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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藥癮者輔導處遇服務 

（一）藥癮者追蹤輔導服務績效 

1.本市 107年累計關懷列管藥癮個案總人數 5,270人，

其中男性4,449人（84.42%），女性821人（15.58%），

以男性為多。以年齡區分，40 歲至 49 歲 1,550 人

（29.41%）最多，30歲至 39歲 1,505人（28.56%）

次之，20歲至 29歲 1,354人（25.69%）位居第三。  

2.107累計追蹤輔導訪視服務計 41,080人次，其中電

訪 31,520人次(76.73%)、家訪 5,316人次(12.94%)、

面談 3,349 人次(8.15%)及其他訪視 895 人次

(2.18%)。 

（二）藥癮個案出監銜接輔導 

個案出監前，由個管師主動入監銜接輔導，提前與

個案建立信任輔導關係，並初步會談評估個案需求

及針對在監藥癮個案提供各項社會資源、就業資源、

醫療戒治等資訊，俾利出監後續提供關懷輔導。107

年共計團體輔導 107 場、7,407 人次，個別輔導 60

場、833人次及懇親會 9場、1,830人次、家屬諮詢

服務 4場、29人次。 

（三）辦理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1條規定，針對「無正當

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辦理毒品危

害講習」，提供法令、毒品簡介與戒治和愛滋病防治

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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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年辦理毒品危害講習計 28場次、1,019人次參

加。 

2.講習採多元方式辦理，針對初犯與再犯受裁罰者採

不同適性課程，對裁罰 2次以上之個案，安排參加

「預防再犯團體」，透過紓壓、運動等課程，催化

受處分人改變動機，協助建立健康新生活模式，避

免其再犯，107年共計辦理 23場次、153人次參加。 

3.講習現場設置「新心小站」，提供藥癮個案情緒困

擾諮詢，提升壓力處理能力，107 年諮詢服務辦理

24場次，134人次參與，其中以自我探索諮詢類佔

36%最多。 

（四）24小時免付費戒毒成功專線（0800-770-885）服

務 

1.提供民眾、藥癮個案及家屬戒毒資訊與資源諮詢，

107 年受理 1,218 通，其中個案與家屬來電總通數

為 1,008通，佔總通數 82.8%。 

2.依諮詢問題提供立即服務 1,213項次，其中主要以

「心理支持」798項次(占 64.83%)為最多，其次為

「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159項次(占 12.92%)，

諮詢法律扶助、中途之家等共 10 項次(占 0.8%)，

另醫療戒治 80項次(占 6.5%)。 

（五）辦理飛躍夢想社區支持成長團體 

為提供藥癮個案或家屬情緒抒發及心理支持管道，

以開放、友善及去標籤化等接納方式辦理，定時定

點辦理社區支持團體，107 年共辦理 48 場次、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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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參加，以協助復歸家庭及社會。 

（六）隱性毒品人口主動求助 

1.結合本市大型活動、校園、醫療機構及民間團體等

單位，於社區大型活動、各項會議、廣播媒體等平

台，宣導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鼓勵隱性毒

品人口及家屬主動求助，107年共計辦理447場次、

95,948人次。 

2.強化宣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規定，鼓勵隱

性毒品人口主動求助，今年以加強全民、網絡單位

人員及父母辨識、初步觀察評估為重點，並結合本

府警察局安居計畫進行宣導，以利及早辨識用毒風

險，發掘隱性用毒新生人口，107 年發掘毒品隱性

個案 201人。 

3.本市毒防局提供 2款藥物濫用快篩試劑供民眾免費

索取，協助民眾瞭解家人、朋友藥物濫用情況，以

提早發現施用藥物者，及早介入提供服務，107 年

共 16 人領取藥物尿篩尿篩試劑，毒防局持續宣導

此關懷服務。 

二、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 

（一）設置毒品防制會報 

1.整合市府跨 15 局處、檢調、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

資源成立「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會報」，從前端預

防到藥癮個案輔導處遇服務，並延伸至環境防禦策

略，使毒品防制為全方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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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毒品防制會報實施要點於 107 年 6 月 12 日提市政

會議審議通過，6月 29日函頒下達，接續辦理委員

遴聘事宜，並於同年 8 月 27 日及 12 月 13 日分別

召開第一次及第二次毒防會報。 

（二）建構網絡工作小組 

依毒品議題於 107 年 4月 3 日邀集市府相關局處研

議探討，統籌規劃本市反毒政策及工作策略，以垂

直整合及橫向協調跨局處業務，強化網絡合作效能，

業於同年 8月 2日及 11月 2日分別召開第二次及第

三次工作會議。 

（三）毒防專家顧問諮詢團 

毒品的使用易引發重大公共安全問題，本府毒防局

業建置毒防專家顧問諮詢團，整合藥物、精神科、

犯罪心理、法律等多元專業團隊，俾提出有效降低

毒品新生人口及促進藥癮個案復歸社會之重要政

策。 

（四）辦理毒品防制相關研習活動 

出席參加 107 年 5月 24 至 28日「第三屆海峽兩岸

藥物濫用與毒品防制研討會」持續積極參與國際研

討交流，落實以實證研究為基礎之政策作為。 

（五）辦理毒品防制相關研習活動 

1.107年 9月 12日辦理透顱磁刺激術跨領域圓桌論壇，

開啟全國之先，討論使用於毒癮戒斷之可行性，並

於國際毒癮相關領域的治療與戒斷建立新的里程

碑，共計 45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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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 年 9 月 13-14 日辦理「107 年度全國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標竿學習營」，邀集全國各縣市衛政、社

政等毒品防制專業人員，共計 144人次參加。 

3.107 年 11 月 22-23 日舉行毒品防制學術研討會－

「毒品鑑識科技」、「從中醫藥理論談毒品戒癮良

方」，創全國之先結合全台各相關毒品網絡單位，

一起針對預防鑑識科技的創新及探討中醫藥於毒

品戒癮之良方，幫助毒癮患者，俾利推動毒品防制

業務，共計 260人次參加。 

4.107 年 12 月 11 日辦理「107 年高雄市毒品防制網

絡共識營」，透過實地參訪其他縣市毒防中心及藥

癮戒治單位，深化本市毒防業務人員相關跨專業知

能，共計 32人次參加。 

（六）連結公私部門跨域座談 

為建立網絡並整合資源擴散預防意識，積極邀請各

界代表研討跨域毒品防制作為，107 年，本府毒防

局邀集公私部門共 102單位、148場次跨域座談。 

（七）開發建置本府毒防局資訊整合平台 

1.運用視覺化圖表等工具，掌握及分析本市毒品相關

指標數據，並彙整與建置毒防相關跨域專家資料庫，

以利後續資源連結。 

2.輔助辦理家屬支持團體、監所轉銜等個案輔導工作，

提升個管工作及其他行政庶務性工作效能。 

 

三、預防不同群體藥物濫用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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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毒父母家庭未成年子女關懷輔導方案 

為全面預防因父母涉毒造成兒少照顧疏忽或不當照

顧，107 年與本府警察局、毒防事務基金會等單位

召開 3 次會議，研商合作流程及評估指標，依據涉

毒風險及兒少需求評估，提供家庭支持及相關資源

服務，降低毒品新生人口，107 年月轉介毒防事務

基金會服務 36個家庭。 

（二）本市不同群體毒防研討座談 

整合本府跨局處、檢調、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資源

網絡，創全國建置「在職(移工)、在營(部隊)、在

學(大專院校)」不同群體毒品防制網絡連繫平台。 

四、建構環境預防保護 

（一）開創多元社區處遇方案 

本局和 4 家醫療機構與高雄地檢署合作新創機制，

推動「飛躍．非藥多元司法處遇方案」，提供低醫

療、低再犯緩起訴藥癮個案分流參加多元社區處遇

服務，107年計評估 245位。 

（二）提升藥癮個案復歸社會 

1.107年 1月 26日與本府勞工局研議，建構藥癮者友

善就業與環境，及結合友善企業聘用藥癮個案，6

月 11 日起拜會本市高雄第二監獄、高雄戒治所及

高雄監獄等，研商促進社會復歸機制。 

2.結合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共同辦理女性藥

癮者社會復歸方案，共辧理 12 場次，117 人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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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三）「螢火蟲家族」多元培訓 

創新成立「螢火蟲家族」多元培訓方案，為支持藥

癮更生人自發組成自助團體，陪伴有相同經歷藥癮

個案以激勵其戒癮決心，本局結合慈濟基金會、學

校、企業、國際獅子會及中醫師代表等公私部門，

連結相關資源，開辦培訓課程，成功培訓 16 位藥

癮個案成為社區反毒種子；參與訓練 44場次(含三

期初階班、進階班與同儕團體)計 226 人次參加，

深入監所、校園及社區志願服務 9場次，受益民眾

11,681人次。 

（四）熱點區介入策略研究 

為建置毒防整合資訊平台，委託高雄醫學大學彙整

本市毒品防制相關局處數據，以社區藥物濫用流行

病學觀點，統整分析並監測在地化藥物濫用危險因

子及保護因子等趨勢，透過整合性分析及不同面向，

探討高雄市濫用藥物之現況及趨勢、危險因子與問

題特性，擬定毒品防制策略主軸及年度工作計畫，

推動具體可行且因地制宜之藥物濫用防制政策，亦

針對春暉學生做分析，以瞭解藥物濫用趨勢。 

（五）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 

1.上開辦法於 107年 12月 12日施行，對於特定營業

場所業者發現疑似或持有毒品之人，課予通報警察

機關義務。毒防局業依法制程序擬訂「高雄市政府

推動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作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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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草案)，整合跨局處共同執行毒品防制作為。 

2.毒防局已書面通知列管特定營業場所業者應執行

毒品防制措施，並提供毒品防制資訊標示、通報警

察機關作業流程單張及拍攝宣導短片加強宣導，後

續依規劃期程辦理毒品危害防制訓練及稽核等事

項。 

 

 

 

五、推動多元防毒宣導 

（一）分眾分重、全民參與毒品防制宣導 

1.結合市府相關局處及民間社福等單位宣導反毒知

能，同時全面推動「健康天使 123 」衛教宣導系列

活動，扎根校園，深耕社區，以「1看(識毒)2聽(傾

聽)3 抱報(擁抱與通報)，人人都是健康天使」，營

造健康宜居環境，107 年辦理大型活動共計 7 場

次。 

2.運用媒體廣播電台、跑馬燈及有線電視節目等多元

宣導計 21次，發布新聞稿計 25則，另於 107年 10

月至 12月在本市 17處人潮眾多之地方電視牆託播

15秒毒品防制宣導影片，共計播出51,000次以上，

提升市民反毒意識，擴展反毒宣導之涵蓋率。 

3.邀請青少年偶像歌手畢書盡擔任本市 107年反毒大

使，除廣發宣導單張及海報，引起廣大迴響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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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府新聞局合作推出於 6 月 25 日前「尋找畢書

盡」IG，愛自己不吸毒活動，持續擴展宣導效益。 

4.結合本市大型活動、社區治安會議、安居計畫、公

寓大廈座談會等，宣導反毒知能，同時教育家長或

社區民眾辨識兒少是否施用毒品徵兆，且廣為宣導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條規定及關懷諮詢/戒毒成

功專線 0800-770-885，鼓勵社區民眾或兒少家長通

報疑似用毒之隱性人口接受毒防局關懷輔導，107

年共辦理 447場次/95,948人次。 

（二）前進社區 

辦理「法務部前進社區計畫」，結合公私部門之跨局

處相關資源，深入鄰里積極推動毒品防制宣導，普

及反毒知識，讓社區民眾、學生家長及青少年朋友

瞭解毒品危害與其傳播途徑的重要性，提升社區民

眾防毒意識，107年度橫跨本市 34區，進行反毒宣

導共 130場次/4,725人次參與。 

 

 

六、人才培育與專業成長 

（一）提升個案管理人員專業知能 

為提升個案管理人員(含個管師及個管師督導)於藥

癮個案追輔工作中更臻精進完善，規劃多元專業知

能訓練包含家訪及個案家訪紀錄撰寫等課程，107

年共計辦理 35場次、672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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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合作人才交流 

1.107 年 5 月 3 日辦理民間資源交流座談會，邀請財

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沐恩之家及青少年體驗

學習協會等 6家民間團體，進行雙向交流，增進公

私部門服務效能，共計 38人參與。 

2.參與教育部國教署 107 年 6 月 15 日辦理之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知能交流，共計 15人參與。 

3.107 年 5 月 20 日參加 2018 年第一屆杜聰明博士戒

毒醫學論壇，就新興影響精神物質、藥物濫用及毒

品危害防制策略等議題研討，計 18人參與。 

4.107年 6月 29日加強高雄地檢署榮譽觀護人毒品防

制專業教育訓練，計 60人參與。 

5.107年 6月 29至高雄第二監獄參與科學實證毒品處

遇班結業典禮，並分享本局輔導處遇多元服務，計

50人參與。 

6.參與衛生局「107 年醫院督導考核心理衛生業務」

（藥癮，精神疾患，自殺防治，菸害防制，家暴性

侵等），計 2場次。 

7.107年 8月 15日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

「107 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知能「反毒．愛很大」

工作坊，與會人員有教育、醫療學者專家、各縣市

教育局代表、高中職輔導老師、教官共 125人參與。 

（三）與院校合作相互學習 

毒品成癮問題同時含生理、心理與社會面向，其中

以社會心理之復健取向處理成癮問題，實較具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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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本局與市立凱旋醫院合作，指派資深督導同

仁參加受訓，提升內部人員全面性與連續性戒癮生

理—心理—社會處遇能力目標，計 6人參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