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鑑 於 傳 統「威 嚇 式」與「推 銷

式」的法治教育宣導方式，已無法因

應時代變遷的需求，為創新政策行銷

理念並深化法治教育宣導成效，保護

司在法治教育宣導上，係以「開啟社

會對話，傾聽民眾聲音」為主軸，針

對不同世代、不同階層採取不同行銷

手法；而在具體的策略上，則以「分分分分

眾行銷眾行銷眾行銷眾行銷、、、、雙向互動雙向互動雙向互動雙向互動」及「打開通路打開通路打開通路打開通路、、、、

架構網路架構網路架構網路架構網路」為骨幹，謹分述如下： 

「「「「分眾行銷分眾行銷分眾行銷分眾行銷、、、、雙向互動雙向互動雙向互動雙向互動」」」」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一)強化教育宣導人才培訓工作    

        除督導各地檢署網羅各種不同專

業人才，建置「法治教育師資人才資

料庫」，引進大專院校法律服務社及

民間公益社團，進入社區、學校辦理

法治教育講座外，並結合社會資源針

對檢察、監所、毒防、志工等各種不

同體系，辦理反毒人才培訓工作，將

師資建置於「無毒家園」主題網站，

供社會各界延聘，以地毯式的密度，

推展各種教育宣導工作。 

(二)創新法治教育教案與教法 

        除參與教育部維護校園安全的各

項專案會議，推動人權教育扎根方

案，編輯各類法律常識推廣輔助教

材、試題，導入「修復式正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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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護

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交流平

台，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才能

豐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謝謝大

家！                保護司 

提供解決衝突模式，維護校園安全外，

更透過舉辦心靈影展、開發網路社群遊

戲、拍攝反毒主題影片與運用各種創意

才藝競賽方式，與社會雙向溝通法治觀

念，及向民間蒐羅各式具有創意的教學

教案，讓一向流於枯燥、單調的法治教

育課程，趨向生動活潑，並令人耳目一

新。  

「「「「打開通路打開通路打開通路打開通路、、、、架構網路架構網路架構網路架構網路」」」」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一)整合法治教育資源 

        為形成完整的教育宣導網絡，不斷

結合各公私部門，進行各種教育宣導工

作，例如：結合教育部、衛生署、國防

部等部會，辦理「戰毒-為自己而戰」、

「熱血反毒、青春起藝」、「戰毒紀」

等反毒整合行銷方案；結合四方報辦理

「結髮(法)一輩子」新住民法律漫畫比

賽；結合警察廣播電台辦理「無毒不賄

保家園」、「你最珍貴」反毒、反賄、

婦幼保護等主題性的廣播插播卡競賽。

以及與各種民間組織結盟，擴大教育宣

導力量，例如：持續結合慈濟大學、燦

坤電腦、松青超市辦理全國反毒特映

會；結合台北市地下街合作社辦理反毒

街舞大賽等；並在地檢署試辦「司法保

護中心」以及在社區建立「司法保護據

點」，讓法治教育向下扎根。  

(二)建立法治教育行銷網絡 

        鑑於媒體及網路世界的感染力無遠

弗屆，尤其對於青少年的資訊傳遞，更

具有重大影響，本司對於網路世界行銷

網絡的建立，更是不遺餘力，例如：建

立「無毒家園」專屬主題網站，並與教

育、衛生等網站連結，提供社會及早認

識毒品、過健康生活以及全民反毒

創作的網站平台；以漫畫造型及故

事型態，在Facebook網路平台，開

發設計「憤怒蘿拉屠毒記」社群遊

戲，吸引習慣網站遊戲的青少年參

與，藉以有效建立其拒毒觀念；邀

請青年學子景仰之演藝與運動明星

拍攝名人反毒影片，透過廣告、公

益託播、公務網站及上傳YouTube

網 站 等 方 式，進 行 廣泛宣 導 ；另

外，亦發行司法保護電子報，以及

在本部 全球資訊網 開闢「法 治 教

育」專區，從分眾宣導角度，建置

法治教育教材、電子報等資料，普

及全民法律知識。 

上圖為本部結合四方報辦理上圖為本部結合四方報辦理上圖為本部結合四方報辦理上圖為本部結合四方報辦理「「「「結結結結髪髪髪髪

(法)一輩子(法)一輩子(法)一輩子(法)一輩子」」」」四格漫畫創意競賽四格漫畫創意競賽四格漫畫創意競賽四格漫畫創意競賽，，，，邀邀邀邀

請電影請電影請電影請電影《《《《賽德克賽德克賽德克賽德克．．．．巴萊巴萊巴萊巴萊》》》》原著漫畫原著漫畫原著漫畫原著漫畫

作者邱若龍作者邱若龍作者邱若龍作者邱若龍、、、、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

秘書李佩香(柬埔寨籍)秘書李佩香(柬埔寨籍)秘書李佩香(柬埔寨籍)秘書李佩香(柬埔寨籍)、、、、從事漫畫從事漫畫從事漫畫從事漫畫

研究的世新大學公廣系教授蕭湘研究的世新大學公廣系教授蕭湘研究的世新大學公廣系教授蕭湘研究的世新大學公廣系教授蕭湘

文文文文、、、、以及法務部保護司人員以及法務部保護司人員以及法務部保護司人員以及法務部保護司人員，，，，從多從多從多從多

元角度檢視參賽作品元角度檢視參賽作品元角度檢視參賽作品元角度檢視參賽作品。。。。        



 

        欣逢臺灣更生保護會成立 67 週年，

臺灣更生保護會總會與板橋分會於 11

月 9日上午9時 30分假新北市政府六樓

大禮堂舉辦慶祝大會暨更生美展與饗

宴。 

       本次活動特別邀請法務部曾部長勇

夫蒞臨指導，臺灣更生保護會顏董事長

大和、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蔡檢察

長碧玉、新北市侯副市長友宜、新北市議

會陳議長幸進，以及來自全國各地檢察

機關及監所首長暨各界來賓約五百人出

席本次盛會。 

        101 年榮獲行政院獎牌有：張首都

先生、黃國祥先生、吳東亮先生、財團法

人基督教台中更生團契、財團法人佛光

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王長利先生、財

團法人興毅社會福利慈善事業文教基金

會、張謙一先生、黃春河先生、吳永明先

生等 10 位；榮獲法務部獎牌和獎狀

有：財團法人吳仲亞先生教育慈善基金

會等 6 位；獲頒臺灣更生保護會獎牌有

陳何家先生等 10 位；另有北台一心會

等 91 位獲頒臺灣更生保護會獎狀。另為

呈現本年度推動更生市集及更生人家庭

 

小故事、大啟示-多給自己一次機會                       板橋地檢署趙英君佐理員                

「「「「擁抱希望 展翅遨翔擁抱希望 展翅遨翔擁抱希望 展翅遨翔擁抱希望 展翅遨翔」」」」————第第第第 67676767 屆更保節慶祝大會暨更生美展與饗宴 屆更保節慶祝大會暨更生美展與饗宴 屆更保節慶祝大會暨更生美展與饗宴 屆更保節慶祝大會暨更生美展與饗宴     

─深耕創新 多元服務 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深耕創新 多元服務 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深耕創新 多元服務 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深耕創新 多元服務 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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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引用或節錄者請與我們連絡。

對於內容有任何指教，請將您的寶貴意見以電子郵件寄

送至 moj506@mail.moj.gov.tw。 

        社會勞動人形形色色，為了讓真心

悔悟的人，都有一條自新的路，板橋地檢

署為了有精神疾病的社會勞動人也能順

利履行，特別找了「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為執行機構，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本

身就是照顧精神疾病病友的公益團體，

因此有精神疾病的個案到此不僅能執行

勞動，協會也有社工能夠能讓個案詢問

關於精神疾病的問題，協會更會對於有

定期就醫的個案，電洽主治醫師，了解個

案的精神情況，實在非常用心！ 

        小文家庭經濟十分困頓，有一名老

母親要照顧，還有一名脾氣暴躁的哥哥，

小文是家中唯一的生活支柱。小文年輕

時受不了同居人的家暴，而拿刀殺了同

居人，因而犯下殺人罪，進而影響精神健

支持服務方案之具體成果，臺灣更生

保護會辦理幸福市集達人及美滿家庭

選拔活動，共有 4位獲選更生人及 6 位

獲選更生人家庭，於慶祝大會典禮上

接受頒獎表揚。 

       今年為更生保護業務躍進的一年，

會中播放三則各項業務執行成果 VCR

影片。大會表演節目傳統與創新兼具，

除邀請新北市優質表演團體擔綱演出

外，並安排矯正機關收容人才藝表演，

除具有文化傳承的意涵外，並充分展

現臺灣本土文化精緻多元風貌。現場

也同步辦理更生美展，展示大臺北地

區矯正機關與更保分會合辦的各項造

型優美技訓作品、屏東輔導所更生晨曦

工作坊及來自北部地區更生人的創業攤

位，提供產品展售及免費試吃。另為分享

更生的喜悅，主辦單位首次籌辦更生饗

宴，統合創業貸款更生朋友、大香山等合

作團體和矯正機關的特色食品及美味料

理分享各位佳賓。 

        本次活動廣邀來自四面八方有志

司法保護工作的朋友共聚一堂，希望彼

此能感受到為更生保護工作付出者的快

樂和熱情，期盼大家以實際行動關懷及

接納更生人，讓更生種籽深耕、散播、

生生不息。  

部長與得獎部長與得獎部長與得獎部長與得獎

者共同合影者共同合影者共同合影者共同合影    

康，患了憂鬱症。許多的壓力接連而

來讓小文喘不過氣，因此藉酒澆愁、

開車肇事，因公共危險而聲請社會勞

動。 

        雖然刑責讓小文要花時間在康

復之友協會服務，但有著協會社工的

關懷與幫忙，小文並不怨天尤人，也

漸漸不服用抗憂、助眠等藥物。小文

說：「我不怨恨任何人，一次經驗學

一次教訓。」小文也非常感謝機構許

多的幫忙，讓他正面思考。 

       達文西曾說：「挫折可以把人置

於死地，也可以使人置於死地而後

生。」小文的經驗應證了這句話，誰

不經過失敗挫折，誰就找不到真理。 

右圖右圖右圖右圖：：：：    

社區復建中心社區復建中心社區復建中心社區復建中心    

上圖上圖上圖上圖：：：：心理心理心理心理、、、、社工社工社工社工、、、、職能職能職能職能、、、、

團體多方評估團體多方評估團體多方評估團體多方評估    



 

戰毒紀創意才藝總決賽戰毒紀創意才藝總決賽戰毒紀創意才藝總決賽戰毒紀創意才藝總決賽    

          精彩表演            精彩表演            精彩表演            精彩表演  HighHighHighHigh翻全場翻全場翻全場翻全場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戰毒紀戰毒紀戰毒紀戰毒紀 On lineOn lineOn lineOn line」」」」反毒創意競賽決選暨頒獎典禮反毒創意競賽決選暨頒獎典禮反毒創意競賽決選暨頒獎典禮反毒創意競賽決選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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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務

部、教育部

與 衛 生 署

(食品藥物

管理局) 聯

合主辦，國

防 部 及 各

地 方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中 心 協 辦

的「戰毒紀 On line」反毒創意競賽決選

暨頒獎典禮，101 年 11 月 29 日從下午 1

點到 4點，連續 3個小時，在新店莊敬

高職《小巨蛋》禮堂熱鬧登場，全程驚

喜的尖叫聲不斷，可以說是全場High翻

天。 

        自 101年9月16起開跑的反毒創意

競賽活動，有來自全台各地共計上千組

的人馬報名參賽，經由二輪的篩選，青

少年、青年、社會三組各選出 7隊進入

總決賽。參賽內容除了有結合 B-box的

模仿秀、還有小學生用生動的台灣俚語

「鬥嘴鼓」的方式表達反毒創意，更有

台風穩健的相聲兩人組，逗趣演出精彩

的反毒橋段，特別是年僅 7歲，來自高

雄的潘泓仁小朋友，精湛的舞技，引起

在場觀眾的驚呼連連。 

       活動中除了有莊敬高職同學，充滿

熱力的開場表演，中場還邀請到有親人

遭受毒品荼毒切身之痛的名藝人「小

炳」，一起響應反毒運動，「小炳」身著

已故哥哥「大炳」的戲服，在現場重現「大

炳」最擅長模仿的蔡琴反串秀，除了讓大

家重溫「大炳」成名的經典代表作，也更

加深了反毒的警覺，另外，現場也安排莊

敬高職校內最青春、最火辣的六組校園偶

像，進行《反毒創意極短篇》比賽，都為

這場反毒創意決選暨頒獎典禮掀起另一

波高潮。 

        這次反毒總決賽，除了邀請熱心反

毒工作的機關團體到場外，也邀請協助拍

攝「再生樹」影片的人員一起到場觀看第

一支剪輯完成的影片--「宗教篇」，這支

影片，主要在說明透過堅定的信仰擺脫毒

品誘惑的案例，影片中現身說法的主角及

協助拍攝的專家學者，看了影片後，都心

有所感的佩服法務部對影片內容架構的

安排，以及拍攝手法的細膩，讓整支片子

充滿了感動點。 

        法務部吳政務次長陳鐶到場致詞表

示：法務部長久以來，除負責查緝毒品

犯罪外，在反毒宣導和戒癮治療上也做

了不少努力，然而，由於社會大眾對於

吸毒癮者，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用近

乎嫌惡或畏懼的眼光來看待吸毒者，或

者是他們的家人，甚至相信只有嚴刑峻

罰才是最好的解決之道，讓整體的反毒

工作，形成不少障礙，因此，今年法務

部與教育部、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理局)共同拍攝了5支名為「再生樹」的

系列影片，透過戒毒成功的過來人、

輔導吸毒學生的教官、引領戒毒者迎

向新生的牧師、陪伴志工、專業的醫

師，以及曾經只能暗自垂淚的戒毒者

家屬，現身說法，讓社會大眾對毒品

問題有更正確以及全面的理解，也願

意給毒品戒癮者及其家屬多一點的空

間，讓他們能夠透過宗教的洗禮、醫

療的協助、親友或志工的陪伴，得到

身心靈全面的改造，今天首播「宗教

篇」讓大家觀賞，還有中輟生篇、女

性更生人篇、醫療篇、家屬及志工篇

即將推出，透過這五支影片希望能激

起大家的共鳴，正視毒品的危害，也

鼓勵戒毒者失敗不可恥，放棄才可

悲。期待大家一起來，共同把這些片

子推展到社會每一個角落，讓每一個

人都能更加理解毒品的傷害，願意一

起站出來「戰毒」。 

來自高雄陽明國小的潘泓仁小朋友來自高雄陽明國小的潘泓仁小朋友來自高雄陽明國小的潘泓仁小朋友來自高雄陽明國小的潘泓仁小朋友

榮獲青少年組第一名榮獲青少年組第一名榮獲青少年組第一名榮獲青少年組第一名    



 

 

屏檢幸福向日葵 伴你向前行 

            司法保護關懷據點辦研習 精進知能提昇效能               

         屏東地檢署為展現柔性關懷的一

面，走入社區，貼近民眾的需求，延展

司法保護精神；自100年2月起陸續設置

了五個關懷據點，年底將再增設六個據

點，分別選在新園鄉調解會、里港鄉調

解會、瑪家鄉調解會、春日鄉調解會、

七佳老人文康中心、楓港社區發展協會

等地，地檢署相信透由據點的擴增，縮

短民眾與司法機關的距離，藉由提供親

民、便民的最佳服務，改變民眾對司法

無情的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關懷平民

化的柔性司法。 

       「ㄤㄟ！(台語)我都快要生小孩了

哪來的錢可以給你啊！你都沒有拿錢給

我，還一直跟我討錢」阿阮哭泣著說。

屏東地檢署為宣傳據點的服務功能，特

別商請活力四射的新移民姐妹們演出

「伴你向前行」的行動劇，並發表幸福

向日葵據點的ＬＯＧＯ，擬人化的向日

葵花有著一顆如觀音菩薩的慈悲心腸，

用強而有力的臂膀，將所有的老弱婦

孺、毒癮者、更生人、被害人都緊緊的

呵護著，再用聞聲救哭的行動力，提供

多樣性的服務，來解決所有的疑難雜

症。 

        屏東地檢署檢察長羅榮乾說，關懷

據點從1個拓展到今日的11個，一切的

一切都是大家所促成的，眼前看來成效

雖不盡理想，努力的空間甚多，我確信

在據點不斷擴增的過程，會使面向更為

延伸，同時亦能綻放出更多光與熱，再

次感謝各鄉鎮首長們的支持，及在座各

位先鋒，謝謝你們，一切的功勞是屬於

大家的。 

 

4    

享服務奉獻的百分人生信念；主任

觀護人程文珊講授修復式司法，在

於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

的關係，並賦予「司法」一種新的

意涵，即在尋求真相、道歉、撫

慰、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下午

場內容，由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

蔡順柔主任以豐富的閱歷，講述跨

國婚姻與異國文化，配合兩位新移

民姐妹經驗分享，使研習會場笑聲

不斷；接著，勞保局屏東辦事處廖

淑琴講授勞保職災權益。由於講師

學養俱優、理論實務皆備，與會人

員在經歷了一場豐富的知識饗宴，

均倍感獲益良多。 

        羅檢察長表示，相信經由講師

的教授以及經驗交流，澄清服務的

價值，使得知能技巧更紮實，服務

的盲點及迷思得以澄清，進而自我

及專業雙雙精進，應用於未來的輔

導工作，不但自利、也能利他，再

以卓越的服務品質為目標，更能協

助屏東地檢署順利推展各項司法保

護業務。 

        屏東司法保護關懷據點：快樂

聯盟7786950、東港調解會8335582、

潮州調 解 會 7890872、內埔調 解 會

7784129九如調解會7392210~18瑪家

調解會7992009轉28、七佳老人文康

中心8792001、春日調解會8782145轉

16、新園調解會8681385轉42、楓港

社區發展協會8772476、里港調解會

7752114轉326 (臺灣屏東地檢署)，歡

迎大家一起來關懷、服務社會。 

        羅檢察長為表達感謝之意，一一頒

贈感謝狀，並且藉由有獎徵答以加深與

會人員的印象，記者會就在與會員大喊

「幸福向日葵，伴你向前行」聲中熱烈

收場，活動現場發送載有服務內容、對

象、聯絡電話的向日葵文宣扇，精美的

文宣扇實用價值高，歡迎民眾至各據點

索取，數量有限即早索取，以免向隅。 

        屏東地檢署自100年2月設置幸福向

日葵關懷據點以來，截至101年10月底，

接受民眾面談諮詢達821人次，電話諮詢

達1,354人次，轉介246人次，宣導活動計

167場次，15,413人次，該署特別感謝據

點所有人員及轄內各公私立單位的協助

與支援，才能一次次的成功解決民眾的

燃眉之急，企盼愈多單位積極主動的投

入，使得社區中洋溢著一股股幸福暖

流，時時刻刻在屬於你我的角落流動

著，創造更多的感動。 

        羅檢察長又說，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有能力的人皆盡其所

能的服務奉獻，將促使社會形成善的循

環，藉著這種善的力量，使得社會國家

持續向上走去，基於這個理由，我們責

無旁貸地安排課程，增進工作職能，也

能提昇服務的品質與效能。此次研習特

別邀請榮譽觀護人、司法志工、更保志

工、犯保志工、調解會主席以及司法保

護據點的工作人員，共同參與「幸福向

日葵精進知能提昇效能～101年度教育訓

練研習會」。 

        研習課程內容豐富兼實用性，羅檢

察長以「百分人生從心做起」為題，分



 

網 購 買 包 個 資 全 走 光 ， 慎 防 假 冒 廠 商 詐 騙 

元大與紙風車攜手反毒 元大與紙風車攜手反毒 元大與紙風車攜手反毒 元大與紙風車攜手反毒 《《《《拯救浮士德計畫拯救浮士德計畫拯救浮士德計畫拯救浮士德計畫》》》》全台開跑全台開跑全台開跑全台開跑     

訊 息 快 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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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 騙 新 手 法  

        「網路購物詐騙」持續蟬聯165反詐騙專線報案排行榜

前幾位，相關詐騙手法也時有所聞。根據165專線資料顯

示，從10月份起民眾因於網購知名皮包商家－○○美人網購

買皮包，事後遭歹徒以「公司帳務錯誤設定為分期」或「超

商店員誤刷條碼導致分期扣款」影響銀行帳戶權益等理由，

要求民眾配合至ATM解除帳號分期付款而受騙，1個半月不

到就有34位民眾出面報案，其中大部分受害者都還是學生，

平均每人財損金額約新臺幣（以下同）3萬2千元，總財損金

額高達107萬元，請曾經在該網站購物過的民眾特別小心提

防！  

        家住新北市的陳小姐，某日接獲佯稱○○美人網業者來

電，稱公司會計人員將其誤設為批發商，之後將有12期的分

期扣款，陳小姐當下雖起疑，當初交易係設定超商取貨付

款，也已取得商品，為何還會被誤設為批發商，但當下未做

其他查證。之後佯稱合作金庫行員的歹徒來電告知，其帳戶

往後將每日扣款，要求陳小姐至ATM確認帳戶扣款情形，被

害人便聽從指示操作轉出29,998元後，歹徒又稱銀行系統每5

分鐘會進行帳戶更新，必須將剩餘的存款領出，以免遭扣

光。被害人於是將帳戶剩餘的72,201元全數領出，本想領完

後去附近的銀行存回，只是當時已過銀行營業時間，被害人

便問歹徒是否有其他補救措施，歹徒見機不可失，便說可以

到便利超商購買遊戲點數，將金額回沖至帳戶。陳小姐隨即

前往便利商店購買16張總值72,000元的遊戲點數，回報所有帳

號密碼，隨後前往確認帳戶，卻發現無任何金錢轉入，才驚

覺自己受騙，遂向警方報案，受騙金額總計10萬1,998元。  

       上述案例為典型的ATM分期付款結合遊戲點數詐騙手

法，民眾因對方掌握詳細購物明細及身分資料，未做其他查

證而輕信上當，刑事警察局再次呼籲，接獲自稱購物網站或

銀行客服人員，稱要幫忙取消網路購物分期付款設定、購買

遊戲點數等關鍵字，必為詐騙，請大家小心求證，避免被

騙，有任何與詐騙相關的問題，歡迎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查證。 (本文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青少年吸毒議題青少年吸毒議題青少年吸毒議題青少年吸毒議題，，，，在社會新聞在社會新聞在社會新聞在社會新聞

中層出不窮中層出不窮中層出不窮中層出不窮，，，，卻漸漸被大眾漠視卻漸漸被大眾漠視卻漸漸被大眾漠視卻漸漸被大眾漠視…………

也許是因為過於氾濫的報導讓人心也許是因為過於氾濫的報導讓人心也許是因為過於氾濫的報導讓人心也許是因為過於氾濫的報導讓人心

生麻痺生麻痺生麻痺生麻痺，，，，也許是因為毒品侵害青少也許是因為毒品侵害青少也許是因為毒品侵害青少也許是因為毒品侵害青少

年的問題沒有發生在我們的週遭年的問題沒有發生在我們的週遭年的問題沒有發生在我們的週遭年的問題沒有發生在我們的週遭，，，，

也許也許也許也許……………………。。。。 

         歷經五年走完了《紙風車319鄉村

兒童藝術工程》，紙風車和長期支持該

工程的元大文教基金會在全台走透透的

過程中看到了校園、民間青少年吸毒、

遭性侵、霸凌等問題，卻不斷被社會漠

視。鑒於目前青少年吸毒以倍數成長，

紙風車劇團訂立了下一個目標--《台灣

拯救浮士德計畫》。藉由反毒劇的演

出，巡迴台灣932所中學，希望用3-5年

的時間，走遍台灣每一所國中校園。  

       【少年浮士德】中敘述，國中生小

德遭到老師的忽視、同儕霸凌，讓他對

上學心生恐懼，此時邪惡的魔鬼用金錢及毒

品慫恿小德，若要得到人們的認同與尊敬，

就要比他們強大，於是小德開始欺負同學、

忤逆師長，在過程中，小德的內心漸漸長成

了魔鬼…。戲中透過角色對白讓觀眾看到小

德內心的徬徨與掙扎。和傳統宣導方式不同

的是，藉由舞台劇的呈現，用青少年的語

言，讓青少年可以在一起觀戲的輕鬆過程

中，形成群體的意志一起對抗毒品的誘惑。 

         元大文教基金會和紙風車文教基金會認

為：接觸了毒品，將會危害青少年一輩子，

因此希望用藝術演出，走完全台九百多所國

中校園，用青少年的語言，貼近他們的角

度，讓反毒議題產生群體效應，提醒青少年

們毒品的可怕，杜絕毒品污染校園。更希望

藉此尋求更多認同此計劃的政府機構、企

業、民間社團…等出錢出力，整合資源，讓

老師、家長正視青少年濫用藥物的社會課

題；也能讓許多迷途的青少年走出迷惘、遠

離毒品佛地魔的誘惑，把這齣『讓青少年遠

離毒害的舞台劇』成為校園反毒新運動。 

《拯救浮士德計畫》合作聯繫窗口羅怡芬小

姐，聯絡電話：02-23926170轉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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