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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     言言言言 

 根據法務部多年的實證研究與調查資料顯示，如何有效遏止藥物的濫

用與毒品的危害，一直是政府關注與努力的施政重點。由於毒品具有成癮

性、持久性，一旦吸食戒斷不易，如果在初犯階段善加處理，可以減少日

後因再犯而產生嚴重的醫療與社會問題。有鑒於毒品濫用衍生的問題日益

嚴重，2006 年 6 月 2 日召開的「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也揭示我國反毒策

略將由原來「斷絕供給，降低需求」的著重「緝毒」工作調整為「首重降

低需求，平衡抑制供需」，而提出「拒毒－防止新的毒品人口產生」、「戒

毒－減少原有毒品人口」、「防毒－管控先驅化學工業原料，避免被非法轉

製為毒品」三大反毒方針，建構全面性防制毒品危害的反毒新策略。 

    有鑑於此，法務部於 97 年委託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林健陽

教授及陳玉書副教授，共同執行「新犯毒品施用者施用行為及毒品取得管

道之研究」研究案，並由研究小組成員編製此一「鑑別及評估新犯毒品施

用者程序手冊」，而新犯毒品施用者的評估手冊所需要的各項鑑別及評估

指標相當地多元化，包括量化及質化的評估之指標。以美國為例，在新犯

毒品施用者鑑別與評估指標之建立上，其內涵包括臨床診斷與藥物檢驗。

就本手冊而論，評估之指標來源如下：（1）國內外相關文獻與網路資料蒐

集；（2）新施用毒品者深度訪談；（3）新施用毒品者與累犯問卷調查；（4）

專家學者焦點團體座談，研究過程十分嚴謹，故本手冊具有相當高的信度

及效度。期望由於本手冊的誕生，能使第一線的毒品防制人員，有效地運

用實證科學技術，準確評估新犯毒品施用者，逐步達成防止新毒品人口產

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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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如何使用本手冊如何使用本手冊如何使用本手冊如何使用本手冊 

在鑑別及評估新犯毒品施用者程序方面，計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在鑑別部分，

主要是提供給十八歲以上青年或成年身旁的親朋好友，諸如：父母/家人、同事、

學校老師、同學及朋友鑑別指引之用。鑑別的指標，則包括：其他物質濫用、經

濟因素、工作/學業適應、休閒與生活形態、家庭依附、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

傾向、情緒適應、生理、心理狀況出現及鑑別總結等。在青少年施用對象方面，

如施用對象為大專在學學生，欲評量少年施用毒品傾向的可能性，請參見本手冊

附錄一：毒品使用篩檢量表。 

 

 根據初步鑑別結果，判定個案明顯有施用毒品傾向，則須專業人員進一步評

估，即請求相關單位進行毒品施用評估。在評估方面，本手冊則提供第一線毒品

防制專業人士使用，此第一線毒品防制專業人士的範圍，相當多元及廣泛，係包

含：醫護人員、社工師（人員）、心理師、司法人員、警察人員、矯正人員、其

他執法人員等。 

 

在第三個部分，當完成評估之後，接下來係要針對個案進行多向量風險評估

的剖繪（Multidimensional Risk Profile），俾利了解個案所面對的生活、環境與施

用毒品風險為何？此包括：急性中毒、戒斷的風險、生物醫學的風險、情緒/行

為/認知的風險、戒毒意願的風險、復發/再次施用毒品/持續性的潛在問題的風

險、復原環境的風險，以利個案能接受適切的毒品處遇與矯正，並能有效掌控相

關的風險因子，助其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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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使用流程使用流程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評評評評   量量量量 

（（（（個案週遭重要人士個案週遭重要人士個案週遭重要人士個案週遭重要人士，，，，如如如如：：：：親人親人親人親人、、、、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同事同事同事同事、、、、同學同學同學同學、、、、老師等老師等老師等老師等）））） 

物質濫用情形、經濟因素、工作狀況、學業適應、休閒與生活形態、 

家庭依附、偏差同儕、生活事件、生／心理狀況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  

個案過去歷史與臨床檢查 

施用毒品檢驗結果的評估 

評估總結 

多向量風險評估多向量風險評估多向量風險評估多向量風險評估 

急性中毒以及/或潛在的戒斷 

生物醫療情形與併發症 

情緒（感）/行為/認知的情形 

當事人接受戒毒意願 

復發/持續施用毒品/ 

持續存在的潛在問題 

復原的環境 

 

接受毒品接受毒品接受毒品接受毒品（（（（藥物藥物藥物藥物））））處遇戒治處遇戒治處遇戒治處遇戒治 

轉介輔導轉介輔導轉介輔導轉介輔導 

評量總結評量總結評量總結評量總結 

低度施用毒品傾向 

中度施用毒品傾向 

評量總結評量總結評量總結評量總結  

中高度施用毒品傾向 

確定施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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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評量評量評量評量導引導引導引導引（（（（外顯或人際外顯或人際外顯或人際外顯或人際評量評量評量評量的導引的導引的導引的導引）））） 

    個案週遭重要人士（父母、朋友、同事、同學、老師、親朋好友等），

如何評量個案是否有施用毒品傾向或已經施用毒品。 

    評量重點如下： 

一、 物質濫用：如抽菸、飲酒、嚼檳榔等 

二、 經濟因素：開銷增加、經濟明顯變差 

三、 工作狀況：工作受影響 

四、 學業適應：學校依附低 

五、 休閒與生活形態：戶外活動明顯減少、晚睡 

六、 家庭依附：依附程度降低 

七、 偏差同儕：偏差同儕增加 

八、 生活事件 

九、 生理、心理狀況：食慾不振、體重減輕、睡眠障礙、感染傳染性疾

病、憂鬱傾向增加 

十、 評量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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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評量導引（外顯或人際評量的導引）的指標如下所述： 

建議評量人員 指標項目 依個案實際

狀況勾選 
家長 

教師 

雇主 

朋友 

同事 

香煙 ☐是  ☐否 √√√√ √√√√ √√√√ 

檳榔 ☐是  ☐否 √√√√ √√√√ √√√√ 

物質 

濫用

情形 喝酒 ☐是  ☐否 √√√√ √√√√ √√√√ 

開銷增加 ☐是  ☐否 √√√√ √√√√ √√√√ 經濟

因素 經濟明顯變差 ☐是  ☐否 √√√√ √√√√ √√√√ 

工作時間明顯變少 ☐是  ☐否 √√√√ √√√√ √√√√ 

經常換工作 ☐是  ☐否 √√√√ √√√√ √√√√ 
工作

狀況 
失業 ☐是  ☐否 √√√√ √√√√ √√√√ 

不喜歡唸書 ☐是  ☐否 √√√√ √√√√ √√√√ 

無法專心上課 ☐是  ☐否  √√√√  

對課業表現沒有信心或

成績明顯變差 

☐是  ☐否 √√√√ √√√√  

不喜歡上學 ☐是  ☐否 √√√√ √√√√ √√√√ 

遲交或不交作業情形 ☐是  ☐否  √√√√  

學業

適應 

蹺課或逃學 ☐是  ☐否 √√√√ √√√√ √√√√ 

外出活動明顯減少 ☐是  ☐否 √√√√  √√√√ 

生活作息日夜顛倒 ☐是  ☐否 √√√√  √√√√ 

夜間經常外出 ☐是  ☐否 √√√√   

休閒

與生

活形

態 參加宗教活動次數減少 ☐是  ☐否 √√√√   

一起拜訪親友次數減少 ☐是  ☐否 √√√√   

和家人討論未來規劃次

數變少 

☐是  ☐否 √√√√   

經常不知他和誰在一起 ☐是  ☐否 √√√√   

經常不知道他去那裡 ☐是  ☐否 √√√√   

不常和家人一起看電視

或活動 

☐是  ☐否 √√√√   

家庭

依附 

說謊次數增加 ☐是  ☐否 √√√√   

朋友中有人使用毒品 ☐是  ☐否 √√√√  √√√√ 偏差

同儕 朋友中有人有犯罪前科 ☐是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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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量人員 指標項目 依個案實際

狀況勾選 
家長 

教師 

雇主 

朋友 

同事 

與家人發生嚴重爭吵 ☐是  ☐否 √√√√   

好朋友發生重大意外事

故、疾病或過世 

☐是  ☐否 √√√√ √√√√ √√√√ 

離婚或與男女朋友分手 ☐是  ☐否 √√√√  √√√√ 

生活

事件 

家庭經濟面臨困難 ☐是  ☐否  √√√√ √√√√ 

胃口不佳，不想吃東西 ☐是  ☐否 √√√√  √√√√ 

好像說話比以前少了 ☐是  ☐否 √√√√ √√√√ √√√√ 

睡不著覺有睡眠障礙 ☐是  ☐否 √√√√  √√√√ 

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勁 ☐是  ☐否 √√√√ √√√√ √√√√ 

無法長時間專注一件事 ☐是  ☐否 √√√√ √√√√ √√√√ 

生理 

心理

狀況 

感染 B 肝或 HIV 等傳染

性疾病 

☐是  ☐否 √√√√  √√√√ 

 

 

評量總結：分為四個等級 

☐ 低度施用毒品傾向（略有偏差傾向需給予關懷） 

☐ 中度施用毒品傾向（偏差較明顯，可能有施用毒品傾向，需給予輔導） 

☐ 中高度施用毒品傾向（極有可能施用毒品，需高度持續追蹤關懷） 

☐ 確定施用毒品，需請求相關單位進行毒品施用評估（明顯有施用毒品

傾向，須專業人員進一步評估） 

 

評量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個案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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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評估導引評估導引評估導引評估導引（（（（對個案評估對個案評估對個案評估對個案評估，，，，包含內在特質和感受包含內在特質和感受包含內在特質和感受包含內在特質和感受）））） 

    經個案週遭重要人士評量發現個案有施用毒品的重要跡象（疑慮）

時，則個案應接受專業人士的進一步評估。 

  評估重點如下： 

一一一一、、、、個案過去歷史個案過去歷史個案過去歷史個案過去歷史與臨床檢查與臨床檢查與臨床檢查與臨床檢查 

（（（（一一一一））））確認個案主要的問題確認個案主要的問題確認個案主要的問題確認個案主要的問題焦焦焦焦點點點點（（（（由由由由個案或關係人陳述個案或關係人陳述個案或關係人陳述個案或關係人陳述，，，，評估人員填寫評估人員填寫評估人員填寫評估人員填寫）））） 

描述個案主要的訴求點 

 

 

 

 

 

 

 

（（（（二二二二））））求助的原因何在求助的原因何在求助的原因何在求助的原因何在（（（（由評估人員填寫由評估人員填寫由評估人員填寫由評估人員填寫）））） 

    確認個案求助的原因何在？諸如： 

項目 理由 

家人、親朋好友求助  

個案自發性求助  

個案想戒毒  

個案或親友尋找社會資源  

個案涉及司法案件  

其他單位轉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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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過去生活經驗過去生活經驗過去生活經驗過去生活經驗（（（（由個案或其關係人填寫由個案或其關係人填寫由個案或其關係人填寫由個案或其關係人填寫）））） 

1、、、、個人與個人與個人與個人與家庭生活狀況家庭生活狀況家庭生活狀況家庭生活狀況 

（1）您的性別是： □①男  □②女 

 

（2）您是民國       年       月出生 

 

（3）您目前婚姻狀況為： 

□①未婚單身  □②未婚同居  □③已婚  □④已婚分居或與他人同居  

□⑤離婚單身  □⑥離婚同居  □⑦喪偶  □⑧再婚                   

□⑨其他(請說明：            )  

（4）您目前有子女共            人   無子女請填無子女請填無子女請填無子女請填 0000      

（5）您最高的教育程度是： 

□①國小畢(肄)業              □②國(初)中畢(肄)業 

□③高中(職)畢(肄)業          □④專科畢(肄)業    

□⑤學院或大學畢(肄)業      □⑥研究所畢(肄)業(含以上) 

（6）與您共同居住的人有： 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①祖父母、父母       □②配偶、同居人        □③子女、孫子女 

□④兄弟姊妹           □⑤叔伯親戚            □⑥雇主或同事 

□⑦同性朋友           □⑧異性朋友            □⑨獨居 

□⑩其他(請說明：                    ) 

（7）您父母親目前的婚姻狀況如何？ 

□①健全    □②離婚、分居、再婚、同居   □③一方或雙方已經去世 

□④不清楚  □⑤其他(請說明：              ) 

（8）您在家中的經濟責任是： 單選單選單選單選  

□①無收入           □②收入單獨使用，且尚需家人金錢資助 

□③收入單獨使用，不負擔家庭經濟責任 

□④收入單獨使用，會給家人零用錢 

□⑤與配偶或家人一起負擔       □⑥家中經濟責任完全由您負擔 

（9）您的宗教信仰是： 

□①無宗教信仰  □②佛教、道教   □③基督教   

□④天主教      □⑤其他(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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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問題是有關您與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指父母、配偶、兄弟、姊妹或子女等) 的相處相處相處相處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請分別依照實際情況，在適當的答案中打「√」作答。 

 

 
經常 偶而 很少 從未 

我和家人一起觀賞電視節目
......... ......... ......... . ......... . ......... . .......

     

我和家人一起拜訪親戚或朋友
......... ......... . ......... . ......... . .........

     

當我不在家時，家人知道我和誰在一起
. ......... . ......... .

     

和家人在一起時，我仍然感到孤獨
. ......... . ......... . ......... . .

     

我會和家人討論自己未來的計畫
......... ......... . ......... . ......... . .

     

我的家人認為我會惹是生非
......... ......... ......... . ....... . ......... . .........

     

    

    

※※※※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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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香煙使用香煙使用香煙使用香煙、、、、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檳榔檳榔檳榔檳榔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您使用的頻率大約是 

 是 否  
第一次經 

驗在幾歲？ 
 

一天 

多次 

每天 

1 次 

兩、三

天 1 次 

一星

期 1 次 

每個月

1~2 次 

幾乎 

沒有 

您是否有抽煙抽煙抽煙抽煙的經驗       歲       

您是否有喝喝喝喝酒酒酒酒的經驗       歲       

您是否有嚼檳榔嚼檳榔嚼檳榔嚼檳榔的經驗   

答

是

請

續

答

→     歲 

 

請

續

答

→ 
      

 

3、、、、戒香煙戒香煙戒香煙戒香煙、、、、檳榔檳榔檳榔檳榔、、、、喝酒情形喝酒情形喝酒情形喝酒情形 

      戒除次數 

 是 否  
最近一次 

戒除年月 
 1 次 2 次 

3 次 

以上 
說明主要戒除理由 

您是否有戒煙戒煙戒煙戒煙的經驗     年  月     

您是否有戒酒戒酒戒酒戒酒的經驗     年  月     

您是否有戒檳榔戒檳榔戒檳榔戒檳榔的經驗   

答

是

請

續

答

→   年  月 

 

請

續

答

→ 
    

 

※※※※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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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瞭瞭瞭瞭解解解解 

以下是有關您對自己的看法或生活經驗，答案並無所謂的「對」

或「錯」，請依據您的感覺和實際情況，在適當的方格中打「√」

作答。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做事衝動，不會先停下來想一想
......... ......... ......... ......... ......... ......... ......... ......... ......... .......

     

(2) 一般而言，我寧可做勞力的活動而不是動腦筋的活動
......... ......... ......... 

     

(3) 我覺得自己活動的時候比思考或靜坐的感覺更好
......... ......... ......... ......... ........

     

(4) 我會關心眼前即將發生的事，比較少考慮以後才會發生的事
.........

     

(5) 當事情變複雜的時候，我通常會放棄或停止
......... ......... ......... ......... ......... ......... .

     

(6) 我喜歡外出活動勝過讀書或思考
.... .... .... .... .... .... .... ......... ......... ......... ......... ......... ......... ......... 

     

(7) 生活中一些簡單的事能帶給我許多樂趣
......... ......... ......... ......... ......... ......... ......... .........

     

 

想想看，在您的生活中，您是否有下列狀況，並就您的實

際情況，在適當的答案中打「√」作答。 

從
未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1) 原來不煩惱的事，開始使我感到煩惱     

(2) 我的胃口不佳，不想吃東西
......... ......... ......... ..... ........ ......... ..... ........ ......... .....

     

(3) 我不能集中精神做想要做的事
......... ......... ......... ........ ......... ..... ........ ......... .....

     

(4) 我感到洩氣
......... ......... ......... ......... ......... ......... ......... ......... ......... ..... ........ ......... ..... ........ ......... .....

     

(5) 我睡不著覺
......... ......... ......... ......... ......... ......... ......... ......... ......... ..... ........ ......... ..... ........ ......... .....

     

(6) 我感到很快樂
......... ......... ......... ......... ......... ......... ......... ......... ..... ........ ......... ..... ........ ......... .....

     

(7) 我好像說話比以前少了
......... ......... ......... ......... ..... ..... ........ ......... ..... ........ ......... .....

     

(8) 我覺得孤單
......... ......... ......... ......... ......... ......... ......... ......... ........ .... ........ ......... ..... ........ ......... .....

     

(9) 我覺得生活有意義
......... ......... ......... ......... ......... ......... ........ ........ ......... ..... ........ ......... .....

     

(10) 我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勁
......... ......... ......... ......... ......... ... ........ ......... ..... ........ ......... .....

     

※※※※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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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活適應生活適應生活適應生活適應 

下列問題是有關您過去的生活經驗，如果曾經發生過(家人是指父母、配偶、兄

弟、姊妹或子女等)，請在勾選「是」之後，繼續回答這件事對您的影響程度。  

是否發生  對您的影響程度 
 

是 否  極大 有些 輕微 沒有 

(1) 家庭經濟面臨困難(破產或失業)       

(2) 與家人發生嚴重爭吵
 
       

(3) 好朋友過世
 
       

(4) 好朋友發生重大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       

(5) 離婚
 
   

答

是

請

續

答

→     

(6) 與男(女)朋友分手
 
   …     

 

當您遭遇困難或有情緒困擾時，您會有什麼反應？ 
經常

如此 

有時

如此 

很少

如此 

從未

如此 

(1) 覺得自己為什麼這麼倒楣，運氣這麼差
........

     

(2) 希望奇蹟出現，能使事情好轉
........ ........ ........ ........ ......

     

(3) 告訴自己時間會改變一切
........ ........ ........ ........ ........ ........ .....

     

(4) 希望事情趕快過去
........ ........ ........ ........ ........ ........ ........ ........ ........ ...

     

(5) 責備自己惹出問題
........ ........ ........ ........ ........ ........ ........ ........

     

(6) 暫時拋開它
........ ........ ........ ........ ........ ........ ........ ........ ........ ........ ........ .

     

(7) 生悶氣、不理人
........ ........ ........ ........ ........ ........ ........ ........

     

(8) 試著忘掉整件事情
........ ........ ........ ........ ........ ........ ........ ........

     

※※※※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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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休閒與交友休閒與交友休閒與交友休閒與交友 

下列是一般人都可能有的經驗，請您回想您的生活經驗生活經驗生活經驗生活經驗，並就您的實際情況，在

適當的答案中打「√」作答。 

 
經

常 

偶

爾 

很

少 

從

未 

(1) 到 KTV、MTV、卡拉 OK、舞廳、撞球場、PUB 等場所     

(2) 晚上很晚才睡覺(或不睡覺)，白天睡覺     

(3) 戶外活動減少(郊遊、爬山、打球、健身等)      

 

下列問題是有關於與您經常往來的朋友經常往來的朋友經常往來的朋友經常往來的朋友相處的情形，請分別依照您的實際情況，

在適當的答案中打「√」作答。 

 
0 

人 

1

人 

2~3

人 

4~5

人 

6 人

以上 

(1) 朋友當中有幾人有犯罪前科？
........ ........

      

(2) 朋友中有幾人曾參加幫派？
........ ........ ......

      

(3) 朋友中有幾人曾使用一級毒品？
.......

  

(海洛因、鴉片、嗎啡、古柯鹼等) 
     

(4) 朋友中有幾人曾使用二級毒品？
..
 

.
 (安非他命、大麻、搖頭丸等) 

     

(5) 朋友中有幾人曾使用三、四級毒品 

(如 K 他命、一粒眠、FM2 等) 
     

 

※※※※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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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習與工作狀況學習與工作狀況學習與工作狀況學習與工作狀況 

下列問題是有關您在國中國中國中國中期間的在校生活情形生活情形生活情形生活情形，請依照實際的情況，在適當的方

格中打「√」回答。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未 

(1) 我覺得唸書是件無聊的事     

(2) 我不喜歡上學     

(3) 我有遲交或不交作業的情形     

(4) 我無法專心上課     

(5) 我對自己的課業表現沒有信心     

(6) 我曾有蹺課的經驗     

(7) 我曾有逃學、中輟或休學的經驗     

 

下列問題是有關您的工作經驗及工作情形，請依照實際的情況，在適當的方格中

打「√」回答。 
（1）您在的工作情形為何？ 

□①沒有工作                   □②工作不穩定(工作不曾超過六個月) 

□③工作穩定(從事最近這份工作約     年     月) 

（2）您在前一年內前一年內前一年內前一年內曾經換過幾次工作？ 

□①0 次       □②1 次       □③2 次         
□④3 次          □⑤4 次         □⑥5 次以上   □⑦沒有工作 

（3）您在做最久的工作是什麼行業？ 單選單選單選單選  

□①軍公教        □②農林漁牧         □③工              

□④商            □⑤服務業         □⑥退休            

□⑦無業或家管    □⑧學生            

□⑨其他(請說明工作名稱：           ) □⑩沒有工作 

（4）您在每個月的工作時間為： 

□①0 天  □②1~5 天  □③6~10 天  □④11~15 天  □⑤16 天以上 

（5）您在工作所得是否足夠應付日常生活開銷或花費？ 

 □①沒有工作  □②每月有剩餘  □③收支平衡  □④負債/借錢 

※※※※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專業人員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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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題由專業評估人員訪談後填寫以下問題由專業評估人員訪談後填寫以下問題由專業評估人員訪談後填寫以下問題由專業評估人員訪談後填寫 

（（（（四四四四））））家系圖家系圖家系圖家系圖（（（（如何繪製請參見附錄四如何繪製請參見附錄四如何繪製請參見附錄四如何繪製請參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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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初次施用毒品的行為初次施用毒品的行為初次施用毒品的行為初次施用毒品的行為  

                       內內內內   涵涵涵涵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請描述個案初次施用毒品的內涵請描述個案初次施用毒品的內涵請描述個案初次施用毒品的內涵請描述個案初次施用毒品的內涵 

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的的的的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吸食方法吸食方法吸食方法吸食方法  

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初次施用毒品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初次施用毒品後的初次施用毒品後的初次施用毒品後的初次施用毒品後的濫用歷史濫用歷史濫用歷史濫用歷史  

初次施用毒品的後果初次施用毒品的後果初次施用毒品的後果初次施用毒品的後果（（（（生理的生理的生理的生理的、、、、人際人際人際人際

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及職業的後果及職業的後果及職業的後果及職業的後果）））） 

 

初次施用毒品對於生活情境的影響初次施用毒品對於生活情境的影響初次施用毒品對於生活情境的影響初次施用毒品對於生活情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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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檢核個案過去是否有犯罪檢核個案過去是否有犯罪檢核個案過去是否有犯罪檢核個案過去是否有犯罪（（（（刑事刑事刑事刑事））））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檢核個案過去是否有犯罪（刑事）行為之紀錄，諸如賭博行為等。

在過去一個月內，個案有沒有從事任何犯罪活動？ 

 

           內涵內涵內涵內涵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犯罪活動情形犯罪活動情形犯罪活動情形犯罪活動情形 

暴力犯罪暴力犯罪暴力犯罪暴力犯罪 

毒品犯罪毒品犯罪毒品犯罪毒品犯罪 

經濟犯罪經濟犯罪經濟犯罪經濟犯罪 

無被害者犯罪無被害者犯罪無被害者犯罪無被害者犯罪 

性犯罪性犯罪性犯罪性犯罪 

財產犯罪財產犯罪財產犯罪財產犯罪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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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評估是否感染評估是否感染評估是否感染評估是否感染 HIV/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是否感染是否感染是否感染是否感染 HIV/愛滋病情形愛滋病情形愛滋病情形愛滋病情形 

是否使用針筒注射是否使用針筒注射是否使用針筒注射是否使用針筒注射 

 

 

 

是否共用注射用具是否共用注射用具是否共用注射用具是否共用注射用具 

 

 

 

如何消毒注射用如何消毒注射用如何消毒注射用如何消毒注射用具具具具 

 

 

 

如何回收或處理注射用具如何回收或處理注射用具如何回收或處理注射用具如何回收或處理注射用具 

 

 

 

對對對對 HIV 病毒病毒病毒病毒/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 

瞭瞭瞭瞭解的程度解的程度解的程度解的程度 

 

 

 

是否使用保險套是否使用保險套是否使用保險套是否使用保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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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過去就醫病歷過去就醫病歷過去就醫病歷過去就醫病歷（（（（歷史歷史歷史歷史））））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過去就醫病歷過去就醫病歷過去就醫病歷過去就醫病歷（（（（歷史歷史歷史歷史））））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身體疾病的種類身體疾病的種類身體疾病的種類身體疾病的種類 

（（（（如如如如：：：：B 型肝炎等型肝炎等型肝炎等型肝炎等）））） 

 

 

使用藥物治療的後遺症使用藥物治療的後遺症使用藥物治療的後遺症使用藥物治療的後遺症

（（（（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 

 

 

（（（（九九九九））））評估精神病歷評估精神病歷評估精神病歷評估精神病歷（（（（歷史歷史歷史歷史））））及過去處遇情形及過去處遇情形及過去處遇情形及過去處遇情形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評估精神病歷評估精神病歷評估精神病歷評估精神病歷（（（（歷史歷史歷史歷史））））及過及過及過及過

去處遇情形去處遇情形去處遇情形去處遇情形 

由於毒品引發的精神及行為障礙（諸如：毒品

中毒、毒品戒斷、譫妄、持續失智、持續失憶、

精神障礙(psychotic disorder)、情緒障礙、焦慮

障礙、性功能障礙及睡眠障礙等）1
 

 

 

與施用毒品同時共存的精神障礙（諸如：攻擊

型品行障礙(conduct disorder)、注意力/好動性

障礙、情感性精神障礙、焦慮性障礙、神經性

貪食症、精神分裂症、邊緣型人格障礙等）2
 

 

過去處遇精神疾病情形 
 

 

                                                
1譫妄係指：意識模糊、幻覺、錯覺、妄想、激動、失眠及自主神經過度活躍。精神障

礙的現象，包括：幻覺、幻聽、妄想、極度的情感(恐懼、狂喜)。情緒障礙係指出現抑

鬱徵狀。 
2其中的情感性精神障礙，又可以包括：抑鬱症、輕鬱症、雙極性(躁鬱症)障礙及輕度躁

鬱症。雙極性(躁鬱症)障礙及輕度躁鬱症兩者相似，均展現反反覆覆兩極性情緒，如狂

躁和抑鬱，但雙極性(躁鬱症)障礙較為嚴重，輕度躁鬱症較輕微。焦慮性障礙可以再細

分為：社交恐懼症、廣泛性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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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身心狀態檢查身心狀態檢查身心狀態檢查身心狀態檢查 

1、、、、簡略精神狀況檢查簡略精神狀況檢查簡略精神狀況檢查簡略精神狀況檢查 

（1）檢查外在肢體動作（搖擺、合作情形） 

（2）檢查言語談話 

（3）檢查意識清晰程度（當事人所供的資料是否有矛盾、不一致的情形） 

（4）檢查認知 

A.檢查方向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檢查記憶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檢查專注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檢查智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檢查知覺 

（6）檢查情感是否異常 

（7）檢查判斷能力 

2、、、、整體性健康狀況的檢查整體性健康狀況的檢查整體性健康狀況的檢查整體性健康狀況的檢查：：：：  

（1）檢查個案食慾不振，體重減輕情形如何？ 

（2）檢查個案睡眠障礙情形如何？ 

（3）檢查個案身體外表健康情形如何？  

（4）檢查眼睛健康情形如何？ 

（5）檢查鼻子健康情形如何？ 

（6）檢查皮膚健康情形如何？ 

（7）檢查手臂健康情形如何？ 

（8）檢查口腔健康情形如何？ 

（9）檢查神經肌肉健康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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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施用毒品檢驗結果的評估施用毒品檢驗結果的評估施用毒品檢驗結果的評估施用毒品檢驗結果的評估：：：：尿液或毛髮檢驗尿液或毛髮檢驗尿液或毛髮檢驗尿液或毛髮檢驗 

 

 評估施用毒品檢驗的結果（Drug testing results），係為陽性或陰性反應。 

 

□  陽性反應（表示曾施用毒品）  

 

       □  陰性反應（表示未曾施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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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評估評估評估評估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一一一一））））個案過去是否有不良的歷史個案過去是否有不良的歷史個案過去是否有不良的歷史個案過去是否有不良的歷史 

個案過去是否有不良的歷史（（（（□□□□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參考指標 確認個案主要的問題點 

求助的原因何在 

過去使用香煙、檳榔、喝酒情形   

過去戒香煙、檳榔、喝酒情形 

個案初次施用毒品的行為 

檢核個案過去是否有犯罪（刑事）紀錄 

家庭背景（繪製家系圖） 

教育程度 

經濟狀況 

家庭關係 

工作、學習情形 

評估是否感染 HIV/愛滋病 

過去就醫病歷（歷史）情形 

 

 

（（（（二二二二））））個案過去是否有精神疾病的歷史個案過去是否有精神疾病的歷史個案過去是否有精神疾病的歷史個案過去是否有精神疾病的歷史 

個案過去是否有精神疾病的歷史（（（（□□□□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參考指標 評估精神病歷（歷史）及過去處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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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個案社會關係是否不佳個案社會關係是否不佳個案社會關係是否不佳個案社會關係是否不佳 

個案社會關係是否不佳（（（（□□□□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參考指標 家庭依附 

偏差同儕 

工作/學業適應 

休閒與生活形態 

低自我控制傾向 

情緒適應 

 

（（（（四四四四））））個案身心狀態是否不佳個案身心狀態是否不佳個案身心狀態是否不佳個案身心狀態是否不佳 

個案身心狀態是否不佳（（（（□□□□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參考指標 簡略精神狀況檢查 

整體性健康狀況的檢查 

 

（（（（五五五五））））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施用毒品檢驗結果是否為陽性施用毒品檢驗結果是否為陽性施用毒品檢驗結果是否為陽性施用毒品檢驗結果是否為陽性 

施用毒品檢驗結果是否為陽性（（（（□□□□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參考指標 施用毒品檢驗結果的評估報告書 

 

（（（（六六六六））））評估評估評估評估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依前揭依前揭依前揭依前揭各項評估各項評估各項評估各項評估指標指標指標指標，，，，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評估評估評估評估結果結果結果結果為為為為：：：：    

                                            □  □  □  □  曾施用毒品曾施用毒品曾施用毒品曾施用毒品    

                                            □  □  □  □  未曾施用毒品未曾施用毒品未曾施用毒品未曾施用毒品 

※※※※個案若曾施用毒品個案若曾施用毒品個案若曾施用毒品個案若曾施用毒品，，，，進一步的毒品處遇進一步的毒品處遇進一步的毒品處遇進一步的毒品處遇治療計劃治療計劃治療計劃治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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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多向量風險評估的剖繪多向量風險評估的剖繪多向量風險評估的剖繪多向量風險評估的剖繪（（（（Multidimensional Risk Profile）））） 

    有關多向量風險的評估，主要目的在協助相關評估人員對新犯毒品施

用者所存在風險進行質化的剖繪，主要項目如下所述。 

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多向量風險項目多向量風險項目多向量風險項目多向量風險項目 

多向量風險嚴重程度多向量風險嚴重程度多向量風險嚴重程度多向量風險嚴重程度 

評估結果的描述評估結果的描述評估結果的描述評估結果的描述 

急性中毒以及/或潛在的戒斷：如過去嚴重的

歷史、威脅生命的戒斷、目前擁有相似的戒斷

徵兆 

 

生物醫療情形與併發症：如任何目前存在哪些

嚴重的健康問題 

 

情緒（感）/行為/認知的情形：如對於當事人/

他人具有迫切傷害的危險行為、無法處理本身

日常生活居家的事務或具有急迫性的危險 

 

當事人接受戒毒意願：如前後矛盾，或者覺得

毒品戒治處遇不需要、被脅迫、被強制命令要

求、被要求進行評估 

 

復發/持續施用毒品/持續存在的潛在問題：如

目前受到毒品的影響情形、持續施用毒品或有

迫切危險性的問題 

 

復原的環境：如對於當事人的安全有立即性

（直接）的威脅、醫療系統與社會關係的支持 

 

評估人員簽章： 

日期：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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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毒品使用篩檢量表毒品使用篩檢量表毒品使用篩檢量表毒品使用篩檢量表 

青少年藥物(毒品)使用篩檢量表完整版3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你經常沒什麼胃口 □ □ 

你的體重明顯地下降 □ □ 

雖然沒有重大生活事件發生，但你整個人的態度和觀點明顯地變得和

過去不一樣 

□ □ 

你常常行蹤神秘，鬼鬼祟祟的 □ □ 

你常缺錢，但別人看不出錢是怎麼花掉的 □ □ 

你常常說謊 □ □ 

你常常向別人借錢，卻很少還錢 □ □ 

你常常偷東西、賣東西、或家中東西開始莫名其妙失蹤 □ □ 

你幾乎整天在外，很少回父母的家 □ □ 

不論時間長或短，怎樣你都不想出門 □ □ 

你常常花很多時間在臥室或浴室 □ □ 

你對過去做的工作或休閒活動，變得不感興趣 □ □ 

你變得容易突然發脾氣、態度惡劣、甚至與人發生爭執 □ □ 

你去喜歡去的場所(如 PUB)，現在變得一點也不想再去 □ □ 

你的前排牙齒(門牙)有咖啡色污漬 □ □ 

父母最近是否對你失去信任，好像老是要詢問你的行蹤 □ □ 

唸書的時候，你平均一個禮拜至少蹺一堂課，好讓你跟你的朋友一起

去找樂子 

□ □ 

唸書的時候，老師或學校行政人員曾讓你很生氣，以致於你曾對他們

大吼大叫或威脅要傷害他們 

□ □ 

你曾經使用煙草製品（例如香菸或鼻煙） □ □ 

你曾經因為某些原因而被退學 □ □ 

唸書的時候，你有一個學期學業成績至少有兩科不及格 □ □ 

唸書的時候，父母親曾經因為發現你喝酒或使用非法藥物而找你麻煩 □ □ 

你至少有兩個最要好的朋友都與他人發生過性關係 □ □ 

                                                
3柯慧貞，毒品使用篩檢量表之編製與信效度分析，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執行機構：

國立成功大學，2005 年 10 月。 

柯慧貞，校園毒品使用之三級預防-----誰易用？在什麼情境用？為何用？

http://140.111.1.169/mildata/white/0950504_AntiDrugs_4.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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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大部分你的好朋友經常在舞會或聚會開始沒多久，就已經喝超過四瓶

啤酒 

□ □ 

有時候即使朋友已經喝很多，或因用藥呈現亢奮的狀態，你還是會乘

坐他所駕駛的車？或你自己已經喝太多或亢奮時，仍會開車 

□ □ 

在取得沒有困難的情況下，你的好朋友會使用不同種類的藥物 □ □ 

通常在舞會或聚會結束之後，有時候你會使用眼藥水把紅眼消除 □ □ 

你曾經讓你保守的朋友因第一次用藥或喝酒，而變得亢奮 □ □ 

當你參加舞會或聚會時，現場如果沒有提供酒，你會覺得無聊或不自

在 

□ □ 

你曾經因為喝酒或用藥，而出現暴力行為或與他人發生肢體衝突 □ □ 

你曾經因為打架或做了不想讓你父母知道的事而翹家，在外過夜一、

兩天 

□ □ 

酒精、大麻或藥物對你而言是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你發洩憤怒的

情緒 

□ □ 

酒精、大麻或藥物對你而言是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忘掉某些問

題 

□ □ 

酒精、大麻或藥物對你是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克服憂鬱 □ □ 

你或你的朋友發現你必須使用比過去還多的酒精或藥物、或使用較多

次數，或必須改用較強的藥物，才能得到和以前使用後同樣效果 

□ □ 

你的朋友、父母、老師或心理師曾認為你有飲酒或藥物方面問題 □ □ 

你內心經常感到情緒低落或沮喪，很難有事情會讓你快樂 □ □ 

你曾經想要在什麼時候自殺，或用什麼方式自殺 □ □ 

你這一學年成績約在全班的後 40％ □ □ 

你每個月支出超過 8,000 元 □ □ 

當你心情煩悶、壓力大時，會想要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他命、FM2、海洛因等） 

□ □ 

身邊有人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他命、FM2、

海洛因等）時，你也會想跟著用 

□ □ 

參加舞會或是想要輕鬆一下時，你會想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

K 他命、安非他命、FM2、海洛因等） 

□ □ 

你會想到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他命、FM2、

海洛因等）的好處 

□ □ 

你知道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他命、FM2、海

洛因等）有很多壞處 

□ □ 

你常在啤酒屋、酒吧、pub、夜店、電動玩具店進出或打工 □ □ 

你時常與同學及家人起爭執 □ □ 



26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有些人覺得你自私又自我中心 □ □ 

只要你做出承諾，總能貫徹到底 □ □ 

你是個有效率且總是能完成工作的人 □ □ 

你做事比較衝動、少事先規劃；而說話常不經思考 □ □ 

你曾經接觸過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他命、FM2、

海洛因等） 

□ □ 

最近你的胃口變差，體重減輕 □ □ 

你知道哪些地方或管道可以取得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

安非他命、FM2、海洛因等） 

□ □ 

周遭朋友並不反對你去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

他命、FM2、海洛因等） 

□ □ 

你的家人並不反對你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他

命、FM2、海洛因等） 

□ □ 

你朋友曾使用過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他命、FM2、

海洛因等） 

□ □ 

你的家人曾經有人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他命、

FM2、海洛因等） 

□ □ 

過去一年你有時會想要嘗試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

安非他命、FM2、海洛因等） 

□ □ 

未來一年你會想要嘗試使用藥物（如搖頭丸、或大麻、K 他命、安非

他命、FM2、海洛因等） 

□ □ 

你曾經有一段時間常抽煙 □ □ 

過去一個月你常喝酒 □ □ 

你的家人經常意見不合，甚至互相批評指責 □ □ 

註：完整版毒品使用篩檢量表篩選分數之準確率----篩選分數達 6 分，準確度為 0.657，

達 7 分，準確度為 0.713，達 8 分，準確度為 0.768，達 9 分，準確度為 0.792，達 10 分，

準確度為 0.817，達 11 分，準確度為 0.841，達 12 分，準確度為 0.844，達 13 分，準確

度為 0.869，達 14 分，準確度為 0.875，達 15 分，準確度為 0.865，達 16 分，準確度為

0.848，達 17 分，準確度為 0.851，達 18 分，準確度為 0.844，達 19 分，準確度為 0.837，

達 20 分，準確度為 0.827。完整版最佳篩選分數係為完整版最佳篩選分數係為完整版最佳篩選分數係為完整版最佳篩選分數係為 13 分分分分，，，，準確率準確率準確率準確率＝＝＝＝.869。。。。以上資料，

轉引自：柯慧貞，毒品使用篩檢量表之編製與信效度分析，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執行

機構：國立成功大學，20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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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精神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四版精神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四版精神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四版精神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 

物質濫用及物質依賴診斷標準物質濫用及物質依賴診斷標準物質濫用及物質依賴診斷標準物質濫用及物質依賴診斷標準 

(I) DSM-IV 的物質濫用診斷標準的物質濫用診斷標準的物質濫用診斷標準的物質濫用診斷標準 

A. 不恰當地應用某種物質以致臨床上出現明顯的痛苦煩惱或功能缺損，表現為

下列一項以上，出現於12 個月之內： 

1. 由於多次應用某種物質而導致工作、學業或家庭的失責或失敗(例如，由於物

質應用而多次曠職或工作表現差；由於物質使用/濫用而曠課、停學或被除名；

忽視子女或家務)。 

2. 在對軀體健康有危險可能的場合多次應用某種物質(例如，在使用/濫用物質而

功能有缺損時駕駛汽車或操作機器)。 

3. 多次發生與使用某種物質導致有關的法律問題(例如，因使用/濫用某種物質後

品行不端而被拘捕)。 

4. 儘管由於某種物質的效應而導致或加重了一些持續的或多次發生的社交或人

際關係問題，仍然繼續應用此物質(例如，與配偶為酗酒的後果爭吵，甚至打

架)。 

B. 症狀不符合該物質的依賴性標準。 

 

(II) DSM-IV 的物質依賴診斷標準的物質依賴診斷標準的物質依賴診斷標準的物質依賴診斷標準 

    物質依賴指的是，難以制止地應用某種藥物以致臨床上產生明顯的痛苦與煩

惱或功能缺損，且表現為下列三項或以上的表現，出現於12 個月時期內的任何

時候： 

1. 出現耐受性。指的是產生以下二種情況之一： 

a. 需要明顯增加劑量才能達到所需效應。 

b. 若繼續使用原有劑量，效應會明顯減低。 

2. 戒斷表現為以下二者之一： 

a. 有特徵性的該物質戒斷症狀(參閱該種物質的戒斷標準)。 

b. 用同一(或近似)物質，能緩解或避免戒斷症狀。 

3. 該物質往往被攝入較大劑量，或在應該使用的時期之外作更長時期的使用/濫

用。 

4. 長期以來有戒掉或控制使用該物質的慾望，或曾有戒除失敗的經驗。 

5. 需花費很多時間來獲得該物質(例如，請多個醫生處方或長途跋涉)、使用某種

物質、或從其藥物效應中恢復過來。 

6. 由於使用/濫用該物質，放棄或減少了不少重要的社交、職業、或娛樂活動。 

7. 儘管認識到不少持久或反覆發生的軀體或生理問題，都是該物質所引起或加

重的後果，但仍繼續用它(例如，儘管認識到可卡因會誘發抑鬱，仍使用/濫用

可卡因；儘管認知到飲酒會使胃潰瘍惡化，仍繼續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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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台灣地區常被施用毒品的種類及其負面影響台灣地區常被施用毒品的種類及其負面影響台灣地區常被施用毒品的種類及其負面影響台灣地區常被施用毒品的種類及其負面影響 

    台灣地區常被施用毒品的種類，根據法務部（2009 年）調查顯示，初次施

用毒品種類順序：以安非他命最多，其次為海洛因、搖頭丸、K 他命。常被施用

毒品的負面影響如下所述： 

（（（（一一一一）））） （（（（甲基甲基甲基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安非他命 

  甲基安非他命是安非他命的一種衍生物，二者均屬中樞神經興奮劑，使用者

於初用時會有提神、振奮、欣快感、自信、滿足感等效果，但多次使用後，前述

感覺會逐漸縮短或消失，不用時會感覺無力、沮喪、情緒低落而致使用量及頻次

日漸增加。 

 長期使用會造成如妄想型精神分裂症之安非他命精神病，症狀包括猜忌、多

疑、妄想、情緒不穩、易怒、視幻覺、聽幻覺、觸幻覺、強迫或重覆性的行為及

睡眠障礙等，也常伴有自殘、暴力攻擊行為等。 

 成癮後一旦停止吸食，便會產生戒斷症狀，包括疲倦、沮喪、焦慮、易怒、

全身無力，嚴重者甚至出現自殺或暴力攻擊行為4。 

 

（（（（二二二二）））） 海洛因海洛因海洛因海洛因 

    將罌粟未成熟之蒴果以刀劃開，所流出之乳汁經凝固後即得鴉片，經抽提可

得嗎啡及可待因成分。配西汀為人工合成的嗎啡類似物，其作用與嗎啡類似。海

洛因之學名為二乙醯嗎啡，是由嗎啡與無水醋酸加熱反應製得。戒斷症狀包括渴

藥、不安、打呵欠、流淚、流鼻水、盜汗、失眠、厭食、腹瀉等症狀，約經七至

十天症狀會漸趨緩和。海洛因之成癮性更強，許多國家皆已列為禁止醫療使用，

濫用者多以靜脈注射，其中因共用針頭所衍生病毒性肝炎、愛滋病、靜脈炎及細

菌性感染又成為防疫工作的重點。 

 

                                                
4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http://www.nbcd.gov.tw/home/dep/subpage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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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洛因之藥理作用和嗎啡相似，但毒性卻比嗎啡強十倍，且成癮性大（連續

服用一個星期即可成癮）。服用後作用快速，有飄飄若仙的愉快感。當個體耐藥

性逐漸加大時，不僅不易根治，同時也容易促使個體為支持自己毒癮之所需，而

從事犯罪行為5。 

 

（（（（三三三三）））） 搖頭丸搖頭丸搖頭丸搖頭丸 

快樂丸 （MDMA,3,4-Methylenedioxymethamphetamine）-----ＭＤＭＡ在國

際間屬於第一級毒品，完全沒有藥用價值，之所以被時下青少年濫用，乃因其服

用後會使人更放得開，且保持精神亢奮的狀態。因此年輕夜貓族，特別喜歡使用

ＭＤＭＡ來達到「狂喜」的感受，造成舞廳、PUB 等聲色熱鬧場所之男女濫用

情形。殊不知在此種擁擠、高溫度、高分貝音量，或是劇烈跳舞環境中濫用ＭＤ

ＭＡ，會強化毒性對服用者的危害。 

    MDMA 是一種結構類似安非他命之中樞神經興奮劑，俗稱忘我、亞當、狂

喜、快樂丸、搖頭丸。常見的包括白色藥片，紅色（白色）膠囊或粉末形式。口

服後會有愉悅、多話、情緒及活動力亢進的行為特徵。服用後約二十分鐘至一小

時會產生作用，濫用效果約可持續數小時。濫用者若在擁擠、高溫的空間下狂歡

勁舞，常會因運動過度導致缺水，產生體溫過高、痙攣，甚至併發肌肉損傷、凝

血障礙及急性腎衰竭而導致死亡。服用後在興奮之餘，還會產生食慾不振、牙關

緊閉、肌痛、噁心、運動失調、盜汗、心悸、倦怠及失眠等症狀。 

 長期使用除會產生心理依賴，強迫使用外，還會造成神經系統長期傷害，產

生如情緒不穩、視幻覺、記憶減退、抑鬱、失眠及妄想等症狀。由於 MDMA 無

醫療用途，全由非法途逕取得，其中亦可能混含有害雜質；又因會減弱自我控制

能力，加上易產生不會受到傷害的幻覺，服用者可能會對自身行為安全掉以輕

心，而造成意外傷害6。  

                                                
5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http://www.nbcd.gov.tw/home/dep/subpage1.html。 
6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http://www.nbcd.gov.tw/home/dep/subpage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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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K 他命他命他命他命 

 K 他命（Ketamine）俗稱 K 仔、Special K 或 K，與 PCP（Phencycline）同

屬芳基環己胺類結構，是用於人或動物麻醉之一種速效、全身性麻醉劑，常用於

診斷或不需肌肉鬆弛之手術，尤其適合用於短時間之小手術或全身麻醉時誘導之

用。較常見之副作用為心跳脈搏過速、血壓上升、震顫、肌肉緊張而呈僵直性、

陣攣性運動等，部分病人在恢復期會出現不愉快的夢、意識模糊、幻覺、無理行

為及胡言亂語，發生率約 12％。 

       K 他命以口服、鼻吸、煙吸及注射等方式施用藥效約可維持一小時，但影響

吸食者感覺、協調及判斷力則可長達 16 至 24 小時，並可產生噁心、嘔吐、複視、

視覺模糊、影像扭曲、暫發性失憶及身體失去平衡等症狀。由於它也可使人產生

無助、對環境知覺喪失，並伴隨著嚴重的協調性喪失及對疼痛感知降低，此種情

況往往令服食者處於極度危險狀態。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依賴性，造成

強迫性使用，停藥後雖不會產生戒斷症狀，但不易戒除。由於 Ketamine 近年來

在美國遭嚴重濫用，美國已於 1999 年 8 月 12 日將之列入第三級管制物質管理7。 

 

 

 

                                                
7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http://www.nbcd.gov.tw/home/dep/subpage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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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如何繪製家系圖如何繪製家系圖如何繪製家系圖如何繪製家系圖（（（（Family Tree）））） 

  

女生圓形 

男生方形 

案主本身以塗色表示 

若已死亡則在符號內打叉 

 一家人以連線方式代表 

父母之間以橫線相連 

父母連線下為其所生之子女 

案主本身以塗色表示 

 
 

【家系圖範例】 

 

 

 

 

 

 

 

 

圖形上方為父母，母親已去世（圓形打叉），父母生了三個小孩（兩

男一女），案主本身為女生（圓形塗色），大哥（圖形下方左方型）已

婚，育雙胞胎兩女；二哥（圖形下方中間方型）已婚，育有一男；個

案本身（圖形下方右圓型）與一男同居（虛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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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台灣地區尿液檢驗資料台灣地區尿液檢驗資料台灣地區尿液檢驗資料台灣地區尿液檢驗資料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尿液檢驗結果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尿液檢驗結果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尿液檢驗結果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尿液檢驗結果報告告告告 
檢體採取日期： 

檢體編號：A 

檢驗種類：篩檢 

檢驗項目：安非他命類、鴉片類 

上列檢體經快速免疫層析法檢驗結果如下： 

檢驗項目 陽性 陰性 

安非他命類   

鴉片類   

MET：甲基安非他命  (沒有線表示陽性反應，有線表示陰性反應) 

MOP：嗎啡          (沒有線表示陽性反應，有線表示陰性反應)               

C：檢測控制線       (沒有線表示試劑過期或失效，有線表示正常) 

檢驗結果影像記錄黏貼處 

     

受檢驗者簽名：            身分證字號：                

 

茲具結：採取尿液之後，己依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甲基安非他命&嗎啡快速

檢驗試劑採尿、驗尿標準流程，為公正、誠實之檢驗、判定。 

 

檢驗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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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六六六六、、、、台灣地區毒品戒治醫療機構台灣地區毒品戒治醫療機構台灣地區毒品戒治醫療機構台灣地區毒品戒治醫療機構 

◆◆◆◆法務部所屬戒治所法務部所屬戒治所法務部所屬戒治所法務部所屬戒治所 

名稱 機構地址 連絡電話 

新店戒治所 新店市莒光路 42 號 (02) 86666432 

台中戒治所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3 號 (04) 23803642 

高雄戒治所 高雄縣燕巢鄉正德新村 5 號 (07) 6154059 

台東戒治所 台東縣鹿野鄉瑞豐村永嶺路 270 號 (089) 581014 

 

◆◆◆◆行政院衛生署指定辦理藥癮治療業務醫療機構行政院衛生署指定辦理藥癮治療業務醫療機構行政院衛生署指定辦理藥癮治療業務醫療機構行政院衛生署指定辦理藥癮治療業務醫療機構 

□診 門診   □院 住院    

縣市別 機構名稱 
服務

項目 
機構地址 連絡電話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松松松

德院區德院區德院區德院區) 
□診 □院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9 號 2 樓 

02-27263141 

轉 1209、1215 

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 □診 □院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2 段 325 號 

精神醫學大樓 

02-87923311

轉 17391 

02-87927220 

國軍北投醫院國軍北投醫院國軍北投醫院國軍北投醫院 □診 □院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

60 號 

02-28935865 

02-28959808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

院內湖分院院內湖分院院內湖分院院內湖分院 
□診 □院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2 段 360 號 

02-27935888

轉 8013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

院院院院 
□診 □院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02-28094661 

博仁綜合醫院博仁綜合醫院博仁綜合醫院博仁綜合醫院 □診 □院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

路 66 號 

02-25786677

轉 2726 

培靈醫院培靈醫院培靈醫院培靈醫院 □診 □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4 段 355 號 

02-27606116

轉 21 

台北市 

松山醫院松山醫院松山醫院松山醫院 □診 □院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

路 5 段 324 號 
02-27616534 

羅東博愛醫院羅東博愛醫院羅東博愛醫院羅東博愛醫院 □診  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03-9543131 

 

行政院衛生署宜蘭醫行政院衛生署宜蘭醫行政院衛生署宜蘭醫行政院衛生署宜蘭醫

院院院院 

□診  宜蘭市新民路 152 號 
03-9325192 

轉 1560 

員山榮民醫院員山榮民醫院員山榮民醫院員山榮民醫院 □診  
員山箱內城村榮光路

386 號 
03-9222141 

宜蘭縣 

蘇澳榮民醫院蘇澳榮民醫院蘇澳榮民醫院蘇澳榮民醫院 □診 □院  
蘇澳鎮蘇濱路 1 段 301

號 
03-99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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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聖母醫院羅東聖母醫院羅東聖母醫院羅東聖母醫院 □診  
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

號 

03-9544106 

轉 5263 

海天醫院海天醫院海天醫院海天醫院 □診  壯圍鄉古亭路 23-9 號 03-9308010 

佛教普門醫院慢性病佛教普門醫院慢性病佛教普門醫院慢性病佛教普門醫院慢性病

分院醫院分院醫院分院醫院分院醫院 
□診  

員山鄉深溝村尚深路

91 號 
03-9220292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

院院院院 
□診  基隆市信二路 268 號 

02-24292525

轉 9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

院基隆分院院基隆分院院基隆分院院基隆分院 
□診 □院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02-24313131

轉 3150 

基隆市 

南南南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光神經精神科醫院光神經精神科醫院光神經精神科醫院 □診 □院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

路 91 號 
02-24310082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診  

臺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2 號 

02-22193391

轉 66908 

恩主公醫院恩主公醫院恩主公醫院恩主公醫院 □診  
臺北縣三峽鎮復興路

399 號 

02-26723456

轉 1744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

院院院院 
□診  

臺北縣新莊市思源路

127 號 

02-22765576

轉 1801 

財團法財團法財團法財團法人基督教長老人基督教長老人基督教長老人基督教長老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診  

台北縣淡水鎮民生路

45 號 

02-25433535

轉 2473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

院行政院衛生署八里院行政院衛生署八里院行政院衛生署八里院行政院衛生署八里

療養院療養院療養院療養院 

□診 □院  
臺北縣八里鄉華富山

33 號 

02-26101660

轉 1010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台北仁濟醫院附設仁台北仁濟醫院附設仁台北仁濟醫院附設仁台北仁濟醫院附設仁

濟療養院新莊分院濟療養院新莊分院濟療養院新莊分院濟療養院新莊分院 

□診  
臺北縣新莊市瓊林路

100 巷 27 號 

02-22015222

轉 100 

台北縣 

臺北縣立醫院臺北縣立醫院臺北縣立醫院臺北縣立醫院 □診  

241 台北縣三重市中

山路 2 號 

220 台北縣板橋市英

士路 198 號 

02-29829111

轉 8901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

養院養院養院養院 
□診 □院  桃園市龍壽街 71 號 

03-3698553 

轉 2010 

長庚醫院林口總院長庚醫院林口總院長庚醫院林口總院長庚醫院林口總院 

暨新國民綜合醫院暨新國民綜合醫院暨新國民綜合醫院暨新國民綜合醫院 
□診  中壢市復興路 152 號 

03-3281200 

03-4225180 

轉 105 

桃園縣 

國軍桃園總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 

 
□診  

桃園縣龍潭鄉中興路

168 號 

03-47995955

轉 32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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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桃園行政院衛生署桃園行政院衛生署桃園行政院衛生署桃園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診  
桃園市中山路 1492 號 

03-3699721 

轉 2465 

壢新醫院壢新醫院壢新醫院壢新醫院 □診  
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

77 號 

03-4941234 

轉 2319 

桃園榮民醫院桃園榮民醫院桃園榮民醫院桃園榮民醫院 □診 □院  
桃園市成功路三段

100 號 

03-3384889 

轉 3888 

居善醫院居善醫院居善醫院居善醫院 □診  

桃園縣大園鄉南港村

4 鄰許厝港 103 號之 40

號 

03-3866511 

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診  桃園市建新街 123 號 03-3612141 

竹東榮民醫院竹東榮民醫院竹東榮民醫院竹東榮民醫院 □診 □院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

一段 81 號 
03-6106232 

湖口仁慈醫院湖口仁慈醫院湖口仁慈醫院湖口仁慈醫院 □診 □院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

29 號 

03-5993500 

轉 6302 

新竹縣 

天主教聖母診所天主教聖母診所天主教聖母診所天主教聖母診所 □診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

25 號 

03-5993500 

轉 2352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

院院院院 
□診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442 巷 25 號(新竹醫院

精神科) 

03-5326151 

轉 270 

新竹市 

新中興醫院新中興醫院新中興醫院新中興醫院 □診  新竹市興南路 43 號 03-5213163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

院院院院 
□診 □院  

苗栗縣頭份鎮信義路

128 號 

037-676811 

轉 500、501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

院院院院 
□診 □院  苗栗市為公路 747 號 

037-261920 

轉 1390、

15901186 

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南勢分大千綜合醫院南勢分大千綜合醫院南勢分大千綜合醫院南勢分

院院院院 
□診  

苗栗縣苗栗市南勢里

南勢 52 號 

037-369936 

轉 216 

0917798585 

 

臺中榮民總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 

 

□診 □院  
臺中市中港路三段

160 號 
04-2461962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院院院 
□診 □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04-22052121

轉 1074 

台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

健醫院健醫院健醫院健醫院 
□診 □院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路

3 段 1142 號 

04-22393855

轉 8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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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

院院院院 
□診  

臺中市三民路一段

199 號 

04-22294411

轉 2850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

臺中仁愛之家附設靜臺中仁愛之家附設靜臺中仁愛之家附設靜臺中仁愛之家附設靜

和醫院和醫院和醫院和醫院 

□診  
臺中市西區吉龍里南

屯路一段 156 號 

04-23711129

轉 69 

澄清醫院平等院區澄清醫院平等院區澄清醫院平等院區澄清醫院平等院區 □診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

139 號 

04-24632000

轉 6372 

宏恩宏恩宏恩宏恩醫院龍安分院醫院龍安分院醫院龍安分院醫院龍安分院 □診 □院  
臺中市南區德富路

145 巷 2 號 

04-37017188

轉 102 

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

院區院區院區院區 
□診  臺中市忠明路 500 號 04-22027320 

陽光精神科醫院陽光精神科醫院陽光精神科醫院陽光精神科醫院 □診 □院  
台中縣清水鎮吳厝里

東山路 68-1 號 

04-26202949

轉 13 

童綜合醫院童綜合醫院童綜合醫院童綜合醫院 □診 □院  
台中縣沙鹿鎮成功西

街 8 號 

04-26626161

轉 715 

光田綜合醫院大甲分光田綜合醫院大甲分光田綜合醫院大甲分光田綜合醫院大甲分

院院院院 
□診 □院  

台中縣大甲鎮經國路

321 號 
04-26885599 

光田綜合醫院光田綜合醫院光田綜合醫院光田綜合醫院 □診 □院  
台中縣沙鹿鎮沙田路

117 號 

04-26625511

轉 2001 

國軍台中總醫院國軍台中總醫院國軍台中總醫院國軍台中總醫院 □診  
台中縣太平市中山路

2 段 348 號 

04-23926626

轉 52548 

04-23934191 

台中縣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

院院院院 
□診  

台中縣豐原市安康路

100 號 

04-25271180

轉 1138 

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

養院養院養院養院 
□診 □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

161 號 

049-2550800 

轉 2733、3821 

埔里榮民醫院埔里榮民醫院埔里榮民醫院埔里榮民醫院 □診 □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

1 號 

049-2990833

轉 1903 

南投縣 

埔里基督教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 □診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

1 號 

049-2912151

轉 2781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診 □院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04-7238595 

轉 7171 

秀傳紀念醫院秀傳紀念醫院秀傳紀念醫院秀傳紀念醫院 □診 □院  
彰化縣中山路一段

542 號 
04-7256166 

彰化縣 

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

院院院院 
□診 □院  

彰化縣埔心鄉舊管村

中正路二段 80 號 

04-8298686 

轉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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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

念醫院念醫院念醫院念醫院 
□診 □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

6 號 
04-781388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斗六分院斗六分院斗六分院斗六分院）））） 

□診 □院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79 號 
05-5323911 

靜萱療養院靜萱療養院靜萱療養院靜萱療養院 □診 □院  
雲林縣斗六市江厝里

瓦厝路 159 號 
05-5223788 

天主教若瑟醫院天主教若瑟醫院天主教若瑟醫院天主教若瑟醫院 □診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

74 號 
05-6337333 

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北港附北港附北港附

設醫院設醫院設醫院設醫院 
□診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

新德路 123 號 

05-7837901 

轉 1137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

院嘉義分院院嘉義分院院嘉義分院院嘉義分院 
□診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

西段 6 號 
05-3621000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

合醫院大林分院合醫院大林分院合醫院大林分院合醫院大林分院 
□診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 號 

05-2648000 

轉 5016 

嘉義縣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灣橋榮兵輔導委員會灣橋榮兵輔導委員會灣橋榮兵輔導委員會灣橋榮

民醫院民醫院民醫院民醫院 

□診 □院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

石麻園 38 號 
05-2791072 

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

院院院院 
□診  嘉義市北港路 312 號 

05-2319090 

轉 15555 

嘉義榮民醫院嘉義榮民醫院嘉義榮民醫院嘉義榮民醫院 □診 □院  
嘉義市世賢路二段

600 號 
05-2359630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診 □院  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05-2765041 

嘉義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

爾定醫院爾定醫院爾定醫院爾定醫院 
□診 □院  

嘉義市大雅路 2 段 565

號 
05-2780040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

養院養院養院養院 
□診 □院  

台南縣仁德鄉中山路

870 巷 80 號 
06-2795019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永康榮兵輔導委員會永康榮兵輔導委員會永康榮兵輔導委員會永康榮

民醫院民醫院民醫院民醫院 

□診  
台南縣永康市復興路

427 號 
06-3125101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

院院院院 
□診  

台南縣新營市信義街

73 號 
06-6351131 

台南縣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

院北門分院院北門分院院北門分院院北門分院 

 

□診  
台南縣北門鄉溪底寮

56-3 號 
06-786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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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機構名稱 
服務

項目 
機構地址 連絡電話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附設醫院附設醫院附設醫院 
□診 □院  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06-2766188 

06-2353535 

轉 5190 

行政院衛生署台南醫行政院衛生署台南醫行政院衛生署台南醫行政院衛生署台南醫

院院院院 
□診  台南市中山路 125 號 

06-2200055 

轉 9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

南分院南分院南分院南分院 
□診 □院  

臺南市南區樹林街二

段 442 號 
06-2228116 

安立診安立診安立診安立診所所所所 □診  
台南市安和路五段

139 號 
06-3564816 

歐大正診所歐大正診所歐大正診所歐大正診所（（（（小天使小天使小天使小天使

聯合診所聯合診所聯合診所聯合診所）））） 
□診  

台南市安平區府前路

二段 502 號 1 樓 
06-2930888 

安平診所安平診所安平診所安平診所 □診  台南市安平路 23 號 06-2267939 

蔡明輝診所蔡明輝診所蔡明輝診所蔡明輝診所 □診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

182 號 
06-3369595 

殷建智精神科診所殷建智精神科診所殷建智精神科診所殷建智精神科診所 □診  
台南市北區公園北路

152 號 2 樓之 1 
06-2810008 

台南市 

郭綜合醫院郭綜合醫院郭綜合醫院郭綜合醫院 □診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

二段 22 號 
06-2221111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診 □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

路 130 號 

07-7513171 

轉 237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和紀念醫院和紀念醫院和紀念醫院 
□診 □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

路 100 號 

07-3121101 

轉 6822、6824 

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 □診 □院  高雄市中正一路 2 號 07-7490782 

國軍左營醫院國軍左營醫院國軍左營醫院國軍左營醫院 □診 □院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553 號 
07-5817121 

高雄市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兵輔導兵輔導兵輔導 
□診 □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

路 386 號 
07-34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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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七七七七、、、、台灣地區實施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醫療機構台灣地區實施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醫療機構台灣地區實施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醫療機構台灣地區實施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醫療機構 

◆◆◆◆實施替代療法的醫院實施替代療法的醫院實施替代療法的醫院實施替代療法的醫院 

縣市別 機關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松德院區松德院區松德院區））））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9 號 

(02)2726-3141 

轉 120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昆明院區昆明院區昆明院區昆明院區）））） 
台北市昆明街 100 號 

(02)23754068 

(02)23703739 

1110、112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陽明院區陽明院區陽明院區））））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 號 

(02)28353456

轉 6161 

國軍北投醫院國軍北投醫院國軍北投醫院國軍北投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250 號 (02)2893-5869 

台北市 

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2 段

325 號 

(02)87923311

轉 12511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

院院院院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2 號 

(02)22193391

轉 66908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

院院院院 
台北縣八里鄉華富山 33 號 (02)26101660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 台北縣新莊市思源路 127 號 
(02)2276-5566

轉 2205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

藥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藥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藥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藥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台北縣板橋市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02)8966-7000

轉 4911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台北縣三峽鎮復興路 399 號 (02)2672-3456 

台北縣 

台北縣立醫院台北縣立醫院台北縣立醫院台北縣立醫院 臺北縣板橋市英士路 198 號 (02)22575151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2)24292525

轉 9 

基隆市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分院基隆分院基隆分院基隆分院（（（（情人湖院區情人湖院區情人湖院區情人湖院區）））） 

基隆市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02)24329292

轉 2166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

東博愛醫院東博愛醫院東博愛醫院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03)954-3131 

宜蘭縣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市新民路 152 號 
03-9325192 

轉 1125、1232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

院院院院 
桃園縣桃園市龍壽街 71 號 (03)369-8553 

桃園縣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桃園榮民醫輔導委員會桃園榮民醫輔導委員會桃園榮民醫輔導委員會桃園榮民醫

院院院院 

桃園縣桃園市成功路三段

100 號 
(03)338-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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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機關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國軍桃園總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 桃園縣龍潭鄉中興路 168 號 (03)479-9595 桃園縣 

新國民綜合醫院新國民綜合醫院新國民綜合醫院新國民綜合醫院 中壢市復興路 152 號 (03)422-5180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院區馬偕紀念醫院新竹院區馬偕紀念醫院新竹院區馬偕紀念醫院新竹院區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690 號 
(03)516-6868

轉 2471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442 巷 25

號 
(03)532-6151 

新竹市 

新中興醫院新中興醫院新中興醫院新中興醫院 新竹市興南街 43 號 (03)521-3163 

新竹縣 行政院衛生署竹東醫院行政院衛生署竹東醫院行政院衛生署竹東醫院行政院衛生署竹東醫院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 52 號 (03)594-3248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苗栗縣頭份鎮東庄里仁愛路

116 號 

(037)685-569

轉 500、501 

大千綜合醫院大千綜合醫院大千綜合醫院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市新光街 6 號 
(037)369936

轉 106、109 

苗栗縣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苗栗市為公路 747 號 (037)261-92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育德路 2 號 

(04)2205-2121

轉 5074 精神

科 

維新醫院維新醫院維新醫院維新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185 號 
(04)22038585

轉 8008,811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

1142 號 

(04)22393855

轉 83222. 

83223 

台中市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總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總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總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總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段

160 號 
(04)23592525 

童综合醫院童综合醫院童综合醫院童综合醫院（（（（沙鹿院區沙鹿院區沙鹿院區沙鹿院區）））） 台中縣沙鹿鎮成功西街 8 號 
(04)2662-6161

轉 135、137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台中縣豐原市安康路 100 號 (04)2527-1180 

台中縣 

國軍臺中總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 
台中縣太平市中山路二段

348 號 

(04)2393-4191

轉 12 

陽光精神科醫院陽光精神科醫院陽光精神科醫院陽光精神科醫院 
台中縣清水鎮吳厝里東山路

68-1 號 

(04)26202949

轉 58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院院院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04)723-8595 

彰化縣 

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 號 
(04)829-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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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機關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鹿東分院院鹿東分院院鹿東分院院鹿東分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路二段

888 號 
(04)778-9595 

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

院院院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 161 號 

(049)255-0800

轉 2733  

南投縣 

行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478 號 (049)2231150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輔導委員會輔導委員會輔導委員會埔里榮民醫埔里榮民醫埔里榮民醫埔里榮民醫

院院院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 1 號 
(049)2990833

轉 190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雲林分院設醫院雲林分院設醫院雲林分院設醫院雲林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79 號 

(05)532-3911

轉 7195 

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

院院院院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 74 號 

(05)633-7333

轉 221 

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

123 號 

(05)783-7901

轉 1125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斗六分院設醫院斗六分院設醫院斗六分院設醫院斗六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 345 號 (05)5332121 

嘉義市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嘉義榮民醫輔導委員會嘉義榮民醫輔導委員會嘉義榮民醫輔導委員會嘉義榮民醫

院院院院 

嘉義市世賢路 2 段 600 號 (05)235-9630 

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 嘉義市北港路 312 號 (05)231-9090  嘉義縣 

行政院衛生署朴子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朴子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朴子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 42-50

號 
(05)379-0600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灣橋榮民醫輔導委員會灣橋榮民醫輔導委員會灣橋榮民醫輔導委員會灣橋榮民醫

院院院院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

38 號 
(05)2791072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

院院院院 

台南縣仁德鄉中山路 870 巷

80 號 
(06)279-5019 

台南縣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輔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輔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輔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

院院院院 

台南縣永康市復興路 427 號 (06)312-5101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 台南縣新營市信義街 73 號 (06)635-113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設醫院設醫院設醫院 
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06)276-6188 

台南市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

分院分院分院分院 
台南市樹林街二段 442 號 (06)222-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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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機關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台南市中山路 125 號 
(06)220-0055

轉 9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

號 
(07)751-3171 

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 號 (07)749-6751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附設醫院 
(07)3121101 

靜和醫院靜和醫院靜和醫院靜和醫院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178

號 
(07)2229612 

阮綜合醫院阮綜合醫院阮綜合醫院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162

號 

(07)3351121~3

1 

國軍左營總醫院國軍左營總醫院國軍左營總醫院國軍左營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553 號 (07)5817121 

高雄市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07)3121101 轉

6802 

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

慈惠醫院慈惠醫院慈惠醫院慈惠醫院 

高雄縣大寮鄉鳳屏一路 509

號 

(07)703-0315

轉 130 

高雄長庚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長庚醫院 高雄縣鳥松鄉大埤路 123 號 
(07)731-7123

轉 8784 

義大醫院義大醫院義大醫院義大醫院 
高雄縣燕巢鄉角宿村義大路

1 號 
(07)615-0011 

高雄縣 

行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 高雄縣旗山鎮中學路 60 號 (07)6613811~5 

屏東安泰醫院屏東安泰醫院屏東安泰醫院屏東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

210 號 
(08)832-9966 

迦樂醫院迦樂醫院迦樂醫院迦樂醫院 
屏東縣新埤鄉箕湖村進化路

12 之 200 號 
(08)7981511 

屏安醫院屏安醫院屏安醫院屏安醫院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 160-1 號 (08)7211777 

屏東縣 

行行行行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 屏東市自由路 270 號 
(08)7363011 轉

2164 

國軍花蓮總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

163 號 
(03)826-6694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花蓮縣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448 號 (03)888-6141 

台東縣 
行政院衛生署臺東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臺東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臺東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臺東醫院 台東縣台東市五權街 1 號 

(089)324-112 轉

274 

澎湖縣 行政院衛生署澎湖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澎湖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澎湖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澎湖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0 號 (06)926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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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八八八八、、、、可供毒品戒可供毒品戒可供毒品戒可供毒品戒治者使用的社會資源及網站治者使用的社會資源及網站治者使用的社會資源及網站治者使用的社會資源及網站 

◆◆◆◆各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一覽表各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一覽表各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一覽表各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一覽表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連絡電話 地址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02）23754068 台北市昆明街 100 號 

台北縣政府衛生局

心理衛生及長期照

顧科 

（02）22589014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03）3392335 33053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55 號 

新竹市政府衛生局 （03）5278096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03）5536336 30250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 1 號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037）332110 36043 苗栗市國福路六號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04）23825575 40876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 811 號 

台中縣政府衛生局 （04）25290505 臺中縣豐原市中興路 136 號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049）2209595 54062 南投市復興路 6 號 1F 

彰化縣政府衛生局 （04）7123590 50049 彰化市成功里中山路二段 162 號 

雲林縣政府衛生局 （05）5348585 64054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34 號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05）2810995 (60097)嘉義市德明路 1 號 1 樓 

嘉義縣政府衛生局 （05）3625680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06）2909595  

台南縣政府衛生局 （06）6372251 
73064 台南縣新營市東興路 163 號(1 樓

南側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07）7166363 80203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 （07）7331495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08）7351595 90001 屏東市自由路 272 號 5F 

台東縣政府衛生局 （089）325995  

花蓮縣政府衛生局 （03）8246885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03）9313995 
宜蘭市聖後街 141 號(宜蘭縣政府衛生

局一樓) 

基隆市政府衛生局 （02）24230966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06）9262895  

金門縣政府衛生局 （082）337555  

連江縣政府衛生局 （0836）2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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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所屬機構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所屬機構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所屬機構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所屬機構 

單位別 地址 電話 

更生總會 (106)臺北市基隆路 2 段 170 號 (02)2737-1232 

Email after-care@mail.moj.gov.tw 

臺北分會 臺北市貴陽街 2 段 26 號 5 樓 

Email after-care100@mail.moj.gov.tw 

(02)2375-1479 

(02)2381-7836 

士林分會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190 號 

Email after-care111@mail.moj.gov.tw 

(02)2833-2699 

(02)2833-1911 

板橋分會 臺北縣土城市清水村青雲路 138 號 

Email after-care236@mail.moj.gov.tw 

(02)2260-8369 

(02)2261-6192 

桃園分會 桃園市成功路 3 段 1 號 

Email after-care330@mail.moj.gov.tw 

(03)336-2002 

(03)337-0737 

新竹分會 新竹市中正路 138 號 

Email after-care300@mail.moj.gov.tw 

(03)524-9326 

(03)525-4102 

苗栗分會 苗栗市中正路 1149 號 

Email after-care360@mail.moj.gov.tw 

(037)361-120 

(037)353-410 

臺中分會 臺中市自由路 1 段 91 號 

臺中市西屯區漢成四街 4 號 1 樓 

Email after-care403@mail.moj.gov.tw 

(04)2223-6240 

(04)2223-2311 

南投分會 南投市中興路 757 號 

Email after-care540@mail.moj.gov.tw 

(049)2243-570 

(049)2242-602 

彰化分會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 2 段 281 號 3F 

Email after-care510@mail.moj.gov.tw 

(04)834-1753 

(04)835-7274 

雲林分會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 38 號 

Email after-care632@mail.moj.gov.tw 

(05)632-0041 

(05)633-4991 

嘉義分會 嘉義市林森東路 286 號 

Email after-care600@mail.moj.gov.tw 

(05)277-8610 

(05)278-2601 

臺南分會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 3 段 310 號 

Email after-care700@mail.moj.gov.tw 

(06)297-1534 

295-9731~50 

高雄分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45 號 2 樓 

Email after-care801@mail.moj.gov.tw 

(07)201-0925 

(07)215-8952 

(07)215-2565 

屏東分會 屏東市棒球路 11 號 

Email after-care900@mail.moj.gov.tw 

(08)755-1781 

(08)753-5211 

臺東分會 台東市浙江路 310 號 

Email after-care950@mail.moj.gov.tw 

(089)31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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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地址 電話 

花蓮分會 花蓮市府前路 15 號 

Email after-care970@mail.moj.gov.tw 

(03)823-0418 

(03)822-6153 

宜蘭分會 宜蘭市縣政西路 3 號 

Email after-care260@mail.moj.gov.tw 

(03)925-2346 

(03)925-3000 

基隆分會 基隆市東信路 169 號 7 樓 

Email after-care203@mail.moj.gov.tw 

(02)2465-5138 

(02)2465-4123 

澎湖分會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 309 號 

Email after-care880@mail.moj.gov.tw 

(06)921-9043 

福建更生 

保護會 

金門縣金寧鄉仁愛新村 5 號 

Email km.faca@msa.hinet.net 

(082)321-687 

 

 

◆◆◆◆臺灣更生保護會結合的民間戒毒機構臺灣更生保護會結合的民間戒毒機構臺灣更生保護會結合的民間戒毒機構臺灣更生保護會結合的民間戒毒機構 

分會別 機構名稱 收容性別 連絡電話 

台北分會 基督教晨曦會愛輔村 男 (02)23751479 

板橋分會 板橋姐妹之家 女   

新竹分會 湖口戒毒輔導中心 男 (03)5249326 

苗栗分會 苗栗戒毒輔導村 男 (037)361120 

臺中分會 馨園中途之家 女 (04)22236240 

南投分會 茄荖山莊 男 (049)2243570 

台南分會 台南輔導所 男 (06)2971534 

高雄分會 高雄輔導所 男 (07)2010925 

高雄分會 旗山輔導村 男 (07)2010925 

屏東分會 屏東輔導所 男 (08)7551781 

臺東分會 台東戒毒村 男 (089)310675 

花蓮分會 主愛之家 男女 (03)8230418 

基隆分會 恩福會中途之家 男 (02)2465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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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關行政院衛生署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關行政院衛生署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關行政院衛生署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關 

機構名稱     聯絡人及電話 機構地址  認可項目 認可字號 

行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台北榮

民總醫院 

曲維蘭 

(02)28757525

轉 803 

台北市石牌路

二段 201 號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03 號 

三軍總醫院臨

床病理科臨床

毒藥物檢驗室 

梁楊鴻 

(02)87923311

轉 17278 

台北市內湖區

成功路二段 325

號 

鴉片類及安

非他命類  

  

管藥認可字

第 0011 號 

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航空醫務

中心 

羅盛強 

(02)25456700

轉 267 

台北市松山區

敦化北路 304 號

之 9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  

管藥認可字

第 0010 號 

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濫用藥物台北

實驗室 

馬世仁 

(02)22993939

轉 2500 

台北縣五股工

業區五工路 136

之 1 號 3F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01 號 

台灣尖端先進

生技醫藥股份

有限公司 

許文靜 

(02)26926222

轉 201 

台北縣汐止市

康寧街 169 巷

25 號 12 樓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02 號 

昭信科技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黃嘉聰 

(02)29064369 

台北縣泰山鄉

明志路三段 517

號 6 樓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07 號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中港

分院 

陳素琴 

(04)22015111

轉 6468 

台中市西區台

中港路一段 23

號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09 號 

詮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翁昭容 

(04)26338389 

台中縣龍井鄉

遠東街 60 號 1

樓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06 號 

長榮大學毒物

研究中心 

許憲呈 

(06)2785123 

轉 1661 

台南縣歸仁鄉

長榮路一段 396

號  

鴉片類及安

非他命類  

管藥認可字

第 00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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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聯絡人及電話 機構地址  認可項目 認可字號 

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濫用藥物高雄

實驗室 

陸瑞坤 

(07)3230920 

轉 321 

高雄市三民區

中華二路 208 號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08 號 

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蔡錦蓮 

(07)3121101 

轉 7252 

高雄市三民區

十全一路 100 號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12 號 

高雄市立凱旋

醫院 

魏國禎 

(07)7513171-2

218 

高雄市苓雅區

凱旋二路 130 號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13 號 

慈濟大學濫用

藥物檢驗中心 

賴滄海 

(03)8565301 

轉 7158 

花蓮市中央路

三段 701 號 

鴉片類、安非

他命類(含

MDMA)及大

麻  

管藥認可字

第 0004 號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相關網站 網址 

法務部戒毒資訊網 http://refrain.moj.gov.tw/html/index.php 

反毒資源線上博物館 http://www.antidrug.nat.gov.tw/ 

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 http://www.after-car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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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九九九九、、、、相關常用法令相關常用法令相關常用法令相關常用法令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民國 98 年 05 月 20 日 修正) 

第    1    條  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心健康，制定本條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

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其品項如下：      

一、第一級  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 

二、第二級  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

及其相類製品。                                           

三、第三級  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洛芬及其相類製品。                                                        

四、第四級  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   

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組成審議委

員會，每三個月定期檢討，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                  

醫藥及科學上需用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之管理，另以法律定之。 

第    3    條  本條例有關法院、檢察官、看守所、監獄之規定，於軍事法院、

軍事檢察官、軍事看守所及軍事監獄之規定亦適用之。 

第    4    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5    條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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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以強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一級毒品者，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使人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第三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第四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7    條  引誘他人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第三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第四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8    條  轉讓第一級毒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轉讓第二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轉讓第三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下罰金。 

轉讓第四級毒品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

定之。 

第    9    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犯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第   10    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1    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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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第   11- 1 條 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

得擅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

之毒品危害講習。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不

適用前項規定。 

第二項裁罰之基準及毒品危害講習之方式、內容、時機、時數、

執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定

之。 

第   12    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13    條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罌粟種子或古柯種子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大麻種子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14    條 意圖販賣而持有或轉讓罌粟種子、古柯種子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 

意圖販賣而持有或轉讓大麻種子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持有罌粟種子、古柯種子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

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大麻種子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萬元以

下罰金。 



 

51 

第   15    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第四條第二項或第六條

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犯第四條第三項至第五項、第五條、第六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八條第一項至第

四項、第九條至第十四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公務員明知他人犯第四條至第十四條之罪而予以庇護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6    條 （刪除） 

第   17    條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

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   18    條 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

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查獲之第三、四級毒品及製

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均沒入銷燬之。

但合於醫藥、研究或訓練之用者，得不予銷燬。 

前項合於醫藥、研究或訓練用毒品或器具之管理辦法，由法務部

會同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第   19    條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財物，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價額之追徵或以財產抵償，得於必要範圍內扣押其財

產。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第   20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其期間不得逾二月。 

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

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

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

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

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六個月

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一年。 

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再

犯第十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 

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期

滿後，由公立就業輔導機構輔導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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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1 條 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裁定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為應

不施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者，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

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或檢察官得以書狀敘述理由，聲

請原裁定確定法院重新審理：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足以影響裁定之結果者。 

二、原裁定所憑之證物已證明為偽造或變造者。 

三、原裁定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 

四、參與原裁定之法官，或參與聲請之檢察官，因該案件犯職務

上之罪，    已經證明者。 

五、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

應不施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者。 

六、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 

聲請重新審理，應於裁定確定後三十日內提起。但聲請之事由，

知悉在後者，自知悉之日起算。 

聲請重新審理，無停止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之效力。但原

裁定確定法院認為有停止執行之必要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人之

聲請，停止執行之。 

法院認為無重新審理之理由，或程序不合法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認為有理由者，應重新審理，更為裁定。法院認為無理由裁定駁

回聲請者，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重新審理。 

重新審理之聲請，於裁定前得撤回之。撤回重新審理之人，不得

更以同一原因，聲請重新審理。 

第   21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

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 

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

處分或由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

一次為限。 

第   22    條 （刪除） 

第   23    條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強制戒治期滿，應即釋放，由檢察官為不起訴

之處分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定。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再犯第十條之罪

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

付審理。 

第   23- 1 條 被告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檢察官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聲請法

院裁定觀察、勒戒，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為之，

並將被告移送該管法院訊問；被告因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經

檢察官予以逮捕者，亦同。 



 

53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之一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23- 2 條 少年經裁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者，不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為不付審理之裁定，或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為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者，得並為下列處分： 

一、轉介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當之輔導。 

二、交付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嚴加管教。 

三、告誡。 

前項處分，均交由少年調查官執行之。 

第   24    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之

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

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時，不

適用之。 

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 

第一項所適用之戒癮治療之種類、其實施對象、內容、方式與執

行之醫療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完成戒癮治療之認定標

準，由行政院定之。 

第   24- 1 條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於受處分人施用毒品罪之追訴權消滅

時，不得執行。 

第   25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而付保護管束者，或因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經

裁定交付保護管束之少年，於保護管束期間，警察機關或執行保

護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通知其於指定

之時間到場採驗尿液，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得報請檢察官或少年

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許可，強制採驗。到場而拒絕採驗者，

得違反其意思強制採驗，於採驗後，應即時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

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補發許可書。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前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或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或犯第十條之

罪經執行刑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二年內，警察機關得適用前項之

規定採驗尿液。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液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依第一項規定通知少年到場採驗尿液

時，應併為通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 

第   26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於送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期間，其所犯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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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刑權時效，停止進行。 

第   27    條 勒戒處所，由法務部、國防部於 (軍事) 看守所、少年觀護所或所

屬醫院內附設，或委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

院衛生署、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指定之醫院內附設。 

受觀察、勒戒人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或收容者，其觀察、

勒戒應於 (軍事) 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 

 (軍事) 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由國防部、行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或直轄市或縣 (市) 政

府指定之醫療機構負責其醫療業務。 

第一項受委託醫院附設之勒戒處所，其戒護業務由法務部及國防

部負責，所需相關戒護及醫療經費，由法務部及國防部編列預算

支應。 

第一項之委託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國防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第   28    條 戒治處所，由法務部及國防部設立。未設立前，得先於 (軍事) 監

獄或少年矯正機構內設立，並由國防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指定之醫療機

構負責其醫療業務。其所需員額及經費，由法務部及國防部編列

預算支應。 

戒治處所之組織，另以法律定之。 

第   29    條 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執行，另以法律定之。 

第   30    條 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費用，由勒戒處所及戒治處所填發繳費

通知單向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人或上開受處分少年之扶

養義務人收取並解繳國庫。但自首或貧困無力負擔者，得免予繳

納。 

前項費用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由勒戒處所及戒治處所，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30- 1 條 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人其原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

分之裁定經撤銷確定者，得請求返還原已繳納之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費用；尚未繳納者，不予以繳納。 

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人其原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

分之裁定經撤銷確定者，其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執行，

得準用冤獄賠償法之規定請求賠償。 

第   31    條 經濟部為防制先驅化學品之工業原料流供製造毒品，得命廠商申

報該項工業原料之種類及輸出入、生產、銷售、使用、貯存之流

程、數量，並得檢查其簿冊及場所；廠商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由經濟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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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一項之規定不為申報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報，屆期仍未補報者，按日連續處罰。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一項之檢查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檢查。 

依前二項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第   32    條 防制毒品危害有功人員或檢舉人，應予獎勵，防制不力者，應予

懲處；其獎懲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   32- 1 條 為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檢察官或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

司法警察官，得由其檢察長或其最上級機關首長向最高法院檢察

署提出偵查計畫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資料，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

察總長核可後，核發偵查指 

揮書，由入、出境管制相關機關許可毒品及人員入、出境。 

前項毒品、人員及其相關人、貨之入、出境之協調管制作業辦法，

由行政院定之。 

第   32- 2 條 前條之偵查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年籍資料。 

二、所犯罪名。 

三、所涉犯罪事實。 

四、使用控制下交付調查犯罪之必要性。 

五、毒品數量及起迄處所。 

六、毒品及犯罪嫌疑人入境航次、時間及方式。 

七、毒品及犯罪嫌疑人入境後，防制毒品散逸及犯罪嫌疑人逃逸

之監督作為。 

八、偵查犯罪所需期間、方法及其他作為。 

九、國際合作情形。 

第   33    條 為防制毒品氾濫，主管機關對於所屬或監督之特定人員於必要

時，得要求其接受採驗尿液，受要求之人不得拒絕；拒絕接受採

驗者，並得拘束其身體行之。 

前項特定人員之範圍及採驗尿液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   33- 1 條 尿液之檢驗，應由下列機關 (構) 為之： 

一、行政院衛生署認可之檢驗及醫療機構。 

二、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衛生機關。 

三、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憲兵司令部或其

他政府機關依法設置之檢驗機關 (構) 。 

前項第一款檢驗及醫療機構之認可標準、認可與認可之撤銷或廢

止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第二款、第三款檢驗機關 (構) 之檢驗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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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標準，由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第一項各類機關 (構) 尿液檢驗作業程序，由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第   34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35    條 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繫屬之施用毒品

案件，於修正施行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中之案件，適用修正後觀察、勒戒及

強制戒治    之規定。 

二、偵查中之案件，由檢察官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之。 

三、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修

正後規定處理之。 

四、審判中之案件，依修正後之規定應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

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應為免刑之判

決或不付保    護處分之裁定。 

前項情形，依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

人之法律。 

第   36    條 本條例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名 稱： 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 

第 1 條  （立法依據） 

本條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制定之。 

第 2 條  （適用法律之順序） 

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

保安處分執行法之相關規定。 

第 3 條  （觀察、勒戒處分執行之程序） 

檢察官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命送勒戒處所執行

觀察、勒戒處分者，應先向法院聲請裁定，法院應於受理聲請後二

十四小時內為之。 

前項聲請裁定期間，法院得依檢察官之聲請將被聲請人留置於勒戒

處所。 

留置期間得折抵執行觀察、勒戒期間。 

法院為不付觀察、勒戒之裁定或逾期不為裁定者，受留置人應即釋

放。 

對第一項之裁定不服，而提出抗告者，適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六

條至第四百十四條之規定。但不得提起再抗告。 

第 4 條  （少年觀察、勒戒處分執行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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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法院 （庭） 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之少年，於

付觀察、勒戒之裁定前，得先行收容於勒戒處所；該裁定應於收容

後二十四小時內為之。收容期間，得折抵執行觀察、勒戒處分期間。 

少年法院 （庭） 為不付觀察、勒戒之裁定或逾期不為裁定者，收

容之少年應即釋放。 

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輔佐人，對第一項裁定

不服者，得提起抗告；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六條至第四百十

四條之規定。但不得提起再抗告。 

第 5 條  （受觀察、勒戒人收容處所及收容方式） 

受觀察、勒戒人應收容於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處分。但對於

少年得由少年法院 （庭） 另行指定適當處所執行。 

勒戒處所附設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者，應與其他被告或少年分別

收容。 

受觀察、勒戒人為女性者，應與男性嚴為分界。 

第 6 條  （受觀察、勒戒人入所時應調查文件及拒絕入所之情形） 

受觀察、勒戒人入所時，應調查其入所之裁定書、移送公函及其他

應備文件，如文件不備時，得拒絕入所或通知補送。 

受觀察、勒戒人入所時，應行健康檢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拒

絕入所︰ 

一、衰老、殘廢，不能自理生活者。 

二、心神喪失或現罹疾病，因勒戒而有殘廢或死亡之虞者。 

三、懷胎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滿二月者。 

勒戒處所附設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者，對罹法定傳染病、後天免

疫缺乏症候群或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者，得拒絕

入所。 

前二項被拒絕入所者，應由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庭） 斟酌情形，

交監護人、法定代理人、最近親屬、醫院或其他適當處所。 

第二項、第三項被拒絕入所之原因消滅後，應通知受觀察、勒戒人

至勒戒處所執行。 

第 7 條  （受觀察、勒戒人在所之醫療處置） 

受觀察、勒戒人在所進行觀察、勒戒之醫療處置，應依醫師之指示

為之。 

第 8 條  （勒戒處所之權責） 

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形，經醫師研判其有或

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察、勒戒期滿七日前，陳報該

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庭）。 

受觀察、勒戒人經觀察、勒戒結果，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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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或少年法院 （庭） 應即命令或裁定將其釋放，其觀察、勒戒期

間屆滿，未獲檢察官命令或少年法院 （庭） 裁定者，勒戒處所應

逕將受觀察、勒戒人釋放，同時通知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庭） ；

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於勒戒處所依法院或由少年法院 （庭） 裁

定移送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前，應繼續收容。其收容期間，計入

戒治期間。 

第 9 條  （輔導及教誨事宜之辦理） 

勒戒處所得辦理戒毒輔導及宗教教誨等事宜，使受觀察、勒戒人堅

定戒毒決心。 

第 10 條  （尿液篩檢之實施） 

勒戒處所對於受觀察、勒戒人得經常不定期實施尿液篩檢。 

第 11 條  （送入必需物品及飲食之規定） 

送入必需物品之種類及數量，得加限制。但飲食不得送入。 

第 12 條  （受觀察、勒戒人之接見及發受書信） 

受觀察、勒戒人之接見及發受書信，除有特別理由經勒戒處所長官

許可，得與其他人為之外，以與配偶、直系血親為之為限。但有妨

礙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或受觀察、勒戒人之利益者，得禁止或限

制之。 

前項接見，每週一次，每次以三十分鐘為限。但經勒戒處所長官許

可者，得增加或延長之。 

受觀察、勒戒人得發受書信，勒戒處所並得檢閱之，如認有第一項

但書情形，受觀察、勒戒人發信者，得述明理由，令其刪除後再行

發出；受觀察、勒戒人受信者，得述明理由，逕予刪除再交受觀察、

勒戒人收受。 

第 13 條  （勒戒處所對無法防避天災、事變之因應措施） 

天災、事變在所內無法防避時，得將受觀察、勒戒人護送至相當處

所；不及護送時，已完成觀察、勒戒程序者，得逕行釋放；未完成

觀察、勒戒程序者，得暫行釋放。 

前項之釋放應即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庭）。 

對於依第一項規定逕行釋放之受觀察、勒戒人，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庭）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處理。 

第一項暫行釋放之受觀察、勒戒人，於離所後七十二小時內，應自

行返所報到，繼續執行觀察、勒戒之程序；逾時無正當理由不報到

者，以脫逃罪論處。 

第 14 條  （勒戒費用之收取規定） 

勒戒之費用，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條之規定辦理。 

前項費用，勒戒處所得自受觀察、勒戒人之保管金中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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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受觀察、勒戒人之處遇） 

受觀察、勒戒人之處遇，除本條例有規定者外，準用監獄行刑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二

條、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之規定。 

第 16 條  （少年於觀察、勒戒期間滿十八歲之處理） 

少年於事件繫屬後於觀察、勒戒期間滿十八歲者，少年法院 （庭） 

得以裁定移送檢察官；檢察官應視事件進行程度，向法院聲請為觀

察、勒戒處分之裁定、執行、繼續執行觀察、勒戒處分，或逕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第 17 條  （軍事機關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 

軍事機關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執行觀察、勒戒處分，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第 18 條  （公布日）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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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附錄十附錄十附錄十、、、、常用毒品常用毒品常用毒品常用毒品種類及種類及種類及種類及通俗用語對照表通俗用語對照表通俗用語對照表通俗用語對照表 

資料來源：參考新生活教育中心網址 http://www.narconon.org.tw 

級別 毒品名稱 別名 

海洛因 白粉、四號仔、軟的、號仔、女生、甜的 

嗎啡 魔啡 

鴉片 阿芙蓉、福壽膏 

一級

毒品 

古柯鹼 快克、 可卡因 

大麻 草、老鼠尾、 麻仔、飯、麻、花 

安非他命 冰塊、冰糖、安公子、鹽、硬的、安仔、男生、鹹的 

搖頭丸 
MDMA、快樂丸、狂喜、忘我、綠蝴蝶、衣服、上衣、

上半身 

二級

毒品 

LSD 
搖腳丸、一粒沙、白色閃光、蟑螂屎、吸墨紙、黑芝麻、

郵票、方糖 

FM2 十字架 三級

毒品 ketamine K 他命、K 仔、褲子、下半身 

四級

毒品 
一粒眠 Lorazepam、紅豆 

摻煙吸食 鄧昏ㄉㄥˋ ㄏㄨㄣ（台語發音） 

放錫箔紙上烤 乎邦（台語發音） 

混食鹽水注射 芽比（台語發音"拿筆"）或跑水路 

注射到血管中 走水 

施用

方式 

吸食器吸食 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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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附錄十一附錄十一附錄十一、、、、手冊編製人員名冊手冊編製人員名冊手冊編製人員名冊手冊編製人員名冊 

計畫主持人 林健陽博士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協同主持人 陳玉書博士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 

研  究  員 柯雨瑞博士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副教授 

研究助理 呂豐足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生 

研究助理 裘雅恬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 

研究助理 何明哲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生 

研究助理 鄭勝天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生 

研究助理 蔣碩翔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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