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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拒毒預防組成果報告

壹、前言
根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結果顯示，在 12 至 64 歲的
民眾中，可明確指認毒品種類者之終身盛行率為 1.15%，與前一波 103 年
調查（1.29%）相比略為減少，但若納入使用改裝型毒品或無法辨別所用毒
品者，我國使用或疑似使用任一種類非法藥物之終身盛行率為 1.46%；又
臺灣高等檢察署於 109 年 1 月 21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自 108 年 10 月起
至 108 年 12 月止，施用含有 PMMA（俗稱強力搖頭丸）成分因而死亡案
例高達 34 件，該類毒品多以咖啡包形式出現，並仿用時下流行之圖標吸引
年輕人，顯見在新興影響精神性物質以及新興混合型毒品的防禦上，政府部
門的考驗依然嚴峻。對此，拒毒預防組內各部會本於職責，持續針對轄管業
務範圍內之對象，強化各項宣導與清查作為，108 年度執行情形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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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多元防制宣導活動
（1）與中信反毒教育基金會合作辦理「識毒-揭開毒品上癮的真相」反毒教
育特展，108 年活動於 2 月 21 日至 6 月 4 日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辦理，參展人數計 28 萬 617 人次。（圖 1）
（2）結合高雄市政府於 6 月 1 日辦理「拒毒健康新世代、愛與關懷做伙
來」反毒博覽會暨績優團體頒獎。
（圖 2）

圖 1 108 年度識毒特展

圖2

108 年反毒博覽會

1

2019 拒毒預防組成果報告

（3）辦理第 2 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反
毒微電影競賽，計有 519 件作品
參賽，選出優勝作品於 6 月 29 日
假國家圖書館頒獎，得獎作品精修
完成後並透過網路、交通部轄管
公共運輸中心、鄉鎮公所電視等
播放宣導。（圖 3）

圖 3 第 2 屆反毒微電影競賽頒獎

（4）辦理反毒樂舞劇-《光》校園巡迴展演，108 年巡演 15 場及反毒行動
舞臺車 10 場。
（圖 4、圖 5）

圖 4 反毒樂舞劇‟光″首演

圖 5 反毒舞臺車校園巡演

（5）9 月 11 日由輔英科技大學結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於新生營活動
中，安排密室逃脫遊戲，並融入反毒元素，透過自行探索，找出解決
問題方法及瞭解拒毒防毒技巧。
（圖 6）
（6）製作「笑氣」
、「安非他命」2 款動畫懶人包及大麻、合成卡西酮類物
質海報，透過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法務部反毒大本營、
youtube 等網站通路進行宣導。
（圖 7）

圖 6 輔英科大密室解‟毒″活動

圖 7 毒品動畫懶人包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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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教育人員及家長反毒知能
（1）補助國立中正大學於 10 月 8 日、9 日辦理「2019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
防與輔導國際研討會」
，邀請美國、日本、澳洲、香港、澳門等地青少
年藥物濫用防制專家學者與會，介紹該國/地區青少年藥物濫用現況
與預防經驗。
（2）國教署 108 年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家長反毒宣導計 1,631 校
1,926 節次。
（3）全國樂齡中心辦理用藥安全及反毒防制相關課程 72 場次，2,277 人
參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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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讓反毒教育延伸至各替代役服
勤單位，內政部役政署平時除辦理反毒巡迴宣導外，108 年調訓各役
別管理幹部及績優役男，培訓成為反毒種子，於各單位協助辦理反毒
宣導及毒品防制工作，計協助辦理 78 場反毒宣導活動，宣導人次逾
2 萬人次。（圖 8）
（2）為落實反毒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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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會及替代役服
勤單位，以「奔放青春，無毒有我」為主題，以活潑生動的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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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共宣導 4 場次，宣導人數 4,300 人。（圖 9）
（3）為提升替代役役男家庭藥物濫用防制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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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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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108 年替代役反毒種子培訓

圖9

108 年替代役反毒宣導活動

2.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舉辦各項宣導活動
a.1 月 8 日舉辦「林子偉 x 刑事警察局 No Drugs on My Way 反毒公益代
言宣導活動記者會」
，互贈代言信物，林子偉並與學生組隊，與局長所率
刑事伯隊，PK 新興毒品棒球九宮格。（圖 10）
b.1 月 15 日結合外交部領事局「春節旅外安全宣導活動」
、5 月 17 日結合
「2019 臺北國際觀光博覽會-旅外安全宣導」
，辦理旅外反毒宣導活動。
（圖 11）

圖 10 林子偉反毒代言記者會

圖 11 臺北國際觀光博覽會反毒宣導

c.春節期間推出緝毒微電影「歲歲平安」
，邀請知名藝人－夏于喬、黑人陳
建州、網路人氣直播主－館長、鮑正芳等參與演出，除加強宣導反毒之重
要性，亦突顯警察工作 365 天全年無休，重視治安維護工作。本片另於
1 月 31 日舉辦「反毒英雄聯盟」首部曲「真愛你我 歲歲平安」首映會暨
活動記者會。
（圖 12）
d.3 月 30 日結合龜馬山紫黃天乙真慶宮「2019 單車騎上龜馬山」
，辦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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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宣導活動，向參與活動民眾宣導毒品之危害與防範之道，加強民眾反毒
意識。
（圖 13）

圖 12 緝毒微電影「歲歲平安」

圖 13 單車騎上龜馬山」反毒宣導

e.6 月 26 日運用國際反毒日宣導契機，邀請亞運空手道金牌選手文姿云代
言反毒短片，並於 6 月 20 日至 26 日於各縣市警察局臉書同步辦理網路
推播，累計觀看次數逾 42 萬次。
（圖 14）
f.8 月 1 日於世貿一館「漫畫博覽會」會場舉辦「CIB 反毒電競挑戰賽」宣
導活動，邀請玩家與員警同場競技，「除暴特勤隊」展示攻堅緝毒裝備，
並透過仿真毒品氣味體驗裝置跟毒品模型，教導民眾辨識毒品犯罪徵兆，
在遊戲氛圍中潛移默化傳遞反毒意識。（圖 15）

圖 14 文姿云代言宣導，網路推播

圖 15

CIB 反毒電競挑戰賽

g.7 月 4 日、5 日邀請網紅團體「在不瘋狂就等死」及「含羞草日記」製拍
反毒宣導影片，並於 8 月 7 日結合役政署辦理「『警握你手 役同攜守』
108 年青春專案犯罪預防宣導活動暨記者會」
，首映製拍之影片。
（圖 16）
h. 8 月 16 日與國際扶輪 3481 地區合辦「反毒預防宣導高峰論壇暨反毒志
工尖兵訓練」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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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警握你手 役同攜守記者會

圖 17 反毒預防宣導高峰論壇

i.9 月 10 日本署刑事警察局邀請臺灣桌球小將林昀儒公益反毒代言，舉辦
「拍掉毒品、乒(拼)出人生」反毒宣導活動，分享如何釋放壓力、用正向
的思考來面對人生的挑戰與挫折。
（圖 18）
j.10 月 4 日辦理「反毒成效宣導」專案，由本署刑事警察局執行，說明各項
緝毒策略及執行成效。除協請警廣開設專訪節目及 call in 時段，由刑事
警察局派員受訪及接受民眾 call in，並邀請國內形象良好之藝人或公益
大使代言製拍「Anti-Drugs Café反毒大使來奉茶」系列反毒宣導短片 10
部，運用社群平臺進行推播，俾擴大宣導觸及範圍。
（圖 19）

圖 18 桌球小將林昀儒反毒代言

圖 19 反毒大使來奉茶系列宣導短片

k. 10 月 6 日本署刑事警察局結合日月光文教基金會，於臺北文創大樓文化
廣場舉辦「愛在每一個角落」公益慈善園遊會暨犯罪預防宣導，現場以有
獎徵答與民眾互動，向民眾宣導反詐騙及毒品之危害與防範之道，加強民
眾反詐反毒意識。（圖 20）
l.10 月 26 日本署刑事警察局結合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假內湖公園舉辦「大腳
印小腳 爺姥寶貝攜手行」健走活動暨犯罪預防宣導園遊會。（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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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愛在每一個角落」公益慈善
園遊會暨犯罪預防宣導

圖 21 「大腳印小腳 爺姥寶貝攜手
行」健走活動暨犯罪預防宣導

m.11 月 9 日結合國際扶輪 3481 地區，假臺北市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
辦「點亮臺灣連結世界

慈善公益反毒、反詐騙愛心園遊會」
。

（2）製作各式宣導素材
a.4 月 21 日邀請聯合報針對反毒行動車花蓮區巡展成果製作專題報導，提
升政策行銷成效、6 月 2 日於聯合報家庭副刊刊登 1/3 版廣告，向學生
及家長族群說明青春專案工作主軸及新興毒品防制資訊。（圖 22）
b.6 月 23 日中國時報反毒系列專刊，由中華民國國際刑警之友協會贊助半
版廣告，推廣本署刑事警察局反毒行動巡迴車各項反毒宣導作為，並宣導
青春專案與安居專案主軸。
（圖 23）

圖 22 聯合報反毒成果專刊

圖 23 中國時報反毒成果專刊

c.製作立體矽膠杯蓋反毒宣導品 1,000 份、無塑吸管組反毒宣導品 440 組、
客製化造型 Bear 原子筆反毒宣導品 2,600 份、魔術反毒宣導道具 4,400
套、書法水晶文鎮(噴砂)反毒宣導品 67 組，及旅行茶具組反毒宣導品 500
份。（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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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各式反毒宣導品

（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為貼近年輕族群，食藥署邀請受年輕人歡
迎之臺灣網路名人 2 名，以運動陽光形象
宣導反毒，使年輕族群留下正面印象，特
舉辦「拒毒有 5 way 健康再定位」快閃會，
傳達「反毒防身五術」技巧，並透過拍照、
排字活動等，與現場民眾互動，約 200 位
參加。另透過網紅之網路社群(如 FB、IG)
或自媒體發布 6 則反毒貼文，觸及人數約
21 萬人次。
（圖 25-圖 26）

圖 25 網紅反毒貼文

圖 26 拒毒有 5 way 健康再定位快閃活動

2.函請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協助於無線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原
住民電視）公益託播及電子媒體看板（LCD）投放「小心 毒品就在你身
邊」30 秒短片；亦於跑馬燈（LCD）刊登「毒品偽裝變變變。直接拒絕
不受騙！、笑氣有害，小心過量損神經、大麻在臺不合法，出國不攜「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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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歸」等反毒金句。
3.為強化年輕族群反毒知能，編製「藥物濫用的觀念及新興毒品危害」
、
「成
癮藥物的生理健康危害」
、
「成癮藥物的心理社會健康危害」
、
「網路危險情
境辨識和因應行動」及「成癮的概念和機制」5 款懶人包及「千萬母湯呷
毒」100 秒動畫 1 部等素材，於網路推廣，提升民眾反毒意識。（圖 27）

圖 27 拒毒懶人包、動畫

4.為提升民眾拒絕毒品危害技能，108 年於食藥署北區管理中心外牆懸掛
「反毒防身五錦囊」大型海報；並透過大紀元網路平台投放「小心 毒品
就在你身邊」30 秒相聲短片，計約 80 萬曝光次數；LINE 平台聯播「雖
然很好奇 但我惹不起」平面廣告，計約 41 萬曝光次數。
（四）法務部
1.為強化反毒宣導效益，增進目標群體對反毒觀念及諮詢專線之認識，推廣
「名人反毒」系列宣導影片，透過反毒有功人士江源富、陳慧珠、運動員
郭婞淳、陳金鋒、藝人蔡燦得及醫師黃瑽寧等 6 位現身說法，深化民眾
拒毒意識。（圖 28）
2.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藥署與智趣王公司辦理「創意說故事」數
位繪本競賽「反毒創作組」
，讓參賽的小朋友，發揮想像力及創意，自製
反毒數位繪本，並以活潑生動的表演呈現。108 年計有 121 件作品參賽，
後續並將得獎作品製作 APP、PDF 與影片檔，推廣運用。（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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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名人反毒」系列宣導影片

圖 29 「創意說故事」數位繪本競賽

3.法務部結合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藥署與自然科學博物館推動「反毒與防
罪展示教育計畫」
，包含反毒行動博物館、反毒與防罪宅急便及線上反毒
資源站等三個子計畫，其中「藥不藥．一念間」反毒行動博物館特展 108
年於基隆、苗栗、嘉義市、臺中、南投、桃園、彰化、新北等地展出，參
訪人數愈 10 萬人次。（圖 30）
4.結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松山奉天宮於 108 年辦理「防毒好遊趣特展」
活動，以有趣益智的宣導教具，引導參展親子認識毒品陷阱，體驗毒品危
害及瞭解防制方式。（圖 31）

圖 30「藥不藥．一念間」反毒行動
博物館特展

圖 31「防毒好遊趣特展」活動

5.持續整合政府部門反毒資源，營運「反
毒大本營」網站，透過資訊單一入口，
分眾頁面提供政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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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圖 32 反毒大本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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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即時更新「反毒總動員」粉絲頁與 line@生活圈群組，傳遞政府反毒訊息，
以凝聚社會共識。
7.補助民間團體推動反毒工作，結合公益社團與大學法律服務社，辦理各項
毒品及愛滋防制等宣導活動，強化宣導效益。
（五）文化部
1.製作原創 IP 角色及藝術動畫
國立臺灣美術館為落實文化平權、推動青少年文化近用，辦理「108 年反
毒藝術動畫設計規劃製作」勞務採購案，辦理跨域合作之創新服務專案，
以反毒藝術內容，規劃製作原創 IP 角色、4 分鐘藝術動畫，期望讓藝術
溫度取代傳統教條式宣導，透過「愛藝」、「防毒」跨域的創新突破，達
到每位青少年都能同等享受藝術溫度之目標。
2.舉辦講座

國立國父紀念館與財團法人台灣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會合辦法治教育系
列講座，邀請高雄地檢署檢察長周章欽主講「從全民參與概念談臺灣毒品
問題與防制策略」，引導民眾認識臺灣毒品問題並宣導政府的防制策略，
參加人數共 85 人。
3.其它宣傳
本部所屬機關（構）於出版刊物中刊載反毒文宣、於官方網站、數位看版
及機關內刊載反毒連結及訊息，臚列如下:
（1）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出版之《臺灣工藝》季刊於第 72 期（3 月
號）至第 75 期（12 月號），每期均於徵稿版頁內刊載反毒文宣標誌。
（2）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張貼相關海報，向民眾宣傳反毒議題，強化民
眾反毒、拒毒正確觀念。
（3）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國父紀念館於官網建立教育
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及法務部「反毒大本營」網站連結，
推廣反毒資訊。
（4）國立國父紀念館於 6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間，每日以設置於光復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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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處的數位看板登載輪播教育部製作的「毒品防制」電子文宣，向
鄰近學校師生家長及民眾進行宣導。
（5）國立歷史博物館及國立臺灣美術館利用機關內公告系統對同仁轉發相
關訊息，進行反毒宣導。
（6）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108 年辦理 5 場講座或影片欣賞活動，配合播
放反毒宣導短片，約 200 人次參與。
（7）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利用展示大廳 LED 跑馬燈，宣導拒毒訊息計
310 次，利用電子報刊登紫錐花運動相關反毒文宣廣告圖片計 24 次。
（六）國防部
1.反毒宣教成效
持恆運用政戰資訊服務網、一報二刊、「莒光園地」電視教學、漢聲廣播
電臺及各司令（指揮）部發行報刊等文宣管道，刊播毒品防制宣導資訊，
深化國軍官兵反毒意識，杜絕毒品戕害，108 年計刊載 1,478 則，執行成
效如後︰
（1）不定期於政戰資訊服務網「紫錐花運動」主題專區，更新相關反毒訊
息與知識，108 年共刊載反毒文宣 111 則，加強官兵印象，並表達國
軍反毒決心，提升反毒教育成效。
（圖 33）
（2）運用青年日報、奮鬥月刊及吾愛吾家雙月刊等文宣管道，刊載反（拒）
毒社論、新聞報導、論壇及專文等計 455 則，並配合莒光日教育與軍
法紀教育，策頒精神教育宣教主題要旨，撰擬「拒絕毒品誘惑，確保
部隊純淨」及「提高安全警覺，恪遵冬令軍紀要求」等 2 則專題，除
教育官兵毒品對身心的傷害，提醒切莫吸食，並建立正確的反（拒）
毒觀念，瞭解毒品防制的重要性，進而採取主動積極態度，拒絕毒品
戕害。
（圖 34）
（3）
「莒光園地」電視教學製播專題報導「反毒宣教：毒害變調人生」
、
「反
毒專輯－緝毒急先鋒」
、
「冬令期間軍紀安全宣導」
、國防線上「識毒你所不知道的毒品真相」及單元劇「毒家記憶」等 5 則節目；
「漢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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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臺」透過調頻（幅）全國聯播網及各地方調幅網，製播「全民
攜手反毒，讓下一代安心成長」等反毒宣導專題、插播、口播及新聞
報導計 905 則次，藉由播放電視與廣播節目，說明吸食毒品對個人身
心健康與家庭所造成的危害，期使國人及官兵具備反（拒）毒之正確
認知。
（圖 35）

圖 33 政戰資訊服務網 圖 34 青年日報反毒報導 圖 35 莒光園地電視教學
反毒單元劇
反毒宣導專區

2.軍紀工作成效
（1）策頒 108 年度軍紀教育實施計畫，律定「遠離毒品戕害，確維身心健
康」教育主題，並製播反毒軍紀教育單元劇，於 6 月 20 日莒光日電
視教學實施毒品防制宣教；另製發「軍紀輔教光碟」1,700 片至所屬
各級，結合軍紀教育時機，納入課程收視及宣教運用。
（2）策頒軍紀通報「國軍 108 年春節連續假期軍紀安全要求事項」
、
「君子
慎獨，軍人慎行」
、
「清明節連續假期軍紀安全要求事項」
、
「夏令期間
暨端午節連續假期軍紀維護要求事項」
、
「善用建制組織，發掘異常狀
況」
、
「秋節暨國慶連續假期軍紀安全要求事項」
、
「注意個人營外言行，
維護國軍形象與榮譽」
、
「營外行為須慎獨，肇生軍紀斲軍譽」及「國
軍 108 年冬令期間軍紀安全要求事項」等 9 則，教育官兵慎防毒品戕
害。
（3）年度分赴北、中、南、東、金門、馬祖及澎湖等地區，辦理「國軍 108
年軍法紀巡迴宣教」計 13 場次，針對「反毒工作暨常見違法案例宣
教及應處」實施授課，與會人員計 5,853 員。
（4）依據「108 年國軍軍紀維護督導實施計畫」，置重點於「毒品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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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紀教育」及「內部管理查察」等要項，108 年專案輔訪計 120 次，
編組赴各級督導計 217 單位次，將賡續配合軍紀維護督導等時機，驗
證改進情形，以嚴肅紀律。
3.法治教育成效
由各級軍法軍官結合近期法律實例案件，以多元專業主題，活潑施教內容，
採小班制教學授課，區分授課對象為主官(管)、幕僚群及全體官兵，每月
定期彙整授課紀錄，並利用各項集會時機宣導或研討法律議題執行情形，
宣導各項反毒等相關法令，108 年全年度法治教育授課 1,128 場次，施
教人數 15 萬 6,652 人次。
（七）勞動部
1.公告毒品防制宣導海報及標語
（1）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之官網公告反毒相關文宣及網頁連結，或於現場
徵才、業務宣導及其他就業活動張貼反毒宣導海報或布條，輔以就服
員解說，推動反毒宣導，共計 314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7,981 人次。
（圖 36）
（2）於職業安全衛生署及各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辦公廳舍(如電梯口、辦公
廳舍等)之公布欄張貼「別惹麻煩」
「愛他 請陪他遠離毒品」
、
「毒品新
樣貌 你我要小心」等宣導海報。
（圖 37）

圖 36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辦理
駐點徵才活動

圖 37 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中心辦公
廳舍張貼反毒宣導海報

2.加強毒品防制宣導
每年度編印「移工在臺工作須知」中、外文版手冊時，納入防毒宣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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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共印製 25 萬冊，並請移工來源國辦事處轉送該國職業訓練中心
於移工職前訓練課程時加強宣導，促使移工瞭解相關法令；另本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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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宣導影片，共計 6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6,000 人次。
3.利用研習活動、研討會進行反毒宣導
（1）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及技能檢定中心於辦理座談會、專題講座、就業
促進課程或檢討會等活動時，於活動中進行反毒宣導及於資料印製反
毒宣導標語及圖示，共計 268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7,289 人次。
（2）勞工保險局各地辦事處於辦理業務說明會時，簡報資料印製反毒宣導
標語共計 24 場次，高達 3,450 人次參與，講師並運用課程開場及結
束時間宣導「健康、反毒」觀念，共同以具體行動強化無毒防護網。
（圖 38）
（3）勞工保險局各地辦事處於辦理校園深耕說明會教材「職場新鮮人權益
手冊」印製反毒宣導標語，共計 76 場次，計 4,590 人次參與，講師
並於課程中對參加活動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進行反毒關懷宣導，
期莘莘學子能遠離毒品危害，擁抱健康未來。（圖 39）

圖 38 勞保局各地辦事處業務說明會
簡報資料印製反毒宣導標語

圖 39 勞保局各地辦事處校園深耕說
明會教材印製反毒文宣

（4）職業安全衛生署於宣導會中播放反毒宣導短片，並於活動講義納入反
毒宣導文宣，納入包括「愛他 請陪他遠離毒品」、「反轉毒害四行動」
等資料。
4.運用 LED 跑馬燈播放反毒標語
（1）於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所屬就業中心及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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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欄或公播系統（LED 跑馬燈、電視螢幕及電子看板）
，不定時播放
反毒相關影片及宣導文案。
（2）勞工保險局各地辦事處積極運用 LED 跑馬燈，播放「反毒才有型-拒
毒是王道」
、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諮詢專線 0800-770-885」
、
「遠離毒
品-拒絕誘惑」及「毒品遠離我，健康跟著我」等標語，策進反毒具體
作為，全民一起來建構無毒新家園。（圖 40）

圖 40 勞保局花蓮及臺北市辦事處運用跑馬燈進行反毒宣導

5.運用宣導電視播放反毒宣導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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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片，共計 205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9,700 人次。（圖 41）
6.結合外部單位合作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所屬就業中心結合轄區獄所、地檢署、更生保護會共
同辦理入監就業服務宣導、研習課程、適應團體活動及配合其他機關設攤
及駐點服務等活動時進行反毒宣導，108 年辦理職場接軌講座、出監就業
適應團體活動等共 282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9,383 人次。（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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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勞動力發展署職訓播放反毒宣
導短片

圖 42 勞動力發展署入監就業服務暨
反毒宣導

7.強化移工反毒認知
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於桃園及高雄國際機場設立移工服務站，以母語指引移
工入境通關，並進行法令宣導講習，內容包含毒品防制相關規定，108 年
度共計宣導 18 萬 9,808 人次。
8.全民勞教 e 網設置防毒專區刊登反毒相關文宣、短片
於本部全民勞教 e 網設置防毒專區，登載「別讓自己成為下一個跨境運毒
的死刑犯」
、
「防制藥物濫用宣導品-別惹"麻"煩」等反毒文宣，累計達 802
瀏覽人次。
（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透過本會「榮光雙周刊」
、
「榮光電子報」不定期針對反毒活動及毒品防制
主題進行宣導，以建立榮民反毒共識。（圖 43）

圖 43 榮光周刊反毒活動及觀念宣導
108 年全國反毒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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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邀請榮民總醫院專業醫師、學者專家不定期接受本會委託漢聲電台製播之
廣播節目「常青樹」專訪，提供正確用藥相關資訊，以建立榮民正確用藥
觀念。
（九）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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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以深化教育層面，
達成「全民反毒」目標。

二、提供用藥高風險群體必要介入，建構拒毒預防網絡
（一）教育部
1.落實特定人員清查與通報，找出潛在個案，提供輔導措施
（1）108 年度各級學校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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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8 人，期間進行尿液篩檢共計 1 萬
1,251 人次，檢出陽性個案 84 人次，陽性率 0.75%，檢出之個案全
數依規定進行通報並開案輔導。
（2）連結學生基本資料庫勾稽涉毒學生
為找出校園藥物濫用黑數，提供輔導措施，教育單位每月與警察機關
進行涉毒品案件嫌疑人學籍勾稽，勾稽出之在學學生，函請學校進行
校安通報並開案輔導。
表 1：涉毒嫌疑人資料與學籍勾稽結果

單位：人次

18 歲未滿

18-24 歲

年 度

警方通報
人數

105 年

1,242

667(53.7%)

575(46.3%)

7,550

207

183

390(5.2%)

106 年

1,249

582(46.6%)

667(53.4%)

16,226

381

355

736(4.5%)

在

學

未在學

教育部查證
警方查獲
人數
高中職 大專校院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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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未滿

18-24 歲

年 度

警方通報
人數

107年

786

270(34.3%)

516(65.6%)

11,729

214

344

558(4.8%)

108年

680

272(40.0%)

408(60.0%)

7,561

73

246

319(4.2%)

在

學

未在學

教育部查證
警方查獲
人數
高中職 大專校院
合計

未在學：包括來函前已休、轉、退學或畢業

（3）108 年學生藥物濫用個案通報 608 人，較 107 年減少 3.2%﹙20 人﹚
（表 2）。
表 2：104 年至 108 年不同學制學生藥濫用通報人數表

單位：人

年 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合計

104 年

7

600

1029

113

1,749

105 年

5

361

581

59

1,006

106 年

4

260

498

260

1,022

107 年

3

164

321

140

628

108 年

5

184

315

104

608

資料來源：教育部

（4）108 年學生施用毒品種類仍以第三級為主，佔施用總數 48%，但受當
前毒品多以混合型包裝（如咖啡包）販售之影響，第二級毒品通報比
例持續增加（46%）
。
（表 3）
表 3：104 至 108 年學生藥物濫用類別分級統計表

單位：人

年度

一級毒品

二級毒品

三級毒品

四級毒品

其他

合計

104 年

1

263

1,485

0

0

1,749

105 年

3

323

676

0

4

1,006

106 年

4

414

585

0

19

1,022

107 年

8

259

341

2

18

628

108 年

5

280

292

7

24

608

1.混合類型毒品，以含有最高等級之毒品統計。
2.其他類為非毒品物質，如：笑氣、強力膠。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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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積極防制毒品進入校園，各級教育單位依據「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
源通報作業要點」，於查知學生毒品來源時，以密件透過校外會轉檢警查
緝上源藥頭，108 年學校情資送警察機關 195 件 209 人，警察機關因而
查獲販賣、轉讓 66 件，76 人。
3.各縣市校外會、教育局(處)與警方針對經常發生毒品案件之網咖、夜店、
KTV 等場所，納入校外聯合巡查重點，並加強查緝 18 歲以下深夜在外遊
蕩學生，查獲之學生均列冊追蹤輔導。108 年計辦理 9,788 次，勸導違規
少年 17,946 人次，其中涉藥物濫用、出入不當或特種營業場所、非許可
時間逗留遊樂場所、深夜在外遊蕩學生 3,265 人次。
4.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輔導網絡服務實施計畫」，108 年度 22 縣市計
輔導 588 名學生：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假金門辦理「探索展翅、從金起飛-反毒多元適性活
動」
，由各縣市聯絡處鼓勵高關懷或藥物濫用個案參加，活動內容除探

索教育、漆彈競賽外，並安排心理師、社工師帶領團體進行省思與回
饋。（圖 44）
（2）彰化縣聯絡處與「晨陽學園」於 7 月 15 日至 31 日間辦理為期 17 天
之三鐵環島活動，由 16 位師長陪伴 9 位學生完成任務。（圖 45）

圖 44 探索展翅、多元適性活動

圖 45 晨陽師生路過教育部拜會部長

5.申請毒品防制基金，辦理「偏遠地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多元適性教育活動
補助計畫」，補助偏(原)鄉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針對高關懷或課後乏人
照顧學生，規劃多元適性教育活動，避免在外遊蕩或出入不良場所，發生
偏差或藥物濫用行為，108 年計補助 82 所學校辦理藝術、探索、民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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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等活動。
（圖 46-圖 49）

圖 46 臺東關山工商基礎電路課程

圖 47 新竹縣北埔國中自行車修護

圖 48 桃園大坡國中陶藝課程

圖 49 嘉義縣香林國小獨木舟體驗

（二）衛生福利部
1.社會及家庭署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兒少保護與兒少高風險家
庭服務，自 108 年起兒少高風險家庭案件已依風險程度分別通報兒少保
護或脆弱家庭服務，其中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4 條之 1
查訪通報且提供脆弱家庭服務者，108 年 1-12 月計服務 466 個家庭、
687 位兒童及少年。
2.保護服務司
108 年補助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及其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吸食
第 3、4 級毒品之非在學兒少預防輔導及家長親職教育方案之立案社會團
體共計 17 項計畫，其中受理好奇誤用第 3、4 級毒品之非在學兒童及少
年通報共計 346 名，辦理追蹤輔導計 322 名，追蹤輔導比率達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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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務部
1.對在監（院、所、校）收容人實施尿液篩檢，共計採驗 23 萬 6,764 人次，
其中受觀察勒戒人採驗 4,589 人次，受戒治人採驗 3,02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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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尿液採驗作業特定人員計 130 名，抽籤受檢人數計 13
名，抽驗 10%，受檢人檢驗結果均呈陰性反應。
（四）內政部
1.役政署
（1）替代役役男入營人數 108 年計 1 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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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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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以團體、個別
諮商方式，提供心理復健與藥癮戒治等協助，108 年共轉介諮商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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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08 年替代役役男尿液篩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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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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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共轉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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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辦理「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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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模式」
，預防學生違法犯罪，並請教育部鼓勵各級學校於發現學生疑
似有施用毒品等行為時，除加強輔導，並通報警方據以查緝，以杜絕
校園供毒管道。
（2）為有效降低少年涉毒情事發生，從源頭追查販售毒品予學生之藥頭以
防制再犯，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於查獲藥頭（含少年藥
頭）時，查明有無提供毒品予少年（學生）
，並由透過校園聯繫機制，
提供可能涉毒學生名單給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轉知學校，以由學校進
行輔導。
（五）國防部
1.心輔工作成效：針對「涉毒行為問題」個案計輔導 209 人次。
2.保防工作成效
（1）運用安全部署及預警蒐處，108 年蒐獲官兵涉犯毒品案件安全情報及
國軍安全狀況計 380 件，除即時通報權管部門應處外，並透由思源專
案會報機制，協請各情治機關通報與案偵協處計 30 件，發揮機先防
處效能。
（2）責由各級保防部門審查新進人員安全調查資料，管制役前具涉毒前科
人員計 139 員，均提請各單位列為重點輔導人員，加強尿液篩檢及生
活輔考。
（六）勞動部
1.由就業服務員陪同面試服務
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所屬就業中心設置新世代反毒就業服務專員，並駐點
於轄區醫療院所，提供「用藥高風險群體」就業服務與支持性團體，中彰
投分署於 108 年度提供陪同面試服務共計 16 人次。
2.辦理施用毒品者就業促進課程及就業前準備團體課程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8 年度共計辦理 17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15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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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部
為配合行政院反毒政策，優先針對特定人員辦理反毒宣導、提供反毒相
關資訊；並依據行政院頒「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及本部訂頒「陸運特定
人員尿液採驗實施要點」
、
「航空人員尿液採驗作業要點」
，督導所屬落實辦
理特定人員實施不定期尿液檢驗，定期陳報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執行情形，俾
維護公共交通安全。108 年度本部所轄運輸業特定人員尿液檢測成效如下：
1.公路總局列管人數 3,485 人，採驗人數 3,534 人次，檢驗結果均合格。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森林鐵路列管人數 55 人，採驗人數 55
人次，檢驗結果均合格。
3.台灣高速鐵路公司列管人數 317 人，採驗 39 人次，檢驗結果均合格。
4.臺灣鐵路管理局列管人數 3,847 人，採驗人數 2,110 人次，初驗查有 4 人
呈陽性，惟分別經 7 月 30 日、7 月 31 日、8 月 12 日及 8 月 19 日複檢
後，均合格。
5.台灣糖業公司列管人數 15 人，採驗人數 16 人次，檢驗結果均合格。
6.民用航空局對於領有民航證照人員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合計為 1,464 人
次，其中初次檢驗陽性為 4 人(0.3%)，後續經醫療評估判定均無藥物濫
用情事。
7.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列管人數 2,097 人，採驗人數 574 人次，1 人
呈現陽性反應，已解除該員行車人員身分，並向轄區警察局告發，另依該
公司人事規章處分，餘檢驗結果均合格。
8.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列管人數 595 人，採驗人數 96 人次，檢驗結果均
合格。
9.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列管人數 443 人，採驗 123 人次，1 人檢驗
結果異常(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桃園市政府依「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
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規定，調離非行車人員職務，餘檢驗結果均合格。
10.觀光局針對所屬權管業務台灣好行路線職業駕駛人，列管人數 287，採
驗人數 142 人，檢驗結果均合格。
11.台灣港務公司針對服務於船舶上之所有人員，列管人數 59 人，採驗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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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檢驗結果合格；另對於門式機操作人員及橋式機操作人員列管人數
14 人，採驗人次 14 人，檢驗結果均合格。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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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篩檢工作。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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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萬 7,162 人，實施尿液篩檢採驗人數計有 1 萬 0,685 人（含承
包商僱用人員）
。檢驗結果，陽性反應 11 人，均屬承包商僱用人員，業已
禁止其入廠，並更換工作人員，其餘各機關(構)採驗結果均為陰性。
（表 4）
表 4：經濟部 108 年度特定人員尿液採驗結果執行情形
特定人員分類
台電公司發電、輸電、
變電、配電之裝修、運
轉、操作及電力調度等
工作人員
中油公司各儲運、供
水、供電、煉製等工作
人員
經濟部所屬各機關、機
構負責鍋爐、煉爐、高
壓氣密設備、有毒工業
原料及氣體、點焊、輻
射機具、檢疫、重要車
輛駕駛及其他涉及公
共安全工作人員

採驗
方式

採驗
人次

陽性
人次

陽性
比率

不定期及
15,240
隨機檢驗

2412

0

0

不定期及
隨機檢驗

1,270

235

0

0

由受檢人
員至行政
院衛生署
濫用藥物
檢驗機構
辦理檢驗

2,349

591

0

0

不定期及
前三款業務涉及之承
隨機檢驗
包廠商實際進廠或操
、受僱檢
作之僱用人員
驗

合

計

列管
人數

8,303

7,447

11

0.15%

27,162 10,685

11

0.10%

後續
處理

陽性反應
11 人 係 台
電公司承包
廠商僱用人
員，業已禁
止其入廠，
並更換工作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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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本會所屬醫療機構皆為 108-110 年度衛生福利部指定藥癮戒治機構，以
門診、住院及替代治療等方式，建構拒毒諮詢網路。
（表 5）
表 5：各榮民總醫院、分院辦理藥癮戒治服務一覽表
指定類別

臺北榮總

藥癮

酒癮

門診、住院

門診、住院

門診、住院、替代治療

門診、住院

臺中榮總灣橋分院 門診、住院、替代治療

門診、住院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門診、住院、替代治療

門診、住院

高雄榮總

門診

藥癮戒治核心醫院 臺中榮總

藥癮戒治醫院

服務項目

醫療院所

門診、替代治療

臺北榮總桃園分院 門診、替代治療

無

臺北榮總新竹分院 門診、住院、替代治療

門診、住院

臺北榮總員山分院 門診、住院、替代治療

門診

臺北榮總蘇澳分院 門診、住院、替代治療

門診、住院

臺中榮總埔里分院 門診、替代治療

無

高雄榮總臺南分院
門診、替代治療
(108.10.25 終止)

門診

高雄榮總屏東分院 門診、住院、替代治療

門診、住院

臺北榮總玉里分院 門診、住院

門診、住院

臺北榮總臺東分院 門診

門診、住院

（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本署每年度均統購安非他命、愷他命及嗎啡快速篩檢試劑，配發所屬
單位每月定期篩檢使用，108 年度共計篩檢 6,544 人次，經篩檢確
認陽性均已移送戒治。另針對相關前科素行人員，除不定期對其實施
篩檢外，並造冊列入重點關懷人員，透過綿密輔導晤談，密切瞭解其
生活行為、精神狀況及交友情形等，以避免再次染毒，維持單位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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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私協力，共同打造拒毒預防陣線
（一）反毒行動車巡迴宣導
為落實推動毒品預防工作，教育部、法務
部、衛生福利部食藥署及內政部警政署自 107
年 11 月起，共同打造「反毒行動車」，於北、
中、南及東部地區偏鄉、社區、學校實施反毒
巡迴宣導，透過毒害影像展示、體驗展品及真
實案例等，讓學生及民眾瞭解毒品防制知識及
求助相關資訊，進而遠離毒品的危害與陷阱，
全案至 108 年 12 月止，共計辦理 1,495 場次，
約 20 萬人次參與：
1.法務部石虎號
宣導中部地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及雲林縣，共計辦理 440
場次，5 萬 6,065 人次參與。（圖 51、圖 52）

圖 51 反毒行動車石虎號

圖 52 石虎號社區宣導

2.教育部貓頭鷹號
宣導北部地區-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新北市、臺北市、新竹縣及新
竹市，累計辦理 438 場，參與宣教人數約 5 萬 3,504 人。
（圖 53-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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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新竹市港南順天宮前宣導

圖 54 貓頭鷹號到宜蘭

3.衛生福利部食藥署藍腹鷴號
宣導南部地區-高雄市、臺南市、嘉義縣、屏東縣及嘉義市，共計辦理 442
場次，6 萬 2,724 人次參與。（圖 55、圖 56）

圖 55 反毒行動車藍腹鷴號

圖 56 藍腹鷴號社區宣導

4.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Bear 號
宣導東部地區-花蓮縣、臺東縣，共計辦理 175 場次，約 2 萬 8,000 人次
參與。
（圖 57、圖 58）

圖 57 反毒行動車刑事 Bear

圖 58 刑事 Bear 臺東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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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
1.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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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全臺 10 個縣市演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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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萬 6,000 餘人觀看。（圖 59）
2.與財團法人台北國際社區文化基金會(ICRT)、廖文和布袋戲團及逆風劇團
等 19 個民間團體合作計 143 場次反毒宣導活動，參與人數約 16 萬 2,000
餘人。
（圖 60）

圖 59 「拯救浮士德」青少年反毒劇

圖 60 逆風劇團校園演出

（三）衛生福利部
1.食品藥物管理署
（1）於臺北、臺中、高雄各辦理 1 場次之人才培育課程，以職業衛生護理
人員為優先對象，共計培訓學員 136 人，增進其實務宣導量能。另於
原鄉地區培力原住民族相關種子師資，共計培訓 68 名原鄉學員；其
中 18 名學員回歸所屬原鄉地區共辦理 36 場次衛教活動、總受益人
數為 1,017 人。
（2）結合 17 家民間團體，以社區教育宣導、活動攤位宣導、夏令營、快
閃活動、體驗營、團體活動、教育講座、家屬座談會、特定場所宣導
及大型園遊會等活動方式宣導反毒，總計辦理 346 場次宣導活動，受
益人次約 3 萬 6,639 人次。
（3）辦理 108 年「多元場域藥物濫用防制教育成果之研究」計畫，全國北、
中、南、東成立 8 家反毒教育資源中心，提供諮詢服務共約 4 萬 3 千

29

2019 拒毒預防組成果報告

人次；並結盟 267 個機構為支持網絡，其中 183 個機構成為反毒外
展點，作為持續推動反毒教育之通
路；進行藥物濫用防制教育、正確
使用鎮靜安眠藥教育等反毒創意宣
導活動，總計 312 場，總宣導人數
約 2 萬 7 千人次。並於 108 年 12
月 3 日在衛生福利部辦理「愛與關
懷(CASH) 企業反毒贏財富」成果
發表與績優人員表揚典禮，共 102

圖 61 「愛與關懷(CASH) 企業反
毒贏財富」成果發表會

人參與。
（圖 61）
（4）與國民健康署合作，持續推廣「成癮物質預防教育宣導整合行銷方案」
，
共 114 家職場辦理預防宣導，總計 3,255 人受惠；並於臺北車站南二
門前廣場舉辦「反菸拒檳毒 健康最幸福」成果發表會，總計媒體露出
3 則，現場活動 616 人次參與，當日直播觸及 368 人次。
2.保護服務司
（1）為加強兒少施用毒品個案協調聯繫平台，保護服務司於 7 月 12 日邀
集物質濫用專家學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民間團體及相關網絡
單位與會，就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非在學兒少施用第 3、4 級
毒品個案及親職教育輔導情形進行檢討外，亦邀請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進行標竿計畫分享。
（2）積極輔導地方政府強化非在學兒少施用第 3、4 級毒品個案之預防輔
導工作，期透過加強對藥物的認知，學習辨識危險情境與練習拒絕的
技巧，以提升兒少的自主性與抗拒毒品誘惑的能力。108 年度社政單
位針對非在學施用第 3、4 級毒品兒少個案所進行之個別會談及連結
心理輔導及治療、戒治服務等服務次數逾 7,500 人次。
（3）為提升專業人員服務知能及效能，辦理 2 場次兒童及少年毒品防制人
員相關研習訓練共計 12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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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輔導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成人毒癮家庭支持服務方案，透過轄內各機
關團體辦理之各類活動，進入各場域、社區中，加強家庭支持服務之宣導，
以提升服務的可近性；並促進社會大眾瞭解毒品的危害，進而提升對藥癮
者及其家庭之接納，建構社區支持網絡及友善環境，計辦理宣導 812 場
次，8 萬 0,835 人次受益。
（四）法務部
1.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藥署與縣市政府，整合跨局處資源，利用
在地反毒師資，前進社區鄰里辦理反毒宣講，讓社區民眾、學生家長瞭解
毒品危害與傳播途徑，建立多層次防毒網絡，108 年度有 19 個縣市共同
響應，計辦理 768 場次。
（圖 62）
2.為提升親子共學機制，強化家庭功能，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藥
署與縣市政府共同辦理「無毒家園親子同樂探索營」活動，安排親子、師
長及社區民眾共同參與，從互動學習中瞭解毒品的危害。108 年辦理雲林
縣、臺東縣、花蓮縣等 3 場次、總參與人數 925 人。
（圖 63）

圖 62 前進社區反毒宣講(嘉義市)

圖 63 親子探索營活動(雲林縣)

（五）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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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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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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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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 年度相關辦理情形，摘要重點事項臚列如下：
（1）3 月 12 日、25 日於寒舍艾美集團員工教育訓練課程，辦理「疑似施
用或持有毒品者之判斷、毒品犯罪徵兆與通報方式」及「飯店業因應
措施」毒品危害防制宣導講座。
（2）3 月 22 日至光復國小生活課程時段入班宣導，向國小學生宣導反毒
觀念，將拒毒意識向下扎根。
（3）5 月 24 日、6 月 27 日中國信託鑒於旗下台灣彩券經銷商吸毒影響形
象，邀請刑事警察局向臺灣彩券種子講師加強宣導法治教育與毒品危
害。
（4）10 月 17 日協請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無償提供該基金會製作之
「過來人生命故事」系列影片 15 部，供刑事警察局不限時間、地點、
方式使用。
（5）11 月 15 日配合役政署辦理「108 年替代役反毒種子培訓」講座，針
對替代役男宣導毒品危害形態、案例與防範，並展示毒品仿真模型及
氣味體驗裝置，加強役男反毒意識。
（六）國防部
1.為提升反（拒）毒宣推實效，6 月 1 日配合教
育部「拒毒健康新世代、愛與關懷作伙來」全
國反毒活動，由漢聲廣播電臺執行反毒廣播
體驗設攤，運用行動廣播體驗設備，引導民眾
錄製「反毒廣播廣告」，並利用電臺臉書或
LINE 將錄製音檔傳送民眾紀念，並增加宣傳
成效。
（圖 64）

圖 64 漢聲廣播電臺執行
反毒廣播體驗設攤

2.為教育與宣傳反（拒）毒觀念，108 年與民間團體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反毒

32

2019 拒毒預防組成果報告

教育基金會合作「反毒體驗長廊」
，並與法務部、教育部、衛福部及內政
部等 4 部會合作「反毒行動巡迴車」等活動合計 42 場次，透過創新宣傳
及體驗方式，深化國人與官兵反毒意識。（圖 65、圖 66）

圖 65 反毒體驗長廊活動

圖 66 反毒行動巡迴車活動

（七）勞動部
1.辦理區域性聯繫會議等活動
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 108 年度共計
召開 3 場次區域聯繫會議、2 場次個
案研討會、1 場次教育訓練，參與人
數約計 184 人次。（圖 67）
2.辦理職業訓練課程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與法務部

圖 67 勞動力發展署區域性聯繫會議

矯正署臺中戒治所合作辦理「園藝
植栽技能培訓」職業訓練課程，參與人數約計 25 人次。
3.積極拜訪戒癮團體及開發友善廠商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於 108 年度共計拜訪 26 家戒癮團體及開發 21
家友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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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策進
（一）教育部
1.持續參考國際間實證有效之毒品防制策略（UNODC、NIDA、EMCDDA）
，
滾動精進校園藥物濫用防制計畫。
2.配合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賡續強化教育、社福、衛生及司法單位之聯結，
建構社會安全網。
（二）內政部（警政署）
1.落實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採取「多元管道，分齡宣導」策略，跳脫
傳統宣導，透過運動、音樂、影片等流行文化貼近民眾的方式，將規劃透
過新興網路傳播平臺媒介，建立網路行銷頻道，即時更新宣導題材，並利
用網路無弗屆特性，結合反毒行動車，製作毒品仿真模型、毒品模擬氣味、
毒害之臉影音變化，運用視覺、嗅覺、感覺三管齊下震撼刺激，及多元管
道活絡運用反毒能量，深入偏鄉、校園及社區等，強化宣導成效。
2.賡續規劃安居專案、青春專案等相關專案行動，針對青少年易涉毒高風險
場所與毒品熱點等，責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規劃臨檢盤查，及
強化與教育單位校外聯合巡邏機制，加強查緝新興毒品，全力防堵學生與
青少年涉毒，同時配合教育部訂頒「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
要點」溯源查緝，落實證人身分保護。
3.針對義務教育階段已涉毒之學生、中輟生或高關懷(風險)個案，如已升學
則由高中(職)轉銜輔導，未就學未就業個案，除由教育部既有機制轉介至
社政、毒防中心外，並請提供少年輔導委員會訪視評估，運用跨機關整合
平臺，協調各行政機關協助後續關懷或就業輔導，或由各警察局依警察勤
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查訪。
（三）衛生福利部
1.掌握最新藥物濫用趨勢，開發豐富多元素材，落實宣導成效評估，作為後
續策略研擬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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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合中央部會與地方資源，辦理多元場域拒毒預防宣導，降低民眾接觸毒
品機率。
3.強化民間團體合作機制，擴大宣導對象與涵蓋範圍，凝聚並提升民眾反毒
意識。
（四）法務部
持續推動跨部會合作方案，整合部會資源，並結合民間團體共同推廣反毒
教育，運用各種宣傳管道、方式，配合時事與常見新興毒品態樣加強宣導，
使反毒意識深植社會各處，拒絕毒品入侵家園。
（五）文化部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仍將賡續於刊物
上刊截反毒訊息。國立臺灣美術館 109 年亦將繼續辦理反毒藝術動畫之
設計及製作，據此達到對同仁及外界民眾宣導之目標。
（六）國防部
1.參考各部會反毒文宣樣式及時下年輕人較感興趣圖樣，運用相關預算，製
作手機架、環保餐具等反毒文宣品，並配合全民國防教育活動時機發放，
增進反毒宣導效果。
2.蒐整國軍自製反毒微電影，於政戰資訊網紫錐花運動專區，設置「反毒微
電影」專欄，供基層部隊下載運用，以強化宣導效果；另擬於本部發言人、
各軍司令（指揮）部臉書及松山機場託播相關影片，期藉公共傳媒設施，
擴大宣教成效。
（七）勞動部
本部未來將透過多媒體設施播放、反毒資訊文宣及於動態活動中加強拒毒
宣導等多元管道持續推廣拒毒概念，強化社會大眾反毒意識及觀念扎根，
支持政府打擊毒品行動，共創無毒職場與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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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濟部
未來反毒工作重點，除持續辦理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外，並配合各部會製作
之反毒文宣，輔以生動活潑之方式向員工及相關人員宣導，以提升成效。
（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邀請學者專家不定期撰寫各類型「防制藥物濫用」專文，或接受漢聲電台
「長青樹」節目專訪，以更活潑生動方式宣導正確用藥資訊。
2.整合本會各級榮院及榮民服務機構，提供用藥諮詢服務，建構更完善之拒
毒預防環境。

肆、結語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執行期程至 109 年底止，相關部會業依
行政院指示研擬 2.0 版反毒策略行動綱領（110 年-113 年），其中於「拒
毒策略」部分，除根據現階段毒品情勢檢討修正外，同時將以接納、支持施
用毒品者、更生人為宣導重點，以調整公眾認知，建立適合戒癮者賦歸之社
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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