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108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本府毒品防制

創新業務

一、建構本市社

區毒品防制

關懷站

二、連結地檢署

合作零毒害

司法處遇

三、特殊族群服

務

毒防局為落實警區、校區、社區毒品防制工作，澈底防堵毒品進入校

園，創新結合高雄市醫師及藥師公會、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高雄縣

醫師公會及衛生所，整合社區藥局、診所與在地衛生所建構 120 站

「社區毒品防制關懷站」(包括 62家藥局、20家診所及 38所衛生所)，

提供可近性、便利性一站式免費尿篩試劑、宣導、諮詢、轉介等四大

服務，成為社區第一線毒品防制守門人並建構綿密的毒品防制服務。

1.零毒害多元司法處遇：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為提升緩起訴處遇成

效，結合毒防局與高雄長庚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仁愛之

家附設慈惠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共同推動多元

司法處遇方案，運用再犯風險與醫療需求分流評估區分 4個象限的

處遇服務，含司法監控、醫療戒治及社會復健治療方案，108年地檢

署轉介醫療機構分流處遇共 354人，毒防局個案關懷服務計 15,353

人次；另毒防局協助藥癮者建立新生活模式，透過自我覺察、辨別

高危險情境及減害、拒毒技巧訓練，108 年辦理 25場次/96 人次參

與。

2.司法處遇藥癮個案關懷服務據點：首創於橋頭地方檢察署設立「司

法處遇藥癮個案關懷服務據點」，由個管師進駐提供一站式戒毒零

距離便民服務，給予心理支持並評估個案需求連結就業、醫療資源

及社會福利服務等，108年共計29場次/205人次受益。

1.涉毒兒少關懷輔導

毒防局自108年 6月起，與本府教育局共同輔導校園春暉個案，並以

輔導先行概念，服務非在學施用第一、二級毒品兒少個案。108年共

計服務 58 名兒少個案，另為整合本市涉毒兒少資源介入輔導，研

訂高雄市處理兒童及少年毒品個案輔導流程，並自 109年 1月 1日起

由毒防局統籌施用毒品兒少輔導，提供兒少個案相關輔導及資源，

以遠離毒害。

2.女性藥癮者服務方案

(1)為協助女性藥癮個案習得自我照顧及一技之長，銜接出監後生活

及就業穩定，與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辦理「女性藥癮者社

會復歸計畫-自我照顧及技能培力、戒癮知能課程」；108年共計

48場次/655人次參與。

(2)108建置「高雄市藥癮孕產婦及藥癮新生兒服務轉介流程」，相關

網絡單位涉及毒防局、衛生局、社會局、警察局、高雄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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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四、全 國首創

「耕欣園」

及 「 抒 心

園」藥癮家

庭社區支持

服務據點

五、毒品防制宣

講師認證計

畫

六、推動「特定

營業場所執

行毒品防制

措施辦法」

橋頭地檢署及高雄女子監獄等，由毒防局擔任業務聯繫窗口，定

期彙整相關數據，網絡單位依專業權責提供即時關懷處遇。

(3)規劃成立「女性藥癮關懷輔導組」配置 6位專責個管師，俾利提

升與女性藥癮者關係的建立(含藥癮孕產婦及新生兒照護)，並推

動生育調節補助方案及印製衛教資訊「生育保健」及「母嬰照

護」2款。

1.為提升藥癮個案及其家庭支持系統，預防涉毒家庭未成年子女成為

毒品新生人口及發掘本市隱性藥癮人口，於本市新興區、左營區設

立藥癮家庭社區支持據點，分別由「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抒

心園)」及「高雄市耕欣園發展協會(耕欣園)」提供服務，以定點式

服務並拓展至周邊區域，提供藥癮個案及其家屬心理支持、就業轉

銜、家屬關係修復等，提升家庭功能、社會復歸及預防毒品新生人

口，透過在地化服務模式，促進資源可近性及可及性。

2.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抒心園)108 年提供個案服務計 101 人

次，辦理藥癮家庭社區支持團體 25場/565人次受益；社團法人高雄

市耕欣園發展協會(耕欣園)提供個案服務計 387人次，辦理藥癮家

庭社區支持團體 31場/787人次受益。

為因應多元宣導場域、對象之需求，毒防局辦理「宣講師認證」，邀

集公會社區藥師、護理師、民間單位以及螢火蟲家族等參加，通過外

聘委員認證之宣講師共有 41名，協助提升全面宣導量能，強化市民正

確識毒、防毒、拒毒、反毒知能，宣導講座共計31場次。

1.本市 108 年 12月共納管 57家業者(包含旅宿業 40家、視聽歌唱 15

家、舞廳 1家及酒吧 1家，熱點區為鳳山區 11家、大寮區 5家及左

營區5家)，毒防局以書面通知納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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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毒防局業於108年 1月 28日、4月 26日及9月 30日辦理3場次「特

定營業場所從業人員毒品危害防制訓練」，共 169家業者參與，出

席人員熱烈參與討論及相互經驗交流，並獲業者肯定。

3.毒防局 108年輔導訪查本市特定營業場所業者共 69家，並針對重點

業者進行專案查察；另結合警察局執行跨局處聯合稽查與宣導共 60

家業者。

毒防局結合跨局處市府團隊與雄檢、橋檢，以及在地里鄰長、學校、

社區發展協會、宮廟代表、民代等，108年共計辦理「毒品防制實地關

懷列車座談會」8場次，分別至六龜區、旗山區、鳳山區、林園大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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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七、辦理本市毒

品防制實地

關懷列車座

談會

八、辦理反毒總

動員系列活

動

旗津鼓山鹽埕區、岡山區、苓雅區及新興區辦理交流，期望透過整合

里鄰長、校長、老師、教官公私協力，提升毒品防制效能。

1.毒防局於 108 年 9 月 23 日舉辦「反毒總動員-騎 city bike 抽

iPhone」活動，與百位市民共騎 city bike 向毒品宣戰，本次活動

結合環保局在全市 300輛公共腳踏車及 98 處租賃站體宣導反毒標

示，並於同年12月 19日及27日分別辦理抽獎及頒獎活動。

2.毒防局於108年 9月 28日舉辦「新世代反毒總動員系列活動-反毒志

工大會師」，廣邀「在職」、「在學」、「在營」、「在社區」四

大類志工團體計47隊逾千人共襄盛舉。透過市長親自授予反毒志工

隊隊旗，現場帶領透過心手相連主題儀式的呈現，呼籲全民一起動

起來，希望藉由反毒志工隊之成立，讓反毒種子遍地開花，充分展

現公部門結合民間力量一起攜手向毒品宣戰，共同營造安全、宜居

的高雄市。

3.為鼓勵民眾多參與健康休閒活動遠離毒害，毒防局與高雄市市議會

及高雄市新聞記者公會合作，於 108年 11月 3日在國立中山大學舉

辦「山海戀歌 再現柴山-議長盃防毒馬拉松活動」，藉由馬拉松活

動推廣跑出健康，倡導反毒的議題，並在現場設攤宣導毒品種類、

樣態、危害、辨識技巧及防毒觀念，提供有獎徵答活動，現場民眾

踴躍參與，吸引 2千多人熱情響應，齊聲向毒品說『NO』！

4.「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自 107年12月 12日施行，

毒防局於 108年 12月 12日辦理「反毒總動員-公私協力營造安全無

毒營業場所」，期藉由法規屆滿週年之際，呼籲並邀集本市住宿及

休閒娛樂場所業者支持響應，擴大本辦法效益，將「張貼毒防標

示」、「參加毒防訓練」、「通報警察機關」、「備置人員名冊」

等四項毒品防制措施逐步擴散本市各營業場所，以預防性概念防止

毒害發生，充分展現公私協力，共同營造安全無毒營業場所，活動

共計128人參與。

5.毒防局於 108年 12月 20日辦理反毒總動員系列活動「無毒道路-反

毒 Show一下」，結合本市11校高中職學生，以高雄市反毒歌曲帶動

操「無毒道路」設計 11校聯合大排舞，讓青年學子身體力行，以反

毒舞蹈展現新世代的熱情，共同向毒品說『不』，並倡導青少年培

養正當休閒興趣，適度排解壓力，避免因一時迷惘或追求刺激而誤

用毒品，活動共計500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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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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貳、綜合規劃業務

一、召開高雄市

政府毒品防

制會報

二、建構本府跨

局處網絡工

作聯繫會議

三、建置資訊整

合平台系統

四、推動毒品防

制類志願服

務

五、辦理 108 年

高雄市毒品

防制網絡共

識營

參、研究預防業務

一、多元宣導、

全民防毒

2.毒防局業於108年 5月 23日、9月 12日及12月 3日召開 3場次毒防

會報。

1.依毒品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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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合協調跨局處業務，強化網絡合作效能。

2.毒防局業於 108年 3月 14日、7 月 30日及 11月 14日分別召開 3 場

次網絡工作聯繫會議，並於同年4月 12日召開跨局處專案會議。

為利掌握本市毒品相關指標數據，連結毒防專家資源與提升個管及行

政工作效能，建置資訊整合平台系統，於 108年 6月正式啟用，功能

包含「個案資料系統」、「專家智庫系統」、「網絡資訊整合平台」

及「內部資訊網」四個子系統；並於 108 年下半年度規劃後續擴充

「特定營業場所管理系統」及「涉毒兒少個案管理系統」，使毒防網

絡系統更臻完善。

毒防局業於108年 4月成立毒品防制類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

於108年下半年訂定「108年補助推動毒品防制類志願服務試辦計畫」，

計有 4單位函請加入成為毒品防制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加上毒品防

制局志工隊，累計毒品防制類志工人數達 160人，並核定 9案補助計畫，

計558人次受益。

為提升本市毒品防制業務相關人員團隊領導與激勵，使其認知團隊合

作重要性並凝聚共識，共同建立毒品防制願景及價值，於 108年 11月

辦理「108年高雄市毒品防制網絡共識營」，共計59人參與。

為落實全面性毒品防制宣導，結合本府毒品防制會報網絡局處，依其

權管業務規劃宣導對象分工及宣導重點，針對社區民眾、各級學校師

生、里鄰長、宮廟負責人、八大行業等約 20類別分眾宣導，建置完整

宣導網絡，以達到 1+1大於 2成效。另為因應當前毒品發展趨勢，各族

群預防策略以針對不同重點介入，毒防局依據分群分眾概念辦理策略，

針對在學、在職、在營、在社區等四種不同方向作深入宣導：

1.在學宣導：針對本市16所大專院校辦理反毒宣導，建構完整宣導範

圍，加強毒品防制宣導，逐年提高宣導場次，提升全民防毒意

識，108年共辦理14校 84場、計11,223人次參與。

2.在職宣導：為落實職場反毒教育，營造友善勞工環境，宣導主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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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報或求助，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條，讓人人都當防毒拒毒守門

員，建立無毒職場與家園。108年相關宣導活動共辦理 32場次、計

5,195人次參與，包括：

(1)結合本府勞工局 108年度「與你同行、健康一定靈」活動，辦理

外籍移工毒品防制宣導1場次、計300人次參與。

(2)結合本府衛生局職場健康促進業務推廣講座，辦理本市泳池業者

從業人員毒品防制宣導活動1場次，計150人次參與。

(3)為積極防範外籍勞工群聚施用毒品事件，結合本府勞工局「108年

度外勞業務法令宣導會」外籍移工之宣導活動，並提供 4國語言

(印尼、越南、泰語、英語)之宣導單張，消弭因語言隔閡而造成

的宣導斷層，108年外籍移工宣導共4場次，計210人次參與。

(4)結合本市義大醫院「反毒資源教育中心」資源，強化職場反毒安

全宣導量能：整合本市義大醫院專業醫療團隊(含精神科、藥劑

部、護理部、心理師、復健師團隊等資源)，積極規劃深入各類職

場進行反毒宣導，期以落實「友善反毒職場，安心通報管道」之

成效。6月 26日更邀請義聯集團 4大事業體包括義大醫療、義守

大學、燁輝、燁興企業、燁聯鋼鐵、燁茂實業、義大開發、義大

汽車、天悅酒店和新泉營造等相關企業一起在國際反毒日與義大

醫院反毒教育資源中心共約 40 人一起宣示「義起反毒，守護健

康」來加入反毒大家族的行列，讓員工、家屬以及高雄市民一起

來響應國際反毒日。

(5)結合全國青年企業研究社辦理「2019全國青年企業研究社五社聯

合反毒歌唱比賽」，共計辦理1場次，120人次參與。

(6)結合本府勞工局 108年度「熱血沸騰，泰愛港都」泰國體育文化

嘉年華活動，辦理毒品防制設攤宣導，共計1,000人次參與。

(7)結合臺灣港務有限公司及臺北醫學大學，辦理裝卸相關業者反毒

宣導活動，共計辦理8場次，304人次參與。

(8)結合本府勞工局印尼文化嘉年華園遊會，辦理毒品防制宣導，共

計250人參與。

(9)結合本府勞工局「永遠資持，勞記在心」活動，辦理毒品防制宣

導，共計2,000人次參與。

(10)結合本府勞工局「國際美食 PK大賽」活動，辦理毒品防制宣

導，共計200人次參與。

(11)結合本府勞工局「與你同行 健康一定靈 外籍移工健康關懷」活

動，辦理毒品防制宣導，共計150人次參與。

3.在營宣導：毒防局結合軍事單位辦理毒品防制教育訓練及宣導，瞭

解毒品危害，提升軍人壓力因應能力，進而拒絕毒品之誘惑，維護

國軍戰力具體的展現，特針對本市各類軍事機構辦理「拒毒密令-反

毒巡迴宣導活動」，108年共辦理 29場次、計 5,711 人次參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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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陽光國軍的正面形象。

4.社區宣導：毒防局積極推動「前進社區-社區反毒巡講計畫」，結合

各領域講師與里幹事，深入本市 38行政區辦理毒品防制宣講活動，

以改善城鄉差距造成毒品知能之差距，強化社區正確反毒意識。108

年共辦理245場次、計114,012人次參與

5.多元宣導：毒防局結合公私資源、在地特色活動，辦理多元型態反

毒宣導，強化相關宣導露出，全面提升市民反毒知能。108年共辦理

124場次、計63,949人次參與，包括：

(1)結合「2019愛河燈會藝術節」活動現場設攤宣導，並以互動式遊

戲「拉他一把」讓市民朋友體驗吸毒者戒治過程，亟需全民愛與

陪伴協助戒毒。活動為期 12天計26,500人次參與。

(2)結合旗津「春天吶喊音樂藝術祭」辦理「只要青春不要毒」宣導

活動，除現場設攤宣導外，更於活動期間每日於活動舞台演出

「反毒脫口秀」及「反毒嘻哈秀」表演，以活潑有趣活動宣導反

毒，貼近青少年族群以提升宣導成效，共辦理 9場次、計 5,000

人次參與。

(3)透過互動式科技，讓毒品危害更有感，於 5月 10日~5月 31日結

合海巡署與中信反毒教育基金會共同辦理反毒教育特展「識毒-你

所不知道的毒品真相」反毒特展，場內營造模擬藥頭販毒的劇

情，可以體驗毒販話術背後的真實目的，若遇到類似的情境時，

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同時透過腦部斷層掃描等科技互動裝置，讓

民眾了解吸毒前後對於大腦不可逆的危害，活動為期 22天，共計

3,701人次參與。

(4)6月 1日結合反毒博覽會於活動攤位展示毒防局推動毒品防制成

果，內容含「愛與陪伴社區支持團體」、「螢火蟲家族培訓」、

「零毒害多元司法處遇-社會復歸服務」、「免費提供快篩試劑-

鼓勵藥癮者主動求助」、「毒防局執行特定營業場所防制措

施」、「毒品防制宣導服務」、「社區毒品防制關懷站」、「藥

癮者輔導處遇服務」、「藥癮個案關懷服務據點」等，現場並以

「仿真新興毒品」、「拉他一把-釣久瓶子」等闖關遊戲，與市民

互動提升防毒知能，共計8,000人次參與。

(5)結合「2019端午龍舟嘉年華」辦理「端午龍舟嘉年華 拒絕毒品鬥

陣行」毒品防制互動式宣導活動，透過節慶熱鬧人潮，讓市民朋

友了解新興毒品樣態和關懷專線資源。活動為期 3天，共計2,300

人次參與。

(6)呼應 6月 26日國際反毒日並提升青少年對毒品危害的正確認知，

毒防局跳脫傳統講座方式，透過熱門電影角色演出快閃行動劇，

創意融入新興毒品包裝、染毒徵兆與轉介資源提升反毒宣導效

果，於車站、電影院、網咖及電子遊戲場等青少年易聚集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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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跳脫框架、

創新反毒

所，將反毒意識融入青少年日常生活，避免青少年於暑假期間誤

用毒品，維護其身心健全發展，共計辦理3場次/750人次參與。

(7)108年 7月 4日結合中華藝校，於美麗島捷運站光之穹頂辦理「只

要愛，不要毒」反毒大誓師，韓國瑜市長與現場近 200名學生及

民眾一同宣誓反毒決心，用愛與關懷向毒品宣戰。

(8)108年 7月 5日到 7日結合新聞局「2019高雄啤酒音樂節」活動現

場設攤宣導，現場以仿真新興毒品、氣味盒等宣導防毒觀念，並

手持反毒宣導活動看版與民眾進行互動，於會場不同地點進行繞

場走動式宣導，同時邀請民眾拍照打卡以增加宣導效益。活動為

期 3天共計9,000人次參與。

(9)108年 9月 11日結合中華藝校於漢神巨蛋廣場辦理「中秋人團圓

反毒保幸福」反毒快閃熱舞暨全體大誓師活動，邀請中華藝校團

隊，透過快閃舞蹈與走秀演繹反毒意象，並搭配巨蛋百貨前方超

大型 LED的反毒標語，時時刻刻提醒民眾，市府反毒的決心與魄

力，共計500人次參與。

(10)結合輔英科技大學，設計具反毒寓意的密室逃脫闖關遊戲，營造

夜店風的空間，透過懸疑推理電影般的劇情，以寓教於樂方式讓

學子瞭解毒品的危害性，共計辦理48場次、1,000人次參與。

(11)結合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校園識毒展，為期 19天，共計 5,498 人

次參與。

(12)結合梓官區「2019遇見城隍 與神同行-反毒、緝毒、反詐騙」活

動辦理毒品防制宣導，現場以仿真新興毒品、氣味盒等宣導防毒

觀念，讓活動參與民眾瞭解毒品的偽裝和危害，讓其了解毒品危

害，強化防毒知能，計1,000人次參與。

1.毒防局 108年 6月 22日於龍華國小舉辦「2019國際反毒日-只要青

春不要毒 熱舞大賽」，以「反毒」作為活動主軸，藉由學生舞出熱

情與活力，喚起社會大眾對於毒品危害問題的關注及重視。

2.透過創作「反毒歌曲帶動操」徵選活動，經委員評選「中華藝術學

校-無毒道路」榮獲優勝，訂於 108年 11月 22日召開「無毒道路青

春態度，校園反毒 young起來」記者會，將本帶動操於校園中全面

推廣，俾利發揮同儕正向影響的效益，防堵毒品入侵校園，幫助學

生免受毒害，進而維護新世代健康。

3.毒防局為使毒品防制宣導邁向科技化並顯活潑有趣、吸睛，購置小

暄機器人與 Pepper機器人協助進行毒品防制宣導，可做宣導簡報、

播放宣導影片、展示相關圖片，亦可與民眾做智慧互動式問與答，

跳脫舊有傳統框架，加深民眾印象。

4.發表高雄市的反毒 LOGO，海浪-代表港都高雄，愛心-代表用心守

護，防制毒品入侵，白色鳥-代表用愛與陪伴關懷個案，重拾自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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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測概況、

掌握趨勢

四、科學實證研

究、因地制

宜

五、專業學術、

接軌國際

六、前端防堵、

科學鑑識-

拉曼光譜儀

希望，手勢-象徵向毒品勇敢說「不」，也代表高雄首創結合警區、

社區、校區三區合一齊心協力防制毒品的決心，共同守護市民遠離

毒品，航向營造平安幸福的目標前進。

5.邀請羽球好手戴資穎擔任毒防局反毒大使，推廣毒品防制知能，以

提升宣導效能。

為利瞭解本市毒品趨勢及藥癮個案服務現況，毒防局定期彙整本市毒

品防制相關數據製作統計月報表，針對本市「查緝概況」、「全國全

市藥癮個案統計」、「輔導處遇」、「高雄市 13-24歲施用毒品概

況」、「特定營業場所毒品防制」、及「國內外情勢」進行分析，以

掌握毒品防制趨勢。

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綜整研析本市警政系統(包含本府警察局及警察局少

年警察隊)之毒品案件相關資料，包含查獲件數、查獲地點、犯案趨勢、

毒品走私、價格及查獲重量等，並連結各毒品防制相關單位如本府社

會局、衛生局、教育局、勞工局、關務署、地檢署之毒品相關議題資

料庫，分析個人、家庭、學校及社區等因素及人口學特徵與藥物濫用

之狀況，藥癮者之犯罪形態、施用毒品狀況及影響因子、本市藥物濫

用趨勢，瞭解導致藥癮者藥物濫用之社會因素及心理因素，以及所致

之犯罪情形如犯罪熱點分布，並於分析結束後提供政策建議予各毒品

防制網絡局處。

藥物濫用已成為全球各地關注的公共衛生與社會安全議題。就此，毒

防局擬訂於 108年 7月 12日、7月 13日辦理 2日國際論壇，邀請美國、

日本、馬來西亞、泰國、韓國、台灣等國際學者專家，匯集國內外專

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針對不同領域擴大交流與經驗分享。

近來新興毒品迅速推陳出新，且摻雜混合方式多變，傳統對毒品的初

步快速檢驗已不足適用，而手持式拉曼光譜分析儀具有偵測迅速準確

(最快數秒內即可準確測出毒品成分)、非接觸性、非破壞性鑑定，且

適用樣品種類廣泛等優點，實為防毒和緝毒之最佳利器。為有效提升

毒品防制能量，毒防局購置手持式拉曼光譜分析儀 1台，未來將與警

察局密切合作，加強毒品防制聯防網絡。

毒品濫用衍生之問題、新興毒品推陳出新、施用族群年輕化等趨勢，

不僅影響社會安全與經濟危害，更造成未來社會發展的危機，為此，

毒防局更在今年深入探討如何以日興月異的科技來協助毒品防制業

務，特舉辦三場專家會議：10月 4日「手持式拉曼光譜儀檢測濃度極

限探討」專家會議、10月 18日「腦波 AI系統發展現況與戒毒成效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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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召開專家學

者會議

肆、輔導處遇業務

一、個案輔導處

遇

討」專家會議、10月 25日「毒癮臉譜辨識之探討」專家會議。

1.藥癮者追蹤輔導

(1)本市 108 年累計關懷列管個案總計 5,340 人，男性 4,534 人

（84.91%），女性 806 人（15.09%）;「40歲至 49歲」1,743 人

（32.64%）最多，「30歲至 39歲」1,396人（26.14%）次之。

(2)提供藥癮個案心理與情緒支持、法律諮詢、醫療戒治、社會福利

與就業資源轉介等服務，108年共計服務317人。

(3)108 年累計追蹤輔導 48,478 人次，其中電訪 36,627 人次

(75.55%)，家訪 5,865人次(12.10%)，面談 4,782人次(9.86%)，

其他訪視 1,204人次(2.49%)。

2.入監銜接輔導

針對即將出監個案，由個管師主動入監銜接輔導，建立信任關係，

初步會談評估個案需求，俾利出監後提供社會福利、就業支持、醫

療戒治等資源。108年共辦理團體輔導 102場次/7,279人次、個別輔

導59場次/896人次、懇親會12場次/2,891人次。

3.辦理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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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法令、毒品危害簡介、戒治和愛滋

病防治等課程。

(2)108月毒品危害講習共辦理 28場次/952人次參與。針對初犯與再

犯受裁罰者採不同適性課程，初犯者安排講習課程，再犯者(裁罰

2 次以上)，安排預防再犯團體，透過團體討論及自我探索等方

式，催化受處分人改變動機，108 年共辦理 24 場次/167人次參

與。

(3)於講習現場設置「新心小站」，請心理師或社工師駐點服務，提

供參加學員個別諮詢服務，108年共辦理24場/120人次參與。

4.專線服務

(1)24小時免付費戒毒成功專線（0800-770-885）：108 年受理 775

通，其中個案與家屬來電總通數 406通，佔總通數 52.39%；由個

管師提供諮詢服務計 810項次，主要以「心理支持」405項次(占

50%)，其次為「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 85 項次 (占

10.49％)，第三為「醫療」54項次(占 6.67%)。

(2)通報關懷專線(07-2110511)：108年共受理 39通，其中網絡聯繫

12 通 (30.77%) ，行政業務諮詢 7 通 (17.95%) ，誤撥 12 通

(30.77%)，諮詢案件 6通(15.38%)，其他 2通(5.13%)。

5.主動發掘社區隱性藥癮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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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多元處

遇方案

毒防局積極宣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條規定，鼓勵社區隱性藥癮

人口主動求助，108年發掘社區隱性藥癮個案計206人。

1.「愛與陪伴」社區支持成長團體

於本市鳳山區採定時定點形式，辦理藥癮者及家屬支持成長團體，

提供情緒抒發及心理支持管道，108年計42場次/381人次參與(家屬

150人次、藥癮者231人次)。

2.「螢火蟲家族」培訓計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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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螢火蟲家族培訓，108年辦理初

階課程，計 31場次/計 172人次參與，培訓 15名。安排螢火蟲結

訓成員參與社區、監所及電台宣導活動，108 年共宣導 48 場

次/18,863人次受益。

(2)以藥癮更生人成功戒毒經驗為主題，拍攝「螢火蟲家族」成員戒

毒歷程短片，於108年 8月正式於毒防局臉書及 youtube發布，並

作為社區宣導使用。

3.高雄市多元發展體驗中心

高雄市多元發展體驗中心提供各類型服務族群相關毒防知能、正向

興趣體驗及藥癮者社會賦歸技巧與職能體驗等，連結在地資源，辦

理農村生活體驗及多元技能課程活動，108年 9-10月辦理修復家庭

支持活動「一日農夫‧農村體驗」2場次/42人次；另 108年辦理多

元探索體驗課程計9場次/210人參加。

4.社會復歸職能訓練及體驗活動

結合勞工局辦理藥癮者職業體驗，加強藥癮者職業及性向探索，促

進就業媒合準備，108 年辦理 2梯次 5類職業體驗(綠能電機、水

電、摩托車修理、行動管家及照服員)，計13人參訓。

5.兒少及親子探索及成長團體活動

(1)108年辦理「種子發芽-生命改變新方向團體」，增進高風險兒童

學習人際關係及情緒探索，建立自我正向價值，提升挫折忍受

力，計3場次，21人次參與。

(2)108年辦理「兒少家庭探索體驗學習成長營」及「無毒健康 超越

自我」~藥癮家庭探索體驗活動，強化藥癮家庭及兒少問題解決能

力，預防毒品新生人口，計3場次，9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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