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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培训使我学会了有用和重要的技巧，帮助我更好地培养孩子。
我可以跟其他家长讨论我的问题，当我们成了朋友，就能更好地

互相支持。我现在增加了信心，减少了紧张。最重要的是，
这些培训课帮助我密切了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家长（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通过家庭技巧培训计划
预防吸毒、艾滋病毒 / 艾滋病及犯罪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制定了《吸毒预防家庭技巧训练方案实施
指南》和《循证家庭技巧训练方案汇编》，可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的网站查阅。

联系方式：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O�  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Address: P.O. Box 500, 1400 Vienna, Austria 
Fax: (+43-1) 26060 5928 
Email: youthmail@unodc.org 
www.unodc.org/unodc/en/preven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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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执行一个全球项目，在世界不同区域传播家庭
技巧培训计划。

GLOK01 ：利用在中、低收入国家实施家庭技巧计划预防青年吸毒、艾滋病毒
感染或患病及犯罪。

“德亚尼拉女士：
你用你的见解和脚踏实地的品质教会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你给了我们力量，今天我们想要告诉你，我们是“力量强大的家长”。
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知识。
愿上帝保佑你。
你真诚的巴尔瓦一家：
艾米莉、老何塞、何塞、奥拉”

（巴拿马）

家庭第一！

本出版物所使用的名称和材料的编排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者当局的法律地位，或者对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
任何意见。



家庭第一 幸福和健康的子女 家庭技巧培训

在幸福的家庭里，家人很多时间在一道开展各种活动，坦诚交流，并为子女提供
健康的环境和积极的未来。在子女的生活中，家庭是防止吸毒和很多其他危险
行为的最有力要素。

为家庭技巧计划每投入一元钱，就能为家庭和社区节省十元钱！！！

和家庭一道共同努力：

• 推迟上瘾物质的初次吸食

• 提高子女的学校出勤率和学习成绩

• 减少和反社会同龄人的联系，增强抵制同龄人压力的技巧

• 改进解决问题的技巧

• 防止和减少早期的侵犯行为和违法行为

• 防止和减少子女发生有风险的性行为及艾滋病毒感染或发病

不同的家庭一起讨论为人父母及培养子女问题。随着家长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社会
隔绝现象就会减少，社区也就会变得较为安全。

这类计划已经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贫困和边缘化社区得到了成功的实施！

“这个计划帮助我们同孩子们以及其他家长建立起了信任关系。岁月
艰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怎样保持家庭的力量和健康。培训课
展现出了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是多么富有创造力。”

——家长（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

家庭技巧培训计划为 10 到 12 个家庭组成的小组提供每周一次，一共八周的培训课。
在课堂上家长和子女先参加自己的活动，可以讨论和学习特定于自身的技巧。然后，
这些家长和子女聚在一起联合活动，练习新学到的技巧。

课程不是讲座！这些课程是互动式的，生动有趣，充满游戏和讨论。家长学习家庭
管理技巧，例如订立行为标准、监督和检查技巧以及连贯性的纪律。每个人都学习
如何相互倾听和沟通，这对家庭的活力和团结有着积极的作用。

每期培训结业时这些家庭共同聚餐，家庭完成了培训后也会组织一次结业典礼。

“培训完成以后，我儿子现在总是打电话让我知道他在什么
地方。不必为了让他做功课而施加压力，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
相互交谈了 !”

——家长（巴拿马）

“我认为这个培训计划应该扩展，在所有的学校加以实施。”

——家长（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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