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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損傷國民健康，造成國家國

力嚴重損害，一日吸毒、終生戒毒，尤

其近年內，在青少年族群間氾濫的 K

他命問題，即嚴重耗費社會成本，法務

部除致力於校園毒品掃蕩外，亦以「使

新生人口不生」、「低層吸毒者不升級」

以及「毒癮者戒毒成功」作為整體反毒

工作目標，尤其在拒毒預防與教育宣

導工作方面，更以建立非法藥物(毒品)

堅實防線，「使新生人口不生」為核心

目標。 

         在執行策略上，鑑於傳統「威嚇

式」的教育宣導方式，已無法因應時代

變遷的需求，乃以「提倡健康、全民免

疫」為主軸，並以契合青少年、父母、

社會大眾心理的「社會對話」方式，作

為行銷策略；而在具體的執行策略

上，則以「分眾行銷、雙向互動」及「打

開通路、架構網絡」作為推動各項教育

宣導作為的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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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眾行銷」與「雙向互動」的

執行重點，旨在強化各個不同領域的

反毒教育宣導人才培育，使不同的社

會分眾，都能普遍獲得反毒知識與共

識，而且，為增加反毒教育宣導的感染

力，不斷開發各種影音、動態的輔助教

材，讓反毒教育宣導人才得以配合運

用，讓反毒課程的進行更加活潑、多

元，且具有雙向的互動性。 

       因此，我們除了督導各地檢署持

續建置「法治教育師資人才資料庫」進

入社區、學校辦理反毒等法治教育講

座外； 102 年及 103 年更擬以「戰毒聯

盟」的槪念，以各縣市毒防中心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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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革新-「整合反毒團隊  共創無毒未來」 

提倡健康、全民免疫  開啟社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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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進行 22 場全國巡迴性的反毒人才培

訓活動，藉以建立在地化與整合性的反

毒教育宣導團隊；而在創新反毒教材方

面，除了 自 99年起結合慈濟力量，製作

「逆子」、「破浪而出」2 部描寫毒癮更

生人戒癮成功心路歷程的影片，在全國

各社區辦理電影特映會，編印「無毒有

我、有我無毒」套書，壓製「戰毒紀」光

碟，並製作「戰毒秘笈」專書及光碟外，

自 100 年起更邀請青年學子崇拜之各個

領域名人(包括：名歌手盧廣仲；名主持

人陶晶瑩；奧運國手楊淑君；長跑健將

林義傑；九把刀及「那一年我們一起追

的女孩」主角陳妍希、柯震東；九天民俗

技藝團；知性演員張鈞甯；奧運得獎選

手曾櫟騁、許淑淨；伊林名模蔡淑臻、溫

昇豪；網路KUSO高手蔡阿嘎)拍攝10支

名人反毒影片，以及透過戒毒成功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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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醫師，

戒毒者家屬，現身說法，拍攝5支名為「再

生樹」的系列影片，透過各種管道，大力

宣導。 

打開通路打開通路打開通路打開通路、、、、架構網絡架構網絡架構網絡架構網絡    

       在「打開通路、架構網絡」的執行重

點，旨在整合連結各個不同領域的教育

宣導資源，共同投入反毒行列，並運用虛

擬的「網路行銷」活動，讓反毒教育宣導

工作，產生無遠弗屆的效果。 

        因此，除自99年起積極結合教育部、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國防部等

部會，各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及燦

坤、松青、臺北地下街、世界台商總會、

警廣、國語日報、天康連鎖藥局等民間團

體形成具有實質合作關係的「戰毒聯

盟」，進行各項反毒創意行銷活動。且

自 100 年 6 月改版建立「無毒家園」專

屬主題網站，提供社會大眾及早認識

毒品、過健康生活以及全民反毒創作

的網站平台 

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    

        毒品是世界各國都需同時面對的

問題，且毒品防治亦非一朝一夕即可

完成，為有效防制毒品問題，日後，法

務部將持續以「倡導健康、全民免疫」

為主軸，教育民眾，尤其是年輕族群認

識毒品，進而保護自己，讓「健康生活，

拒絕毒害」的觀念，形成全民新生活運

動。並且持續、滾動式與各政府與民間

團體合作，大量培養不同領域的宣教

人才，為反毒發聲，並形成綿密的拒毒

防護網。  

更生 



 

【有我無毒‧無毒有我】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 苗栗場次活動花絮 

        法務部、衛生署、教育部共同舉

辦「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活

動」苗栗縣場次，於7月4日在苗栗縣

政府第二辦公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

共計有2百多名反毒志工共同參與， 

        培訓課程由苗栗縣縣長劉政鴻、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長康照洲、法

務部保護司專門委員黎翠蓮、苗栗地

檢署主任檢察官林奕彣等人主持開

訓， 

        康局長致詞時感謝苗栗縣政府大

力支持反毒教育人才培訓課程，也向

參加志工們願意犧牲奉獻投入反毒工

作致意。劉縣長則表示，毒品不但危

害自己身心，身陷囹圄自毀前程，也

會波及家人陷入痛苦深淵，他除呼籲

鄉親一定要堅決的向毒品說「NO」，

也請培訓志工們落實反毒工作，把吸

毒的孩子都救回來，讓苗栗沒有毒

害。  

        課程中邀請慈濟教師聯誼會講師示範

反毒教 育宣 導課 程具 體作法，同時也請

「破浪而出」反毒電影故事主角蔡天勝與

林朝清分享成功戒毒經驗，毒品受害人家

屬也現身說法，最後再由晨曦會介紹在地

的戒毒運作模式、機構輔導運作、以及志

工運作模式，提升種子教師的反毒知識。 

      食品藥物管理局管制藥品組組長蔡

文瑛補充表示希望反毒教育可以運用在地

資源，將苗栗縣內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基

督教晨曦會、與佛光山大明寺等單位，結

合活動三大主題，反毒教育宣導模型、毒

品的認知與覺醒、認識在地反毒資源，讓

種子教師瞭解如何教導他人反毒知識，落

實防毒教育。此外反毒人才培育活動已在

全國各縣市陸續起跑，希望透過中央與地

方政府通力合作，拓展反毒知識人才，讓

更多人對毒品危害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同

時喚起全民反毒教育宣導工作的重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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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無毒‧無毒有我】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 南投場次活動花絮 

      「南投縣 102 年【有我無毒‧無毒

有我】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 於

102 年 7月 7日假中興新村中興會堂盛

大舉行，中央各部會長官蒞臨現場，南

投縣代理縣長陳志清帶領 800 餘位大

小戰毒聯盟夥伴，投入反毒教育人才

培訓，深化輔導意涵，具體展現南投縣

反毒的決心。 

        南投縣代理縣長陳志清表示青少

年藥物濫用已成為現今毒品防制之重

要議題，針對青少年藥物濫用防制宣

導，南投縣政府啟動系列大型活動，除

於 5、6 月份舉辦「反毒健康小學堂活

動」，又繼 5 月 21 日在縣府舉辦「南投

縣反毒總動員『紫錐花運動』宣導暨攀

登聖母峰基地營記者會」，由國內極限

馬拉松好手李清言，帶領同德家商同

學挑戰攀登聖母峰活動。 

       本次活動由「超級模王 2」前十強

的臺灣最小的街舞神童潘泓仁演出戰

毒記比賽青少年組金獎作品-「龍來瘋

戰毒」揭開序幕。 

       課程安排部分共分 4 大主題，分別

為第一主題「有我無毒-教育宣導模型」，

由大愛媽媽演出「回家」並示範教學。，

第二主題由毒防中心反毒志工及六藝

劇團演出反毒情境劇，讓人隨著劇中角

色的喜怒哀樂，共同體認毒品之害。「魔

光幻影」張正龍先生透過魔術極聲光，

引出活動主題「有我無毒‧無毒有我」，

全場民眾享受耳目一新聲光饗宴。第三

主題為「有我無毒-認識在地資源」，由

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介紹目前藥

癮治療模式及全台唯一無毒的治療性

社區-茄荖山莊運作模式。第四主題「認

知與覺醒」邀請戒毒過來人，分享真實

人生的際遇，並以藥癮者家屬及受害者

的角度，藉由親身之慟，殷殷勸戒大眾

「毒海沉淪、血淚斑斑」，提醒毒品危

害的嚴重性，發人省思。 

        南投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呼

籲如有毒 癮 戒治或戒 毒相關輔導 需

求，可撥打 24小時免付費戒毒成功專

線 ： 0800-770-885（請 請 您，幫 幫

我）；亦可來電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

線：(049)2205838由專人提供多方位服

務。  

學員認真聽講 

經驗交流 

獻旗儀式 

反毒話劇表演 



 

小故事、大啟示-          有  你  真  好 
                                                  更生人：陳慧珠女士 

編註：作者陳慧珠是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個案，

因毒品案多次進出監獄，並在安置處所「馨園」

產下女兒，而在宗教和親情的名喚下，終能掌握

美麗人生，目前任職金融機構主管，以自身經驗

回到監所見證重生，並當選102年「金舵獎」輔

導楷模。 

 隻身撐起一家隻身撐起一家隻身撐起一家隻身撐起一家 18181818 口口口口    

隨著年紀的增長，與母親之間的溝

通不再是大人對小孩的對話了，一直以

來母親是支撐家中經濟主要來源，因著

她的韌性，如同鐵娘子的地位，我們總認

為就算天塌下來都有她頂著，可見得她

在我們家扮演的是極為重要的角色，一

家 18口非常依賴她，從不曾想過有一天

她會倒下，也不曾對媽媽說：媽妳要多

休息！媽媽是做古早味的粿，相當辛苦，

早晨 4 點多就開始一天的作業，開著廂

型車載滿了新鮮的純手工作品，大街小

巷都有她的足跡，在她的世界裡就是拼

命的辛勤耕耘「賺錢」，撐住家中一切大

小開銷。 

病中的相知相惜病中的相知相惜病中的相知相惜病中的相知相惜    

      爸爸是沉默寡言的家庭「煮」夫（因

我爸是廚師），跟電視上的情節相反，電

視演的是妻子在家燒飯等丈夫，我家是

爸爸煮好飯菜等 18口回家吃晚餐。爸爸

等不到愛妻回家吃飯是會生氣的，不擅

於表達的爸爸就是生悶氣不說話。兩人

一個外向，一個內向，能維持一段婚姻說

來不簡單。因著母親常期疲憊工作，終於

在 55歲那一年中風，因著工作太操勞，睡

眠不足，沒有按時服藥，沒有將身體好好

保養顧惜，母親無預警的倒下，家庭頓時

失去重心亂成一團，母親在醫院躺了好幾

個月，左手左腳不再俐落靈活，心情跌落

萬丈深淵，她哪裡都去不了，整天憂愁滿

面，以淚洗面！ 5年後，爸爸也因糖尿病

伴隨高血壓，併發尿毒症（慢性腎衰竭），

每週一、三、五必須洗腎，但父母親的互

動反而因為疾病而相知相惜。 

傷透母心的垃圾女兒傷透母心的垃圾女兒傷透母心的垃圾女兒傷透母心的垃圾女兒    

                回想起年少時期，叛逆、無知，在校

是老師頭痛人物，在家是父母頭痛人物，

在社會是遊走犯罪邊緣的敗類，從沒做過

有意義的事，不曾為社會付出甚麼，吸毒

使我與家人之間關係漸漸有隔閡，但…母

親不離不棄，當我一句話要戒毒，她就去

標會為我戒毒，但我最後還是讓她失望，

母親為我天天都想死，一想到我這個不孝

女，與別的女孩不一樣，除了哭泣還是哭

泣！她累了，管不動了，只有眼不見為淨。

只要我出現在她面前，他罵我是垃圾，比

垃圾還不如！用掃把把我轟出去，可見得

我已經傷透她的心！ 

人生如戲劇般的轉折人生如戲劇般的轉折人生如戲劇般的轉折人生如戲劇般的轉折    

                人生如戲劇般的轉折，那隻栓不住的

野馬終於回頭了，母親，覺得我住中途之

家，在基督教信仰上建立得勝的人生是走

對的路，因此…壓在她心裡的那塊大石

頭，已經拿掉了！當我清醒過來時，才發

現愧對母親，當她倒下時，我才發覺

她的偉大，才知她有多辛苦，我不知

如何償還。生病中的雙親思想較負

面，會認為沒人關心，暗自哭泣，耍

脾氣等。但也讓我們體會到“老人囝

仔性”，需耐心安撫與陪伴，傾聽心

聲，帶她看醫生，逗她開心，有時家

人一起到處走走、散散心，為他們禱

告。雖然是雙親病了，但我們全家一

起在面對﹗透過這場病，全家有更美

的連結，不離不棄，一同守護家園，

體會到擁有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警覺預防勝於治療的重要性，即時行

孝讓我們歷經了最真實最寶貴的一

課﹗ 

人生第一次的下跪奉茶人生第一次的下跪奉茶人生第一次的下跪奉茶人生第一次的下跪奉茶    

  在母親節的關懷活動，我帶著

雙親和孩子一同參與，母親從未畫

畫過，那天畫的好高興，而在分享

後，眾人的注目下，我對母親下跪

奉茶，之前未曾做過的事，我們都

哭了，好感動…，久久不能自己，

在場的很多人也流下感動的淚水，

媽媽對大家說，壓在她內心深處長

達20年的那塊大石頭拿掉了！我期

許自己要越來越堅強，越過艱難，

越過死蔭幽谷。做負責的好媽媽，

希望孩子在成長的過程 中引以為

誡。也協助更多吸毒者脫離毒品綑

綁，一起奔跑在快樂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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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活動快訊-桃園暑期犯罪預防活動《極限運動賽》 

       桃園地檢署基於「預防犯罪在先」之

觀念，於 102 年 7 月 14日假桃園市虎頭

山公園與桃園市公所、桃園縣榮譽觀護

人協進會、更生保護會桃園分會、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桃園分會及中華亞洲

車神體育協會等團體辧理「極限運動

賽」預防犯罪宣導活動，期藉由極限運

動賽及亞洲車神陳雙全再創金氏世界

紀錄-穿越火門表演，讓社會大眾對於越

野機車比賽有更深認識，並導正賽車運

動風氣，破除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機車運

動等同飆車的負面觀感。在比賽場地的

周邊，更藉著賽事的機會，以多元方式

進行兒童青少年反飆車、反毒、被害防

制等犯罪預防宣導，同時結合社會資源辦

理「更生市集」，加以推廣更生業務。 

       活動由法務部常務次長蔡清祥、保

護司長朱兆民、桃園地檢署襄閱主任檢

察官戴文亮及桃園市長蘇家明共同揭開

序幕。蔡常務次長表示，為防範青少年

於暑假攜帶違禁品、成群危險駕車、或

涉及不法情事等行為，檢、警於暑假期

間除全力執行「青春專案」，針對轄內

之網咖、遊藝場、ＫＴＶ及卡拉ＯＫ等

處所加強臨檢；並結合民間，規劃豐富

多元青少年休閒活動，擴大預防犯罪宣

導，強化民眾免於被害之警覺，減少被

害機會。  



 

詐 騙 新 手 法  

援 交 詐 騙 案 件 持 續 增 加 ， 大 學 生 佔 五 分 之 一 

求再去購買1萬元遊戲點數，陳先生因

受威脅又前往購買，總計損失6萬5千

元。  

        家住桃園的沈同學(84年次)今年6月

21日於line結識名叫「小君」的女子，

小君提出援交訊息，惟需先確認沈同學

是否為軍警為由，要求沈同學購買遊戲

點數，沈同學即前往超商購買40張遊戲

點數，遭騙20萬元。根據統計，102年6

月遭騙的被害人中，學生族群占近五分

之一，學生受騙金額最高達20萬元，17

件受騙學生案件總計財損57萬餘元。目

前正值暑假期間，家長應多關懷子女生

活狀況。  

        刑事局呼籲，遊戲點數已經成為犯

罪集團進行詐騙的金流管道，切勿聽信

網友的要求而前往購買遊戲點數，即使

是網路上認識的親友，也應該進行查

證，遊戲點數的序號及密碼，絕對沒有

       網路援交詐騙是歹徒假借援交

名義邀約被害人，再以「需識別是

否為警察或軍人」或假冒黑道人士

出面恐嚇等話術，要求被害人購買

遊戲點數進行詐騙，102年6月計發

生87件，平均每件損失金額從數千

元至數十萬元不等，請民眾務必提

高警覺。  

       家住新北市的陳先生於臉書上

與化名「陳依依」討論援交事宜，

後接獲自稱陳依依圍事的「豹哥」

來電，先詢問陳先生帳戶有多少

錢，之後要求陳先生先買5千元遊戲

點數作為援交費用，再購買3萬元遊

戲點數鑑別是否為警察，再購買2萬

元遊戲點數作為保證金，此時陳先

生已發覺有異，惟豹哥自稱竹聯幫

份子，威脅將對陳先生家人不利，

並以陳先生帳戶還有金錢為由，要

查驗身分的功能。網路具有隱匿性，

有心人士會藉此進行犯罪，民眾在網

路上從事各種活動務必提高警覺，尤

其應避免金錢交易，以免追討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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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錄自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反詐騙宣導網

站)  

QQQQ ：：：：大樓或宿舍公布監視錄影器大樓或宿舍公布監視錄影器大樓或宿舍公布監視錄影器大樓或宿舍公布監視錄影器

所錄侵入者影像所錄侵入者影像所錄侵入者影像所錄侵入者影像，，，，是否違反個人是否違反個人是否違反個人是否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資料保護法資料保護法資料保護法？？？？    

A： 

一、自然人基於保障其自身或居家

權益之個人或家庭活動目的，而公

布大樓或宿舍監視錄影器中涉及個

人資料畫面之行為，並不適用個資

法(個資法第 51條第 1 項第 1款規

定參照)。 

二、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蒐集大

樓或宿舍監視錄影器中涉及個人資

料之畫面，非屬前述個人或家庭活

動目的情形時，其基於場所進出安

全管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並具有

法定要件之一(例如：執行法定職務

必要範圍內、法律明文規定、與公

4    

共利益有關)，得蒐集上開個人資料(個

資法第 15條、第 19條規定參照)。

另其如將上開個人資料予以公布，應於

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為之。否則應有

個資法第 16條但書、第 20條但書

所列各款情形之一(例如：法律明文

規定、增進公共利益、當事人書面同

意、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或為

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

上之危險)，始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

用。 

QQQQ ：：：：村里可否設置村里民聯絡電話村里可否設置村里民聯絡電話村里可否設置村里民聯絡電話村里可否設置村里民聯絡電話

簿簿簿簿    

A： 

一、村里長蒐集村里民聯絡電話部

分： 

       村里長基於民政、社會行政、

政令宣導、政府福利金或救濟金給

付行政、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行

政等特定目的，而於執行其法定職

務(地方制度法第 59條規定參照)之

必要範圍內，蒐集村里民之姓名及

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並設置村里

聯絡電話簿，符合個資法規定(個資

法第 15條規定參照)。 

二、村里長利用村里民聯絡電話部

分： 

1、村里長為執行其法定職務所必

要，原則應於特定目的範圍內利用

村里民聯絡資料(例如：辦理一般民

政或社會行政業務)，尚不得逕將村

里民聯絡資料予以公開或提供予他

人。 

2、另村里長如將村里民聯絡資料作

特定目的外利用，應有增進公共利

益、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或為免除當事

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

危險等個資法第 16條但書各款所列

情形之一，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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