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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毒品的可怕及其危害是反毒教育
的第一步

⚫從媒體的報導可知，毒品的種類越來
越多樣化，濫用年齡層越來越低，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防止毒品進入校園
「今日不做、明日將會後悔」

前言



藥物濫用現況說明－現場直擊





（安非他命，2006）

聯合報



新聞直擊

◎學生毒來毒往 視為「禮」所當然

◎無法可管歡場歌坊拉Ｋ成風

◎醫專學生賣K    毒害遍及鄰校

◎懷疑孩子吸毒 7成驗出K他命

◎警方破獲販賣K集團 主嫌是高職生

◎幫派以毒品控制學生擴充惡勢力

◎毒梟利誘兼餵毒 4學生煉億元Ｋ他命

◎拿K他命減肥 年輕人差點洗腎

◎國二女藥頭 批發K他命



藥物
名稱

分級
常見

吸食方式
價格

(公克or粒)
功用

戒斷困難
度

備考

海洛因 第一級 拉K或注射 5000~5500
快感及亢奮
(最HIGH)

100%

安非他命 第二級 水車法 3600~4000
興奮

(中HIGH)
80%

搖頭丸 第二級
直接吞食
(可配可樂)

350~500
自信心與
活力大增

50%
PUB或舞廳常

用

K他命 第三級 拉K或K煙 400~800
興奮

(次HIGH)
30%

目前最受年輕
人歡迎

FM2 第三級 直接吞食 350~550
嗜睡及
短暫失憶

30%
歹徒常用犯罪

工具

一粒眠 第四級 直接吞食 20~50 興奮感 30%

笑氣 管制藥品 運用氣球吸食 3000/罐
涼涼麻麻的感

覺
20%

PUB或舞廳常
用

常見毒品分類



學生藥物濫用各學制統計表

區分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專 合計

93年 1 60 46 28 135

94年 1 33 100 3 137

95年 0 87 141 3 231

96年 4 164 116 10 294

97年
1-6月

12 126 240 2 380



學生濫用藥物種類一覽表

級別

年度

一級毒品
（海洛因、

嗎啡）

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
搖頭丸MDMA）

三級毒品
（K他命、FM2

、一粒眠）

四級毒品 合計

93年 2 85 39 9 135

94年 8 88 26 8 137

95年 2 98 104 26 231

96年 4 55 235 0 294

97年
1-6月

0 56 324 0 380

備註：96年起「一粒眠」由四級毒品調整為三級毒品。



本縣學生藥物濫用現況

•95學年度尿篩發現高中職生3

人、國中生3人(k他命)

•96學年度實施510人次特定人

員尿篩，發現高中職19人、國

中7人 (k他命) 。



青少年常見毒品種類及辨識

1.安非他命(俗名：冰塊、安
公子、冰糖、安仔、炮仔、鹽)

2.K他命(卡門、K他命、K仔)

3.搖頭丸(快樂丸、MDMA)

4.一粒眠(紅豆)



• 濫用方式：
• 口服、注射、鼻吸或與菸草混合後抽吸
•毒害：

•興奮中樞神經，雖具有欣快、警覺及抑制食慾之作用，

重複使用會成癮，中毒症狀包括多話、頭痛、錯亂、

高燒、血壓上升、盜汗、瞳孔放大、食慾喪失。大劑

量使用引起精神錯亂，思想障礙，類似妄想性精神分

裂症，多疑、幻聽、被害妄想等。

•長期使用導致器官性腦症候群，有高血壓及腦中風之

危險。

安非他命(俗名：冰塊、安公子、
冰糖、安仔、炮仔、鹽)



安非他命

包
裝
方
式

學
生
常
用

小密封袋



吸管

打火機

剪刀

瓶蓋

衣架

燈泡

半瓶水

安非他命吸食器製作



安非他命

吸食器成品



水車法



在
垃
圾
桶
中
發
現
吸
食
器
材



•濫用方式：
•口服、鼻吸、煙吸及注射等方式:
•毒害：

•噁心、嘔吐、視覺模糊、影像扭曲、暫發性失憶
及身體失去平衡等症狀。由於它也可使人產生無
助、對環境知覺喪失，並伴隨著嚴重的協調性喪
失及對疼痛感知降低，此種情況往往令服食者處
於極度危險狀態。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
依賴性，造成強迫性使用，停藥後雖不會產生戒
斷症狀，但不易戒除

K他命(褲、卡門、K仔)



k他命

包
裝
方
式

學
生
常
用

小密封袋k他命



•價格較安非他命及海洛英便宜

•吸食方便：可在教室、廁所及校園
死角吸食，且不易產生臭味(拉K)。

•K他命屬三級毒品，吸食、持有並無
刑責。

K他命常濫用原因



K他命製成K煙方式

K煙

正
常
的
香
煙



煙

直

接

點

燃

吸

食

Ｋ
濃厚塑膠
燒焦味



直接吸食
k他命(拉k)



K他命
•如果用鼻子吸k他命，由於k他

命對 血管效應，將會導致對鼻

組織的損 壞，所以k他命毒癮者

一定會有流鼻水和不停吸氣的

情況。



搖頭丸、快樂丸(MDMA )

服用搖頭丸使人有愉悅感，而這也是

很多年輕人沈迷其中的原因，原本不

多話的人變得多話，情緒會放鬆，而

且有與人特別親密的感覺出現，尤其

是原來生活中本就憂鬱與生活不如意

者，就很喜歡這種感覺；這也使年輕

人不知不覺間受到毒害而不自知。



降低食慾、思想混亂、
心跳加快、牙關緊閉與
流汗、口乾等，長期服
用下，會改變大腦結構，
破壞神經細胞及

認知功能的損傷，即使
服用一粒，其後遺症都
可能延續數天至一週，
這些後遺症包括有悲傷、
焦慮、憂鬱與記

憶力損傷等。

搖頭丸



照片來源:桃園縣調查站



• 一粒眠屬四級毒品，又稱為「Ｋ他命五
號」，屬於中樞神經抑制劑的一種，因
紅色外型，俗稱紅豆，是國內新興迷幻
藥之一。

• 使用一粒眠只要超過四周以上，產生藥
物依賴性且長期使用者，將對其記憶力、
注意力等造成障礙。

一粒眠



一粒眠外觀



強力膠

英文名：Glue

俗名：膠仔

分級：未列

醫療用途：無

濫用方式：吸入

強 力 膠



將毒品藏匿在

衣褲的暗袋中

將毒品藏匿

在鞋襪中

藏 匿 方 式



在課桌中製作夾層 將毒品藏匿

在原子筆中



將毒品藏匿
在書本中

將毒品藏匿
在香火袋中



毒品味道辦識

共同吸食方式 都能以燃燒鼻吸方式吸毒 

海洛因 

由罌粟花提練，純度高的會有香味，不過

價格昂貴，一般會摻入葡萄糖等副料吸

食，故有糖香味。 

安非他命 
有難以形容的化學惡臭味，吸食時還會帶

有不同的飲料味道 

K他命 
白色帶有苦味無氣味的粉末，吸食時有濃

厚塑膠燒焦味。 
 



使用毒品者的徵狀及

外在行為



以危險因子篩檢使用高危險群

•個人：

➢常翹課，中輟生

➢學業成績不及格

➢生活作息不正常

➢情緒常憂鬱、起伏不定

➢衝動性高

➢常想毒品好處

➢拒用信心低

➢常喝酒、抽菸、常打架、
與人發生衝突

•環境：

➢家人使用過

➢曾使用過

➢有朋友使用過

➢在PUB、啤酒屋

舞廳、酒店、
電玩、MTV、 卡
啦OK打工或 常
出入

➢接觸過毒品



器官部位 症狀特徵

眼部 瞳孔擴大(安非他命、迷幻劑) 、眼眶泛黑(安非他命、
K他命) 、眼睛出血(安非他命)

鼻部 鼻孔發紅、破皮(安非他命) 、流鼻水(K他命)

口部 持續性口乾舌燥(安非他命) 、說話含糊不清、散慢
(安非他命、FM2、K他命或其他鎮靜安眠劑)

手部 手部颤抖(安非他命)

皮膚 潮濕出汗、長痘子(安非他命)

器官 主動脈弓發炎致大血管夾層性出血(安非他命)

體重 喪失食慾，體重急速減輕(安非他命、MDMA)

其他 失眠、作息改變、緊張(安非他命、MDMA) 、大量出汗、
體臭、汗液有藥味(安非他命) 、想睡、搖晃(FM2、K
他命或其他鎮靜安眠劑) 、有強烈塑膠臭味(安非他命、
K他命)、臉色慘白

毒品濫用者之外形症狀特徵



1.面部外觀及精神狀況：

眼眶泛黑、時常流鼻水、精神

恍惚，臉色蒼白，長(沉)睡叫

不起來的同學，以上均為吸食

毒品的特徵。



正常情況下面部表情
藥物濫用情況下面部表
情：眼眶泛黑、鼻水不停



2、生理的異常：

（1）體重減輕和食慾減弱

（2）流鼻水或鼻孔發癢。

（3）瞳孔收縮及雙眼流水。

（4）手臂、手背及身體其他部位有針痕。

（5）身上常有特殊的味道。

（6）食慾改變，對於糖果非常渴求。



（1）心神不定、躁動不安、情緒、態度突然改變、精神

恍惚。

（2）人際關係變差，對人的態度經常不佳，喜怒無常，

與家人、同學、朋友相處不睦。

（3）突然頂撞父母、違反校規、紀律，且有攻擊性傾

向。

（4）曠課、逃學、離家出走、出入不當場所，或藉故外

出、晚歸。

（5）交往對象神情怪異、言談神秘、夾雜暗語。常和不

良少年或不務正業的成人在一起。

3、行為的異常：



（6）做事讀書不專注、工作績效、學業成績不斷急遽退

步。

（7）用錢無度、向家人索取或向朋友借錢次數增加。

（8）順手牽羊、偷錢、或家裡有貴重物品不翼而飛。

（9）行為鬼鬼祟祟、長時間滯留於房間、門窗閉鎖，且

出現錫鉑紙、變造之吸食罐、或筒狀紙捲、強力膠

、不明藥品等。

（10）面色轉變、精神萎靡、眼神不振，但時有不尋常

之亢奮及無意義之行為。

3、行為的異常：



4.工作地點及交友情況:

注意班上是否有加入幫派、八

家將(身上刺青) 或在舞廳、網

咖、KTV、檳榔攤等場所工作

的學生。



尿篩作業

(找對人、找對時機、
用對方法)



➢曾經持有或葯物濫用者
➢中輟、休學復學生
➢經觀察或其他方式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
品嫌疑者(須有佐證)。

➢經篩檢量表篩檢判定為高危險群。
➢經常深夜逗留特定場所者對參與轟趴的學
生、涉入不當場所或行為異常有施用毒品
傾向在學學生。
➢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教育部特定人員範圍



時間：(找對時機)

1.連續假期後以快速檢驗試劑，

針對特定人員實施尿液檢測。

2.不定期檢驗:各校視情況作臨

機檢驗。



1.試劑來源:由教育處或校外會採購試劑，

分發各校使用，不足時另行提出申請

2.各責任分區部分：區分斗六.虎尾.北港.

西螺.土庫5校外分會，由分會認輔學校協

助國中小實施.冷藏後在2小時內迅速送往

教育處或校外會統一送驗。

實施方式：(用對方法)



輔導作為及相關資源



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輔導作業流程

一級預防

二級預防

三級預防

減少危險因
子、增加保
護因子

進行高關懷
群篩檢，並
實施介入方
案

結合專業醫
療、心理諮
商、法律機
關，協助戒
治

判定
觀察

(學校)

尿液
篩選

(學校)

毒品
濫用

(學校)

陽性

拒篩

3、4級

1、2級

審查、核定(學校)

輔導追蹤(學校)

通知協助篩檢(警方)

通報、輔導
追蹤、戒治(學校)

移送(警方)



輔導戒治實施原則

1.發現疑似濫用藥物學生即由導師、

訓輔人員、軍訓教官、家長共同組

成「春暉小組」進行輔導。

2.對初次濫用藥物未成癮者，即成立

「春暉小組」進行輔導，防止其繼

續濫用藥物，並繼續追蹤輔導。



輔導戒治實施原則

3.對濫用藥物成癮者，除進行輔導外，經

三個月仍有濫用藥物情形時，應即通知

家長轉介至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

構戒治，以協助確實戒除毒品，若學生
家長拒絕送醫戒治或戒治無效時，學校

得依「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相關規定報

請司法機關處理。

4.對持有、販賣者追查其來源，並輔導向

檢警機關自首，以減輕其刑責。



輔導戒治實施原則

5.對清查發現濫用藥物之學生，應善盡輔導
之責不得以退學、開除、休學等方式處理；
然學生如有中輟、退、轉、休學、畢（結）
業，或其他原因離校，則應透通報系統，
請有關單位協助追蹤輔導戒治；原始目的
學校更應主動相互通報、查詢。

6.對濫用藥物之學生，應透過學校輔導室、
保健室等單位配合實施諮詢服務，指導學
生在心理生理等方面自我調適，促使遠離
毒害。



輔導戒治執行要領

1.發現有涉嫌濫用藥物學生，即針對每一學
生組成「春暉小組」（由導師、訓輔人員
或軍訓教官、家長等組成），實施輔導戒
治(注意保密作為)。

2.若學生家長對其濫用藥物子女，未盡監護
之責學校應以存證信函通知，加強輔導戒
治之責。

3.對濫用藥物新增個案，須據實陳報，並輔
導戒治。



輔導戒治通報流程

學校

學生校外會
或教育處

中部辦公室

教育部

一、建立春暉小組輔導學生
基本資料。

二、建立春暉小組編組名冊。
三、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四、每週不定時實施尿液篩
檢
五、每月25日前將春暉小組

濫用藥物查證結果表通
報

校外會或教育處。
六、連續輔導戒治三個月並

將案內人員列入特定人
員輔導。



校安事件通報作業說明

目的：

一、通報資料可建檔紀錄，並讓上級單位瞭解學
校處置與服務作為，同時對於媒體及民代關
心事項，能有效反應並提供學校協助。

二、完整且豐富的資料整形成資料庫，經分析可
提供學校及教育部瞭解各類事件發生之熱門
時間、地點以及學生動態等資訊，並研擬各
類事件防制對策，以減少各種危安因子。

三、各項創新或有效的處置方式或服務作為，可
列為範例供其他單位參考。



重點事項：

ㄧ、兒少保護事件（未滿18歲學生），請注意隱匿
學生身分資料（包含姓名、班別、住家地址
等）；對性侵害、性騷擾與藥物濫用等事件，
若尚未有媒體報導且人員無（瀕臨）死亡時，
請一律以乙級事件通報。

二、事件概述及經過：
請以時間序簡單摘要紀錄事件發生經過及學校
因應處理作為。

三、處理情形：
詳填學校處理及服務經過，除填寫事件處理應
作有為，尤應以家長角度思考，紀錄對學生所
完成之服務作為（例如送醫、通知家長等）。



意外
事件

安全
維護

暴力
偏差
行為

管教
衝突

兒少
保護

天然
災害

疾病
事件

其
他

甲級 ※受媒體關注之相關事件

乙級
※人員重傷、財物有具體損失、尚未

引發媒體關注或負面報導效應

丙級
※人員輕傷、財物損失輕微、無引發

媒體關注之虞

類 別

等
級

校園安全暨災害通報事件與媒體



通報的保護與保密：

ㄧ、各級學校均獨有之ㄧ組帳號及密碼登入撰寫送
出，除由教育部校安中心當日審閱並轉請主政
單位卓處及學校直屬上級督導單位知悉外，餘
單位或人員均無法知悉上開通報案情。

二、除法院及地檢署以公函調閱外，其他單位及人
員均無法獲悉學校通報之個別資料。

三、為提供校安資訊警示，教育部每年均完成上一
年度「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分析報告」並予
公布，俾利民眾資訊公開取得，上開報告僅就
通報類別及不同學制相關校安事件數據之總體
分析，未涉及個別學校資訊。



雲林地區反毒資源介紹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協助轉介(5348585)

•衛生局－協助醫療、心理諮商

•社會處－協助就業

•教育處(校外會)－協助就學

•更生保護協會－協助生活輔助

•民間團體－社團、宗教組織、志工

•人民保母--警察



轉 介 機 制

1.本縣戒治諮詢專線：5348585

2.也可至各鄉鎮市(20)衛生所、

派出所填寫轉介單傳真至

5344076（毒品防制中心轉介

服務組）



•諮詢機構：

台大雲林分院、天主教若瑟醫院、中
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及２０鄉鎮
市衛生所

•執行替代療法衛生所：

麥寮鄉衛生所、水林鄉衛生所

•藥癮指定醫院：台大雲林分院、天主教
若瑟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成大斗六分院、靜萱療養院

本縣醫療諮詢機構



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富者因毒而貧，貧者因毒而終

學生輔導只有起點，沒有終點

(勤、關心與耐心)

結語



對於毒害入侵校園，教職人員如同校園

啄木鳥，將校園這一棵大樹中的幼蟲，

找出並輔導秉持著找出一個救一個的做

功德精神，不要等到幼蟲變成大毒蟲再

來惋惜，在輔導學生立場上勿將藥物濫

用的同學標籤化，要以長期的支持與耐

心關懷，協助藥物濫用同學戒除毒癮，

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成為毒品的奴隸。

結語



雲林縣校外會
關心您健康

聯絡電話：（05）5334432

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2008/08/11    中時電子報

學生毒來毒往 視為「禮」所當然

「同學生日送Ｋ當禮物」、「幫派找學生充場面拿

Ｋ酬謝」、「酒店客人用Ｋ抵酒錢」。Ｋ他命的充

斥，不只在搖頭酒店界盛行，連許多學生族群也視

為理所當然。Ｋ他命對人體的傷害性雖低於安非他

命、海洛因，卻早已成為青少年學生族群的入門毒

品。某分局查緝販毒案時，逮捕十五名嫌犯就有十

名學生，比率之高令人咋舌。○○市警方也多次在

高中、高職校園查獲學生持有Ｋ他命相互贈送，甚

至公然在教室拉Ｋ，未成年學生尚有少年事件處理

法予以裁處，對成年學生根本拿他沒輒。



2008/08/11    中時電子報

無法可管歡場歌坊拉Ｋ成風

「少年耶！驚啥，拉Ｋ又不罰，警察也拿你沒法

度。」小俊與一票朋友走進制服酒店，迎面來了一

名男子，向他兜售Ｋ他命，小俊想想既然要狂歡一

場，吸食、持有Ｋ他命均無刑責，於是馬上完成交

易，一個瘋狂的夜晚即將登場。警方監控幫派在

○○市酒店販毒，發現制服酒店、ＫＴＶ幾乎淪陷，

在包廂拉Ｋ、吸Ｋ菸儼然已成為酒店生意的次文化，

在毫無罰責的情形下，Ｋ他命更早已取代搖頭丸，

成為歡場中一枝獨秀的助興品。



2008/08/09    中時電子報

醫專學生賣K    毒害遍及鄰校

校園毒品日益氾濫，○○市刑大偵三隊長期監聽，

發現鄰縣○○醫專學生曾○○，涉嫌販售Ｋ他命牟

利，販售對象除了同校同學，還包括鄰近大專院校

學生及高中生。警方八日將他逮捕到案，但他矢口

否認販毒。校方對學生涉嫌販毒案表示不知情，也

不知這名涉案的學生是否真有販賣毒品給校內師生，

近年也未曾發現有學生在校內吸毒。



2008/07/22   華視新聞

懷疑孩子吸毒 7成驗出K他命

毒品多氾濫，頭髮最知道。台中中山醫院藥檢中心，

最近接到將近五十件的毛髮檢體，都是家長懷疑小

孩吸毒偷偷蒐集，孩子枕頭上的頭髮送驗，結果讓

人很吃驚，居然有高達七成，都驗出Ｋ他命反應。

從放暑假開始，檢驗室就忙到不可開交，送來檢驗

的樣品全部是頭髮，這些都是家長偷偷送來的，因

為懷疑孩子吸毒。高達七成檢體都有毒品反應，證

明父母擔心不是沒有原因。



2008/07/16   中時電子報

警方破獲販賣K集團 主嫌是高職生

○○刑大偵二隊今日南下新竹，逮捕新竹風飛沙幫

份子呂岳璋等五名嫌販，當場查獲Ｋ他命386公克。

警方調查，呂嫌涉嫌在新竹地區販賣Ｋ他命給傳播

妹或是特種行業上班的女子，幕後還有上游販毒集

團操控，目前正擴大偵辦當中。警方調查，主嫌呂

岳璋與何○○，目前為某私立高職高二同學，呂嫌

甚至創下遭到留級七次的紀錄。



2008/07/11   TVBS新聞

幫派以毒品控制學生擴充惡勢力

黑幫勢力竟然深入校園了！○○縣某分局破獲一個

黑幫堂口，逮捕10名嫌犯，偵訊後發現，這群惡徒

長期以安非他命、K他命等毒品，控制國中生加入幫

派，再脅迫他們到學校當藥頭、販售毒品，行徑相

當惡劣。他們是○○會成員，也是地方上的毒瘤，

到處強收保護費，一旦遇到店家不從，就以刀械棍

棒和石塊砸店。為了打響名號，還特地做了制服，

到處吸收中輟生和國中生加入，再用毒品控制，並

要求拿到學校賣給同學。



2008/05/28   中廣新聞網

毒梟利誘兼餵毒 4學生煉億元Ｋ他命

某技術學院四名男學生，受毒梟劉森坤餵毒及利誘，

在學校對面租公寓製造Ｋ他命；調查局南機組等單

位前晚查獲劉○○叔姪及四名學生，查扣的毒品，

黑市可以賣到一億元以上。「早知道製毒罪這麼重，

就不敢做了。」四名學生落網後悔地說，是劉森坤

免費供毒，並招待他們到ＫＴＶ、ＰＵＢ吃喝玩樂，

每月還有一萬元「生活費」可拿；一個多月前，他

們替劉森坤租公寓製毒，劉允諾這批貨脫手後，會

給他們每人數十萬元。



2008/05/22   蘋果日報

拿K他命減肥 年輕人差點洗腎

近幾年傳出有年輕人拿非法的Ｋ他命減肥。臨床醫

師昨表示，有案例濫用到出現腎臟、膀胱功能嚴重

受損必須洗腎。而據衛生署統計，Ｋ他命已連續兩

年蟬聯國內濫用毒品的首位，籲民眾勿因減肥拿健

康開玩笑。一名二十八歲男子濫用Ｋ他命兩年瘦成

皮包骨，日前因嚴重腎水腫送醫，一度休克，被緊

急救回，最近又住院，尿液又檢測出Ｋ他命。衛生

署管管局表示，Ｋ他命去年(96年)與前年首度領先

甲基安非他命，成為國內濫用毒品的首位。



2008/01/02   自由時報

國二女藥頭 批發K他命

一名林姓國二女學生，因吸食安非他命，經少年法

庭裁定收容，在觀察勒戒期間，她向法官自白當藥

頭約四個月，替人販賣Ｋ他命，每月「營業額」最

高曾達13萬元，學生「客戶」遍及10所學校，經少

年隊全力追查整個販毒、吸毒網絡。經訊問，林女

才主動說出以每顆三、五十元到百元不等的價錢，

替人販售Ｋ他命，販毒四個月，客源還不乏學生族

群，被她「點名」到的學生客戶遍及十所學校，令

法官相當憂心毒品氾濫，已嚴重入侵校園。



法務部施前部長說：

經與「毒品審議委員會」討論後，認為K他命成

癮性不高，又有醫療上的需求；另外，K他命藥

物濫用情形多屬青少年娛樂暫時用藥，若是改列

二級毒品後，如有施用就是犯罪行為，必須進入

勒戒處所施以監禁勒戒處分。如此一來，即屬犯

罪行為有刑責，是將青少年標籤化，恐會影響青

少年學業的繼續，況且以目前查獲毒品案件件數

仍以ㄧ、二級毒品件數居多。對於建議法務部門

將K他命施用改列行政罰緩，來約制施用意願。

施部長認為，建議有其可行性，會進行研議。

（96.10.24）



文化大學社福系教授王順民認為：

將使用三、四級毒品而尚未觸犯刑罰法令的青少

年，施以「少年虞犯」的名義移送少年法庭，此

一逕行標籤烙印化的同時，理應更要詳實地檢討

現行對於虞犯乃甚至於非行少年的處遇保護機制

是否確切、落實；再則，對於青少年的父母施以

「連坐」處罰的人身恐嚇，還是要面對父母管教

意願、管教能力以及受制於結構性環境而來的各

種事件情境；最後，提供在職進修管道以強化第

一線教師相關毒品藥物知能的同時，更是需要針

砭當前校園之於青少年族群陪同、輔導以及相關

的危機處理機制。（97.01.21）



法務部長王清峰於97.06.13表示認同「用毒無
罪」，讓吸毒者除罪化，以降低吸毒人口的理念。
而行政院長劉兆玄表示，這個想法還是要先溝通，
較無後遺症。立院施政總質詢時，民進黨籍立委
涂醒哲表示，2001到2005年間，因性行為傳染的
愛滋病患增加五倍，毒品傳染的愛滋病患卻增加
六百多倍，速度驚人。
涂委員表示，這幾年緝毒績效頗佳，造成毒品供
應減少，但吸毒人口並未減少，使毒品因供不應
求而價格高漲，有暴利可圖。要減少毒品愛滋病
患最好方法，就是讓用毒無罪，販毒重罪，讓吸
毒者除罪化，不要把吸毒者當犯人，而是當病人
治療。王清峰表示，她完全認同「用毒無罪、販
毒重罪」，因為目前監獄關的犯人，百分之三十
六都是毒品犯。



社會秩序維護法

(民國 80 年 06 月 29 日公布 )

第66條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下拘留
或新台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一、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
幻物品者。

二、冒用他人身分或能力之證明文件者。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33條）

二、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施行細則（第25及26條）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4、26及28條）

四、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2條）

五、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6條）

六、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

七、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

八、教育部協助各級學校學生尿液篩檢實施規定

九、教育部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實施計畫

相關法令及規定



92年7月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09200121930號令修正公布「毒品危害
防制條例」
第33條 為防制毒品氾濫，主管機關
對於所屬或監督之特定人員於必要時，
得要求其接受採驗尿液，受要求之人不
得拒絕；拒絕接受採驗者，並得拘束其
身體行之。

前項特定人員之範圍及採驗尿液實
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相關法令 ─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95年7月17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0950030440號令修正
發布「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

第3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人員：指從事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務、因業務
需要經常接觸毒品或經行政院認定為防
制毒品氾濫而有實施尿液採驗必要之
人，其範圍如附表。

二、受僱檢驗：指於受僱前實施之尿液檢驗。

三、懷疑檢驗：指被懷疑有施用、持有毒品
之可能時實施之尿液檢驗。

相關法令 ─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



四、意外檢驗：指工作發生意外時實施之尿液檢驗。

五、入伍檢驗：指入伍前實施之尿液檢驗。

六、復學檢驗：指輟學學生復學時實施之尿液檢驗。

七、在監(院、所)檢驗：指法務部及國防部所屬矯治
機構對收容人實施之尿液檢驗。

八、不定期檢驗：指不預定期日實施之尿液檢驗。

九、隨機檢驗：指以抽驗方式實施之尿液檢驗。

十、受檢人：指經主管機關通知應受尿液檢驗之特定
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