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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有效運用媒體，加強全民反毒共識

貳│  落實篩檢工作，建構藥物濫用防制

網絡

參│  結合社會資源，落實拒毒及法治教

育，提升反毒成效

肆│  推廣青少年服務學習暨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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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及藥物濫用造成健康的危害、家庭的破壞、社會及治安的敗壞，已成

為全球最急切解決的問題。「防制毒品危害、拒絕毒品誘惑」一直是政府推動

反毒工作的基礎，近年來新興毒品不斷創新，更透過各種管道流入社會，使得

拒毒工作益形困難。然有效掌握濫用藥物流行趨勢，結合媒體傳播引導國人對

毒品危害的正確認識，藉適當之管制與篩檢遏止藥物濫用；運用社會資源，針

對不同族群實施宣傳，提供各項防制措施，並倡導正當、健康休閒活動，方為

根除毒品危害的重要手段。

本拒毒篇旨在闡述拒毒組相關機關於民國96年間各項執行成果及未來努

力方向共四點，分別敘述如后：

政府反毒宣導工作，採多元化管理，透過有線與無線電視台、廣播節目、電

影電視短片、網路、平面及多媒體文宣等方式，宣導正確反毒知識與拒毒觀念，

以提升社會大眾正確的認知及堅定拒毒的信念。各式媒體宣導執行情形如下：

一、工作現況

（一）影視宣導

1.  新聞局安排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署及該局策製之宣導短片（如圖5-1

至5-2），於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客家電視台及原民台等6家無線

電視台公益時段播出（如表5-1）。另製播「毒品減害計畫」及「更生人

毒癮戒治」電視新聞政策專輯，於中天等7家新聞台播出，計播出55次

（含首重播）。

有效運用媒體，加強全民反
毒共識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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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 96年電視宣導短片一覽表

部會 短片名稱 秒數 宣導期間

法務部 反毒 -緝毒犬篇 30 2/1-2/28

教育部 反毒教育 -代價篇 30 1/1-2/28

衛生署

反毒 -愛的代價 30 2/16-2/28

反毒 -麻吉篇 30 7/1-7/31

反毒 -足球守門篇 30 12/16-12/31

新聞局 反毒 -抗愛滋篇 30 4/10-5/31

2.  國防部於「莒光園地」電視教學，製播「反毒單元劇－重生」影片與反

毒政令宣導、專題報導共計7集。

3.  衛生署透過新聞局之協助，自96年1月1日起至2月28日止於全國681

家電影院，公益免費託播「愛的代價」及「藥物濫用防制諮詢站」等二

部反毒短片。另完成電影院短片託播效益之網路問卷調查，民眾支持於

電影院播放反毒宣導短片，提醒毒品之危害。

4.  高雄市於KTV提供反毒歌曲上架、立體反毒大使看板置放、公開播反毒

MV。

圖5-1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宣導短片

足球守門篇

圖5-2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宣導短片

麻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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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播宣導

1.  新聞局策製30秒「反毒─心跳篇」廣播宣導帶，分別於「人人」、「山海

屯」、「港都」及「連花」等4家電台及HIT FM聯播網託播138檔；於96

年12月3日至20日期間透過無線聯播網、樂活台灣聯播網及福爾摩沙聯

播網，以政策專輯節目專訪及廣播帶播送方式，宣導「吸毒危害」議題。

2.  國防部漢聲電台於全國聯播時段，製播「反毒」相關節目，計新聞報導

46則、新聞專題8則、短評11則、專訪28集、口播260則、插播410檔

次，共計763則。

3.  法務部以網式管理督導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結合地方電台辦理宣導，除持

續結合警察廣播電台空中節目推廣生活法律外，並規劃督導各地檢署積

極結合當地有線電視及地方電台計35家電台、48個節目辦理宣導法治

教育、生活法律、重大民生犯罪、反毒及反詐騙等議題。

4.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以「吸毒危害」為專題，於福爾摩莎聯盟－宜蘭

之聲製播吸毒危害政策專輯25次及節目專訪7次；於好事聯播網播出

「拒絕毒品篇」30秒反毒廣播，共72檔；並於鄉親聯盟播出「反毒大國

民篇（台語版）」30秒反毒廣播，

共22檔。

5.  退輔會於漢聲電臺「長青樹」

廣播節目，邀請榮民總醫院（毒

物科）主治醫師、專業律師、

專家學者等現身說法、諮詢問

答，宣導「如何正確用藥」、

「毒品防制」、「法律責任」、「親

身經驗」等專題計約60餘則
圖5-3　 退輔會於漢聲電臺廣播節目宣導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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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宣導人數計約50餘萬人（戶）（如圖5-3）。

6.  高雄市配合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反毒棒棒堂」校園音樂反毒宣導，藉

KISS電台、港都電台及陽光聯播網等，於96年8月20日至9月20日連

播反毒歌曲1個月。

（三）LED電子字幕機、電視牆

1.  新聞局運用全國75座電子字幕機播放財政部、衛生署、海巡署及花蓮海

巡隊之宣導內容（如表5-2）。

 表5-2 96年LED電子字幕機宣導一覽表

宣導內容 宣導期間

『反毒不分你我他，支持政府掃毒，保障自己安全，私梟枉顧你我他，

檢舉走私靠大家』請利用海巡免付費檢舉電話118或花蓮海巡隊檢舉電

話03-8233781檢舉不法

5/25-6/15

走私槍毒為罪惡之源，民眾如發現有涉嫌走私不法行為或掌握相關情

資，請勇於向海關提出檢舉，檢舉獎金每案最高新台幣480萬元，檢舉

電話0800－003131

6/1-6/30

8/1-8/31

尊重生命，勿以身試毒以免遺憾終生。摒除不良嗜好，培養多元興

趣，從事正當休閒娛樂
10/12-10/31

反毒不分你我他，檢舉煙毒靠大家，撲滅煙毒，維護幸福，支持政府

掃毒，保障自己安全。請利用海巡免費檢舉電話：118或花蓮海巡隊03

－8233781檢舉不法

11/9-11/23

不要出於好奇心以身試毒，堅決拒絕誘惑才是最大的勇氣；不輕易接

受陌生人的飲料、香菸，以免不知不覺中沾染毒癮
11/30-12/14

建立正當的情緒紓解方法，勿替自己找藉口吸毒；認識正確用藥觀

念，依照醫囑用藥，不養成依賴藥物的習慣
11/30-12/14

尊重生命，勿以身試毒以免遺憾終生；遠離是非場所，避免結交損

友；不接受陌生人的飲料、香菸，以免不知不覺中沾染毒癮
10/12-10/31

不要出於好奇心以身試毒，堅決拒絕誘惑才是最大的勇氣；不輕易接

受陌生人的飲料、香菸，以免不知不覺中沾染毒癮
11/30-12/14

圖5-3　 退輔會於漢聲電臺廣播節目宣導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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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衛生署於松山機場電子

看板、台鐵15站大廳電

視牆、大台北地區15家

公車業者3,589輛公車

LED螢幕，播放「電玩

篇（台語版）」、「麻吉

篇」反毒短片（圖5-4）

3.  海巡署運用海洋巡防總

局局本部LED電子看板

執行預防毒品宣導，及提升民眾海巡「118」報案專線熟知度。

（四）網路媒體

1. 衛生署

 (1)  整合全國各部會與民間團體之反毒資源，建置「反毒資源線上博物

館」網站，提供各項反毒資訊，並定期更新與維護網站內容，供各界

運用。本年新增「海關緝毒王」（圖5-5）及「抗毒先鋒」（圖5-6）

2支遊戲，藉寓教於樂方式，提升民眾毒品危害認知。該網站累計至

圖5-4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於松山機場電子

看板播放宣導短片

圖5-5　 反毒資源線上博物館 -「海關緝

毒王」遊戲

圖5-6　 反毒資源線上博物館 -「抗毒先

鋒」遊戲

第五部份.indd   84 2008/5/29   11:52:28 AM



第五部分   
拒毒預防篇

＜ 85

97年反毒報告書

97年3月瀏覽人次已達175,486人。另開放線上免費申請各式藥物濫

用防制文宣品，方便社會各界索取運用。

 (2)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於優仕網、黑秀網、GOOD IDEA創意競技

網、文化快遞網站廣告刊登「反毒創意T恤大賽」活動訊息，增加反

毒宣導與活動效能。

2.  法務部以部外網站建置「玩、法達人 -兒童及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網站」

（網址http://tpmr.moj.gov.tw/kids/），宣導各種犯罪類型、手法與法律規

定，以動畫及線上遊戲

主行宣導。並以網路發

布反毒相關措施及定期

發表國內毒品相關數據

資料（如圖5-7），以提

高媒體對反毒宣導相關

資訊之登載及播出率。

3.  退輔會建置「榮光電子報」、「長青樹」網站暨「榮民文化」網站，闢有

「醫療保健」（含拒毒、疫情防治等資訊）、「法律常識」（含毒品防制相關

法令介紹）等專欄，提供即時查詢、下載服務。

4.  高雄市建置並隨時更新「反毒教

育資源中心」網頁（如圖5-8），

並指導各校建立及更新校園「春

暉專案」網站，與相關輔導機構

網路連結，建構春暉網絡。另於

數位媒體KKBOX、WEBS-TW上

及各大電信播出反毒MV、MP3

圖5-7　法務部網頁－毒品相關數據

圖5-8　 高雄市教育局「反毒教育資源

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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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下載及來電答鈴下載。

（五）各式平面及多媒體文宣

1.  新聞局於96年8月及12月青少年漫畫月刊「龍少年」及「樂透」版面刊

載「毒品防制，人人有責」、「毒品對身心之危害」等毒品防制宣導訊息。

2. 教育部

 (1)  各縣市學生校外會製作各類學生濫用藥物宣導資料，含海報、反毒宣

導手冊、影音光碟、書籤、宣導尺、面紙、原子筆、反毒宣導卡、反

毒宣導桌曆、家長聯繫函、橫幅、旗幟、傳單、鑰匙圈等，共計184

種、723,272份（如表5-3），分發至各級學校及社教機構運用及參

考，充分發揮媒體宣教功能。

 表5-3  學生校外會春暉專案教育宣導-增訂補充教材及製作文宣
品統計表

縣市 種類 數量 備考

宜蘭縣

校外會
4 5,050

春暉宣導原子筆3,000份、春暉宣導棒棒糖（拒菸、反毒、愛滋

病防治、交通安全、校園安全）550份、校外會宣導鑰匙圈500

份、春暉宣導磁鐵1,000份

基隆市

校外會
7 10,664

「拒毒抗愛滋」反毒宣導影片64片、春暉宣導尺6,046枝、改善

校園治安 -反毒宣導海報500張、常見濫用藥物分類圖鑑海報及

DM2,100張、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教材100份、想HIGH!!不需藥

害反毒教育教材1,254份、禁煙標示貼紙600張

臺北縣

校外會
16 40,388

海報2,131份、漫畫201份、宣導手冊120份、書法33份、廣

告設計20份、壁報367份、宣導特刊200份、宣導旗幟216

份、原子筆10,030份、文宣尺220份、太空壺1,700份、透明

夾600份、2B鉛筆10,750份、書夾燈9,000份、鑰匙圈2,500

份、環保鋼筷2,300份

桃園縣

校外會
5 14,500

反毒貼紙2,000張，春暉反毒宣導三色原子筆3,000枝，反毒宣

導棒棒糖1,500支、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橫幅10條，春暉專案宣

導面紙8,000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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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種類 數量 備考

新竹縣

校外會
20 8,584

反毒宣導布幔4條，反毒海報64張，防愛滋海報12張，防愛滋

病剪報1,200份，防愛滋病書法2幅，無菸校園標誌1份，反毒

拒菸宣導面紙6,000個，拒絕煙毒筷子30雙，VCD16片，投影

片16張，教材8份，反毒宣傳影片8份，防治藥物濫用補充書

面資料1份，防治愛滋宣導短片3片，愛滋宣導簡章20份，藥

物濫用簡章20份，藥物濫用書籍4本，反毒手冊13冊，戒菸影

帶2片，春暉專案原子筆860枝

新竹市

校外會
12 14,727

海報250份、投影片25份、愛滋防治傳單2,500份、投影片25

份、反毒書卡4,000份、大型標語20份、貼紙2,500份、海報

120份、春暉專案宣導布條35份、摺頁250份、新竹市菸害防

治報告書2份、棒棒糖5,000份

苗栗縣

校外會
5 1,900

春暉鑰匙圈500枝，春暉反毒小卡500份，單張文宣品500份，

春暉反毒尺200個，春暉反毒旗幟200個

臺中縣

校外會
7 369,748

春暉專案宣導書籤5,000份、春暉專案宣導面紙15,000份、春

暉專案宣導海報500份、反毒家長聯繫函78,218份、反毒原子

筆1,000枝、聯絡卡270,000份、反毒、拒菸、酒、檳榔及關懷

愛滋病紅布條30條

臺中市

校外會
2 8,000 製發各校飲水杯3,000個及4色原子筆5,000枝

南投縣

校外會
2 31,700 春暉專宣導紅布條200份，反毒宣導文宣31,500份

彰化縣

校外會
4 49,800

春暉宣導面紙15,000包、防制藥物濫用宣導年曆卡30,000張、

春暉宣導筆2,800枝、春暉宣導環保杯2,000個

雲林縣

校外會
19 10,894

反毒明星小卡5,056份，春暉社刊5本，愛滋海報336張，反

菸毒檳榔海報271張，關懷愛滋暨反毒宣傳布條33張，防治愛

滋紅絲帶33份、防治愛滋漫畫13份、拒菸拒酒拒檳榔文宣筆

200份、防治愛滋病卡片200份、拒煙小卡200份、關懷愛滋作

品16份、雲林縣政府反毒宣導資料150份，藥物濫用防制海報

24份，關懷愛滋紅光碟20份，反毒手冊100份，宣導尺1,000

份，對毒品說不宣導讀本2,000份、反毒防制藥物濫用家長聯繫

函1,200份、反毒防愛滋標語60份

 表5-3 (續)  學生校外會春暉專案教育宣導-增訂補充教材及製作文宣
品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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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種類 數量 備考

嘉義縣

校外會
13 6,059

反毒海報300份、反毒DM4,000份、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教材

100份、「拒毒抗愛滋」反毒宣導影片40片、毒品防制宣導布

條20條、防治愛滋宣導布條10條、菸害防治宣導布條10條、

酗酒防治宣導布條10條、嚼食檳榔防制宣導布條10條、環保筷

150雙、海報、書法、漫畫、反毒文章1,079份、反毒宣導面紙

200包、戒菸原子筆130份

嘉義市

校外會
13 2,509

傳單200份、文宣品1,010份、反毒拒菸健康行紅布條1條，反

毒宣導書籤62張，酗酒戒治主題海報28張，酗酒戒治主題漫畫

28份、檳榔戒治主題海報28份、檳榔戒治主題漫畫28份、愛

滋病防治主題海報73份、自製投影片1份、反毒關懷愛滋創意

宣導短片（自製）8份

臺南縣

校外會
7 888

藥物濫用防制手冊630份、宣導光碟33份、海報147份、反菸

作文作品56份、反酒書法作品10份、愛的紅絲帶創作8份、愛

滋病的現況宣導投影片4份

臺南市

校外會
7 81,696

書籤1,000個，面紙8,000包，桌曆1,000個，愛滋愛心筆

2,000枝，愛滋宣導單3,000張，宣導布旗72條，寒暑假生活須

知66,624張

高雄縣

校外會
15 51,199

海報556份、VCD光碟29份、愛滋文宣面紙1,500份、反毒警

語314份、尺100份、筆100份、愛滋病防治宣導專刊100份、

菸害防治宣導專刊100份、愛滋防治手機吊飾4,800份、拒絕煙

毒宣導口紅膠500份、拒絕煙毒宣導不鏽鋼筷子500份、愛滋

防治宣導L型夾1,000份、愛滋防治宣導便利貼1,000份、拒絕

煙毒宣導DM40,000份、拒絕煙毒宣導腰包600份

屏東縣

校外會
7 1,324

桌曆300份、拒菸、反毒影像棒棒糖500份、春暉羽球競賽獎

盃2份、春暉羽球競賽獎品12份、辦理12月1日全縣關懷愛滋

宣導活動（學生感謝狀97份、原子筆313份、環保杯100份）

臺東縣

校外會
4 1,850

LED宣導筆1,000份、標語鉛筆盒300份、標語迴紋針300份、

標語環保餐具組250份

花蓮縣

校外會
5 9,515

關懷愛滋環保杯500個，春暉反毒宣導六面原子筆3,000枝，防

制藥物濫用宣導橫幅15條，春暉專案宣導面紙5,000包，春暉

專案宣導用環保袋1,000個

 表5-3 (續)  學生校外會春暉專案教育宣導-增訂補充教材及製作文宣
品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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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種類 數量 備考

澎湖縣

校外會
3 28 壁報12、書法12、布條4

金門縣

校外會
7 2,249

愛的紅絲帶34件、「關懷愛滋」壁報20件。反毒拒菸壁報45

件、「菸害知多少」學習單50份、「獨愛健康不愛毒」標語小貼

紙100份、反毒拒菸文宣原子筆1,000支、反毒拒菸文宣環保杯

1,000個

合計 184 723,272

 (2)  增製法務部「毒害一生」反毒影片2萬片、「拒毒抗愛滋」及衛生署

的各項防制毒品教材分送全國各級學校，並要求全國高中職校以下學

校授課，執行率100％。辦理網路有獎徵答活動，計32萬人上網參

加，另辦理國民中學學生認知測驗活動，答對率為90％。

 (3)  印製國科會反毒優良教材「想High、不需藥害」學生手冊12萬8千

本，教師手冊2萬本，發送高中職及國民中學運用，充實學校反毒教

學資源。

3.  國防部以所屬刊物「勝利之光」、「奮鬥」、「吾愛吾家」，刊登「反毒」專

文、漫畫，以寓教於樂方式，教育官兵正確認識、防制毒害。計有「勝

利之光」4篇、「奮鬥」13篇及「吾愛吾家」1篇等18篇。另以「青年日

報」社論、專論、新聞報導等，刊載「反毒」專文（論），96年度迄今

計刊載社論3篇、新聞報導121則、專論6篇，共計130篇。

4. 法務部

 (1)  因應目前藥癮愛滋個案人數近年來逐漸成長之趨勢，製作「拒毒抗愛

滋」宣導短片3,000片（如圖5-9），分送各級學校、機關及各縣市政

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予以推廣宣導。

 表5-3 (續)  學生校外會春暉專案教育宣導-增訂補充教材及製作文宣
品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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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持續推出「毒害一生」、「快樂法案，

『刪』毒通過」及「搖頭丸及其他毒

品的危害性」反毒宣導影片，並分

送全國各級學校、機關、民意代表

及團體，持續加強宣導毒害的嚴重

性。

 (3)  持續推出「30秒反毒宣導短片 -緝

毒犬篇」及製作「出國旅遊，不作運毒傀儡，不被毒品拖累！」反毒

宣導短片，分送各地方法院檢

察署、機關及團體，加強宣導

國人出國旅遊時勿因受誘騙利

用，託帶毒品致誤蹈法網。

 (4)  結合各地方法院察署及觀

護志工聯合會等公益團體持

續推出「健康 fun暑假」系列

之「反毒青春書─透支生命提

圖5-9　拒毒抗愛滋宣導光碟

圖5-10

反毒娃娃圖像

圖5-11

反毒手冊封面

圖5-12　反毒青春書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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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淍謝」手冊（如圖5-10~5-13）。以青少年常見濫用藥物、竊盜、

傷害、網路及性侵害等違法行為為主題，其中拒毒反毒主題以設計反

毒娃娃圖像，並以「為什麼不能吸毒」、「認識毒品」、「毒品悲歌三部

曲」、「法律規定」、「預防自保方法」及「反毒六招」等為內容。

 (5)  印製「拒毒空間」標識，送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於公共空間及營

業場所張貼推廣。

 (6)  製作反毒流行歌曲光碟「唱的比說的好聽」（如圖5-14~5-15），由曾

圖5-13　反毒青春書內頁

圖5-14

反毒流行歌曲光碟封面

圖5-15

反毒流行歌曲光碟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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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新店戒治所籌備過程之林藝斌先生作詞，其中歌詞對吸毒頗具警

示意義，故製作分送相關機關團體宣導運用。

 (7)  為配合各縣市地方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之成立特印製宣導摺頁（圖

5-16）介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之服務項目及服務專線電話。

5. 衛生署製作各式宣導品、教材及教具

 (1)  編輯製作全國第一本探討女性藥物濫用

問題 --「姊姊妹妹站起來 -96年藥物濫用

實際案例探討手冊」（如圖5-17）。並分

送至各縣市衛生局、全國校外會、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等單位參考運用。

 (2)  編輯管制藥品簡訊季刊，提供管制藥品

購戶及領有管制藥品相關證照之機構（業

者）有關管制藥品管理及藥物濫用防制

相關訊息。

 (3)  印製「無毒人生 精采萬分」海報等宣導

品（ 如 圖5-18）， 計13種、522,000張

圖5-16　宣導摺頁

圖5-17　衛生署「姊姊妹妹

站起來 -藥物濫用實際案例

探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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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寄送至全國校外會及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作為防制藥物濫用宣

導之用。

 (4)  自96年4月9日至8月31日止，於桃園國際航空站入境廳北長廊

A14版刊掛「勇於拒毒，保護自己」燈片乙只。

 (5)  製作「藥癮要人命 替代療法助重生」、「失眠找醫師 胡亂吃藥犯大

忌」、「Ｋ他命猖獗 常以三型態呈現」、「懵懂青少年 切勿碰毒壞一

生」、「向毒品說不 勇敢拒絕做自己」等新聞專題5則刊登於「聯合

晚報」，以增強社會大眾對管制藥品用藥安全及藥物濫用危害認知，

提醒國人毒品的可怕。

6. 交通部

 (1)  於觀光局網站及寒、暑假期間所公布之旅遊消費資訊中，宣導旅客出

國旅遊，切勿攜帶毒品等違禁品，以免觸法。並函請旅行業者於組團

前往國外旅遊時（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務必要求領隊提醒旅客於旅

遊行程中，勿受託攜帶行李或運送毒品。

 (2)  於飛航我國班機上強化實施反毒宣導廣播，於入境旅客申報單印製反

毒警語，於各機場電子看板、廣播系統、燈箱、警告標語、告示牌、

海報及宣導摺頁等各式多元管道，播送反毒標語，教導旅客認識毒

圖5-18　衛生署「無毒人生，精采萬分」單張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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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宣導毒品對健康之嚴重危害，

及販毒、吸毒觸犯之相關刑責等內

容，充分傳達政府反毒政策。

 (3)  於鐵路運輸部分，利用各車站及車

內顯示器顯示有關標題並以海報及

宣傳布條，在全省216個車站同時

展出及部分班車內LED顯示反毒

標語。

 (4)  於各港區明顯處所懸掛宣導紅布標

語或張貼宣傳海報。

7.  海巡署結合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

隊「預防犯罪宣導工作」建立反毒標

（口）語，製作宣導標語、傳單、漫

畫、圖案、宣導品分發漁民、漁會等漁業相關單位，並於基層單位大門

口、船艇兩側及各港口、漁會等會等明顯處所，懸掛預防犯罪宣導紅布

標語或張貼相關海報，提升預防宣導成效。

8.  退輔會於96年「榮光雙周刊」

（2049－2074期）闢有「醫療

保健」（含拒毒、疫情防治等資

訊）、「法律常識」（含毒品防治

相關法令介紹）等專欄（如圖

5-19），就拒毒預防、法律常識

等多元面向配合宣導。並製作

「享受美好生活樂章」－「吸毒

圖5-19　 退輔會榮光雙周刊反毒專

文

圖5-20　退輔會反毒文宣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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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自殺．拒毒健康快樂」

文宣摺頁10萬份，分送本

會各機構暨一般民眾參用，

以擴大反毒文宣實效（如圖

5-20）。

9.  台 北 市 政 府 於96年5月

21、22日辦理「春暉專案」宣導月海報設計比賽，將優勝作品製成文宣

海報1,500份，分送各級學校宣教（如圖5-21）。96年4月28日辦理反

毒、反黑及反飆車宣導活動，並製發文宣環保水壺、文宣筆各500份、

文宣尺350支（如圖5-22）。96年5月17日採購「認清安非他命毒害的

真相」DVD計300片，提供各校反毒宣教運用（如圖5-23）。

10.  高雄市學校執行「毒害一生」反毒宣教收視，計完成154所高中職校、

國中、國小，教職員14,898人次、學生189,736人次。圖5-20　退輔會反毒文宣摺頁

圖5-21　反毒海報

圖5-22　 反毒文宣尺、文宣環保水壺、文宣

筆

圖5-23　反毒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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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展望

（一）持續運用各宣導管道，加強反毒資訊宣導，擴大反毒宣導成效。

持續運用各電影院（廳）、收聽（視）率良好之廣播、無線與有線電視、

網路及平面媒體，從政策、法律及教育等多面向、多元化角度，製作各

類主題式文宣，以生動活潑的內容提升宣導成效。

（二） 加強各部會反毒宣導品之交流、整合與運用，善用與開拓各式宣導資

源，達資源共享、擴大宣導層面。

（三）運用網路媒體宣傳力量，強化網路宣導。

現今網路為人們溝通與交流之重要媒介，其影響力無遠弗屆，故強化網

路宣導，必得促進宣導之效。

一、工作現況

◆教育部

（一） 為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特邀集專家學者、學校教育代表研擬「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如圖5-24），加強預防宣導，建立預

防網絡與標準作業程序。由桃園縣、高雄縣、雲林縣籍高雄市等單位學

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試辦「學校藥物濫用第三級輔導預防作業」計畫，提

供各縣市及各級學校依循參考，以有效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各級學校以

行為觀察為防制菸、毒入侵校園的首要防線，落實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工

落實篩檢工作，建構藥物濫
用防制網絡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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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判定是否為高關懷群學生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是否願意接受尿液篩檢

試劑初篩是否為陽性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輔導三個月、
個案尿液檢驗是否為陽性

反應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查

二級預防：進行高關懷群篩
檢，並實施介入防案

通知少年隊、校外會、家
長、學校輔導人員協助

解除列管

持續觀察解除列管

經第二次輔導仍為
無效者，得以虞犯身

份移交少年法院(庭)處理

學校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導

三級輔導：結合專業醫
療、心裡諮商、法律機

關、協助戒治

簽請校長核定名冊

一般預防：減少危險因
子，增加保護因子

檢警查獲

三、四級毒品

通報學校、教
育局、校外會
及教育部校安
中心處理

移送地檢署或少
年法院(庭)處理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
心、縣市校外會

一、二級毒品

一、二級毒品濫用者

移送警方(少年隊)
處理

三、四級毒品濫用者

重複實施輔導
移送地檢署或少年法

院(庭)處理

通報校安系統

列
入
追
蹤
輔
導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圖5-24　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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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積極結合學校、社區及專業輔導、醫療機構等人力、資源及作法，

協助家長輔導管教，建構防制藥物濫用輔導網絡

（二） 延聘專家學者講解尿液篩檢相關法令、作法及篩檢技術，強化各級學校

訓輔工作人員對法令之認知，適時發現濫用藥物行為偏差青少年，及時

提供必要協助，避免學生誤入歧途。將藥物濫用防制工作（含吸毒人數）

列為各校「友善校園」執行項目、鼓勵學校主動清查及輔導，列入學校

評鑑、地方教育局統合視導項目及校安工作執行成效考評，落實教育宣

導、清查、輔導戒治等工作，達成「健康校園」之目標。

（三） 推廣「校園學生使用毒品篩檢量表」（大專組）及研發「高中職一般生及

進修部學生（2版本）篩檢量表」，提供各級學校學務人員早期發現藥物

濫用學生，進而實施輔導與戒除。

（四） 轉發立委捐贈快速檢驗試劑40萬劑，供各級學校運用，檢出陽性率

0.024％。另補助各縣市聯絡處270萬推動「春暉專案」工作經費，允

許小額採購新興毒品快速檢驗試劑，提供各級學校使用，以落實臨機篩

檢，提升檢驗成效。

（五） 降低毒品裁定有罪人數，配合法務部修訂「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

將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納入特定人員，另因應新興毒品之氾濫增加

愷他命類之檢驗項目，以遏止學生藥物濫用行為， 96年度尿液採驗執行

38,102劑，呈顯陽性反應人數計201人，陽性率0.52％。經校安中心通

報統計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96年人數294人。 

（六） 各縣市學生校外會96年度共計辦理執行「春暉專案」知能研習331場

次，共計63,139人參與（如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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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4 學生校外會96年「春暉專案」知能研習統計表

縣市 種類 場次 參加人數 備考

宜蘭縣校外會 2 2 228 採專題講解、實況演練與業務陳列等方

式，有系統的介紹業務辦理要領與推展

流程如反毒知能研習、教師知能研習、

愛滋病防治知能研習、春暉專案知能研

習等。研習中臚列成功、失敗輔導案

例，使研習人員嫻熟處理技巧；消弭怠

惰心態，挹注正確觀念，鼓勵承辦人熱

忱投入組訓工作。

基隆市校外會 3 21 13,900

臺北縣校外會 4 34 8,348

桃園縣校外會 4 4 514

新竹縣校外會 7 19 5,631

新竹市校外會 5 19 2,447

苗栗縣校外會 3 25 7,715

臺中縣校外會 1 19 1,494

臺中市校外會 1 3 300

南投縣校外會 3 14 3,500

彰化縣校外會 2 18 1,055

雲林縣校外會 8 54 10,060

嘉義縣校外會 2 18 337

嘉義市校外會 4 13 1,322

臺南縣校外會 2 13 2,347

臺南市校外會 5 5 373

高雄縣校外會 6 18 710

屏東縣校外會 3 3 32

臺東縣校外會 2 5 356

花蓮縣校外會 3 5 1,556

澎湖縣校外會 1 1 60

金門縣校外會 5 18 854

合計 76 331 6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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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協助全國高中職校及國中小學辦理「特定人員」學生尿液篩檢及快速檢

驗試劑尿液篩檢，總計檢驗學校1,504所，學生162,251人，陽性反應學

生104人，均已通知各校成立「春暉小組」，協助輔導戒治。

◆內政部

落實執行役男尿液篩檢、清查毒品前科者：

（一） 入營尿液檢驗：役男入營即實施全面尿液檢驗，如經勸導坦承自願接受

戒治者，由役政署派員陪同至行政院衛生署指定藥癮戒治醫療機構接受

治療；對於未坦承且尿液確認檢驗為陽性者，則檢具檢驗報告移送司法

機關偵辦。

（二） 毒品前科查核：函請警政署清查曾具毒品前科之役男，主動發覺藥物濫

用高危險群之役男，進行個案列管造冊，由心輔人員進行適度關懷或協

助轉介諮商輔導。

（三） 個案造冊列管：將曾具毒品前科、坦承自願接受戒治及尿液確認檢驗異

常之役男，列為特定人員予以造冊列管並辦理後續追蹤檢驗及輔導。

◆國防部

（一） 96年度新訓單位入營新兵尿液篩檢197,260人次，呈陽性者322員（陽

性率0.16%）、一般官兵尿液篩檢11萬6,330人次（含列管及監所收容

人），呈陽性者451員（陽性率0.39%），送三軍總醫院複檢仍為陽性者

計176員，均依規定送交軍法審理。

（二） 委由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辦理反毒宣導活動「美沙冬替代療法學術

研討會」提升人員認知程度，計有各軍司令部及國軍醫院124員參加。

（三） 實施全軍先驅化學原料調查及管制作業，經調查國軍單位目前無使用毒

品先趨化學原料。 

（四） 實施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將「成癮問題類型個案」，納入輔導專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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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並製發「國軍心理衛生輔導教育影片－成癮問題」納入輔導課程，

年度計針對新進用藥前科及虞犯人員393人次實施685次輔訪與輔導。 

◆法務部

依行政院訂頒「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情形如下：

（一） 對在監（院、所）收容人實施尿液篩檢，共計採驗163,119人次，其中

受觀察勒戒人採驗12,520人次，受戒治人採驗18,592人次。

（二） 法務部所屬調查局「特定人員」計有毒品保管人員、毒品查緝人員及毒

品檢驗人員共105名，依規定應抽驗27名，檢驗結果嗎啡、甲基安非他

命、MDA及MDMA均呈陰性反應。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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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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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5人，實施尿液篩

檢採驗人數計有13,797人（尚包括台電公司重大工程承包商僱用人員），其中

初檢結果呈陽性反應者3人，經複檢確認者2人（屬承包商僱用人員），尚未發

現員工涉有施打毒品情事，相關統計資料如表5-5。

◆交通部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及「行政院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特定人員尿液檢驗。

（一）  航空事業人員部分，總抽檢人次為1,195人，初檢陽性13人，安非他命

類為7人，鴉片類為6人，確認檢驗呈陽性反應者，經後續追蹤確認均無

藥物濫用情事（如表5-6）。

（二）  於航運特定人員部分，基隆港務局、台中港務局、高雄港務局、花蓮港

務局抽驗相關人員，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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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鐵路運輸人員部分按其「行車控制及班車駕駛人員尿液採驗規定事

項」落實清查工作並定期辦理抽驗；連續兩年之陽性檢出率達到法定值

以下。

（四）  公路運輸人員部分，依據「陸運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實施要點」執行尿液

篩檢，本年陳報實施檢測計有2,654人，檢驗結果2,652人合格（如表

5-7）。

 表5-5 經濟部所屬機關（構）辦理「特定人員」尿液採驗統計表

區分

工

業

局

智

慧

局

礦

務

局

能

源

局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台

電

公

司

台

灣

中

油

公

司

台

糖

公

司

台

灣

造

船

公

司

漢

翔

公

司

自

來

水

公

司

合

 
 

計

特定人員數 4 8 9 1 1 3,000 3,167 280 564 10 691 7,735

採驗人數 2 1 9 1 1 12,626 570 273 72 10 232 13,797

初檢呈陽性

反應人數
0 0 0 0 0 2 1 0 0 0 0 3

經複驗確認

人數
0 0 0 0 0 2 0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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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6 96年度航空從業人員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人次統計表

月份
飛航

管制員
駕駛員

飛航

機械員

地面

機械員
簽派員 空服員

1 0 42 0 6 0 6

2 0 42 0 4 0 11

3 0 33 0 6 0 14

4 5 75 0 10 4 10

5 1 57 0 3 7 104

6 0 50 0 127 0 32

7 8 69 0 6 1 10

8 0 10 0 5 0 8

9 5 44 0 8 2 53

10 22 48 0 0 0 5

11 0 11 0 9 2 2

12 0 27 0 14 0 7

小計 41 508 0 198 16 262

總抽檢

人次
1195

（上述1,025名，再加長榮航太102名，立榮航空50名，其他航

空18名，合計1,195名）

初檢陽

性人次
13 安非他命類 7 鴉片類 6

確認檢

驗結果
4

（1人次為嗎啡反應，2人次為可待因反應，1人次為嗎啡與可待

因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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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7 公路汽車客運公司駕駛員尿液篩檢情形分析統計比較

辦理單位
轄管業者

家數

受雇駕駛員

人數

尿液篩檢

人數

不合格

人數

不合格率

％

篩檢不合格

處理情形

臺北區監理所 15 6,494 1,368 0 0

新竹區監理所 8 1,558 557 1 0.17

96年第一季，中壢

客運說明該駕駛已

離職

臺中區監理所 12 1,313 192 0 0

嘉義區監理所 8 1,252 291 0 0

高雄區監理所 3 666 246 1 0.40

鼎東客運一名駕駛

服用感冒葯而呈陽

性反應，追蹤後呈

陰性反應

總計 46 11,283 2,654 2 0.07

◆海巡署

依規定對新進士官兵、重點列管人員、發現疑似吸食人員及隨機抽檢方

式，96年篩檢人數及複驗人數如表5-8，經複檢呈陽性人員共12員，均依法送

軍法機關辦理。

 表5-8 海岸巡防總局96年度反毒尿液篩檢人數成果統計表

單位
合計

篩檢人數 單位初檢陽性人數 送檢驗單位複驗呈陽性

北部地區巡防局 3,235 10 1

中部地區巡防局 5,841 64 10

南部地區巡防局 4,666 1 1

東部地區巡防局 3,168 22 0

總　　　　　局 886 25 0

總　　　　　計 17,796 122 12
圖5-26　 高雄市學校使用三合一快速檢驗試

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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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台北市各級學校於每學期開

學1個月內，清查各校「特定人

員」採驗尿液名冊，並分發尿液篩

檢快速檢驗試劑對高危險群或疑

似濫用藥物之「特定人員」實施

清查。於9月舉辦「春暉專案」業

務研習，計有高中職、國中及國小業務承辦人共305人參加，研習中藉由座談

及業務觀摩等方式，以提升業務承辦人員之專業知能與工作執行成效（如附圖

5-25）。

◆高雄市

（一） 撥發三合一快速檢驗（安非他命、搖頭丸、嗎啡）試劑至高中職及國中，

計有7,000劑。要求各校每月利用快速簡易試劑（如圖5-26）或毒品鑑

試包（共計650包）主動清查，96年度共計使用6,560劑，查獲18人（高

中職校9人、國中9人）呈陽性反應，經確驗後均已列入學校春暉小組輔

導。

（二） 清查「特定人員」建立管制

資料且納入各梯次尿篩名

冊，本年度計1,504位列入

特定人員輔導管制。

（三） 96年區分6梯次協助實施學

生尿液篩檢（如圖5-27），

計14,162人次（含特定人員

3,642人次），查獲藥物濫用
圖5-26　 高雄市學校使用三合一快速檢驗試

劑情形

圖5-25　春暉專案業務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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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計93人，查獲類型：安非

他命1人、甲基安非他命13人、

MDMA3人、嗎啡（含錯用藥物）

24人、愷他命51人、一粒眠1

人，均已列入學校春暉小組輔導，

並轉介至「學生心理諮商中心」二

級輔導機制。

（四） 運用「春暉小組」及「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或「學生心理諮商中心」協助輔導戒治，96年度輔導戒

除52人，輔導中31人，另3人畢

業、7人休學，輔導戒治成功執行

率達55.9%（含）以上。

（五） 96年辦理96年度「尿液篩

檢作業」暨95學年度「春暉

專案工作評鑑」說明會（如

圖5-28）。

（六） 結合警察局「青春專案」查

緝、衛生局「戒毒」輔導戒

治機構、教育局校外聯巡訪

查與學校教育宣導等工作，

通報機制與輔導戒治工作，

關懷學生在校外從事正當休

閒活動，避免出入不正當場

所沾染惡習（如圖5-29）。

圖5-27　高雄市中等學校進修部實施學生尿

液篩檢情形

圖5-28　高雄市辦理「尿液篩檢作業」暨「春

暉專案工作評鑑」說明會

圖5-29　高雄市辦理青春專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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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展望

（一）高危險群之管制與篩檢

依據行政院「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規定，各主管機關應訂定篩檢辦法

對「特定人員」列冊管制與實施篩檢。學生方面未來仍持續依照「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三級預防」機制，藉由「毒品使用量表」及「尿液篩檢」等科學方法檢

測校園藥物濫用情形，並加強訓輔人員防制工作知能，儘早針對有異常反應者

施以輔導戒治措施。

（二）加強防制單位間之聯繫，共同建構防制藥物濫用之輔導網絡

加強各單位（如學校、社會支援機構、司法警政機關）間之聯繫，廣結醫

療轉介辦理戒治諮商工作，擴大全國各縣市衛生署立藥癮戒治醫院，以落實轉

介戒治諮商服務，使藥物濫用輔導機制更臻完善。

（三）加強蒐集藥物濫用新興資訊、建立通報系統

鑑於各類新興毒品不斷推陳出新，將配合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規

劃之「管制藥品濫用通報資訊系統」，瞭解及彙整藥物濫用情形、新興毒品、

流行病學等資料，並建立藥物濫用防制模式，以達藥物濫用防制早期預警之功

效。

（四）定期檢視評估藥物濫用預警與輔導機制成效

邀集國內藥癮戒治專家學者、服勤單位管理及相關人員，共同研討服勤

管理、轉介戒治及藥物濫用等問題，定期檢視評估藥物濫用預警與輔導機制成

效，將進行藥物濫用預警與輔導機制相關研究，俾利研擬藥物濫用危險因子之

防制模式，以增進藥物濫用預警與輔導機制成效。

圖5-27　高雄市中等學校進修部實施學生尿

液篩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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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現況

◆教育部

（一） 各縣市已建立22所「反毒補充教材資源中心學校」，負責彙集與提供各

項反毒文宣教材、教育資源與相關資訊，以供地區靜態展示之用，並研

創各種動靜態宣教活動。但近年來因地方教育經費的限制，導致部分縣

市「反毒補充教材資源中心學校」無力為繼，失去原有功能。

（二） 為強化「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補助高雄市鼓山高中等42個學校及

民間團體，辦理各項多元宣導活動，補助經費共計250萬元。另外規劃

辦理「愛滋防治暨藥物濫用防制」擴大宣導活動 -「拒毒反愛滋 -熱情再

現 溫馨無限」（參加人數約6000人）、「打擊菸毒、預防犯罪」漆彈射擊

競賽（計高中職校30所，學生720位參賽）。

（三） 校園囿於人力、經費等限制，故有效整合社會資源才能充分發揮宣教活

動的最大力量；各縣市學生校外會96年度分別主動配合356個相關單

位，辦理1,038場次反毒宣導教育（活動），共計578,226人次參加（如

表5-9）。

（四） 各縣市學生校外會辦理各項親職活動688場次，計543,360人次參加（如

表5-10），提供家長有關時下青少年「次級文化」型態、特殊語言，增進

家長與學子間的關係，促進良性倫理互動。

結合社會資源，落實拒毒及
法治教育，提升反毒成效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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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9 校外會「春暉專案」配合相關單位推展宣導教育統計表

縣市 配合單位數量 場次 參加人數 備考

宜蘭縣校外會 15 97 32,533

基隆市校外會 5 14 8,900

臺北縣校外會 33 66 20,066

桃園縣校外會 7 31 25,000

新竹縣校外會 9 21 26,138

新竹市校外會 6 13 5,320

苗栗縣校外會 13 26 21,335

臺中縣校外會 11 64 23,210

臺中市校外會 23 26 10,793

南投縣校外會 5 9 3,950

彰化縣校外會 33 61 55,118

雲林縣校外會 34 94 44,141

嘉義縣校外會 6 11 12,858

嘉義市校外會 11 26 4,405

臺南縣校外會 42 56 34,049

臺南市校外會 13 215 179,121

高雄縣校外會 12 83 40,299

屏東縣校外會 3 4 5,035

臺東縣校外會 1 11 2,513

花蓮縣校外會 5 23 13,321

澎湖縣校外會 25 25 3,500

金門縣校外會 44 62 6,621

合計 356 1,038 57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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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0 校外會辦理親職教育宣導活動統計表

各縣市學生

縣市 場次 參加人數 備考

宜蘭縣校外會 8 2,400
親職教育活動種類計有：家長座談、園

遊會、懇親會、話劇表演、才藝表演、

歌唱晚會、寫生活動、新生始業親子活

動、親子健行活動⋯等等。

基隆市校外會 26 19,690

臺北縣校外會 81 97,671

桃園縣校外會 5 25,000

新竹縣校外會 14 12,185

新竹市校外會 24 21,297

苗栗縣校外會 14 12,534

臺中縣校外會 56 52,133

臺中市校外會 24 23,540

南投縣校外會 9 5,450

彰化縣校外會 44 36,133

雲林縣校外會 57 37,874

嘉義縣校外會 21 13,136

嘉義市校外會 24 8,708

臺南縣校外會 44 48,618

臺南市校外會 100 81,889

高雄縣校外會 38 33,104

屏東縣校外會 1 500

臺東縣校外會 2 1,088

花蓮縣校外會 7 2,355

澎湖縣校外會 2 110

金門縣校外會 87 7,945

合計 688 543,360

（五） 各縣市學生校外會每月均協調警力配合各級學校訓輔人員實施校外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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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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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官、警察39,560人次，共辦理10,553次校外聯合巡查，對維護

學生校外安全，預防學生偏差行為，成效良好。

（六） 結合臺灣原住民文化推廣協會辦理「『反毒大進擊』青少年藥物濫用防制

暨校園安全化話劇宣導公益系列活動」。

（七） 辦理「春暉專案」工作評鑑及表揚大會，以表彰各級教育行政單位、學

校及學生「春暉社團」等推展「春暉專案」有功單位與個人，激勵士氣。

◆內政部

（一） 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加強違反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案件之查緝工作，禁止少年吸菸、飲酒、嚼檳榔、施用毒品、

迷幻物品或管制藥品及出入有害身心健康之場所、擔任不良場所從業人

員，違反者予以罰鍰等處分。

（二） 深入社區辦理多樣化的反毒活動，結合縣市民間團體於社區傳統文化活

動、藝文晚會、福利宣導及各類研習會中，加強毒品認識及拒絕毒品等

宣導活動，教導兒童及少年認識毒品，拒絕誘惑減少接觸毒品的機會，

以防制藥物濫用。 

（三） 內政部成立反毒大使團應各縣市政府、機關團體及各級學校邀請，前

往實施反毒宣導，96年計有562機關團體提出邀請演出。役政署編列

1,300萬元成立「替代役反毒大使團」進行反毒巡迴宣導。 

◆國防部

（一） 加強役男家屬連繫工作，對新兵、前科虞犯或重點輔導人員，以電話、

信函聯繫家屬或不定期實施家訪等方式，請家屬配合督促不吸食毒品，

總計88,559人次。

（二）  賡續要求各單位配合軍紀、離營及臨機教育等時機，以「案例宣導」、「法

令宣教」、「認識毒品」等方式持恆實施，並要求肇案官兵現身說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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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官兵知所警惕。另對前科虞犯或重點輔導人員收假後實施尿液篩檢，

並嚴格執行門禁查察等防制措施，如發現官兵涉毒，即依規定移送法

辦，如違反者為志願役官兵，依「刑先懲後」檢討核予行政處罰。

（三） 96年度迄今軍法單位實施軍法教育內容含括反毒宣教者，計781場次

156,565人次。

◆法務部 

（一）加強毒品犯罪之研究

1.  依據少年兒童犯罪統計資料分析少年兒童犯罪概況摘要，運用網路立即

性、多元化特色，並完成編撰「95年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分析」，分

析少年兒童犯罪（含毒品犯罪）現況及未來少年兒童犯罪發展趨勢，於

網站刊載，提供一般社會人士、學校、防制機關及學術研究機構參考。

2.   彙整官方處理犯罪案件統計資料，編撰「95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乙

書，使各界了解全年犯罪情勢，特設「毒品犯罪」專章，分析相關犯罪

狀況，提供相關機關政策參考及研究機構之基礎資料庫，據以參考研擬

對策。

3.   針對當前受矚目之社會案件及犯罪議題，編印「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

文集（10）」乙書，結合學術、實務界研究成果及執行心得，有關毒品

主題有「我國當前毒品戒治政策之省思與建議」一文，提供相關機關及

學術研究機構參考研擬對策。

（二） 於96年暑假期間結合內政部、教育部執行暑期保護少年青春專案，推動

「結合社會資源推動青少年暑期活動預防犯罪實施計畫」，特別針對拒毒

反毒工作進行重點宣導及督導查緝工作。

（三）96年各地檢署辦理法律宣導演講及活動計59,399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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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

（一） 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宣導訓練

與講習，培育反毒人才。為

深入推廣藥物濫用防制教育

於基層社區，並提供地方社

區民眾藥物濫用防制相關諮

詢服務，衛生署管制藥品管

理局96年8月至9月委託台

中市藥師公會，針對全國社區藥師，於全國北、中、南區辦理三場次「社

區藥師培訓課程」（如圖5-30）；並針對領有「藥物濫用防制諮詢站」之

社區藥師，於台中辦理一場次「社區藥師講習會」，總計263位社區藥師

參與。將輔導其成為各縣市社區藥師「藥物濫用防制諮詢站」，提供社區

民眾可近性之藥物濫用防制諮詢服務。

（二） 鼓勵民間及學校社團辦理反毒宣導活動：96年度結合61個相關單位辦理

各項反毒宣導活動，包括：工作坊、生活營、反毒相聲、反毒舞蹈宣導

巡演、志工培訓、競賽活動、有獎徵答、文宣設計製作、反毒光碟及兒

童繪本製作、高危險族群之宣導與輔導、宣導教育課程及大小型戶外宣

導活動等，辦理宣導活動1,384場次，參與人數達637,269人次。

（三） 於台南七股白色海洋音樂祭、台北縣貢寮音樂祭、新音樂節－2007丁

亥年野台開唱等各式音樂祭活動現場設攤，提供相關藥物濫用文宣品，

加強反毒宣導；並與台北縣政府聯合製作紅布條及空飄汽球印上宣導標

語，提醒民眾吸毒的危害。

（四） 結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開辦「常見藥物濫用之危害

與防制」、「管制藥品管理法規概要」網路線上學習課程，並開放全民網

圖5-30　 「遠離毒品才夠HIGH!社區開講系列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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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學習。 

（五） 配合行政院執行「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輔導各縣市政府進行暑

期青少年族群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 

（六） 協助教育部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工作圈」及「藥

物濫用分齡教材」研編，另授權提供法務部調查局建置「毒品陳展館」

所需影片、文宣及圖片資料，藉以提升防制藥物濫用之能力。 

（七） 配合輔導各縣市政府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並進行「轉介服務組」

督導工作。培訓並提供行政院毒品防制相關部會「藥物濫用防制」師資

及教育部反毒講師團師資。

（八） 辦理「世界反毒日宣導記者會」及「反毒街頭行動劇暨T恤設計大賽成

果展」及「反毒衣世代∼第一屆反毒創意T恤設計大賽」：募集163件大

專院校學生作品，展現學生反毒自我主張。

（九） 結合民間企業海蝶音樂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反毒公益活動、加強異業結

盟，在全國錢櫃KTV門市張貼海報，放置文宣品，另對幹部講授「藥物

濫用防制」相關課程，供該集團內部基層員工訓練推廣。

◆交通部

（一）  於觀光部分利用領隊、導遊、經理人職前訓練課程中配合宣導，並將之

列為訓練結業測驗試題，結訓人數計5,990人。另實施96年觀光旅館業

務定期檢查時，業將各觀光旅館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

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9條之1規定，於其營業場所提供保險套事項，列

為重點檢查項目，並於定檢會議中加強向業者宣導應切實配合辦理。

（二）  於公路運輸部分藉出席運輸業各種會議、各客運公司行車安全講習會

議、駕訓班訓練之時機宣導毒品防制觀念。並利用於道安講習及下鄉考

照時對社會大眾宣導反毒、拒毒之重要。

圖5-31　海巡署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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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航運部份結合港區各機關單位及港區附近地區社區守望相助隊、社區

公益團體等，派車組成宣導車隊，實施反毒廣播宣導及發送反毒宣導小

卡片，基隆港務局利用基隆市立醫院醫師到局巡迴醫療時，針對濫用毒

品與藥物等對身心、家庭、社會影響加強宣導並分送法務部及基隆市衛

生局印製之反毒宣導手冊。

◆海巡署

將反毒項目納入全年教育宣

導，藉集會及巡迴醫療時機向同仁

介紹：毒品認識、藥物濫用之症狀

與徵候、毒品危害及向毒品說不

⋯等，全年計辦理26場，共2,407

人次（如圖5-31）。

◆勞委會

（一） 函請縣（市）級以上總工會、聯合會及本會直屬工會等，於重要集會及

辦理勞工教育時，將反毒宣講教育納入訓練課程中，並轉知會員工會，

適時廣為宣導反毒教育觀念。

（二） 為強化外籍勞工瞭解來臺工作應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編印「外籍勞工

在臺工作須知」，強調在臺期間不可吸食或持有毒品，俾免影響身心健康

並觸犯法律。並將上揭宣導品分送各縣市政府勞工單位、衛生局、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等單位協助宣導並轉交外籍勞工。

◆文建會

（一） 各項拒毒宣導資料轉發各處室及各附屬機關包括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

中心籌備處、國家臺灣文學館、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國立臺灣博物

館、國立臺中圖書館、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

圖5-31　海巡署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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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民族音樂研究所等，以達擴大反毒

宣導效果。

（二） 舉辦反毒宣導藝文表演，由台北市「許亞芬歌子戲劇坊」至全國各級學

校巡迴演出〈無毒有我之林則徐傳〉，將時下毒品氾濫日趨嚴重，危害民

眾身心健康與國家安危問題，以傳統藝術表演加上時代新意，呈現當下

毒害危機，進行擴大反毒宣導。

（三） 於「以愛重生」音樂會、2008雕塑大展 --台灣生命力、打出夢想 --臺灣

棒球百年特展、台灣文學館 --「二二八文學展」等各項藝文活動配合宣

導。

◆台北市

（一） 為強化「春暉專案」教育、

宣導工作，聘請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松德院區、疾病管制

院區及台北士林地檢署等單

位至所屬各級學校實施專題

演講，總計120場次，參與

師生約47,591人次。（如圖

5-32）

（二） 發展高中職及國中學生春暉

社團，協助推動校園反毒工作，並配合「春暉專案」至鄰近國中、小實

施反毒宣教，總計實施47場次，參與師生約21,734人次（如圖5-33）。

（三） 96年度結合學校、社區、衛生單位及民間社團共同舉辦之春暉宣導活

動，計有春暉「泰藝盃」青少年寫生暨漫畫比賽（計1,200人次參加，

如圖5-34）、反毒、反黑及反飆車擴大宣導活動（約計5,000人參加，如

圖5-32　 聘請專家學者至校園內實施反毒專

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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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5）、春暉「美術菁英

獎」健康青少年寫生暨漫畫

比賽（計576人參賽，如圖

5-36）、「春暉盃」國小象棋

團體錦標賽（計34所學校

412人參賽，如圖5-37）、

「春暉奧斯卡」網路傳情＆

KUSO影片票選暨抽獎活

動（計209人次參與，如圖

5-38），另結合臺灣原住民文

化推廣協會辦理「『反毒大進

擊』青少年藥物濫用防制暨

校園安全化話劇宣導公益系

列活動」（如圖5-39），鼓勵

青少年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透過歌唱、舞蹈等活潑多元

化之宣導方式，灌輸青少年

正確觀念，達到寓教於樂之

目的。

◆高雄市

（一）  策頒「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如圖5-40）預防宣導組年

度計畫，積極結合各機關

資源，全力推動反毒宣導工

圖5-32　 聘請專家學者至校園內實施反毒專

題演講

圖5-33　 高中職春暉社團至國中、小實施反

毒宣教

圖5-34　頒獎典禮

圖5-35　 「酷炫少年」反毒、反黑及反飆車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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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期建立活力健康安全之環境，使市民及學子免於毒害，以達到「健

康城市」之目標。

（二）  96年度各級學校「春暉專案」宣導活動總計1,880次、宣教人數總計157

萬8,949人次。

（三）  辦理各式研習活動，如「國中、

小學反毒教育種子教師研習」

（計國中、小教師188人參加，

圖5-41）、「96年春暉、校安、

校外會、生輔與學生志工」綜合

業務研習（計高中職、國中小等

圖5-36　春暉「美術菁英獎」寫生 圖5-37　 「春暉盃」象棋團體暨漫畫比賽

錦標賽

圖5-38　電子卡片作品 圖5-39　活動情形

圖5-40　高雄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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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位業務承辦人，圖5-42）、

「高中職校春暉社團」研習（如

圖5-43），並為各校推動反毒教

育種子人員，以強化校園防制教

育，並利用生命探索教育及團康

輔導以導引學生培養正當的休閒

活動及正確的人生觀。

（四）  結合各單位辦理各式反毒、春暉

宣導活動，如高雄市議會成立60

週年「健康城市~反毒總動員」

公益活動（計高中職校49隊、

1,615位學生參賽，如圖5-44）、

市府警察局舉辦「青春飛揚、

真愛高雄」嘉年華活動（如圖

5-45）、鼓山高中舉辦高高屏地

區「FUN送活力、舞出青春」

反毒、拒菸聯歡晚會活動（近2,000人參加）、政風處辦理「反貪污、反

圖5-41　辦理「國中、小學反毒教育種

子教師研習」

圖5-42　「春暉、校安、種子教師研習校

外會、生輔與學生志工」綜合業務研習

圖5-43　「春暉社團」研習結業式 圖5-44　 「健康城市~反毒總動員」公益

活動

第五部份.indd   119 2008/5/29   11:53:26 AM



用愛反毒    健康人生第五部分   
拒毒預防篇

120＞

賄選、拒菸毒」漫畫及著色比賽

（如圖5-46）、教育局辦理「舞動

青春－讓世界感動」關懷愛滋、

拒絕菸毒活動（約7,000人參

加，如圖5-47），帶動健康休閒

活動、建立拒毒意識。

（五） 96年度申請教育部「反毒宣講團」

至高中職校及國中小實施宣教，

計141所學校，師生46,195人參與。

二、未來展望

（一） 加強結合社會資源，賡續發揮「反毒補充教材資源中心學校」宣教功能，

研製各類型之反毒宣教文宣品及活動，期使反毒意識深植社會各階層。

（二） 強化拒毒法治教育，積極推動自發性反毒宣導力量，結合校園與民間資

源，凝聚學校師長、學生、家長，以至於一般民眾拒絕毒品誘惑之共

識。

（三） 過去國內相關單位對於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多屬片面性質，鑑於網路蓬勃

圖5-45　配合市府警察局「青春飛揚、

真愛高雄」嘉年華活動

圖5-46　反貪污、反賄選漫畫及著色比

賽頒獎典禮

圖5-47　教育部軍訓處王處長揭開活動

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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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以及多元化的社會，實需進行有系統性的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

包括圖片、宣導短片、競賽活動等，以生動活潑的活動，吸引民眾注

意。

（四） 持續強化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教育工作，分階段以及分年齡層方式，以不

同族群為宣導對象，進行多元化、活潑化之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教育，喚

起各界對於藥物濫用危害的認知，提高社會大眾對藥物濫用成癮危害性

的正確認識。

（五） 發展社區自主化之藥物濫用防制活動，推動以社區自主之藥物濫用防制

活動，進行地區性之宣導及介入，培養社區發展自我解決藥物濫用之能

力，將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向下紮根。

一、工作現況 

◆教育部

各國私立高中職學校多已號召有志服務之青年學生成立「春暉社」，建構

春暉社團網頁，充實春暉專案教育宣導多媒體資料，強化校園內春暉專案教育

宣導；並運用社團活動及社區服務時機，協助推動春暉專案各項教育宣導工

作。

◆內政部

輔導財團法人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等團體舉辦「反毒師資培訓」計畫，培

訓反毒志工，舉行反毒專題演講及座談會，鼓勵青少年、社區民眾參與反毒志

推廣青少年服務學習暨志願
服務，提升學習及休閒品
質，以拒絕毒害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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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服務工作，多提倡正當休閒活動，以拒絕毒品誘惑，遠離毒害。

◆青輔會

（一） 推動「青年公共參與學苑」多元服務，舉辦2007非營利組織（NPO）

青年人才培訓、96年NPO校園植根計畫、2007年青年公共參與議題研

究獎助、2007青年參與社區行動計畫、「NPO博覽會」、建置青年事務

NPO資訊交流平台、國家青年公共參與獎選拔及表揚、辦理「青年公共

參與研討會」；推動青年參與審議民主培訓審議民主主持（辦）人及相

關會議主持團隊、培訓高中審議民主種子教師、推動青年國是會議常態

化、辦理2007青年國是會議等，提昇青年對社會貢獻的能見度。

（二） 加強青年國際參與，舉辦「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青年國際組織實習

研習班」，促進青年深入瞭解國際組織運作，培養國際工作經驗。推動

2007台灣青年國際參與行動計畫，並辦理行動工作坊，赴海外執行國

際參與行動，主題涵蓋多元議題。成立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平台跨部會

連繫會報、成立 iYouth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網，整合各部會、NGO、大

專院校、青年之跨部門國際交流資源，增進青年參與國際事務能力與熱

忱，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能見度。

（三）青年服務學習辦理成效：

1.  規劃「社區志工、國際志工、教育志工、閱讀志工」4項主題服務行動

並訂定「鼓勵中等以上學校及民間團體推動青年參與志願服務及服務學

習補助要點」

2.  配合服務行動，辦理服務行動宣傳計畫、青年志工培訓計畫、運用青年

志工行動網站、強化青年志工中心網絡整合、促進青年志工國際交流、

分享與表揚計畫、企業及相關部會合作等支援性子計畫，整合服務學習

資源及配合今年各項主題活動運作，強化志工招募、媒合、經驗累積、

第五部份.indd   122 2008/5/29   11:53:29 AM



第五部分   
拒毒預防篇

＜ 123

97年反毒報告書

交流等功能，傳播志工理念給社會大眾，以吸引更多人參與志工行列，

推動青年志工服務及服務學習行動。執行績效如表5-11：

 表5-11 青輔會辦理青年服務學習執行成效表

項　　　目 場次及參與人次

GYSD志工行動起跑及服務活動 710人

多元化主題式志工服務方案 社區志工 811隊、14,000人

教育志工 731隊、15,206人次

閱讀志工 78隊、1,226人次

國際志工 73隊、721人次

國際青年志工海外僑校服務 5校、15人

我的家鄉文化寶貝 19案、799人

補助民間團體推動青年志工及服務學習 108案、19,512 人次

補助中等學校推動青年志工及服務學習 32案、14,020人次

好書接送情 15,407人參與活動

青年志工大會師 1,500人次

成立青年志工中心    7個

充實青年志工行動網 1個

青年志工培力訓練 15場，1,825人參加

基礎訓練 20場

（四） 提供優質青少年寒暑假休閒活動 --「遊學台灣計畫」，以「青年探索台灣」

為核心，以「再認識」、「再發現」、「再感動」、「再創造」為原則，開創

全新深度學習旅遊模式。96年寒假推出20項活動，共計556人次參與、

暑假推出103項活動），共計4,051人參與。

◆高雄市

高雄市由各校「春暉社團」配合校外社區反毒志工服務（如圖5-48），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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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民眾注意毒品危害，將反毒宣導教育由校園推展至社區。另於暑假辦理「打

擊菸毒、預防犯罪」漆彈射擊競賽（計高中職校30所，學生720位參賽，如

圖5-49），提供學生正當休閒活動，有效推廣「打擊菸毒、預防犯罪」之理念。

二、未來展望 

（一） 持續推動學生社團成立社區反毒志工團隊結合社區服務、辦理正當休閒

活動，將校內各種宣導教育活動帶入社區，提升學生學習及服務能力，

為拒絕毒害共盡心力。

（二） 輔導全國性民間專業反毒團體，擬具可行之反毒培訓計畫，培養社區青

少年反毒志工，強化對高危險群及公共安全相關人員反毒教育。

（三） 寬列青少年福利宣導活動相關預算，獎助各級政府及民間團體，興建青

少年休閒育樂場所，充實軟硬體設施，引導青少年正當休閒育樂活動。

持續開發及舉辦優質青少年休閒活動，從活動中建構青少年學習能力，

以遠離毒品誘惑，防止毒害。

（四） 投資青（少）年發展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培養青年公共參與作法及理念，

帶動台灣青年志工服務風潮，成為青年新文化。

圖5-48　 高雄市舉辦打擊菸毒漆彈射擊

競賽

圖5-49　 高雄市春暉社團至社區實施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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