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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有鑑於毒品對國家的嚴重傷害，政府確
立以「斷絕供給」與「減少需求」2大反
毒策略，分別採緝毒、拒毒、戒毒等3項
作為，統合各行政機關及民間團體的力
量，積極展開反毒工作。惟近年來新興
毒品不斷創新，更透過各種管道流入社
會，不肖毒販、牟利者散播不正確觀念，
蠱惑青少年達其圖利之目的，使得拒毒
工作益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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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政府為貫徹反毒決心，全面向毒品宣戰，
已將2005年至2008年定為「全國反毒作
戰年」，在拒毒預防工作方面，應有整
體規劃作為，持續性、全民性、全面性
的推動，方能奏效。具體作法包括包括
結合媒體力量、擴大反毒宣導層面、加
強人才培訓、落實反毒教育、提供生活
輔導、推廣正當休閒活動、落實尿液篩
檢、建立個案通報系統等，期達到「減
少需求」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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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及問題分析
◼ 91至94年台灣地區毒品緝獲量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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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4年台閩地區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人數：

34434

28921

40136

51535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違反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現況及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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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及問題分析
◼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人員，依教
育程度、年齡層及職業分析：

區 分 1 2 3

教育程度
國中

（51.8%）

高中（37.2%） 國小
（7.0%）

年 齡 層
24-29歲
（31.6%）

30-39歲
（31.1%）

18-23歲
（19.3%）

職 業
無業

（61.9%）
工人

（21.1%）
服務業

（4.0%）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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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及問題分析
◼ 由上表顯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人數集中於24-39歲，教育程度為國、高
中之無業、工人居多。然無業、工人散
佈於社會各角落，因此反毒宣教的觸角
必須深入社區、鄰里，並以活潑化、多
元化方式展現，才能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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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及問題分析
◼ 91-94年少年嫌疑犯及青年學生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人數，人數仍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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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4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統計表：

事件類別 93年 94年

違反「毒
品危害防
制條例」
人數

警政署統
計少年嫌
疑犯及青
年學生數

1,182 1,263

教育部校
安中心統
計數

147 137

備註：95年度統計至4月24日計49位學生。

現況及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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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校安中心統計，各級學校通報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學生人數為：
93年147人、94年137人，與警政署通報
之違反毒品案件青少年、學生人數尚有
落差，分析原因除中輟生違犯上屬條例
人數造成統計數字落差外，另一原因為
學校未能及時獲知進而施以輔導，易造
成毒品事件於校園蔓延或擴散，造成校
園防制工作之困難。

現況及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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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及問題分析
◼ 依據教育部辦理94年度學生藥物濫用防
制認知檢測，計抽測904校（其中大專33

校、高中職142校、國中216、國小513

校），學生135,070人，平均答對率為
86.2%，其中學生對濫用藥物之法律刑責
及各種藥物產生之危害認知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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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一、建立反毒宣教工作全國聯繫網絡

◼ 建立拒毒預防工作中央各部會與地方、
政府與民間之全國聯繫網絡，藉聯絡人
基本資料建立、網站連結、電子信箱、
電子報發送多向聯繫功能，奠定宣教工
作推動基礎。依照藥物濫用三級預防概
念，拒毒預防工作概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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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一級預防—一般教育宣導

（對象：社區、勞工、學生、國軍、替代役、各
監所、媒體）

1.每年製作全國反毒作戰年宣導短片，運用媒體
資源、衛星電視台、電影院托播，並發送各級
學校、各部會播放，另協調KTV業者，於點歌
空檔播放，並採委商設計藉助民間專業傳銷，
以擴大宣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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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2.因應毒品流行之趨勢及毒品對生理面、心理面、
社會面之影響，每年定期製作反毒平面及大型
文宣，並於各級學校、國軍各基層連隊、各警
察分局、各大眾運輸人口密集處張貼、設置專
櫃或透過燈箱廣告，擴大宣導。

3.製作反毒主題歌曲及徵求反毒代言人，規劃建
置校園反毒網站部落格動態創意表現，並於各
級學校進行校園巡迴宣導灌輸預防被害之自我
保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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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4.結合「健康生活社區化」、「健康促進
學校」及各機關團體，以地毯式、多樣
式、全面式的方式於公共適當之場所進
行各式靜態或動態之反毒宣導活動，讓
毒品之危害遠離社區及家庭。

5.結合縣市政府及交通部觀光局、文建會、
青輔會、農委會、勞委會等舉辦之各項
廟宇節慶或具地方特色之大型民俗文化
活動進行置入式反毒宣導，以建構無毒
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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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6.鼓勵、補助民間團體及各級學校運用學
生社團辦理社區反毒宣教活動，以活潑
化、多元化、寓教於樂方式，將宣導活
動深入社區鄰里，擴大參與層面，以提
昇社區民眾之反毒意識。

7.寬列青少年福利宣導活動相關預算，獎
助各級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青少年育
樂活動，並設置活動場所，增加青少年
休娛樂空間，減少涉足高危險群場所而
接觸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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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8.透過村里民大會、社區發展協會或社區相關活
動，邀請衛生單位派員實施反毒宣導，深化基
層民眾認知。

9.函請各縣市政府督導所轄產、職業工會於辦理
勞工教育訓練，應安排反毒宣講課程，以灌輸
對毒品認識，深化勞工認知。

10.結合行政院衛生署「反毒資源線上博物館」、
法務部「戒毒網站」辦理2006年全民反毒網路
有獎徵答活動，以優渥獎品（獎金）吸引社會
大眾上網瀏覽、參與徵答活動，達到宣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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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11.各級學校、國軍各基層連隊、各監所、
各國營事業機構等增闢「反毒宣導專欄」
張貼文宣資料、案例、標警語等，持續
對所屬人員實施宣教。

12.直轄市教育局各縣市學生校外會成立反
毒志工團隊與培訓，協助推動學校、社
區反毒文宣品發放、宣教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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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13.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結合縣
（市）學生校外會成立「反毒資源中
心」，結合縣（市）轄屬學校反毒相關
資源，以達資源共享與利用。

14.各校辦理家長委員會、親職教育座談會
等相關家長出席之會議、活動，穿插藥
物濫用防制宣導、贈送毒品快速檢驗試
劑，建立家長共識，協力防制毒品侵入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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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15.編製學校藥物濫用防制參考教材（內含
相關法律問題、毒品辨識（相關圖片）、
常見物質濫用及其危害、毒品濫用者特
徵、青少年藥物濫用成因與預防、藥物
濫用危害案例彙編、戒毒何處去等）發
各級學校使用，並逐年更新或補充，建
立學生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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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16.辦理反毒文宣創作設計競賽，透過青少
年之創意，遴選優良作品，製成文宣品
發送各級學校、各部會參考應用。

17.辦理高中職、國中、國小藥物濫用防制
課程創意教學活動設計競賽，以激發教
師研發適合不同年齡層的藥物濫用防制
教材與教法，並藉由優勝者作品之分享，
讓高中職、國中、國小教師都能輕鬆自
在運用於課程中，將藥物濫用防制觀念
向下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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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18.結合民間團體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師資及
社團負責人培訓，深化種子師資知能，
培育協助同學、同儕拒毒知能與技巧。

19.持續運用教育部「反毒宣講團」巡迴校
園宣教，宣講對象至重點於教師及社團
幹部，以宣揚政府反毒政策及相關反毒
知能，建立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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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20.將藥物濫用防制工作列為各校「友善校
園」執行項目、學校評鑑及地方教育局
統合視導項目，並列入校長考核與續聘
之重要參考依據 ，促使各校重視防制工
作，並透過視導督檢各級學校工作成效。

21.發行「全國反毒作戰年」紀念郵票，擴
展宣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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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二級預防—高危險群

（對象：八大行業、特定人員、中輟生）
1.建立反毒宣教工作全國聯繫窗口。

2.結合經濟部於常見毒品犯罪之八大行業場，

繼續推展張貼「拒毒空間」標識，並將優劣

成果訴諸輿論形成良性競爭，透過「拒毒空

間」標識宣導檢舉毒品案件「110」及

「0800-024-099」之免付費電話，以形成全

國監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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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3.各縣（市）政府警察局於定期辦理之相關 治
安會議，邀集各特種、娛樂場所負責人，伺機
實施反毒宣導，並要求共同配合與防制。

4.持續加強所屬「特定人員」及藥物濫用高危險
群人員（中輟生或非法出入特種場所之學生）
檢警與家庭、學校通報作業程序、後續反毒教
育、藥物檢測、追蹤戒治、心理輔導、社區處
遇、復發預防，同時選定高危險群之重點學校、
篩選重點學生，建立正確觀念及強化其自主性
拒絕毒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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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5.各級學校訂定「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
預防實施計畫」，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督導所轄學校建立「學生藥物濫用
輔導諮商網絡」，並運用「校園學生使
用毒品篩檢量表」篩檢高危險群學生，
依三級預防措施落實對中輟生、非法出
入娛樂場所、高危險群及濫用藥物學生
之通報及輔導作為，有效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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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二、建立「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
架構

◼ 落實各級學校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宣導、
清查、輔導工作，並結合社區相關資源
及專業醫療、輔導機構，有效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達成「健康校園」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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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 一級預防：活得健康、適性發展、無藥物濫用。

⚫ 減少危險因子方面：

• 各校應經常辦理育樂活動，鼓勵學生從事有益身心健
康之活動，減少學生涉足藥物濫用高危險場所。

•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結合校外聯巡及春
風專案工作，加強查緝在外遊蕩學生，涉足不良場所
學生列為藥物濫用高危險群對象。

• 各級學校導師、輔導老師、學務人員等應對藥物濫用
可能性較高(危險因子)之學生加強個別輔導、訪問，
以降低學生藥物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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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 一級預防：活得健康、適性發展、無藥物濫用。

⚫ 增加保護因子方面：

• 以教師(官)為對象，定期舉辦藥物濫用防制知
能研習、訓練等活動，以增進教師藥物濫用防
制相關知能，提昇防制成效。

• 各校利用週、朝、集會時間實施「藥物濫用防
制」宣導，教導學生認識藥物濫用的危害及拒
絕誘惑的知能與技巧，培養學生正確思考、自
主性拒絕毒品誘惑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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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 一級預防：活得健康、適性發展、無藥物濫用。

⚫ 增加保護因子方面：(續)

• 加強學校「春暉社團」或其他相關社團之組訓，
運用同儕力量發揮正面影響力。

• 各校班級導師、學務人員、輔導老師應編組至
學生工讀場所、賃居處實施不定期訪視，了解
學生所處環境，表達關懷並協助解決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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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 一級預防：活得健康、適性發展、無藥物濫用。

⚫ 增加保護因子方面：(續)

• 各校對於學業成績低落學生，應擬定輔導作法，
引導學生適性發展，增強自我信心與能力，避
免學生因成績低落，造成自暴自棄之情形而接
觸藥物。

• 各校輔導室應透過相關課程或綜合活動時間，
辦理「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衝動性與問
題解決能力」、「拒絕誘惑的技巧」等訓練活
動，以增強學生自我管理、保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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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 二級預防：早期發現，早期介入，預防藥物濫用、
成癮或嚴重危害。

⚫ 進行高危險群篩檢：

• 各校教、訓、輔人員於發現學生精神、行為有
偏差或異常情形，即應實施個別晤談，從晤談
中發現學生有無藥物濫用情形。

• 各校配合本部或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協助各級
學校學生尿液篩檢，抽驗「特定人員」，以了
解學生藥物濫用情形 。本部學生尿液篩檢作
業流程如后：



完成採驗前作業

尿液檢體採集（採尿日）

統計受檢人數報部（採尿日三日內）

尿液檢驗
（檢驗機關採尿後即時辦理）

檢驗機構初步
篩檢是否陽性
反應

通知受檢單位（採尿後乙週內）
（剔除盲績效）

密送本部並通知受檢單位（學
校）輔導查證（確認檢驗後乙
週內）

學校成立春暉小組輔導戒治
（確認檢驗通知後即時成立）

擬定實施計畫

檢驗機關複驗
確認是否陽性
反應（採尿後
二週內）

結束

完成輔導戒治

1.編組作業人員
2.確定特定人員（名冊一式三份）
3.隨機抽驗決定受檢人
4.與採尿單位協調排定日程
5.安排作業場所、動線、作業人員

1.通知受檢人
2.採驗前說明
有關規定
3.編碼作業
4.加入盲績效
檢體

否

否

是

是

通知受檢單位（確
認檢驗後乙週內資
料備查）

學生尿液篩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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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 二級預防：早期發現，早期介入，預防藥物濫用、
成癮或嚴重危害。

⚫ 輔導：

• 經觀察晤談、尿液篩檢或檢警通知之藥物濫用
學生，各校應循本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即
時通報網」通報本部校安中心，並即成立春暉
輔導小組進行輔導，期於3個月內協助戒除。

• 學生藥物濫用之輔導除校內之輔導資源外，可
運用縣(市)或社區輔導機構等輔導資源進行個
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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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 三級預防：降低危害、有效戒治、預防再
用。

學生藥物濫用個案，經輔導3個月後若仍
未戒除，學校即結合家長，將個案轉介至
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藥癮治 療業務醫療機
構、藥物濫用諮詢及輔導機構賡續戒治，
或視個案情況報請司法機關協助處理，以
降低危害，預防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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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各校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
注意事項：

◼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應建立「學
生藥物濫用輔導諮商網絡」，提供輔導諮
商之服務機制，強化二級預防成效，並得
設置反毒資源中心學校，統整縣(市)內相
關資源，以利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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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各校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
注意事項(續)：

◼ 各級學校應針對學校特性，訂定「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據以落
實執行。

◼ 各校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宣教活動，可
依「教育部補助各級學校及民間團體辦理
春暉專案宣教活動實施要點」申請經費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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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協助及建議事項
◼ 請各緝毒單位於發布緝獲毒品新聞時，
以「應負刑責」取代「市價金額」之報
導，避免造成民眾「賺錢」之聯想，致
產生負面效果。

◼ 請內政部警政署及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將
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具學生
身分之資料，即時通報教育部，以利通
知學校輔導與追蹤管制（資料僅供內部
輔導用，要求保密及不對外公開），避
免毒品事件於校園擴散或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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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協助及建議事項
◼ 請內政部警政署提供入伍役男違反「毒
品危害防治條例」個案資料，以利國防
部及役政署實施追蹤輔導。

◼ 建請行政院推動，15-18歲未升學、未就
業青少年之技藝與就業輔導，以減少失
學青少年及無業人民，進而降低施用毒
品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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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協助及建議事項
◼ 加強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工作：本部於95
年3月撥發各級學校總計24萬7,000快速
檢驗試劑（安非他命、MDMA、K他命、嗎
啡類），針對特定人員（含參與轟趴、
搖頭派對及中輟生）實施尿液篩檢，主
動掌握學生用藥情況，對於呈陽性反應
學生，由各校成立「春暉小組」實施個
案輔導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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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協助及建議事項
◼ 法務部製作之「毒害一生」反毒宣導影
片，請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本學期結
束前，以班級為單位在老師指導下完成
收視與教學工作。

◼ 持續辦理校園反毒宣講工作，邀請學者
專家深入校園，今年預計辦理563場次，
置重點於教師與訓輔人員之培訓，請各
校依序申請，以增進反毒宣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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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目標(至2008年)

◼ 降低毒品裁判確定案件有罪人數比率10﹪（以
2004年毒品裁判確定案件有罪人為基準）。

◼ 檢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將藥物濫用防制納入相
關課程領域授課比率達100 ﹪。

◼ 張貼「拒毒空間標識」達1萬處。

◼ 反毒文宣品置放（張貼）青少年經常出入場所
（如大眾運輸車站、KTV、便利商店、速食店
等）達2,000處。

◼ 組成反毒志工團隊達500人/24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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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目標(至2008年)

◼ 成立反毒資源中心24個。

◼ 鼓勵並補助學校及民間團體辦理反毒宣教活動
達1000單位。

◼ 校園反毒宣講達1,600校，受教師生640,000人。

◼ 逐年培訓藥物濫用防制師資達2,000人。

◼ 提昇學生藥物濫用防制正確認知率達95﹪。

◼ 各級學校訂定「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
施計畫」達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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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預防勝於治療」，教育宣導即是預

防工作，乃「減少需求」的第一環，特別
針對未曾吸毒的國民，宣導毒品的危害，
使其終生不敢碰觸毒品，是反毒策略中之
首要。然宣教工作非短時間即可收效，必
須長期性、持續性、全面性的進行，除了
智慧與毅力，更需要群策群力，持之以恆。
期盼國內各領域反毒人士同心協力，落實
反毒宣導與教育，引領社會大眾遠離毒品
危害，達成「健康台灣」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