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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培训材料  
吸毒病症和其他药物使用障碍青 

少年患者家庭疗法诸要素

包括受刑事司法系统查办的青少年或有此风险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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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表1. 药物使用障碍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青春期是年轻人生命中从童
年过渡到成年的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他们会经历身体上
和情感上的诸多变化。青春
期也是更易受各种影响的时
期 ， 危 险 行 为 往 往 由 此 开
始，其中可能包括吸毒和违
法行为。是否容易开始尝试
药物滥用继而发展到药物使
用 障 碍 和 问 题 行 为 （ 如 违
法），涉及到各种层面的生
理、心理、社会风险因素和
保护因素。风险因素和保护
因素可分为三个主要类别：
家庭、社会（例如异常同伴
关系、同伴压力、欺凌和帮
派关系）和个人（例如注意
力缺陷多动障碍、抑郁症和
创伤后应激障碍）。

风险因素 保护因素

创伤与童年逆境——对儿童的
虐待和忽视

照料者的参与和监控

心理健康问题 健康和神经发育：
— 应对技能
— 情绪调节

贫穷 人身安全和社会包容

同伴滥用物质和可获得毒品 邻里安全

不良校风 优质的学校环境

破碎/不健全的家庭 韧性强

家族吸毒史或精神病史 与能够满足儿童情感需求的父
母生活在一起

个性因素（例如寻求刺激） 坚持上学

不良童年经历 强有力的社交网络

辍学 个性因素（例如避免伤害）

同伴群体对吸毒容忍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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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导致青少年脆弱性的家庭因素

药物滥用 违法行为 怀孕 辍学 暴力 抑郁和焦虑

家庭 

问题行为家族史      
家庭管理问题     
家庭冲突      
良好的父母态度和对问题
行为的参与

  

改编自Hawkins D., Catalano R., Arthur M.，2002年。

吸毒和滥用其他药物的青少年也更有可能受
刑事司法系统查办。例如，2015年，全世界
有70,000名儿童因持有毒品被捕，逾17,000名
儿童因严重毒品犯罪被捕（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2018年世界毒品报告》）。在世
界许多地方，有组织犯罪集团在毒品交易中
对儿童的剥削、涉毒暴力、街头帮派和暴力
极端主义团体的招募都是令人额外关切的问
题。武装团体招募青少年的历史由来已久，

但持续最久的因素与家庭因素有关，例如家
庭结构、消极的家庭过程（例如父母关爱
少、家庭冲突、父母敌意）、儿童期虐待、

父母滥用药物和父母监督不足（Essau，2002
年，2008年）。 

据认为，除烟草和酒精外，大麻是青少年最常
用的毒品。吸毒病症和其他药物使用障碍通常
与焦虑、抑郁和破坏性行为障碍等并发症相关
（Essau等，1998年；Fergusson等，1993
年；Lewinsohn等，1993年；Rohde等，1996
年）。在中低收入国家，患有吸毒病症和其他
物质使用障碍的青少年及其家人无法获得对吸
毒病症的有效治疗，或者获得的极为有限
（Medina-Mora等人，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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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招募青少年
是较新的现象。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潜在风
险因素包括一些压力源，例如家庭危机、创
伤或虐待经历或家庭成员加入暴力极端主义
网络（RTI International，2018年）。

已有若干政策文件，包括麻醉药品委员会题
为“支持为儿童和年轻人吸毒病症患者提供
治疗和护理”的第58/2号决议，呼吁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鼓励会员国“考虑为儿童和年轻人实
施可能需要家庭成员参与的科学循证治疗和

家庭对社会运转很重要，也是世界各地社区的
基本单位。家庭疗法通过改善家庭功能和家庭
沟通，为青少年药物滥用或违法等一系列挑战
影响下的家庭和青少年提供支持。家庭疗法帮
助家庭识别并最终改变当前的沟通和行为模
式。家庭疗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能够重视多种
观点并加以讨论，使不同家庭成员都能够了解
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正在经历什么，并考虑自己
可以采取哪些步骤以争取解决问题。与家人进
行的治疗过程，可能还有家庭参与的系统办

持续复原方案，例如心理社会护理方案”。
《儿童权利公约》（1990年）和《联合国预
防少年犯罪准则》（1990年）等其他政策文
件也重点考虑到家庭的作用。

为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世界卫生组
织（世卫组织）密切合作，编制了《治疗网
家庭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培训材
料，内容涉及治疗药物使用障碍青少年患者
（包括受刑事司法系统查办的青少年）的家
庭疗法的各种要素，作为一种可扩展的基于
技能的干预措施。

创建能迅速从毒品和犯罪影响下恢复的社会

法，可带来积极的变化，包括减少青少年药物
滥用或违法行为。在系统性的方法中，从综合
和整体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涉及社会系统的所
有相关成员，例如家庭。在系统思维中，系统
某一层面（例如个人、家庭和社区；思考、感
觉和行为）的积极变化，也可引发其他层面积
极变化。与此相关的是，随着家庭运转情况总
体好转，通常会带动与吸毒和问题行为有关的
各种问题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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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疗法，例如青少年社区
强化方法（A-CRA）、短暂战略性家庭疗法
（BSFT）、功能性家庭疗法（FFT）、多维度
家庭疗法（MDFT）和多系统疗法（MST），
经常参考生态系统理论，以经验证明在以下
方面有显著效果：减少青少年吸毒和违法行
为（Rigter等，2013年）、减少黑帮高危青少
年再次犯罪和吸毒（Thornberry等，2018

年）、减少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以及并发性
的精神疾病（见Essau，2002年）。家庭疗法
在吸引和留住难与人相处青年和家庭成员方
面也显示出优势。世卫组织（2015年）确定
家庭疗法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能有
效治疗大麻和兴奋剂使用障碍。此外，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的《吸毒病症
治疗国际标准》也推荐使用家庭疗法。

图1.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学理论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学理论（1979）
将个人视为居住在相互关联的系统组成的复
杂体中，这些系统包括个人、家庭和家庭外
（同伴、学校、邻居）因素。行为被视为个
人与这些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各
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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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维度家庭疗法减少违法行
为的随机临床试验 
（Rigter等，2013年）

对多维度家庭疗法减少吸
毒的随机临床试验 
（Rigter等，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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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疗法 多维度家庭疗法

图2. 减少吸毒

图3. 减少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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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基础
对药物滥用和
其他危险行为
的干预措施

家庭团结/家庭
功能增强，并
且影响到青少
年的行为和心

理健康

减少青少年暴
力，减少药物
滥用障碍/吸

毒病症

公共卫生与公
共安全

《治疗网家庭篇》培训包

《治疗网家庭篇》是围绕在循证家庭治疗方法
（Hogue等，2009年）中确定的核心要素编写
的，并整合了多种治疗干预措施，包括积极的
重构行为、意图和互动；关系思维、重构与干
预；换位思考；多个系统的参与；减少阻力和
消极性；识别和利用家庭优势；产生希望；加
强父母的团队合作和支持；以及采用以当前为
重点的系统化评估和干预。这些要素最初是在
高收入国家拟订的，《治疗网家庭篇》意图在
中低收入国家运用这些要素治疗患有酒精使用
障碍和吸毒病症的青少年及其家人。《治疗网
家庭篇》整合了家庭疗法中用于解决青少年药
物滥用和犯罪行为的精选循证要素。

图4. 《治疗网家庭篇》的变革理论

目前，对于在中低收入国家治疗青少年药物使
用障碍的有效战略，掌握的证据很少。《治疗
网家庭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吸
毒病症和其他药物使用障碍青少年患者（包括
受刑事司法系统查办的青少年或有此风险的青
少年）家庭疗法诸要素的培训材料--旨在支持
卫生、社会和刑事司法部门的从业人员与青少
年及其家人（包括受刑事司法系统查办的人）
合作。《治疗网家庭篇》打算进一步探索能否
有效防止年轻人被招募加入暴力极端主义组
织。干预措施若在加强保护因素的同时减少风
险因素和脆弱性因素，从而有助于年轻人的整
体积极发展和在其家庭和社区中的积极参与，
就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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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DC Family-based treatment 
training package for adolescents 
with drug and other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including those in 
contact or at risk of contac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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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DC Family-based treatment 
training package for adolescents 
with drug and other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including those in 
contact or at risk of contact with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rainer Manual 

《治疗网家庭篇》培训包

《治疗网家庭篇》培训包是作为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治疗网培训战略的一部分制定
的，目的是支持会员国努力提供循证的吸毒
病症治疗和护理。《治疗网家庭篇》特别有
助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治疗网培训包中
涵盖心理社会治疗各要素的部分，用于培训
培训员，为吸毒病症患者/客户提供高质量的
心理社会支持和服务。《治疗网家庭篇》在
2018/2019年试用于培训员培训和随后的从业
人员培训，将按照实施国的需求和文化背景
作进一步调整。

《治疗网家庭篇》培训包中包括PowerPoint
幻灯片，其中包含广泛的培训师指导、讲
座、讨论、视频、角色扮演演示、案例示
例、技能练习和其他参与性学习活动。

供培训人员和从业人员使用的《治
疗网家庭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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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吸毒病症
治疗国际标准》（2020年）推荐了适合不同
人群具体需要的循证、全面、多部门和多学
科的戒毒治疗方法。该《标准》强调了为青
少年提供专门服务的必要性，并推荐了一种
循证干预措施，即家庭疗法。《治疗网家庭
篇》为与青少年及其家人接触的卫生、社会
和刑事司法工作者提供了额外技能。《治疗
网家庭篇》中的技能可作为连续护理的一部
分，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场合使用。

《治疗网家庭篇》的技能可以适应资源多和
资源少的环境，并能整合到日常实践中，还
应随时进行监测和评估。《治疗网家庭篇》
力求体现出在治疗青少年药物使用障碍及其
他方面的有效性，包括作为预防和减少违法
行为战略的有效性。

建议使用《治疗网家庭篇》这一多要素工
具，可有助于实现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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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2018年）。《2018年世界毒品报告：阿片类药物危机，处方药滥用扩大；可卡因和鸦片创历史新
高》。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麻醉药品委员会第58/2号决议（2015年）。支持为儿童和年轻人吸毒病症
患者提供科学循证治疗和护理及这些治疗和护理的方便可及和多样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990年)。《儿童权利公约》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990年)。《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

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管理大麻依赖的心理社会干预措施。

专家、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出席了2018年6月4日至7日举行的专家组会议，会议内容是以家庭为基
础对患有药物使用障碍包括受刑事司法系统查办的青少年进行治疗的各种要素：创建能快速从毒品和犯罪影响下恢复的社会。

与会专家包括：Azizbek Boltaev、Phillippe Cunningham、Karen Duke、Gizem Erdem、Cecilia Essau、Gabriele Fischer、Le Minh 
Giang、Maria Regina Hechanova、Howard Liddle、Laurie Lopez Charles、Kamran Niaz、Manjushree Palit、Fred Piercy、Henk 
Rigter、Adam Sello、Thomas Sexton、Katrin Skala、Natasha Slesnick、Monique Staats、Jose Szapocznik、Jonathan Van 
Durmen、Maria Zarza。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卫组织的与会工作人员包括：Anja Busse、Giovanna Campello、Christina Gumbera、Gilberto 
Gerra、Jan-Christopher Gumm、Wataru Kashino、Aisha Malik、Mark van Ommeren、Alphy Pullely、Amanda Ramos、Elizabeth 
Saenz、Sanita Suhart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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