透過工作見證生命的轉化。

　　說完了入職感恩的故事，來總結一下三年的得着。可

用數字計的是完成了九期義工培訓，與約十間機構合作，

認識了過百位義工，服務了過百名不同需要的服務使用

者。非數字可數算的是跟所有人建立的關係與累積的感

情，了解到各人的需要及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幫助。感謝

神讓我們在此相遇，讓我由是個「零」的人，變成恩典

滿滿！生命真的可以互相影響，哪怕我能做的只有那麼

一點，但你永遠不知道對接收的人帶來甚麼！請大家繼

續一起付出那一點吧！

錄影結束，來自不同年度

義工及導師
一同「開餐」，

並火速打成一片。

集合3年度ADD義工及

導師錄影回
顧短片現場。

(二) 家庭探訪日家庭講座
　　馬鞍山和南丫島的院舍於每月安排家庭探訪日，個案經理會邀請項目部的資深社工在家長講座中作主題分享，藉著這些講

座，支持和引導家人如何更好地成為姊妹的同行者，對姊妹的正面改變表達欣賞。當中亦有如上述「家庭達人」的義工分享，

帶出共鳴感──家人同行康復之路，並不孤單。

 (三) 家長課程
　　為進一步幫助宿舍姊妹家人更好地裝備自己，認識戒毒和康復的要素和挑戰，以及更健康地處理自己的情緒和定位，建立

信心發揮適當的角色，同戒毒康復之姊妹相處，我們提供六節的家長課程，每季一輪，內容包括：

　　以下是兩位參加完課程的家長心聲：「有了信心、有了路線，希望可繼續同類課程、分享！」；「好多未聽過的東西，好

豐富，多謝！」 

(四) 「凝聚力量」家長小組
　　完成六節家長課程的組員有後續活動：就是與導師

面談作分享後，可自願加入「凝聚力量」家長小組，與

其他組員繼續互相支持和學習。過去九個月，我們每個

月都有一個星期二晚家長相聚，牧靈部亦派出同工支

援，有詩歌，有遊戲，有主題分享(其中包括聖誕分享

會、學習九型人格與親子關係、認識十二步如何幫助人戒

癮、家長如何常常喜樂等)。衷心感謝牧靈部的支援！亦

很多謝位於油麻地的基督教福臨教會借出場地聚會，方便

了不少家長 ！

認識藥物和戒癮的過程(附戒毒康復者分享)第一節

改變之輪(一)：家人可以做甚麼 ? 第二節

改變之輪(二) ：家人可以做甚麼 ?第三節

家人情緒處理(附家長過來人分享)第四節

改善家庭溝通有辦法第五節

慎防互累症――建立健康家庭 第六節

「家庭達人」在社工安排下
向隱蔽吸毒者之家人
分享自身經歷，鼓勵其
勇敢和積極地面對

「凝聚力量」家長小組
第一次聚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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