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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拒毒預防組成果報告
壹、前言
「新世代反毒策略」自 106 年起實施，至 109 年底已完成 4 年期之階
段性任務，就成果面檢視，施用毒品新生人口率（初犯比率）逐年下降，107
年至 109 年分別為 23.1%、20.1%及 18.2%。其中 6 大緝毒機關阻絕毒品
供應固然功不可沒，然拒毒預防組內各部會本於職責，持續針對轄管業務範
圍內之對象加強宣導，使未曾施用毒品之大眾了解毒品危害，拒絕嘗試，亦
發揮一定的功效。
109 年上半年受「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影響，許多大型
活動暫緩辦理，連帶影響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工作之執行，下班年疫情趨緩後，
各部會已就年度工作加強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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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特教司
（1）9 月 5 日結合臺中市政府辦理第 3 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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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 1、圖 2）

圖 1 第 3 屆反毒博覽會

圖 2 反毒績優教育單位頒獎

（2）9 月 11 日於輔英科技大學辦理密室解謎反毒宣導活動，計有南部地
區 11 所高中職 400 多名學生參加，並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及
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高雄地檢署、高雄市毒防局等中央及地方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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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代表與會組隊，與學生進行解題時間競賽。（圖 3）
（3）辦理第 3 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反毒微電影競賽，計有 632 件作品參
賽，選出優勝作品於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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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圖 3 行政院政委及教育部長官熱情
參與密室解謎反毒宣導

圖 4 第 3 屆反毒微電影競賽頒獎

（4）以偏遠地區高中職學生為對象，辦理 26 場次反毒樂舞劇-《光》校園
巡迴展演。（圖 5）
（5）辦理反毒行動舞臺車偏鄉國中巡演 50 場次，約 6,665 名師生參與。
（圖 6）

圖 5 反毒樂舞劇‟光″

圖 6 澎湖縣馬公國中舞臺車宣導

（6）申請毒品防制基金，補助學校針對藥物濫用高風險或課後乏人照顧學
生，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多元適性教育活動，109 年度補助 111 所
學校經費。（圖 7、圖 8）
（7）補助國立中正大學防制藥物濫用教育中心營運經費，109 年度計有 74
個團體參訪。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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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補助蕭靜文舞蹈團、廖文和布袋戲團等 15 個民間團體辦理 150 場次
反毒宣導活動，參與人數約 16 萬 9,000 餘人。（圖 10）

圖 7 苗栗大湖國中養蜂課程

圖 9 中正大學防制藥物濫用教育中心

圖 8 慈濟大學反毒課程

圖 10 蕭靜文舞蹈團反毒宣導

（9）製作「跨境運毒中、英文版」、
「笑氣」
、「PMMA」3 款海報及「毒
咖啡包」單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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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網站通路及臺北捷運燈箱進行宣導。（圖 11）

圖 11 防毒海報及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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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為有效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鼓勵各級學校評估實際需求，打
造具地區特色之「拒毒健康校園」
，109 年計補助 120 校 461 萬餘元
經費。
（圖 12）
（2）辦理識毒拒毒繪本創作徵選，計有 18 所學校人員獲獎，獲獎作品於
10-12 月間於國立公共圖書館中興分館辦理公開展覽。（圖 13）

圖 12 推動拒毒健康校園活動

圖 13 識毒拒毒繪本創作徵選

（3）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教育人員、學生家長反毒增能課程計 2,230 場
次。（圖 14）
（4）委託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開發部版家長入班宣導教材，於 5 月 31 日完
成轉知學校運用。（圖 15）

圖 14 教育人員、家長反毒增能課程

圖 15 家長入班宣導教材

（5）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導活動，針對學校教師、
家長及學生規劃辦理 5,648 場次校園宣導。
（6）8 月 4 至 8 月 6 日針對教育人員、輔導老師辦理「防制藥物濫用專輔
知能研習」，完訓 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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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補助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等 19 縣市辦理校園防毒守門員種子師資培訓
暨認證。
（8）針對學校輔導教師、導師、學務人員以及縣(市)政府業務承辦人員辦
理 4 場次「國中生藥物濫用預防課程 2.0 暨輔導課程推廣研習」
。
（二）內政部
1.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結合失親兒基金會共同舉辦「遠離毒害-三鐵共 GO 愛轉動」活動，將
涉毒風險轉化為拒毒種子，協助失親兒少建構勇於挑戰之信心，獲 8
則平面媒體報導、鐵馬行開騎儀式獲 18 則平面媒體報導；發表會獲
3 家電視臺及 22 則平面媒體報導，成果發表影片合計觀看次數於 CIB
局長室臉書觸及人次共 1 萬 3,200 人、互動 2,029 次。
（圖 16）
（2）舉辦「青春加油讚」校園反毒廣播劇插畫及文案徵選活動，透過與眾
不同的活動設計及多元行銷，達成另類反毒宣導，投稿件數高達 523
件。（圖 17）

圖 16 遠離毒害-三鐵共 GO 愛轉動

圖 17 「青春加油讚」插畫文案徵選

（3）
舉辦 CIB 反毒電競挑戰賽，於青春專案期間提供青少年正向休閒活動，
宣傳反毒意識，相關訊息及活動直播共計 38 則，觸及 77 萬 6,725 人
次，互動 1 萬 4,589 人次、CIB 局長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發布訊息
及直播共計 6 則，觸及 15 萬 1,100 人次，互動 1 萬 3,300 人次，發
布新聞稿 2 則，各獲 15 家媒體報導。
（圖 18）
（4）舉辦「反毒戰士英雄盃」籃球表演賽，邀請球星代言擔任反毒大使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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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反毒宣導影片，於 CIB 局長室臉書粉絲專頁進行全程現場直播，
觸及 2 萬 800 人次，互動 4,100 次；10 大好球回顧，觸及 6,900 人
次，互動 833 次，成效良好。本次活動同時邀請 4 位 17 直播主現場
直播，直播互動人次共計 13 萬 704 人次。
（圖 19）

圖 18 CIB 反毒電競挑戰賽

圖 19「反毒戰士英雄盃」籃球表演賽

（5）結合臺北社區廣播電臺(ICRT)設立反毒宣導攤位，運用多樣化宣導素
材及創新趣味之有獎徵答方式，介紹反毒知識。（圖 20）
（6）結合國際獅子會 300A1 區舉辦「創意遊行嘉年華」活動，於臺北市府
前廣場辦理反毒反詐騙宣導，當日邀請內政部長參與魔術表演及攤位
導覽，吸引近 5,000 位民眾參加。
（圖 21）

圖 20 設攤反毒宣導

圖 21 反毒宣導內政部長參與魔術表演

（7）運用「分眾傳媒公司」電梯資訊平臺推播反毒反詐宣導資訊。
（圖 22）
（8）結合臺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於美堤河濱公園辦理「電器盃反毒公益
路跑」
，由內政部徐部長蒞臨致詞、鳴槍。刑事局結合魔術表演、有獎
徵答及設攤宣導，獲 15 家媒體報導。
（圖 23）
（9）結合財團法人微風慈善基金會與紙風車劇團於臺北市私立方濟高中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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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反毒舞臺劇宣導活動。
（圖 24）
（10）結合法務部更生音樂祭於信義區 A8 廣場設置攤位辦理反毒宣導活
動，約 5,000 人參與。（圖 25）

圖 22 結合資訊平臺推播反毒資訊

圖 23 電器盃反毒公益路跑

圖 24 方濟高中反毒戲劇演出

圖 25 更生音樂祭反毒宣導

（11）109 年 5 月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D1 版刊登「青春加油讚」反毒
平面宣導廣告，向學生及家長
族群宣傳校園廣播劇插畫、文
案徵選活動及新興毒品防制資
訊。（圖 26）
（12）製作客製化反毒宣導品-矽膠隔

圖 26 平面媒體宣導

熱墊 1,200 份、證物袋造型文件收納袋 2,450 份及鹽燈 200 份。
（13）全國各警察機關辦理反毒宣導工作，發布新聞稿 1,978 則，專題演
講 1,481 場，宣導活動 1,542 場、設攤 1,983 場，網路宣導 4,170
處平臺共 8,468 篇，文宣發送 53 萬 9,460 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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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刑事警察局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參與錄製警察廣播電臺
「安全停看聽」
、
「人身安全寶典」等單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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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勇
敢拒絕毒害，做自己的主人。
（15）透過行政院公益託播，於 6 家無線電視公司播放反毒宣導短片「反
毒英雄聯盟首部曲-歲歲平安」等，共託播約 2,299 次。
（16）4 月至 6 月於警察廣播電臺播放反詐騙、反毒及防竊宣導廣告，共
計播出 132 次。
（17）9 月至 10 月於 ICRT 播放反毒及防竊宣導廣告，提升民眾反毒意識
及拒毒效能。
（18）109 年 10 月為辦理防制笑氣濫用宣導工作，委外製作動畫短片 1
部，於 LINE 平臺進行託播，廣告曝光量達 121 萬 6,511 次。
2.役政署
（1）為配合政府推動全民反毒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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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政署平時除辦理反毒巡迴宣導外，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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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場反毒宣導活動，宣導人次逾 1 萬人次，
望能善用替代役人力資源，增加反毒工作的成效。
（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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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潑生動的舞臺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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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共宣導 3 場次，宣導人數 1,900 人。（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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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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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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替代役反毒種子培訓

圖 28 替代役反毒宣導活動

（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為強化年輕族群反毒意識，109 年度
結合電競直播主與可觸及彩虹族群
之網紅，透過網紅 FB 與 IG 社群發
布「反毒反起來 防範偽裝毒品的入
侵」
、
「為兄弟碰毒不是義氣，堅決反
毒才夠給力」
、
「年輕別自找麻煩」及
「你是忘記不能吸毒，還是不怕人生
GG」等 4 則貼文，總網路觸及約 16
萬人次。
（圖 29）

圖 29 「反毒反起來」
、
「為兄弟碰毒
不是義氣 堅決反毒才夠給力」

2.設計「反毒反起來，全員找碴中」線上遊戲，以找碴遊戲形式，將偽裝毒
品樣態及潛藏風險傳達給民眾，共吸引 1 萬 5,125 人次參與。
（圖 30）
3. 5 月 1 日起與法務部、教育部及內政部警政署合作，啟動「防毒好遊趣計
畫」
，以反毒行動巡迴展示箱、X 型展架教具箱與大型遊具於社區、職場、
高危險區、校園等巡迴宣導，藉由科學與實際案例，進行有效且更有說服
力的毒品危害防制宣導，提供民眾多元毒品防制知識及求助資訊，截至
109 年 12 月底完成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
縣宣導，共計 297 場次，6 萬 2,191 人次獲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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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 年度食品藥物管理署「睡睡平安」粉絲團總計發布 236 篇包含睡眠
障礙資訊、藥物濫用防制相關資訊，以及反毒衛教相關文章，追蹤人數累
計 2 萬 3,864 人。
5.編製「為兄弟碰毒不是義氣 堅決反毒才夠給力」
、
「Do It Now 反毒反起
來」海報、「109 年度職場藥物濫用推動案例彙編暨防制 Q&A」手冊、
「企業反毒贏財富」微電影及教材簡報等文宣，以網路推廣，提升民眾反
毒意識。
6.為強化年輕族群反毒知能，109 年開發反毒桌上遊戲【戰鬪吧!毒怪!】1
款，後續發配予法務部、教育部、22 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及 8 家反毒
教育資源中心參考運用。
（圖 31）

圖 30 「反毒反起來」線上遊戲

圖 31 反毒桌遊

7.為提升民眾拒絕毒品危害技能，109 年於食品藥物管理署北區管理中心外
牆懸掛「染毒四徵兆」大型海報；透過「大家說英語」雜誌、
「空中英語
教室」FB 刊登「毒品現形記」文稿，計約 8 萬觸及人數；於聯合報與自
由時報各發布「新興毒品氾濫 你認得出來嗎?」1 則訊息稿。
（四）法務部
1.推動「防毒好遊趣」巡迴宣導計畫，提供大型教具、巡迴展示箱及立架等，
深入學校、社區及偏鄉等各式展示地點，透過毒害影像展示、提供真實案
例及求助資訊等，強化反毒教育宣導，讓學生及民眾瞭解毒品防制知識及
相關資訊，進而遠離毒品的危害與陷阱。(圖 3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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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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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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圖 32 「防毒好遊趣」宣導教具

圖 33 「反毒大本營」網站畫面

3.結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辦理「畫說成癮」特展，以毒品防制概念結合世
界名畫敘述成癮等問題，增進民眾反毒觀念及物質濫用之認識，瞭解其成
癮原因與危害，進而防範成癮物質等，參訪人數愈 6 萬 6 千人次。(圖 34)
4.結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於宜蘭壯圍國中辦理「3D 看反毒特展」活動，
以視覺效果呈現毒品危害，引導參展民眾及學生認識毒品陷阱、享受寓教
於樂的特展，並將展示教具寄送各縣市推廣運用。(圖 35)

圖 34 「畫說成癮」特展

圖 35 「3D 看反毒特展」活動

5.製作反毒宣導海報、影片等素材，並提供相關單位推廣運用，以減少毒品
新生人口及提升防止再犯成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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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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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部
1.展覽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09 年度進行常設展更新，於「斯土斯民：臺灣的
故事」常設展之「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展區之警察廳舍場域內，具體
呈現拒毒與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性，並以多元感官體驗方式，深化各個族
群對反毒的認知。
2.短片
國立臺灣美術館 32 週年館慶推出楊
三郎漫畫篇、劇場篇重建台灣藝術
史，教育推廣組於 109 年 6 月 24 日
推展「Momo 默默」預告片（圖 36）
，
首次以藝術活動結合反毒宣導，製作
短片。再者，運用典藏作品梅丁衍〈最
後晚餐〉、李宜全〈怪花森林〉、潘

圖 36 「Momo 默默」預告片

孟堯〈入侵的黑色〉、劉自明〈聚合的疏離〉以及謝里法〈開門 關門的
孤獨少年〉為創作素材，故事中的各式視覺隱喻符號與角色設定，提升觀
者對吸毒少年的同理心、接納心，也增進共同討論吸毒議題之契機。
3.既有媒宣管道
本部所屬場館持續運用自有刊物、官方網站、數位看版、擺放實體文宣等
方式協助向大眾推廣及宣導反毒。成果臚列如下：
（1）實體文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出版之《臺灣工藝》季刊於第
76 期(109 年 3 月號)至第 79 期(109 年 12 月號)，每期均於徵稿版頁
內刊載反毒文宣標誌，宣導反（拒）毒行動。 國立中正紀念堂張貼實
體文宣於管理處園區戶外公佈欄、教室門口、入口處實名制登記桌協
助宣導。國立臺東美學館提供文化百老匯開放式展演空間之宣導牆，
張貼反毒宣傳海報。
（2）電子文宣：國立中正紀念堂配合張貼相關文宣電子檔於管理處官網、
電子公佈欄及社群網站。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彰化美學館、國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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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紀念館及國立歷史博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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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反毒文宣之觸及率。
國家人權博物館配合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政令宣導，於人權館官方網站
宣導「新世代反毒策略 2.0」政策溝通電子單張文宣；另於 EIP 公告
系統同步登載。國立臺灣美術館 109 年固定每月於官網宣導反毒及毒
品辨識等相關資訊，藉以擴大宣導效果。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09
度利用電子報刊登行政院相關反毒文宣廣告圖片。
（3）數位看板：國立國父紀念館於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
每日以設置於光復南路入口處的數位看板登載輪播教育部製作的「我
有我的拒毒 style」電子文宣，向鄰近學校師生家長及民眾進行宣導。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於 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利用展
示大廳 LED 跑馬燈。國立中正紀念堂於堂內郵局提款機螢幕輪播宣導
短片。
（六）國防部
1.反毒宣教成效
持恆運用政戰資訊服務網「毒品防制專區」
、
「莒光園地」電視教學節目、
青年日報一報二刊、漢聲廣播電臺、各軍司令（指揮）部暨 所屬單位設
置反毒情境走廊並運用軍種報刊等文宣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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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執行成效如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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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則。（圖 37）
（2）
「莒光園地」電視教學節目製播毒品防制專題報導「反毒新世代－認識
藥物濫用」
、
「反毒新世代－打擊毒品犯罪」
、
「鋼鐵職人－憲兵刑鑑職
人」
、
「鋼鐵職人－軍犬職人」
、
「軍紀小講堂」及反毒軍紀教育單元劇
「選擇」等 6 則節目；漢聲廣播電臺透過調頻（幅）全國聯播網及地
方調幅網，製播「全民攜手反毒，讓下一代安心成長」等宣導專題、
插播、口播及新聞報導計 523 則次。（圖 38、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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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青年日報報導

圖 38 莒光園地專題

圖 39 漢聲電臺報導

（3）
「毒品防制專區」網頁不定期更新相關反毒訊息與知識，共轉載反毒文
宣、法規及教材計 115 則。
2.軍紀工作成效
（1）策頒「國軍 109 年度軍紀教育
實施計畫」，律定「拒絕毒品誘
惑，確保健康人生」教育主題，
並製播反毒軍紀教育單元劇「選
擇」
，於 12 月 17 日莒光日電視
教學實施毒品防制宣教。（圖
40）

圖 40 反毒單元劇

（2）策頒軍紀通報「國軍 109 年春節連續假期軍紀要求」
、
「重視酒精殘值，
避免酒駕風險」
、
「恪遵作業紀律，嚴防工作失慎」
、
「交通安全莫輕忽，
保障你我平安歸」
、
「國軍二二八連續假期防疫暨軍紀要求」
、
「網路交
友藏陷阱，健康交友樂趣多」
、
「善盡督管職責，維繫同袍情誼」
、
「國
軍 109 年清明節連續假期軍紀安全要求」
、
「嚴守軍風紀律，維護國軍
形象」
、
「近期重要軍紀安全要求」及「國軍火災防險暨軍紀要求提醒
事項」等 11 則。
（3）每月針對國軍違紀、違法等軍紀案件，實施軍紀狀況統計，其中針對
毒品防制工作，綜整相關案例並分析成因，提供各級注意防範；策頒
「軍紀狀況統計報告」計 12 則，要求各級確依「國軍特定人員濫用
藥物尿液篩檢作業規定」落實尿液篩檢，並確依部頒「國軍緝毒犬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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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作業規定」加強防堵作業，嚴禁毒品進入營區，以維部隊純淨。
（4）年度分赴北、中、南、東、金門、馬祖及澎湖等地區，辦理「國軍 109
年度強化軍法紀教育種子教官訓練研習」計 19 場次，並編組法律司
針對「反毒專案法制教育」實施授課，與會人員計聯兵旅級（含比照）
以上單位業務承參及士官督導長等幹部，合計 968 員。
（5）109 年 12 月 29 日令頒「軍風紀律改革專案實施計畫」，針對「強化
初官（新進）人員職前、在職訓練及人員考核」
、
「落實軍法紀及離營
宣教」
、
「追究督管違失責任」
、
「召開軍法紀（危安）檢討會及實施軍
紀再教育」及「表揚績優單位及幹部」等面向，檢討精進毒品防制工
作，以強化官兵反毒紀律。
3.法治教育成效
（1）本部及所屬單位法務部門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法治教育，均納入毒品防
制課程，並採「適時、適員、適地」之授課方式實施，要求各單位運
用離營教育等集會時機，結合法律個案實例，宣導毒品防制相關法令，
毒品防制法治教育計授課 2,561 場次，施教人數 34 萬 7,228 人次。
（圖 41）
（2）為提升反毒教育成效，製發宣教專文、海報（宣導品）
、文創競賽（有
獎徵答）
、電視（影）臺廣播專題、刊登網站等電子化訊息等輔助教育
計 562 件；另強化反毒源頭教育，除已要求各單位實施新兵法治教育
反毒課程不得少於 2 小時外，各級法務部門持續運用反毒情境走廊
（教室）等多元方式宣導毒害，計陸軍南區專長訓練中心等 9 單位，
共宣教 67 場次。
（圖 42）

圖 41 法治教育

圖 42 反毒情境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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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勞動部
1.加強宣導反毒運動
每年度編印「移工在臺工作須知」中、外文版手冊時，納入反毒宣導資訊，
109 年度共印製 25 萬冊，分送各地方政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各移工
來源國駐臺辦事處、移工機場服務站、非營利組織等單位宣導使用。
2.公告毒品防制宣導海報及標語
（1）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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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共計辦理 427 場次，參與人數約
計 7,484 人次。
（2）職業安全衛生署辦公廳舍公布欄
張貼宣導海報。（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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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辦公廳舍張貼反毒宣導海報

印製反毒宣導標語及圖示，109 年
度共計 358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1 萬 701 人次。（圖 44）
（2）職業安全衛生署於宣導會、研習會等課程
講義中納入反毒宣導文宣，包括「毒品的
危害防制」、「拉Ｋ一時 尿布一世」等相
關資料，109 年度共計 19 場次，參與人
數約計 1,023 人次。

圖 44 教材手冊印製反毒文宣

4.運用 LED 跑馬燈播放反毒標語
（1）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所屬就業中心及職業訓練場之公布欄或公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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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020 拒毒預防組成果報告
宣導文案。
（2）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LED 跑馬燈和電子看板不定時播放反毒
影片及宣導反毒標語。
（3）勞工保險局各地辦事處積極運用
LED 跑馬燈播放「遠離毒品 ，拒
絕誘惑」、「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諮
詢專線 0800-770-8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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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圖 45 勞保局桃園辦事處跑馬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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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共計 255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8,750 人次。（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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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辦理職場接軌講座、出監就
業適應團體活動等共 497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9,656 人次。（圖 47）

圖 46 職訓場播放反毒宣導短片

圖 47 看守所職場接軌講座暨反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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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強化移工反毒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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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依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指揮中心指示，自 109 年 3 月 17 日起，移工入境採
強制接機，並暫停入境講習避免群聚，改以發送移工宣導手冊宣導反毒認
知，入境移工宣導人次共計 9 萬 4,290 人次，另辦理移工反毒宣導相關
活動共計 30 場次，約計 1 萬 7,871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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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咖啡包？混合式毒品致死率
高！」、「注意！PMMA 強力搖頭丸！」等反毒文宣，累計達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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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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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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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樹」專訪，宣
導毒品防制及正確用
藥相關資訊，以建立
榮民反毒及正確用藥
觀念。
（圖 49）

圖 48 榮光雙周刊宣傳反毒
圖 49 長青樹節目專訪北榮
玉里分院趙建剛院長宣
導毒品對精神之殘害

（九）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巡署所屬各單位經常性利用集會及活動時機，對內部同仁實施拒毒反毒
健康概念外，亦運用各部會拍攝之反毒微電影，播放予新進海巡特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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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役幹部等人員觀看，建立根深蒂固之反毒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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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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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3 人，期間進行尿液篩檢共計 1 萬
1,251 人次，檢出陽性個案 92 人次，陽性率 0.82%，檢出之個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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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學生並同時通報「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
來」
。109 年勾稽結果，18 歲以下約有 37%為在學學生，18-24 歲約
5.7%具學籍。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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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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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738

273(37.0%)

465(63.0%)

9,579

174

376

5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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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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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 年學生藥物濫用個案通報 620 人，較 108 年增加 12 人（1.97%）
（圖 5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國小

5

4

3

5

4

國中

361

260

164

184

183

高中職

581

498

321

315

311

大專

59

260

140

104

122

合計

1,006

1,022

628

608

620

圖 50

105 年至 109 年不同學制學生藥物濫用通報人數

（4）109 年學生施用毒品種類以第二級為主，佔施用總數 46.3%，係因當
前毒品多以混合型包裝販售（如咖啡包 24.5%），本部統計時以含有
最高等級毒品計算。
（圖 51）
1000
800
600
400
200
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一級毒品

3

4

8

5

5

二級毒品

323

414

259

280

287

三級毒品

676

585

341

292

255

四級毒品

0

0

2

7

3

其他

4

19

18

24

70

合計

1,006

1,022

628

608

620

圖 51

105 年至 109 年學生藥物濫用類別分級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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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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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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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源藥頭，109 年學校情資送警察機關 191 人次，警察機關因而查獲販
賣、轉讓 5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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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計辦理 8,639 次，勸導違規
少年 1 萬 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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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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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12 月計服務 681 個家庭、
999 位兒童及少年。
2.保護服務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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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施用毒品通報個案 109 年共計 944 人，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規定進行相關調查、評估、處置、轉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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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名，追蹤輔導比率達
91％。
（三）法務部
1.對在監（院、所、校）收容人實施尿液篩檢，共計採驗 22 萬 3,099 人次，
其中受觀察勒戒人採驗 5,327 人次，受戒治人採驗 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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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尿液採驗作業特定人員計 127 名，抽籤受檢人數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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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抽驗 10.2%，受檢人檢驗結果均呈陰性反應。
（四）內政部
1.役政署
替代役役男入營人數 109 年計 1 萬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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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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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共轉介諮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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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警政署

圖 52

109 年替代役役男尿液篩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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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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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藥頭以防制再犯，另要求各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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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該會交
給學校，由學校進行輔導機制，期許透過警政與教育單位間相互合作，
減少學生涉毒案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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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防部
1.保防工作成效
（1）運用安全部署及預警蒐處，蒐獲官兵涉犯毒品案件安全情報及國軍安
全狀況計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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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件，發揮機先防處效能。
（2）為維國軍部隊純淨，指導各級保防部門完成新進人員安全調查資料審
查，發現役前具涉毒前科計 81 員，均提交所隸單位列為個案輔導對
象追蹤稽考，並加強尿液篩檢與聯繫家屬共同輔考，確維人員安全。
（3）為掌握部隊潛存危安，透由分工單位掌握毒品案遭判決者計 21 員，
並指導各保防部門完成資料記錄，提供所隸屬單位稽考，俾落實安全
管控機制。
2.心輔工作成效
針對「涉毒行為問題」個案計輔導 158 人次，態樣分析如次︰
（1）以「個案來源」區分，
「單位直屬幹部轉介」人數 105 人次較高，
「單
位保防官、監察官或醫官轉介」人數 53 人次次之。
（2）以「役別」區分，「志願役」107 人次，
「義務役」51 人次。
（3）以「性別」區分，均為男性。
（4）以「後續處遇」區分，
「持續輔導中」103 人次，
「退伍、除役」41 人
次，「輔導轉化」1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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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提供陪同面試服務共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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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度共計辦理 32 場次，參與人數約計 27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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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部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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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表 2：109 年度交通部所轄運輸業特定人員尿液檢測情形
機

關

公路總局

列管人數

採驗人次

檢驗結果

5,858

3,440

合格

林務局阿里山森林
鐵路

100

100

合格

台灣高速鐵路公司

92

111

合格

備 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灣鐵路管理局

3,990

2,121 1 人呈陽性， 已 暫 停 該 員 旅
係配合治療 客服務及列車
服用藥物
駕駛督導乘務
工作，俟治療完
成重新檢測合
格後，再恢復相
關工作指派

台灣糖業公司
民用航空局領有民
航證照人員(含航空
器駕駛員、飛航機械
員、地面機械員、飛
航管制員、維修員及
航空器簽派人員)

20
6,162

20

合格

1,266 陽性為 2 人
(0.2%)，鴉片
類陽性反應；
經醫療評估
判定無濫用
情事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

2,341

619

合格

高雄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

609

91

合格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

443

145

合格

台灣港務公司

478

7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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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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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執行篩檢工作。109 年所屬各機關(構)涉及從事公共安全工作之特定
人員共計 3 萬 751 人，實施尿液採驗人數計有 1 萬 3,818 人（含承包商
僱用人員）
。檢驗結果，陽性反應 10 人：其中 6 人均屬承包商僱用人員，
業協調承包商更換工作人員，3 位同仁於採檢尿液前服用感冒藥品，已將
此 3 員列入 110 年檢驗名單，另 1 人初篩陽性，複驗結果無異常。（表
3）
表 3：109 年度經濟部所屬機關(構)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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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隨機檢驗

2,275

0

0

不定期及
隨機檢驗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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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
人數

4,612

278

130

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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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1 10,355
、受僱檢
作之僱用人員
驗

6

0.06%

30,751 13,818

10

0.07%

合

計

後續
處理

3 名陽性於採
檢前服用感
冒藥品，已列
入 110 年檢
驗名單；另 1
人初驗安非
他命異常，複
驗陰性
協調承包商
更換工作人
員

25

2020 拒毒預防組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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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表 4：各榮民總醫院、分院辦理藥癮戒治服務一覽表
指定類別

藥癮戒治核心醫院

藥癮戒治醫院

醫療院所

服務項目
藥癮

酒癮

臺北榮總

門診、住院

門診、住院

臺中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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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榮總灣橋分院

門診、住院、替代治療

門診、住院

高雄榮總

門診、替代治療

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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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共計篩檢 1,726 人次，均無發現吸食人員。
另如有發現曾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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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私協力，共同打造拒毒預防陣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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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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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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有 18 個縣市共同
響應，計辦理 654 場次。
（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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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辦理嘉義
市、雲林縣、高雄市等 3 場次、總參與人數 717 人。
（圖 54）

圖 53 前進社區反毒宣講(臺東縣)

圖 54 親子探索營活動(雲林縣)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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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計有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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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圖 55 「創意說故事」數位繪本競
賽「反毒創作組」

圖 56 「藥不藥．一念間」反毒行
動博物館特展

4.法務部結合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藥署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推動「藥不
藥．一念間」反毒行動博物館特展，呈現多元豐富展示內容，109 年於宜
蘭餅發明館展出，參訪人數約 2 萬人次，並推出線上觀展體驗網站，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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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宣導效益。(圖 56)
（二）教育部
1.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間，與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 50 場次「青少
年反毒戲劇工程-拯救浮士德」國中校園巡演活動，觀賞學生計 3 萬 1,410
人。（圖 57）
2.補助縣市成立「防制學生藥物濫用諮詢服務團」，由校外會召募現職或退
休教師、教官、春暉認輔志工，規劃探索教育、體能活動、職業試探及教
育參訪或才藝活動等課程，提升高關懷個案學習動機，減少渠等涉入不當
場所或接觸不當人士的機會，109 學年度 22 縣市計輔導 637 名學生。
（圖 58）

圖 57 拯救浮士德反毒戲劇巡演

圖 58 屏東諮詢服務團單車活動

（三）衛生福利部
1.食品藥物管理署
（1）於宜蘭、花蓮、臺東等原鄉地區共辦理 6 場次之藥物濫用防制人才培
育課程，以具備原住民族身分之相關人員為優先培訓對象，共計培訓
學員 126 人，增進其實務宣導量能，其中 10 名學員回歸所屬原鄉地
區共辦理 20 場次衛教活動、總受益人數為 500 人。
（2）結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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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場次宣導活動，受
益人次約 4 萬 7,3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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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 109 年「職場藥物濫用防制暨運用新媒體推動與成效研究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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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萬 6 千人次；並結盟 135 個機構為支持網絡，其中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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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場，總宣導
人數約 2 萬 7 千人次。並於 109 年 11 月 5 日在花蓮縣萬榮鄉原住民
文物館辦理「成果發表暨標竿學習會議」分享執行計畫之特色，透過
同儕互相學習的方式，讓反毒行動能夠持續地擴散，共同營造反毒拒
毒家園。
2.保護服務司
（1）為加強兒少施用毒品個案協調聯繫平臺，保護服務司於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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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落實執行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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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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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萬 1,134 人次。
（3）為提升專業人員服務知能及效能，108-109 年辦理 4 場次(共 8 梯次)
兒童及少年毒品防制人員相關研習訓練共計 438 人參與。
（4）為探討我國執行方案之在地特色，借鏡國外實證研究，與目前現行方
案融合並運用於實務現場，於 9 月 21 日至 22 日辦理「毒品兒少服
務何去何從－修法後毒品防制的發展」觀摩研討暨成果發表會，共同
反思與共識未來，以凝聚共識、促進彼此協作，提升服務量能及品質。
3.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補助 21 個縣市及 7 個民間團體辦理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結合 23 所矯
正機關辦理入監銜接，計服務 2,187 個家庭；辦理家庭支持或互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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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服務 500 個家庭；辦理家屬自助團體，計服務 126 個家庭；辦理家庭
維繫及支持性服務活動，計服務 1,177 個家庭；辦理家庭支持服務相關宣
導 326 場次、4 萬 9,760 人參與；進行關懷訪視，服務 1 萬 167 個家庭；
連結(轉介)多元資源，計服務 5,446 個家庭；辦理專業人員知能訓練 240
場次、1,305 人參與。
（四）內政部
1.役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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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警政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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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試吃包，避免掉入新興
毒品陷阱。
（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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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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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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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共計召開 2 場次區域聯繫會議、5 場次團
體督導會議、1 場次個案研討會、1 場次教育訓練，參與人數約計 249 人
次。（圖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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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及雲嘉南分署辦理區域性聯繫會議結合轄內公私
單位推動反毒業務

2.辦理職業訓練課程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與矯正機關合作辦理職業訓練課程，課程包含家
事清潔管理人員訓練班、手工電銲操作人員訓練班、行銷與油漆工程班，
共計受訓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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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共計拜訪 9 家戒癮團體及開發 71
家友善廠商。
（六）國防部
為配合反（拒）毒宣導政策，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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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反毒 DJ」反毒廣播設攤，運用行
動廣播體驗設備，引導民眾錄製「反毒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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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圖 58 我是反毒 DJ

參、檢討與策進
（一）教育部
為提升校園藥物濫用防制成效，於「新世代反毒策略」（第二期 110113 年）中，提出以下成效指標：
31

2020 拒毒預防組成果報告
1.學生自覺接收到毒品危害、拒絕技巧等訊息普及率：由第 1 期 80%逐年
提升至 95%。
2.個案情資提供溯源通報比例：由第 1 期 60%逐年提升至 80%。
3.校園個案輔導完成率：由第 1 期 70%逐年提升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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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網路無遠弗屆特性，結合反毒行動車，製作毒品仿真模型、毒品模擬氣
味、毒害之人臉變化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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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就學就業個案，除由教育單位既有機制轉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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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衛生福利部
1.掌握藥物濫用防制最新資訊，設計豐富多元宣導教材並評估宣導成效，作
為精進策略參考。
2.強化中央部會與地方資源連結，透過新媒體宣導正確反毒資訊，強化民眾
反毒知能。
3.持續與民間團體合作，擴大範圍及深耕社區宣導反毒，凝聚全民反毒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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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務部
持續落實「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方案，結合部會資源推動宣導工作，
並邀集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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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減少毒品新生人口之目標。
（五）文化部
本部所屬場館利用結合藝術活動辦理反毒宣導績效頗佳，惟大多為既有宣
傳媒體途徑，以實體文宣方式為之，囿於實體之侷限性，為以更活潑方式
對青少年宣導，建請相關主政部會提供更多樣生動之媒宣資源，如短片、
插畫、梗圖、迷因等，俾達多元宣導之成效。
（六）國防部
為維護部隊純淨，確保國軍精實戰力，本部秉持跨部會合作之精神，賡續
結合各部會藥物濫用防制網站製播之反毒宣教影片，轉載至本部政戰資訊
服務網毒品防制專區，供基層部隊下載運用，以強化宣導效果；另將本部
發言人、青年日報、漢聲廣播電臺及各軍司令（指揮）部等單位臉書粉絲
專頁，與各部會反毒官網粉絲團互加好友，以利反毒宣教資源共享，提升
宣導觸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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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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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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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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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接受漢聲電臺
「長青樹」節目專訪，以更活潑生動方式宣導正確反毒及用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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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會粉絲團連結及分享「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粉絲團」，以網路方式
擴大反毒宣傳效果。
（十）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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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所轄各陸海空等相關通路管道，向員工及相關人士進行
宣導，對於提升成效更有助益。

肆、結語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 110-113 年）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經行政院核定，拒毒預防組內相關部會業配合當前毒品情勢於第二期
綱領之「識毒策略」中，研擬多項分級分眾反毒宣導措施，並因應《少年事
件處理法》之修正，強化兒少藥物濫用保護網絡，以朝綱領第二期目標：
「抑
制毒品再犯」
、「降低毒品新生」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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