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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減少施用毒品新生人口產生，拒毒預防組內所屬部會積極投入

人力、物力，以強化各類宣導防制作為，根據高檢署統計資料顯示，105

年各級毒品初犯人數已較前一年減少，其中以初犯第三、四級毒品施用

人數降幅最大，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人數則有加增趨勢，且以第二級毒

品之施用比例增加最多。 

另依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第一、二級毒品施用者年齡分布，以及警

察機關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滿 20 克年齡分析，施用第二級毒品者以 30

歲以上、40 歲未滿為最多，其次為 40 歲以上 50 歲未滿；第三、四級

毒品之施用持有則以 18 歲以上 24 歲未滿最多，顯示國內青、少年的

三、四級毒品施用，已稍見趨緩，中壯年人口之第二級毒品濫用防制，

則待持續加強。105 年度各機關工作執行成果與未來努力方向分述如

下： 

 

貳、工作現況 

一、強化社會大眾宣導，喚起全民反毒意識 

（一）教育部 

1.辦理各級學校教育人員反毒增能研習 

（1）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加強教育人員反毒知能」研習共

計 2,997 場次，參加教職員約 10.9 萬餘人次。 

（2）6 月 15 日辦理「拒絕毒害，捨我其誰」105 年大專校院教務（通

識中心）人員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研習，共 220 人參與。 

（3）10 月份辦理 2 場次大專校院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工作研習，共

200 人參與。 

2.規劃多元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 

（1）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教共

計 2,685 場次，參加學生約 65.8 萬餘人次。 

（2）規劃分齡反毒企劃專刊，透過 Taipeiwalke、少年牛頓雜誌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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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月刊等，刊登反毒漫畫、反毒知識大挑戰等專刊及廣告。 

（3）透過教育廣播電台，進行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4）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紫錐花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務學習，鼓勵大專

學生組成春暉社團，投入鄰近中小學進行反毒宣教，105 年補助

86 所學校至 379 所國中小進行宣導，參與人數達 85,021 人。 

（5）統計各縣市聯絡處 105 年結合民間團體與各類媒體共同主辦之工

作坊、記者會、頒獎典禮、漆彈競賽、才藝競賽、體能活動、園

遊會、戒治機構參訪及反毒成果靜態展等活動，共計 417 場，參

加人員達 27 萬人次。（圖 1 至圖 4） 

 

 

 

 

 

 

 

 

 

 

3.藥物濫用防制議題向下扎根融入教學 

（1）持續辦理「反毒健康小學堂」將反毒知識題庫融入教學，及「為

愛拒毒」親子共學反毒知識學習單活動，以讓家長與學生共同學

習毒品危害知識。 

圖 2 金門縣紫錐花社團幹部研習 

圖 3 桃園市反毒教育概念展 圖 4 社團學生以反毒繪本進行教育體
驗活動(花蓮縣) 

圖 1 南投縣全民反毒！明天會更好！
高中職學生創意才藝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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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發國民小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補充教材」，3,000 片電子書

光碟已函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提供學校運用，以減輕教師自編

反毒教材之負擔。 

（二）法務部 

1.針對青少年族群，結合 beatbox(節奏口技)，攝製「青春節奏」音樂

MV，鼓勵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2.建置「反毒總動員」粉絲頁與 line@生活圈群組，即時傳遞政府訊息，

以凝聚社會共識。 

3.補助民間團體，強化反毒宣導：透過補助經費等方式，結合公益社團

與大學法律服務社，辦理毒品及愛滋防制等宣導活動。105 年補助案

件計 21 件，受惠人數達數十萬人。 

4.整合部會反毒資源，改版本部「無

毒家園」網站(逾 605 萬 978 人

次瀏覽)，建置「反毒大本營」網

站，提供政府單位、學術機關及民

間團體有效掌握毒品資訊全貌，

便利民眾取得毒品防制相關資

訊。（圖 5） 

（三）衛生福利部 

1.食品藥物管理署 

（1）為強化民眾對毒品危害認知及遠離毒品偽裝陷阱，編製「拒當新

興毒品白老鼠」、「別讓(甲基)安非他命控制你」及「拆穿新興毒

品毒面具」3 款拒毒海報;另針對外籍人士，編譯英文版之「青春，

不惹麻煩」與「要玩，不藥丸」海報，提供各界運用。於聯合報

刊載「別讓毒品綁架大腦 走上吸毒成癮不歸路」、「包著糖衣的毒

品 千萬要當心」等廣編稿，使民眾認識成癮原因及新興毒品偽裝

態樣與危害。（圖 6） 

圖 5 法務部反毒大本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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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加強民眾對新興毒品認知，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

習中心合作新編製「藥物濫用防制系列-新興藥物濫用危害趨勢」

數位課程。（圖 7） 

（3）於國賓、威秀等影城及電影街 Barker 版位播放「掌握 5 線索，

毒品偽裝全面破解」宣導短片；於全台麥當勞 330 家電視播放

「你敢嗎?」拒毒短片；另於台北捷運之板橋站、中山站、及公館

站燈箱與台鐵北、中、南、東電聯車之車廂內刊載「拆穿新興毒

品毒面具」海報，利用人群來往密集，加強宣導。 

（4）另舉辦反毒創作歌曲徵選比賽，共 113 件作品參賽，選出 13 件

優秀作品，並置放於「反毒資源館」網站，供民眾參考。 

2.保護服務司 

（1）為精進第一線實務工作者之輔導服務品質，完成「輔導藥物濫用

兒少社工實務手冊」及「輔導藥物濫用兒少家庭社工實務手冊」，

並發給各地方縣市政府運用。（圖 8） 

 

 

 

 

 

圖 4-6多款拒毒宣導海報 

圖 7 拒毒數位課程 圖 8 輔導藥物濫用實務相關手冊 

圖 6 宣導海報及廣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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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有效推廣施用第 3、4 級毒品兒童及少年之預防輔導教材且貼

近實務需求，針對相關專業人員，辦理北、中、南共 4 場教材工

作坊及 3 場教育訓練，共計 493 人次參與。                                                           

3.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1）補助社區發展協會於辦理活動或社區於發行刊物時，適時宣導毒

品防制及安排專欄刊登，將「反毒教育宣導」工作深植社區。 

（2）輔導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毒癮家庭支持服務方案，透過個案

工作、家屬支持或互助團體及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與座談等，將毒品

防制的概念深入家庭及社區，計辦理反毒宣導 440 場次，20 萬

5,363 人次受益。 

（3）補助民間團體編撰毒藥癮者家屬資源套組 2 萬份，請地方政府廣

為宣導參考運用。 

（四）文化部 

1.連結反毒網站 

（1）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於該處全球資訊網各項連結資訊中設置法

務部無毒家園網連結。 

（2）國立國父紀念館於官網首頁下方設置反毒紫錐花運動網站連結。 

（3）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於官網相關連結中設置紫錐花運動網站連結。 

2.相關刊物宣導 

（1）國立國父紀念館於於 105 年 1 月、105 年 6 月至 9 月共 5 個月

份的「演藝資訊」刊登紫錐花運動總綱、方法及目標之簡介，每

月各印製發送 3 萬 5,000 份。 

（2）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出版之《臺灣工藝》季刊於第 60 期

(105 年 3 月號)至第 63 期(105 年 12 月號)，每期均於徵稿版頁

內加註「紫錐花運動」標誌及標語，每期發行 4,000 本，共印製

1 萬 6,000 本，宣導拒毒行動。 

3.跑馬燈刊播反毒標語及張貼反毒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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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配合刊播反毒標語於該團 LED 跑馬燈，及張貼

反毒公益海報於公告欄。 

（2）國立國父紀念館 LED 跑馬燈提供反毒公益標語之不定期刊播宣

導；電子看板不定期輪播行政院行政院「您的關心 讓孩子遠離毒

害」與「深夜了，孩子在哪裡？—暑假是染毒高峰期 別讓毒品 K

了孩子的命」反毒公益宣導海報。 

（3）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05 年度利用展示大廳 LED 跑馬燈，

辦理拒毒宣導次數計 306 次；另該館利用電子報刊登紫錐花運動

相關反毒文宣廣告圖片，宣導次數計 15 次。 

（4）國立臺灣博物館於員工電子公告系統宣導相關反毒訊息，並於辦

公場所張貼相關反毒資訊或反毒海報，進行反毒意識宣導。 

（5）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常設展警察廳舍場域內，張貼反毒海報，

具體呈現拒毒與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性。 

（五）經濟部 

105 年度本部所屬各行政機關及國營事業針對員工、特定人員及

工程承包商、一般民眾進行反毒宣導活動共計 295 場次，宣導方式包

括演講、利用集會播放反毒影片、配合工安講習辦理反毒宣導及有獎徵

答等；並利用電子布告欄、跑馬燈、海報張貼等平面宣導共計 87 件次。

（圖 9） 

 

 

 

 

 

 

 

 

圖 9 經濟部所屬各機關(構)辦理反毒宣導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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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透過本會「榮光雙周刊」、「榮光電子報」、「榮民文化」網站以

及漢聲廣播電台之「長青樹」廣播節目等（圖 10、11），不定期針對

「如何正確用藥」、「毒品防制」、「法律責任」、「親身經驗」等專

題，邀請榮民總醫院（藥物防治諮詢中心）主治醫生、學者專家現身說

法，諮詢問答或撰寫稿件等方式，協請媒體配合宣導，以建立反毒共識，

提升拒毒宣教功能。 

 

訪 

 

 

 

 

 

 

 

 

 

 

 

（七）內政部 

1.役政署 

（1）為配合政府推動全民反毒之政策，內政部役政署基於替代役役男

主管機關之職責及社會責任，精進替代役役男藥物濫用預警與輔

導工作，讓役男遠離毒品危害，健康服役，另為響應紫錐花運動，

讓反毒教育延伸至學校及各替代役服勤單位，內政部役政署平時

除與教育部、法務部等部會合作辦理反毒巡迴宣導外，105 年調

圖 10 榮光雙周刊不定期宣導 圖 11 漢聲電台「長青樹」節目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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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各役別管理幹部及教育服務役役男，培訓成為反毒種子，於各

單位及學校協助辦理反毒宣導及毒品防制工作，計協助辦理 160

場反毒宣導活動，宣導人次逾 4 萬人次，望能善用替代役人力資

源，增加反毒工作的成效。（圖 12） 

（2）另為落實反毒宣導，內政部役政署運用替代役役男人力資源組成

「替代役公益大使團」積極結合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教育

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及替代役服勤單位，以「奔放青春，無毒

有我」為主題，設計活潑生動的舞台劇，舞蹈等方式進行宣導，

並適時透過媒體報導，使宣導對象了解遠離毒品的重要性，共宣

導 8 場次，宣導人數 9,000 人。又為提升替代役役男家庭藥物濫

用防治觀念，每梯次基礎訓練期間隨平安家書寄送「給家長的話

-服役是蛻變的開始」供家長參閱，提醒家長留意孩子有無藥物濫

用情況，拒毒教育推廣至家庭。（圖 13） 

 

 

 

 

 

 

 

 

2.警政署 

（1）舉辦「愛的家園，無毒未來」反毒教育特展 

本署與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攜手合作，於 105 年 6 月 26 日

國際反毒日當天，於本署刑事警察局科技大樓 1 樓大廳推出為期兩個

月的「愛的家園，無毒未來」反毒教育特展，內容包括各種新興毒品、

更生人自述，以及吸毒危害的互動專區。刑事警察局表示，毒品是世界

各國面臨的嚴峻問題，警方特別在各級學校放暑假期間推出這個有意

圖 13 替代役反毒宣導活動 

 

圖 12 替代役反毒種子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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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展覽，預防與查緝雙管齊下，全力打擊毒品犯罪。特展一改過去教

條式的宣導形式，除了展出各種常見毒品的複製品和偽裝成果凍、咖啡

包、提神飲料等的態樣，讓民眾能一眼識破毒品的真面目，更由中國信

託反毒教育基金會斥資運用現代科技成立互動專區，參觀民眾只要站

在鏡頭前，透過即時特效處理，就能從電視影像中看到自己吸毒後的醜

陋模樣，藉此嚇阻喜愛追求新鮮、時髦、刺激的青少年踏入毒品陷阱，

以提升宣導成效。（圖 14） 

 

 

 

（2）警察廣播電臺宣導 

內政部警政署規劃 105 年間由刑事警察局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參與錄製「琇如十時樂」之「人身安全寶典」單元，每月擇

定一主題，並規劃相關案例分析及訪問題目，期間由警察同仁受訪，不

定期與主持人探討毒品、校園安全等問題，並鼓勵反毒宣導透過多元管

道提升青少年自我保護意識及犯罪預防知能，切勿因一時好奇或朋友

慫恿而誤觸毒品，鼓勵青少年莘莘學子們要勇敢拒絕毒害，做自己的主

人！  

3.明星代言宣導反毒 

內政部警政署 105 年邀請犯罪預防宣導代言人－金曲歌王蕭敬騰

拍攝反毒海報，發放至各警察機關協助張貼於青少年族群易出沒地點，

圖 15 明星蕭敬騰拍攝反毒海報 

圖14中國信託反毒教育特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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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青少年族群可以即時接收拒絕毒品危害，並勇敢拒絕毒品之殘害，並

推廣至更多民眾共同反毒。（圖 15） 

（八）勞動部 

1.於「外籍勞工在臺工作須知」中、外文版手冊納入反毒宣導資訊，分

送外籍勞工參考；於徵才活動手冊放置「紫錐花運動─喵喵知多少」

宣導單張，共計 17 場次，參與人數計 1,511 人次。另於本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亦於職員生月會時播放「名人反毒-林義傑篇」、

「刑事警察局-『勇敢的心』」等紫錐花運動宣導影片，共計 24 場次，

參與人數計 12,000 人次。 

2.於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各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辦公廳舍及勞動力發

展署各分署所屬就業中心之公佈欄、資訊區或於辦理教育訓練、現場

徵才、就業促進研習及職場觀摩等活動現場張貼反毒海報，並於辦理

各項職業訓練相關計畫推動說明會及委外職前訓練計畫辦訓單位授

課時，宣導反毒觀念、張貼反毒標語。 

3.辦理教育訓練、現場徵才、就促研習、駐點活動及職場觀摩等活動時，

於宣導活動之講義內置放反毒文宣內容。使用印製「珍惜生命、拒絕

毒品」、「拉 K 一時、尿布一世」宣傳標語之公文信封協助宣導。 

4.合作宣導：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與雲嘉南分署結合轄區獄所、

地檢署、更生保護會共同辦理入監就業服務宣導及駐點服務、並於就

業促進課程等活動時進行反毒宣導，共計 341 場次，計 15,430 人次

參與。 

5.利用研習活動、研討會進行反毒宣導： 

（1）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於技能檢定參考資料印製反毒宣導標

語，並於辦理座談會、說明會、講習會或檢討會時，於會議資料刊

載反毒資料。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另於辦理徵才活動、就業講座等

活動時發放宣導 DM，105 年度共計辦理 377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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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勞工保險局 105 年度共計辦理 56 場業務說明會，共有 9,220 人

參加，講師於課程前後時間以口頭方式說明加強宣導反毒。 

（3）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各類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播放反毒宣導短片，

共計 240 場次。 

（4）於本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技能檢定中心、

各轄區就業中心及勞工保險局各辦事處之 LED 跑馬燈播放反毒標

語。 

（5）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所屬就業中心及技能檢定服務窗口運用宣導

電視播放反毒宣導短片，對洽公民眾與辦理失業給付民眾進行反

毒宣導，強化全民反毒意識。另於職業訓練場所或開訓典禮暨新生

宣導播放反毒宣導片。 

（九）交通部 

1.觀光旅遊部分藉由旅行社從業人員、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之教育訓練

及宣導，減少國人及外籍旅客自境外攜帶毒品入境之機會，出國旅遊

務必提醒旅客不得攜帶或受託運送毒品等違禁品，以免旅遊期間遭

各國海關查緝或滯留於國外事件之發生，旅行業及領隊亦不得委由

旅客攜帶物品圖利。 

2.觀光旅館業務定期檢查及旅館業、民宿業從業人員訓練課程中加強宣

導，加強反毒、拒毒的正確知識，以達防微杜漸之效果；並請旅行業

於旅遊行前說明會時，提醒旅客必要之旅遊安全注意事項，並加強反

毒實務說明及提供相關單位反毒文宣品供旅客參考。 

（十）高雄市政府 

1.與中信反毒教育基金會共同辦理「識毒」反毒教育特展，帶動全民反

毒觀念，由學校及社區一同參與，全方位識毒、拒毒、反毒，建造安

全具幸福感的居住環境。（圖 16、17）  

2.配合「2016 年高雄國際馬拉松活動」，由本市陳菊市長主持開幕路跑

活動並宣導全體市民「健康無毒，大家來路跑」，由學生及選手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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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遊行開場，並邀請國際人士共同參與，推廣反毒運動由校園延伸

至國際間。（圖 18、19） 

3.鼓勵學生社團推展紫錐花社團，統整校內外資源，落實社區服務，將

反毒意識推廣到全校區、學生家庭內，進而周圍社區，使拒毒教育活

化，達到「溫馨家庭、健康校園、無毒社區」之目標。 

 

 

 

 

 

 

 

 

 

 

 

 

 

 

 

（十一）臺北市政府 

1.105 年 3 月至 12 月本府與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國中校園反毒

劇場巡迴演出，計辦理 24 場次，14,035 人參加。（圖 20） 

2.105 年 7 月 2 日本府於信義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舉辦「打 K 大作

戰 大家都稱讚」活動，設置「攜手反毒 向毒品 Say No!」攤位，現

場邀請市長柯文哲與活動代言人羅志祥同台，呼籲民眾「打 K 大作

戰-大家齊作戰」，本次活動總計約 5,000 人次參與。（圖 21） 

圖 16 高雄市陳菊市長主持「識毒」反毒
教育特展 

圖 17 藉由高科技軟體，模擬吸毒後的
容貌，使民眾認識吸毒的影響 

圖 18 國際馬拉松路跑宣導全民「健康
無毒，大家來路跑」 

圖 19 路跑活動安排國際人士共同參與，
推廣反毒運動由校園延伸至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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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年 5 月至 8 月於臺北捷運善導寺、龍山寺、永春、忠孝敦化站

及阪急地下連通道等 5 站刊登「反毒讚出來」燈箱廣告。（圖 22） 

4.由教育局、衛生局、交通局及捷安特公司共同設計 U-BIKE 後泥除反

毒文宣，計張貼於 100 輛微笑單車上。（圖 23） 

5.105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與教育部、本府教育局、交通局共同設

計公車車體反毒文宣，並於 20 部公車車廂公車張貼。（圖 24） 

6.105 年 9 月 14 日與內政部役政署合辦替代役男校園反毒宣導活動，

活動由柯市長授予反毒旗幟與學生代表宣誓打擊校園毒品問題，活

動參與計高中職校 8 校 403 人次。（圖 25） 

 

 

 

 

 

 

 

 

 

 

 

 

 

 

 

 

 

 

 

圖 20 紙風車劇團演出情形 圖 21「打 K 大作戰 大家都稱讚」青
春專案活動 

圖 22 捷運燈箱反毒文宣 圖 23 微笑單車反毒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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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臺中市政府 

1.加強各級學校防毒輔導人員師資培訓 

（1）3 月 23 至 25 日以本市完全高中、國中小之學務與輔導人員為對

象，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輔導師資研習，計 320 人參加。 

（2）8 月 19 日以轄屬高中職校暨國民中學業務承辦人(含有列管特定

人員之國民小學)為對象，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臺中院區辦理本市防

制毒品入侵校園研習營，計 200 人參訓。 

2.提倡正當休閒運動，培養學生正確人生觀 

（1）4 月 16 日以轄屬國高中學生為對象，辦理本市紫錐花運動三對

三籃球賽，藉此培養良好的運動習慣及興趣，使其遠離毒品之誘

惑，約 1000 人參加。（圖 26） 

 

 

 

 

 

 

 

 

 

圖 24 公車車體反毒文宣 圖 25 替代役男反毒活動 

圖 26 臺中市 Fun 青春暨紫錐花運動
三對三籃球賽 

圖 27 臺中市反毒創意話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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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月 26 日以本市高中職學生為對象，辦理反毒創意話劇競賽，

透過話劇演出傳達防制藥物濫用觀念，約 240 人參加。（圖 27） 

（3）8 月 10 日以高中職校及國民中學學生為對象，辦理反毒創意口

號飆舞競賽，計 350 人參加。（圖 28） 

（4）10 月 28 日以高中職校及國民中、小學學生為對象，辦理防制藥

物濫用靜態學生才藝競賽，並將優良作品印製成海報，發放至各

校，以擴大教育宣傳效果，計 194 件作品參賽。（圖 29） 

 

 

 

 

 

 

 

 

（十三）新北市政府 

持續辦理各級學校「加強教育人員反毒知能研習」、「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校園宣講」、運用班會時間收視反毒動畫或微電影及春暉認輔志工

入校設攤實施反毒宣導等活動，105 年度迄今辦理各類研習及宣導活

動計 478 餘場次，約 13 萬餘人次參加。（圖 30、31） 

 

 

 

 

 

 

 

 

圖 28 反毒創意口號飆舞競賽 
圖 29 防制藥物濫用靜態學生才藝競賽 

圖 30 新北市長朱立倫主持宣導「拒毒、
反黑幫、防制霸凌」活動 

圖 31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諮詢服務團學
生參加 2016 新北萬人城市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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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臺南市政府 

1.針對補教業者辦理反毒宣教共 6 場，1,086 人參加。 

2.結合大臺南登山協會，於 3 月 22 日與白河區七所國小約 239 位畢

業生聯合辦理登大凍山活動，進行動態的「我愛登山 我不吸毒」之

反毒宣導。（圖 32） 

3.結合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辦理「愛的家園 無毒未來」

反毒教育靜態展，展期 12 天，約 2,416 人次參展。（圖 33） 

 

 

 

 

 

 

 

 

4.結合私立南英商工影視科學校社團及毒防中心個管師等共同成立「鳳

凰花反毒劇團」，進行校園巡迴反毒演出共 2 場次，約 324 人次參

加。 

5.結合藥師公會及社區藥局，於 3 月 13 日在永華市政中心廣場辦理

「公衛藥師起飛全民藥箏健康」反毒設攤宣導，讓藥師走入社區，約

1,500 人參加。  

6.執行「新興毒品防制網計畫｣，於監理站針對考駕照生及「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酒駕專班」的講習者，辦理毒品防制宣教，尤其是施用毒

品後駕車宣導。 

7.5 月 13 日及 6 月 2 日分別由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及嘉南療養院

醫師在六信高中進修學校及南英商工進修學校辦理「醫聲到校園 反

毒 Just doing」，約 152 人參加。 

圖 32 白河區國民小學畢業生進行「我
愛登山 我不吸毒」之反毒宣導 

圖 33「愛的家園無毒未來」由臺南市顏
純左副市長頒發感謝狀予表演團
體 



 

17 
 

8.辦理臺南市「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創意標語徵選比賽，在百件作

品中選出國小組、國中組、社會組、藥師組前三名及佳作二名，得獎

的標語讓人耳目一新，記憶深刻。 

9.105 年度臺南市政府青春專案「舞動青春，反毒最嗨!」於 7 月 24 日

粉墨登場，結合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勞工局、社會局、教育局

等相關單位共襄盛舉。 

10.強化「新興毒品防制網」，辦理「新興毒品戰毒特攻隊計畫」，更新

新興毒品一覽表，並函文至本市各級學校，供教學使用；並置於網路

上，供學生及家長學習下載使用。 

11.永康區區公所完成在地的反毒創意動畫影片。 

（十五）桃園市政府 

1.運用多元媒體素材：為提升孩子反毒觀念，運用多媒體素材進行反毒

宣教，如：影片、PPT、相聲劇場、戲劇、紅布條、海報、網站、提

袋、原子筆…等。（圖 34、35） 

2.善用多元管道宣教：辦理多元反毒巡迴宣導，如加強導師反毒知能研

習、一般反毒知能、圓光基金會反毒宣傳、友善校園活動、反毒公益

活動…等，讓學生能於正式課程外亦習得反毒知能。 

3.普及全民反毒宣教：結合各級機關學校、警政、社政、衛生…等單位

共同投入正面預防性宣導工作。 

 

 

 

 

 

 

 

圖 34 反毒宣導電腦桌面 圖 35 反毒宣導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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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1.本署暨所屬機關單位為落實並深化拒毒預防作為，響應紫錐花運動，

於 105 年配合淨灘活動、新進晤談、漁民服務座談及人才招募等時

機，由當地衛生機關及醫療院所，對內、外部人員實施藥物濫用防制

宣導，對內計舉辦 248 場次，宣教計 12,427 人次；對外計舉辦 86

場次，宣教計 11,367 人次，有效強化所屬及民眾拒毒觀念，落實一

級預防作為。（圖 36、37） 

 

 

 

 

 

 

 

 

2.除利用集會及活動時機，對內、外部

人員實施拒毒反毒健康概念外，本署

暨所屬機關單位亦結合海巡服務區、

鄰近機關、民間機構或廟宇，利用電

子跑馬燈實施宣導；另因應網路時代

來臨，除以內部網站實施同仁反毒拒

毒教育外，更於外部社群網站架設粉

絲專頁，不定時提供反毒拒毒及「紫

錐花運動」運動之相關資訊，以深化

教育層面，達成「全民反毒」目標。

（圖 38） 

 

 

圖 36 針對新進人員教育國內毒品走
私管道 

圖 37 運用漁事服務座談宣導遠離毒
品 

 

圖 38 運用臉書粉絲專業宣導毒品
食用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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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用藥高風險群體必要介入，建構拒毒諮詢網絡 

（一）教育部 

1.辦理中輟學生防制藥物濫用宣導，105 年共計實施 531 場次 5,852

人次參與，實施方式包括課程融入反毒宣導、反毒影片欣賞及邀請專

家舉行反毒演講等。 

2.辦理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On Light 計畫」，並利用法治教育課程規劃

反毒教育及宣導，105 年共計 268 名少年參訓。 

3.105 年度各級學校依據「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

點」規定，建立特定人員名冊計 13,505 人，期間進行尿液篩檢共計

14,768 人次，檢出之個案全數依三級輔導作業流程進行通報、輔導

或轉介。 

4.為防制新型態毒品包裝引誘青少年，洽商各部會及時蒐集新興毒品資

訊或偽包裝圖檔（如毒品咖啡包、毒果凍、梅粉……），函請學校納入

藥物濫用防制知能研習內容，並加強對教職員生及家長宣導，以提高

警覺避免誤用。 

5.持續結合地方政府警察局，實施校外聯合巡查及青春專案工作，加強

查緝 18 歲以下深夜在外遊蕩學生，105 年各縣市計動員教師、教官

及警察 4 萬 592 人次，共辦理 1 萬 875 次校外聯合巡查，發現違常

之學生均列冊追蹤輔導。 

6.持續推動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通報模式，由校園主動通報情資，傳

遞檢警機關向上溯源查察藥頭，105 年計通報 426 件 445 人，經偵

破並移送 356 件 388 人，移送比例 87.19%。 

7.定期與警政機關召開聯繫會議，建立三級合作平台，目前警方查獲疑

似學生之青少年藥物濫用案件，均會交由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

會轉知個案就讀學校加強輔導。 

8.藥物濫用人數分析  

(1)105 年學生藥物濫用個案通報 1,006 人，較前一年減少 743 人，各

學制藥物濫用學生數皆有減少，整體下降幅度達 42.48%（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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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1年至105年不同學制學生藥物濫用通報人數表 

學  制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專 合計 

101 年 8 855 1,503 66 2,432 

102 年 10 641 1,257 113 2,021 

103 年 8 582 1,031 79 1,700 

104 年 7 600 1,029 113 1,749 

105 年 5 361 583 57 1,006 

資料來源：教育部校安中心 

(2)105 年學生施用毒品種類仍以第三級毒品為主，占施用總數 67.20%

，然與 104 年相較，105 年第三級毒品通報人數減少 809 人，減少

幅度為 54.48%（主要為愷他命），第二級毒品施用人數則增加 60 人

，增幅 23.11%（表 2）。探討查察人數下降原因，可能為近期青少年

施用之毒品多為混合性物質，各品項之純質淨重低，微量施用代謝後

較不易驗出。另學生施用第二級毒品比例增加原因，亦因學生倘使用

混合性毒品，校安統計是以高階者統計之，如 104 年查獲混合施用

98 人，占通報總數 5.83%，105 年查獲混合施用 65 人，占通報總

數 7.70%；另安非他命近 3 年價格急速下跌，大盤售價甚至與愷他

命相差無幾，又愷他命走私進口數量減少價格上揚，亦可能是造成施

用品項改變原因之一。 

表2：101年至105年學生藥物濫用類別分級統計表 

區  分 一級毒品 a 二級毒品 b 三級毒品 c 四級毒品 其他 合計 

101 年 0 241 2,188 0 3 2,432 

102 年 1 201 1,819 0 0 2,021 

103 年 5 241 1,453 0 1 1,700 

104 年 1 263 1,485 0 0 1,749 

105 年 3 323 676 0 4 1,006 

資料來源：教育部校安中心 

註：a：包含海洛因、嗎啡等毒品；b：包含安非他命、搖頭丸、大麻等毒品；c：

包含愷他命、FM2、一粒眠等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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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為協助學校輔導高關懷及藥物濫用個案，補助各縣市辦理「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諮詢服務團」，由服務團提供探索教育、體能活動、職業試

探及教育參訪或才藝活動等課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或安排志工認

輔陪伴；105 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諮詢服務團計有 18 縣市辦理，協

助輔導 316 名藥物濫用及高關懷學生，另招聘春暉志工 1,112 名，

協助相關活動推動。（圖 39、40）  

10.教育部為協助高中職校提升輔導成效，業已開發藥物濫用學生輔導

課程，本課程依個案藥物濫用程度區分「經常使用、好奇誤用」及

輔導方式「團體版、個人版」4 個版本，並於 105 年 5 月分 4 區辦

理課程推廣研習，同時編印 1 萬 4,000 冊「愛他 請守護他」藥物

濫用青少年家長親職手冊，轉發各級學校、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及警

察機關供個案家長參考，以協助用藥青少年家長了解子女藥物濫用

原因與戒治資源，以及如何協助子女戒除藥物、增進復原力及預防

復發。 

 

 

 

 

 

 

 

（二）法務部 

1.對在監（院、所、校）收容人實施尿液篩檢，共計採驗 18 萬 9,770

人次，其中受觀察勒戒人採驗 1 萬 2,635 人次，受戒治人採驗 3,980

人次。 

圖39南投縣諮詢輔務團辦理職業試
探採茶製茶教育體驗活動 

圖 40 屏東縣諮詢服務團辦理溯溪挑戰
暨小琉球浮潛教育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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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務部調查局依據「法務部調查局特定人員尿液採驗作業要點」規定，

實施對象包括毒品專庫保管人員、毒品檢驗人員及外勤單位實際參

與查緝毒品人員。105 年尿液採驗作業特定人員計 118 名，抽籤受

檢人數計 12 名，抽驗 10.17%，受檢人檢驗結果均呈陰性反應。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針對用藥高風險群，除以榮總、榮院，以及榮家保健組實施三級防處

外，並於各級榮院設置用藥諮詢，以建構健康用藥常識。 

2.以「正確用藥」為主題，製作各類型「防治藥物濫用」專欄，或主題

式訪問節目，以活潑生動方式，提升正確用藥宣導成效。 

（四）經濟部 

為配合政府毒品防制政策，本部依據行政院頒「特定人員尿液採驗

辦法」規定，訂定「經濟部所屬機關（構）辦理特定人員尿液採驗作業

要點」，據以落實執行篩檢工作。105 年所屬各機關（構）涉及從事公

共安全工作之特定人員數共計 19,424 人，實施尿液篩檢採驗人數計有

15,729 人（含承包商僱用人員）。檢驗結果，台電公司初檢呈陽性反應

者為 18 人，均為承包商僱用人員，業予以禁止入廠，其餘各機關(構)

採驗結果均為陰性（表 3）。 

表 3：經濟部所屬機關特定人員尿篩檢驗結果 

區分 

中央地

質調查

所 

智慧局 礦務局 能源局 工業局 
台電 

公司 

台灣中

油公司 

自來水

公司 
合  計 

特定 

人員數 
4 5 3 3 5 15,968 2,873 564 19,424 

採驗 

人數 
4 2 3 3 2 15,195 402 118 15,729 

初檢呈陽

性人數 
0 0 0 0 0 18 0 0 18 

複驗確認

人數 
0 0 0 0 0 

已禁止

入廠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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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內政部 

1.役政署 

（1）替代役役男入營人數 105 年計 3 萬 5,370 人，安排藥物濫用防

制宣導課程，達到初級預防目的，並全面實施尿液篩檢，特定人

員予以造冊列管，轉介至全國 8 所藥癮戒治醫院諮商 6 次，以團

體、個別諮商方式，提供心理復健與藥癮戒治等協助， 105 年共

轉介諮商 225 案次，並請各替代役服勤單位針對藥物濫用列管役

男每 1 至 2 個月實施不定期尿液篩檢，嚇阻役男用藥，若連續 2

次檢驗尿液檢體均呈陰性反應且諮商結案者，則函報內政部役政

署予以解除列管。（圖 41） 

（2）為使役男於退役後，持續追蹤

輔導，內政部役政署與法務部

合作於退役前，鼓勵役男轉

介，經役男簽署同意書即上傳

資料至法務部毒品成癮者總

歸戶管理系統，轉介至各縣市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由個管師

接續輔導戒治工作，105 年共

轉介 6 人。 

2.警政署 

（1）透過警政與教育單位協調聯繫機制，藉由聯合巡查、在校訪視及

多元預防宣導、法治教育等作為，配合學校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

加強辦理「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通報模式」，預防學生違法犯

罪，並請教育部鼓勵各級學校發現學生疑似有施用毒品等行為者，

加強輔導並通報警方據以查緝，以杜絕校園供毒管道。 

（2）為有效降低少年學生涉毒情事發生，從源頭追查販售毒品予少年

學生之藥頭，並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指派專人前往關

懷少年初犯者，防制再犯，另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刑

圖 41 內政部役政署替代役役男尿液
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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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大隊查獲藥頭（含少年藥頭），如該藥頭有提供毒品予少年（學

生）時，將該可疑名單提供給少年隊，由少年隊透過校園聯繫機

制，提供可能涉毒學生名單給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再由該

會交給學校，由學校進行輔導機制，期許透過刑警大隊、少年隊、

校外會及學校間相互合作，減少學生涉毒案件發生。 

（六）交通部 

1.各單位抽檢狀況：定期進行篩檢作業，區分海陸空各相關單位如下，

105 年台灣港務公司篩檢 32 人(列管 258 人，篩檢率為 12.4%)，全

部合格；本部觀光局台北捷運公司篩檢 605 人(列管 2,112 人，篩檢

率為 28.65%)，全部合格；高雄捷運公司篩檢 45 人(列管 418 人，

篩檢率為 10.77%)，全部合格；台糖公司篩檢列車駕駛 11 人(列管

16 人，篩檢率 69%)，全部合格；台灣鐵路管理局篩檢運務人員及機

務人員 395 人(列管 2,889 人，篩檢率為 13.67%)，全部合格；阿里

山森林鐵路管理處篩檢所有行車人員 70 人，篩檢率 100%，其中 2

人對嗎啡有陽性反應，係因服用感冒用藥，經再次複檢後合格；公路

總局調查公路客運業者所屬駕駛員篩檢 3,122 人(列管 7,966 人，篩

檢率 39.19%)，全部合格；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調查駕駛人員

及行車人員 118 人(列管 327 人，篩檢率 36.05%)，其中 2 位因服

用感冒藥物呈陽性反應，經複檢後全部合格；民航局調查航空從業人

員 3,933 人(列管 5,919 人，篩檢率 66.44%)，其中 2 人對嗎啡有陽

性反應、5 人對可待因有陽性反應，多為服用感冒藥所致，經醫療評

估均無濫用情事。 

2.檢出陽性之處理作為：阿里山森林鐵路管理處檢出 2 人對嗎啡有陽

性反應，進行複檢後合格；民航局檢出 2 人對嗎啡有陽性反應，5 人

對可待因有陽性反應，經醫療評估判定均無濫用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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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衛生福利部 

1.食品藥物管理署為使民眾獲得豐富反毒資源，於「反毒資源館」刊登

藥物濫用防制資料，包括海報、單張、30 秒短片等，供民眾參考下

載，截至 105 年 12 月底累計瀏覽人次為 483,831 人次。 

2.社會及家庭署針對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有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4 條之 1 查

訪機制，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者，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

開案服務之兒少，共計 1,082 名。 

3.保護服務司 105 年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兒童及少年社區拒毒預防方

案』，共 31 項計畫，針對好奇誤用 3、4 級毒品之非在學兒童及少年

受理通報 735 名，辦理追蹤輔導 709 名，追蹤輔導比例達 96%。 

（八）高雄市政府 

1.針對困難個案辦理強化輔導工作，提供高關懷、藥物濫用學生，專業

諮商輔導服務及志工關懷，整合探索教育、專業諮商、家庭扶助、醫

療支援等多元策略，建構本市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網絡。 

2.整合市府各局處及網絡單位資源，針對施用毒品兒少輔導採分流處遇

模式，在學兒少由本局實施春暉輔導，另因故失學則轉介至社會局關

懷輔導，非在學施用第 1、2 級毒品兒少則進入司法處遇，建置零缺

口之戒治服務網。 

3.建置本市藥物濫用兒少親職教育輔導網絡分工，提供藥物濫用兒少之

家長至少 4 小時親職教育輔導，以提升家長親職教養功能，共同陪

伴兒少遠離毒品誘惑。 

4.提升兒少正確毒品危害觀念，辦理「非鴉片類」藥癮者成癮治療，由

學校協助個案學生轉介醫療院所治療，以有效戒除藥物濫用等情事。 

5.結合市警局少輔會「課後技職教育輔導」，避免少年於放學後遊蕩在

外等娛樂場所，衍生吸毒等情事發生，組成輔導團隊針對較高度關懷

之少年進行課後輔導，有效預防衍生校安問題之前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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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臺北市政府 

1.105 年度採購 K 他命/安非他命二合一簡易快速試劑 5,000 劑，供學

校於特定及連續假期過後，針對特定人員進行尿篩檢驗。 

2.結合民間資源辦理合作式中途班計畫(善牧學園、以琳學園)，105 年

計輔導 64 位學生個案，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方法針對中輟學生個別情

形，進行團體或個別輔導，連結各種社會資源，引導學生探索性向並

進行生涯的選擇與決策，進而幫助少年回歸正途。 

3.偕同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於聖愛營地針對高關懷學生辦理「

心靈成長、迎向陽光」暑期生命探索營，計有 39 位學生參與活動。

（圖 42） 

 

（十）臺中市政府 

1.105 年度購置三合一（K 他命+MDMA+安非他命）檢驗試劑 2,050

劑、五合一（K 他命+MDMA+安非他命大麻+嗎啡）檢驗試劑 440

劑，合計 2,490 劑供學校於特定及連續假期過後，針對特定人員進

行尿篩檢驗。 

2.建構綿密輔導網絡：105 年查獲藥物濫用學生計有 94 人次、輔導中

斷個案計有 37 人次，中斷個案皆轉介本市社會局或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追蹤輔導，輔導成功個案計有 22 人次，另轉介本市「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諮詢服務團」協助戒治計 150 人。 

圖 42「心靈成長、迎向陽光」暑期生命探索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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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北市政府 

1. 藉由「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資料庫的建立與運作，擴大關懷輔

導層面，並與本府警察局持續強化校內外合作機制及市府跨局處分

工協處，積極導正青少年偏差行為，防制毒品進入校園。（圖 43、

44） 

 

 

 

 

 

 

 

 

2.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警察局編組人員共同實施「暑期保護青少年－

青春專案」聯合稽查勤務，查察青少年深夜易聚集逗留之網咖、撞球

場等娛樂場所，前年及去年評鑑榮獲全國第一，今年再次蟬聯第一，

達成三連霸佳績。（圖 45、46） 

 

 

 

 

 

 

 

 

 

 

 

圖 45 新北市朱市長強調青春專案聯
合查緝勤務的重要性 

圖 46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偕同警方查
察網咖 

圖 4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黃副局長主
持高關懷青年通報中心聯繫會議
會前會 

 

圖 44 新北市侯副市長主持高關懷
青少年通報中心聯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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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臺南市政府 

1.採購簡易尿篩試劑種類「K 他命/搖頭丸/嗎啡/鎮靜安眠藥/甲基安非

他命」1,500 劑，供學校於特定假日及連續假期過後，針對特定人員

進行臨機尿液篩檢。 

2.加強青少年藥物濫用輔導之醫療協助，配合 105 年度「非鴉片類藥

癮者醫療戒治補助計畫」，轉介顯有慣性藥物濫用的傾向或家庭功能

不彰、家庭背景複雜之春暉小組個案，以尋求協助提供個案及其家庭

完整且連續之藥癮治療服務，105 年共轉介 23 名。 

 

三、公私協力，共同打造拒毒預防陣線 

（一）法務部、教育部、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元大文教基金會、

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共同合作推動「臺灣拯救浮士德計畫」，

於全臺 13 個縣市演出辦理 27 場次「拯救浮士德」青少年反毒

劇，藉由戲劇多元演出方式，傳達反毒意念，累計 18,391 位師

生觀看（圖 47）。 

 

 

 

 

 

 

 

 

 

 

 

  

 

圖 48 嘉義縣長主持反毒親子成長誓師
活動 圖 47 拯救浮士德青少年反毒劇 

圖 49 臺中市張副市長主持親子成長暨
觀摩見習宣教活動 

 

圖 50 無毒大丈夫漫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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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法務部及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合作，補助 17 縣市辦

理反毒師資前進社區巡講計畫，及 7 場次反毒親子成長暨觀摩見

習活動；並於「FunPark 童書夢工廠」創意說故事競賽增設「反

毒專組」，以藉由電子繪本創作，讓小學生透過互動編寫流程，理

解毒品危害與警惕。另結合國語日報社刊載 13 回「無毒大丈夫」

反毒宣導漫畫。（圖 48-50） 

（三）教育部、法務部、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結合臺中市等縣市政府

以及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 2016 淨化者全國創意舞蹈

大賽，共辦理 3 場初賽、1 場決賽。 

（四）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反毒電視廣告

託播整合宣導案，於電視媒體播出 104 年「名人反毒」系列 30

秒影片，藉以強化目標群體對反毒觀念及求助專線之認識，計露

出 269 檔次。另搭配「反毒總動員」粉絲頁留言抽獎活動，以

強化宣導效益。 

（五）法務部、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天承生活

藥業公司及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於社區設立「防毒保衛站」關

懷與諮詢據點之聯繫，主動提供政府反毒宣導文宣，藉以擴大毒

品防制宣導網絡。目前計有 1,037 家社區藥局參與。 

（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 19 所榮服處為地區資源整合平臺，

連結地方政府、民間社福團體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構成綿密網

絡，關注榮民拒毒預防情況；並與醫療等相關機關密切連繫，先

期掌握濫用藥物與違法用毒狀況，結合地區醫療、反毒與榮民服

務機構，妥採道德勸說、諮詢、輔導等措施，建構健康用藥與週

延拒毒、反毒環境。 

（七）交通部港務公司配合基隆市政府燈會活動辦理反毒宣導活動，並

結合行政院海巡署舉辦 2016 年世界海洋日活動，現場辦理反

(戒)毒宣導，成效良好；公路總局配合「紫錐花運動」提供海報

或廣告資訊予客運業者。 



 

30 
 

(八）衛生福利部 

1.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全國藥物濫用防制種子師資培訓計畫」，鼓勵

社區藥局藥師、醫院之藥師、護理人員、社工師、心理師、衛生局(所)

人員等參與，計培訓 338 位學員，並成立 82 家藥物濫用防制諮詢

站，提供諮詢。 

2.食品藥物管理署結合 33 個民間團體，以寓教於樂方式包括相聲、舞

蹈、話劇、授課、大型活動等，提升民眾對藥物濫用危害的認知，總

計辦理 2,461 場次，約 330,191 人次受益。 

3.食品藥物管理署與國民健康署合作「成癮物質預防教育宣導整合行銷

方案」，辦理「各式場域成癮物質預防教育宣導暨成效評估計畫」，共

17 個縣市，完成 72 家企業教育宣導，總計 2, 083 人次受惠。 

（九）內政部 

1.警政署配合各政府機關及結合民間團體資源，透過資源整合，宣導當

前毒品包裝多樣化，提醒民眾拒絕來路不明之飲品包或試吃包，避免

掉入新興毒品陷阱。 

2.警政署「105 年暑期保護少年－青春專案」，於暑假期間擴大辦理犯

罪預防宣導，針對少年濫用藥物及毒品防制問題透過文宣品設計、有

獎徵答、競賽活動、網路平臺、社區治安座談會等方式進行宣導，藉

以提升宣導成效。 

3.警政署為落實防制青少年遭受毒品危害，除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警察局針對易發生青少年施用毒品之場所落實查緝，並結合教育

單位加強執行校外聯合巡查勤務外，另強化反毒宣導，鼓勵青少年從

事正當休閒活動並灌輸正確法律觀念，避免接觸毒害。 

（十）高雄市政府 

1.為打造拒毒預防陣線，結合高雄市地檢署、警察局少年隊、刑警大隊、

海巡署、沐恩之家、晨曦會、高雄醫學大學、聯合醫院，邀請專業反

毒講座，對各級學校辦理巡迴宣教，以建立青年學子對毒品、反毒之

正確觀念，提升對毒害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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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營造友善校園，建立學生反毒意識，結合民間及大專青年團體，至

各校辦理互動、多元、活潑教育宣導活動，落實推廣全民拒毒反毒運

動，使「防制毒品危害」觀念紮根於校園，寓教於樂。（圖 51-54） 

 

 

 

 

 

 

 

 

 

 

 

 

（十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結合國際獅子會 300A1 區及警察局合辦「

青春熱舞、拒絕毒害獅友總動員」活動，規劃反毒熱舞、反毒拒

毒 Cosplay 變裝秀等 2 項競賽，參加學生 500 餘人。 

（十二）新北市政府結合民間團體、傳播媒體或相關公私立機關（部門

）等單位資源，針對不同學制及年齡之學生分別規劃辦理多元反

毒宣導或文宣活動，如藉文化局「2016 新北市北海岸國際風箏

節」合作辦理「新北反毒 箏情起飛」活動、結合本市毒防中心

與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辦理反毒教育巡迴特展、與社團法

人中華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合作辦理「AGP 反毒行動電影車

」入校宣導計畫等活動，計 64 場次，參加人數 21,623 人次。

（圖 55、56） 

圖 51 樹德家商結合英國文化協會辦理
互動反毒教育劇場 

圖 52 中山高中結合英國文化協會辦理
互動反毒教育劇場 

圖 53 文山高中辦理 105 年「港都好
YOUNG 青年追夢」反毒活動 

圖 54 樹德家商辦理 105 年「港都好
YOUNG 青年追夢」反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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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臺南市政府 

1.長期結合民政局、區公所、里長、社區營造團體、關懷據點、理事長、

社區藥局等地方資源，針對毒品熱區進行毒品防制宣講，並招募在地

反毒守門員。105 年「無毒社區、健康家園」計畫共辦 66 場宣講，

3,174 人次參與、招募 77 位在地反毒志工守門員、培訓在地反毒宣

講師資共 21 位。對於執行成效佳的里頒發「無毒社區 健康家園」

認證標章表揚，以肯定其對毒品防制的用心及決心。 

2.結合國際獅子會舉辦「南瀛獅子盃第五屆反毒書法比賽｣，約 500 多

名學生及其家長參與，共 54 名學生獲獎。 

3.結合廟宇辦理反毒宣導活動，如七股區龍德宮、北門區吳保宮、麻豆

區地藏王宮、楠西區東福宮、善化區天后宮、南化區天后宮、南化區

紫竹寺、大內區保安宮、關廟區山西宮、六甲區玄武殿、佳里區金唐

殿、南區龍山寺、歸仁區北極殿、玉井區盤古殿等廟宇。 

 

参、未來展望 

（一）教育部配合教官人力轉型，招聘並培訓學輔校安人力，持續進行

校園藥物濫用防制業務，並增置學校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

強化高關懷個案輔導工作。 

圖 55「新北反毒 箏情起飛」活動，放
飛本局特製紫錐花運動大型風箏 

圖 56 反毒教育巡迴特展，讓參觀者認
識新興毒品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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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務部凝聚政府、民間反毒意識，持續推動跨部會合作方案，整

合部會資源，運用各種宣傳管道、方式，配合時事與社會氛圍，

加強運用媒體宣導，使反毒意識深植社會各階層。 

（三）退輔會持續結合民間相關資源，依對象不同，妥採宣導、先期防

範、通報與輔導、矯正等機制，以建構完整拒毒、反毒環境。 

（四）衛生福利部將持續著墨家庭親職教育的提升與精進，強化專業人

員訓練及對兒童與少年的輔導處遇，並協助地方政府與民間團

體共同發展預防方案，降低兒童及少年藥物濫用之重複發生率。 

（五）內政部警政署追蹤觀察毒品犯罪發展，適時採取因應對策，除運

用網路宣導、廣播、各項公益廣告託播外，將利用更多元的宣導

方式，如製作歌曲、拍攝 MV 等生動、活潑的形式，以求更貼

近青少年的心。另加強地方警察機關與校園、其他機構、團體等

民間資源結合，擴大宣導效益，並針對不同族群分眾宣導，以達

事半功倍成效。 

（六）勞動部將透過多方管道全面性推廣反毒概念，持續就現有多媒體

設施播放、發送反毒資訊及各類文宣，並賡續請各單位於各種動

態活動中加強反毒、拒毒宣導，以建立反毒共識，落實全民拒毒

理念。 

 

肆、結語 

將未涉及販、運、讓之非法藥物施用者視為「病人」或「受害者」

已是行政部門普遍的共識，因此就拒毒預防組內各機關部會而言，教導

民眾提高警覺，避免受誘，並學習自我保護與求助責無旁貸；爰此，本

組內各機關將持續強化橫向及縱向聯繫，並整合反毒資源，建立合作平

台，共同發揮反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