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109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綜合規劃業務

一、召開高雄市

政府毒品防

制會報

二、配合行政院

新世代反毒

策略推動毒

品防制工作

三、召開本府跨

局處網絡工

作聯繫會議

四、加強特定營

業場所稽查

1. 本府比照行政院毒防會報之模式，設置高雄市政府毒防會報，委員

25人，由市長擔任召集人，項下設有五大組別，依各局處業務落實

執行前端預防、中端緝毒、後端醫療戒治輔導工作，統合府內警察

局、教育局、衛生局以及社會局等跨局處，及府外業務相關之地檢

署、少年及家事法院、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統籌規劃擬定毒品防

制策略，發揮政府及民間整體力量貫徹執行。

2.毒防局業於109年 4月 30日及12月 29日分別召開毒防會報第一屆第

6次及第二屆第1次會議。

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是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頭，以

「量」為目標，消弭毒品存在，政策方針為降低毒品需求、抑制毒品供

給。行政院已於 109 年 8 月 27 日通過 2.0 版，以三減新策略(減少供

給、需求、傷害)，斷絕毒三流(掌握物流、人流、金流)，以達到三降

(降低初犯、降低再犯，降低致死數)為目標；毒防局配合修正重點發展

毒防政策，統合研考本府各局處推動緝毒、戒毒、識毒及防毒四面向業

務績效。

1.擬定規劃本市反毒策略及工作方針與目標，依毒品議題邀集市府相

關局處研議探討，整合協調跨局處業務，強化毒防網絡合作效能。

2.毒防局業於 109年 3月 27日及 12月 11日召開 2場次毒防網絡工作

聯繫會議。

1.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1條之 1授權訂定「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

制措施辦法」，所謂「特定營業場所」係指實際從事視聽歌唱、舞

廳、酒吧、酒家、夜店或住宿業務之場所，且曾遭查獲有人在內施

用或持有毒品，而場所人員又未事先向警察機關通報者；自遭查獲

翌日起算 3年內，依法應執行毒品防制措施。

2.毒防局依法辦理本市特定營業場所查察，本市統計截至 109年納管

中家數為 60家(旅宿業42家、視聽歌唱 17家及酒吧 1家)，以書面

通知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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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短片加強宣導。

3.毒防局首創建置「高雄市列管特定營業場所風險分級管理機制」，

就納管業者分為高中低風險級別，進行不同強度的稽查與從業人員

訓練，並於 109年針對本市非納管業者全面啟動輔導訪查工作，鼓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五、建立跨局處

資訊整合平台

大數據資料庫

六、推動毒品防

制類志願服

務

七、強化毒防局

自媒體平台，

擴大臉書粉

專、Youtube

勵業者共同配合政府執行毒品防制措施，以營造安全健康的休閒場

所。109年針對高、中度風險之納管業者進行稽查 27家、輔導訪查

非納管業者 205 家（住宿 145 家及視唱 55 家、夜店 4 家及酒吧 1

家）。

4.109 年辦理 4 場次(5月 11日、6月 30日、7月 29日及 10月 15日)

「特定營業場所人員毒品危害防制訓練」，共 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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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評估本市納管之特定營業場所業者執行毒品防制措施情形，視需求

邀集警察局、經發局或觀光局等相關局處進行不定期聯合稽查。109

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共辦理 10場次聯合稽查，計查察43家次。

6.配合警察局暑期青春專案就轄區內青少年易涉足場所，辦理擴大掃

蕩聯合稽查勤務，加強稽查、取締少年偏差行為及營業場所違法

(規)情事，計 4場次查察 9家次，均為非納管營業場所，爰鼓勵業

者配合政府執行毒品防制措施。

毒防局於108年 6月建置「資訊整合平台系統」，透過資訊系統掌握本

市毒品防制相關數據，提升個案管理效能，109年度擴充蒐集經發局、

觀光局、警察局、教育局、衛生局及社會局等跨局處毒品防制相關資

料，建立大數據資料庫，未來將透過科技資訊推動智慧毒防網，建立

本市藥物濫用資料庫、產製視覺化儀表板，即時提供毒防數據，掌握

藥物濫用趨勢作為研擬政策之參考。

毒防局業於108年 4月申請為毒品防制類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並於 9月成立毒防局志工隊，統計至 109 年共招募志工 46人，協助宣

導28場次/服務303小時，個案陪伴 144小時，行政協助 2,378.5小時，

累計服務總時數達2,825.5小時；另邀集6家民間單位加入毒品防制類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109年毒防局補助運用單位辦理毒品防制類志願服

務受益人次達1,923人次。賡續邀請民間團體組成志工隊加入本市毒品

防制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發展青年志工、新住民志工等多元志工，共

同推動毒品防制事務。

1. 製作 QR Code 放置毒防局官網、臉書、YouTube、高雄市政府官方

Line等，透過網路新興媒體傳播管道方便民眾搜尋及獲取識毒、拒

毒及反毒的知識與訊息。同時於各項活動及宣導時提供民眾掃描毒

防局 QR Code 進入官網、臉書及 YouTube，讓民眾方便掌握最新毒

品防制新知及活動。

2. 製作「識毒懶人包」置放於毒防局官網，方便民眾查詢各級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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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的散

播力，製作

QRcode強化

連結。

貳、研究預防業務

一、建構本市社

區毒品防制

關懷站

二、多元宣導

全民防毒

新興毒品的危害及拒毒新運動相關防制知能，官網瀏覽計 84,374人

次。

3. 搭配相關活動製作圖卡、影片等發佈於自媒體平台 (如臉書、

YouTube)，且不定期發布相關活動資訊、毒防新知等相關知能及訊

息，其中搭配時事-吉卜力免費釋圖熱潮，配合劇照情境製作「反毒

三不三要」圖卡，獲得網評最高迷因讚許，達到反毒宣導高成效，

109年共發布 152則貼文，臉書按讚數10,662次，追蹤數10,859次；

另毒防局 YouTube影片上傳計 12支，訂閱數246人。

1.毒防局積極建構毒品防制綿密網絡，率全國之先結合社區診所、藥

局及38區衛生所、田寮區與鹽埕區里辦公處設置「社區毒品防制關

懷站」，提供社區民眾可近性、一站式關懷、諮詢、宣導及轉介服

務，統計截至 109年共建置 164站「社區毒品防制關懷站」（包括

73家藥局、22家診所、38區衛生所及 31里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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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區毒品

防制成效。

2.本市社區毒品防制關懷站-錦昌藥局林錦良藥師表彰其專業熱忱及推

動反毒卓越事蹟，榮獲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拒毒預防組」109年反

毒有功人士，表現深獲肯定，備感榮幸。

為落實全面性毒品防制宣導，連結民間資源強化布建防毒網並結合本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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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廟陣頭、八大行業等

約 20類別分眾宣導，建置綿密宣導防毒網絡，以達到加倍綜效。另

為因應當前毒品發展趨勢，採分區分眾介入涵蓋本市 38區及規劃在

學、在職、在營、在社區 4大場域推動毒品防制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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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共辦理 14校 43場、計 17,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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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或求助，落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條主動請求治療之推動，

讓人人成為防毒拒毒守門員，建立無毒職場與家園。109年相關宣

導活動共辦理 29 場次、計 2,358 人次參與，重點宣導場次臚列如

下：

(1)結合保全公司辦理職場健康宣導活動，共辦理 11場次，2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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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參與。

(2)結合台灣自來水公司及林園清潔隊辦理職場衛生宣導，共辦理

2場次、110人次參與。

(3)結合衛生局及私人企業營建工程及公私立場所專責人員教育訓

練辦理毒品防制宣導，共計辦理 8場次、529人次參與。

(4)結合海洋局及勞工局辦理外籍移工毒品防制宣導，共計辦理 4

場次、540人次參與。

(5)結合石化製程私人企業辦理職場衛生宣導，共辦理 2場次、800

人次參與。

3.在營宣導：積極結合本市各類軍事機構辦理「拒毒密令-反毒巡迴

宣導活動」，使其瞭解毒品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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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陽光國軍的正面形

象，另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於「法務工作協調會報」針對各

單位法制官進行宣導，使成為反毒種子，讓反毒知能向下扎根，

109年共辦理 14處 12場、計 2,530人次參與。

4.社區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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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109年共辦理 210場次/51,846人次參與。

5.多元宣導：結合公私資源、在地特色活動，辦理多元型態反毒宣導，

全面提升市民反毒知能。109年辦理共 53場次/計 38,030人次參與，

包括：

(1)邀請世界球后戴資穎擔任反毒大使，另就藥癮個案熱區及旗美 9

大區，運用反毒大使戴資穎肖像進行公車車體廣告及偏鄉計程

車車內廣告，拓展多元宣導管道。同時結合公私資源於各主要

LED廣告板無償行銷宣導。 

(2)結合「花現幸葫-2020年杉林區農特產及葫蘆藝術行銷推廣暨春

節花海活動」設攤宣導，現場以仿真新興毒品、氣味盒等宣導

防毒觀念，讓參與學生及家長瞭解毒品的偽裝和危害，讓其了

解毒品危害，強化防毒知能，共計 500人次參與。

(3)結合「2020高雄燈會藝術節」活動辦理『無毒道路、反毒 Show

一下』向毒品說"不"快閃活動，以熱舞快閃及裝扮應景人物財

神爺踩街遊行，並以互動問答方式宣導防毒重要性，現場吸引

近百名民眾踴躍參加快問快答活動，共計 500 人次參與，並於

現場以仿真新興毒品、氣味盒等宣導防毒觀念，讓參與民眾瞭

解毒品的偽裝和危害，讓其了解毒品危害，強化防毒知能，活

動為期 12天，共計 8,500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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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合「乞龜祈福拉龜王保平安觀光節」慈善正氣活動辦理毒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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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150人次參與。

(5)結合「高雄陣夯」二0二 0高雄內門宋江陣系列活動辦理毒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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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500人次參與。

(6)結合「2020鳳荔季-大樹活荔旺暨水資源宣導活動」辦理毒品防

制宣導，以新興毒品樣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條、24小時

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與防毒三不三要等觀念為宣導主軸，

此外，於活動現場展示各種「仿真新興毒品樣態」以及「仿真

毒品氣味體驗組」，以提升民眾毒知能，以達「知毒、識毒、

反毒」之效，共計 1,000人次參與。

(7)結合「斯巴達障礙跑競賽」辦理毒品防制宣導，並邀請毒防局

「螢火蟲家族」成員組成毒防小隊參與競賽為反毒而跑，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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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2場次、650人次參與。

(8)結合國際反毒日辦理「2020 反毒嘉年華」，各界代表共同反毒

宣誓儀式，展現公私合作落實防毒典範，象徵高雄市以實際行

動表示堅定反毒決心，現場更規劃毒品防制成果海報展覽以及

反毒攤位遊戲與民眾互動，共計 2場次、350人次參與。

(9)結合「第三屆鳳邑尚興盃三對三籃球賽」辦理毒品防制宣導，現

場以新興毒品樣貌、疑似染毒徵兆等宣導防毒觀念，並手持反

毒宣導活動看版與民眾進行互動，於現場不同地點進行繞場走

動式宣導，以增加宣導效益，共計 100人次參與。

(10)辦理「2020無毒家園親子同樂探索營-防毒趣味定向越野活

動」，透過定向越野方式結合活動區域內各個防毒宣導關卡，

點出人生「迷路」、「方向」、「原點」，讓參與民眾能瞭解

當外在因素如毒品誘惑迷路之下，如何自我察覺能力找回自我

方向及原點，共計 350人次參與。

(11)結合「鳳邑愛出發 生活心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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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300人次參與。

(12)結合岡山籮筐會辦理毒品防制宣導，現場以仿真新興毒品、氣

味盒等宣導防毒觀念，讓參與民眾瞭解毒品的偽裝和危害，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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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了解毒品危害，強化防毒知能，共計 1,000人次參與。

(13)結合左營萬年季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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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1,000人次參與。

(14)結合旗津黑沙玩藝節辦理毒品防制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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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1,000人次參與。

(15)結合2020南島文化博覽會系列活動-「高雄豐潮」原住民族聯

合豐年節活動辦理毒品防制宣導，以新興毒品樣態，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 21條、24小時免付費毒品防制諮詢專線 0800-770-

885與防毒三不三要等觀念為宣導主軸，以提升民眾防毒知能，

以達「知毒、識毒、反毒」之效，共計 3,000人次參與。

(16)結合 2020 第十七屆體協盃運動舞蹈公開賽暨 AL國標舞巡迴積

分賽-高雄場辦理毒品防制宣導，藉由活動賽事推廣防毒議題，

加強本市防毒宣導，由舞者共同反毒宣誓、反毒舞蹈帶動及反

毒舞影片拍攝，鼓勵市民從事健康休閒活動，提升拒毒能力，

共計 500次參與。

(17)結合萬聖節辦理毒品防制宣導，輔以仿真毒品向小朋友說明現

在毒品的包裝千變萬化如糖果、軟糖、果凍等，並向小朋友說

明拒毒技巧如堅持拒絕法、轉移話題法、遠離現場法等，建立

小朋友正確觀念，提升防毒免疫力，共計辦理 3場次、2,300人

次參與。

(18)結合109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辦理毒品防制宣導，以仿真新

興毒品、氣味盒等宣導防毒觀念，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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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選手之夜由

主持人帶領現場民眾高喊「我反毒 我驕傲」口號，共計 5,200

人次參與。

(19)結合2020岡山媽祖國際文化豐遊季辦理毒品防制宣導，現場以

仿真新興毒品、氣味盒及闖關遊戲等，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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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3,000

人次參與。

(20)結合兆豐銀行文教基金會及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青少年

反毒戲劇工程列車巡迴本市青年、岡山、福山、旗山、前鎮、

明華等六所國中，演出反毒戲劇「拯救浮士德」，讓識毒、拒

毒、防毒教育向下扎根，杜絕毒品進入校園，共計辦理 6 場次、

3,880人次參與。

(21)結合國際獅子會 300E1區及高雄市雄獅慢跑協會舉辦「山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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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再現柴山 第Ⅱ屆防毒馬拉松」活動，並捐贈「防毒宣導

車」予高雄市政府，用以協助推動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推動

毒品防制工作，共計 3,000人次參與。

(22)結合「2020高雄電競嘉年華活動」運用電競賽事、體感科技體

驗等潛移默化的方式深植反毒意識，並辦理毒防宣導設攤活動

現場以仿真新興毒品、氣味盒等向觀賽民眾宣導毒品危害，鼓

勵多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共計 500人次參與。

(23)結合2020路竹番茄節番喜同樂會辦理毒防宣導設攤活動，現場

以仿真新興毒品、氣味盒等宣導防毒觀念，讓參與民眾瞭解毒

品的偽裝和危害，讓其了解毒品危害，強化防毒知能，共計 300

人次參與。

(24)結合2020歡迎光臨 苦瓜王國活動辦理毒防宣導設攤活動，現

場以仿真新興毒品、氣味盒等宣導防毒觀念，讓參與民眾瞭解

毒品的偽裝和危害，讓其了解毒品危害，強化防毒知能，共計

450人次參與。

(25)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辦理「要 high不藥害，作伙逗

『陣』來」高雄市宮廟陣頭毒品防制計畫，針對民間宮廟、神

壇廟會陣頭等參與族群，透過多元的宣導模式，共計辦理 10場

次/500人次參與。

6.多方位宣導：因應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導致部分活動取消，為

避免宣導中斷，毒防局連結政府及民間資源，透過數位媒體及自媒

體多元管道宣傳如下：

(1)109年 2月份起協請本市高雄銀行 (本市 20個服務據點)，放置

戴資穎「愛與陪伴 全民防毒」單張，供民眾索取。

(2)109年 2月份起於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各輪渡站(旗津站、鼓

山站、前鎮站、中洲站)懸掛涉毒如何求助宣導布條，提高藥癮

個案主動求助。

(3)109年 3月起利用高雄捷運車廂車窗廣告，宣導毒品防制重要性。

(4)109年 3月起協請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高雄運務段協助從雲林

林內站至屏東枋野站等共計 56車站，放置戴資穎「愛與陪伴

全民防毒」單張、跑馬燈及反毒歌曲-「無毒道路」-電視牆宣

播(含 56 處單張、31處跑馬燈、2處電視牆及 2處車班員工講

習)日後願協助更新並廣為宣導。

(5)109年 3月起協請本市空中大學於該校網站、電子看板、跑馬燈

以及校內播放毒品防制宣導影片及宣導單張放置，以杜絕毒品

入侵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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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品防制宣

講師認證計

畫

(6)109年 4月起與民間單位合作（台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夢

時代、藥局），公益協助毒防宣導電視牆之宣播，內容包括新

興毒品危害、本市社區關懷站及涉毒如何求助等，透過人潮、

車潮等聚集場所，其更能增加毒防局業務能見度。

(7)109年 5月 30日起利用網路YouTuber堯一堯進行「一日系列-毒

防局 Show一下」，透過新媒體宣傳(如 YouTube、臉書等)喚起

全民防毒意識，並形塑毒品防制專責主管單位之專業形象。截

至 6月 30日點擊率 4,930次。

(8)109年 5月起公私協力與本市6家廣播電台合作(成功電台、下港

之聲電台、凱旋電台、屏東之聲電台、潮州之聲電台、大武山

電台)，於節目時段口播毒品對人體危害及如何求助專線

「0800-770-885」等，提高市民防毒警覺性。

(9)109年 5至 6月計 7天與本市番薯衛星電視台合作，由毒防局官

網影片剪輯重要片段「全民防毒你我有責」約 100秒，於電視

節目宣播政府防制毒品決心。

(10)109年 10月起協請 10個民間團體及教育局 30所高中職以下學

校之電視牆協助宣播毒防局製播新興毒品危害宣導短片為期 3

個月，即時傳達最新毒防資訊。

(11)以「瞭解藥癮 多點關心」為宣導主軸，利用反毒大使戴資穎肖

像刊登於藥癮個案熱區及旗美 9 大區公車車體廣告、公車站牌

廣告以及偏鄉計程車廣告，邀請市民朋友一同關心藥癮者。

(12)藉由衛生福利部與知名 podcast馬克信箱媒體平台合作，分享

毒防局 2位藥癮個案成功戒毒翻轉人生故事，讓社會大眾了解

藥癮者戒毒歷程，協助去標籤化，提高民眾對藥癮者接納度協

助復歸社會。

為因應多元宣導場域、對象之需求，培訓反毒種子師資辦理「宣講師

認證」，邀集社區藥師、護理師、社工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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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名，協助毒防局提升全面宣

導量能，強化市民識毒及防毒知能，109年辦理宣講訓練講座共計 18

場次。

1.公部門單位：109 年結合本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毒品防制教育

訓練課程：

(1)針對本市毒防網絡局處辦理「毒品防制宣講師訓練班」，為期 2

天/33人參訓。

(2)針對本市 38區區公所里幹事辦理「毒品防制宣導研習班」，為

期 1天/40人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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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測概況、

掌握趨勢

五、辦理毒品知

能防制講座

六、辦理毒品防

制全國大型

2.專業醫事人員：109 年結合本市各醫事公會辦理醫師、藥師、護理

師及社工師等醫事人員在職教育訓練培訓反毒師資課程，109年共

辦理 16場次/1,256人次參訓。

3.宣講師認證：邀集參與種子教育課程網絡人員(如藥師、護理師、民

間團體、螢火蟲家族…等)參與，並藉由認證制度建立毒防局專業宣

講師資庫名單，以因應多元宣導場域、對象之需求，落實全面宣導量

能。統計截至 109年認證人數共 41人，宣導29場次/4,085人次參與。

1.綜析本市警政系統如警察局毒品案件相關資料，包含查獲件數、重

量等，並蒐集各毒品防制相關網絡單位如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

勞工局、高雄地檢署與橋頭地檢署之毒品相關數據，分析區域、人

口特徵與藥物濫用之相關性。

2.為掌握本市未成年涉毒資料，由相關網絡局處橫向連結將資料予以

統整分析，警察局由少年隊將未成年列管涉毒資料提供教育局勾稽

學籍後，由教育局定期將轄管學校春暉列管個案相關數據，提供毒

防局分析藥癮者分佈。

3.持續按月製作毒品防制監測報表，以圖表呈現監測結果，並滾動式調

整監測重點，即時掌握本市毒品防制現況及趨勢，以俾提供本市網絡

單位作為相關政策擬訂之參考。

為探討藥物濫用與防制的多元議題，提升同仁防制專業知能，擬針對不

同的議題邀請國內專家學者進行深度交流討論，提供同仁及網絡局處同

仁參加，以增進從事藥物濫用防制工作的相關專業人員知能，同時提供

本府在制定毒品防制政策上具體建議與參考，設計 3大議題(毒品防制

現況與簡介、法制與政策、醫療與處遇)辦理 11堂講座共計 344人次參

與。

為展現司法、醫療、毒防之金三角緊密合作，109年 12月 18日由毒防

局與高雄地方檢察署、市立凱旋醫院於共同舉辦「高雄領航 2020毒品

防制新作為網絡合作研討會暨多元處遇成果發表會」，分享高雄率全國

之先首創的緩起訴本土化多元處遇模式，由高雄市長陳其邁親自主持開

幕儀式。同時進行多元專題研討，羅秉成政委主講「毒品再犯防制新展

望」、高檢署刑泰釗檢察長主持「毒駕防制之挑戰與展望」專題、行政

院毒防基金委員李志恒教授主持「新興毒品之挑戰與回應」專題、高雄

市毒防局長林瑩蓉主持「多元處遇網絡合作新模式」專題，期集思廣益

凝聚前瞻之策略方針，與會人員有來自法務、關務、海巡、警政、教育、

衛政、社政以及勞政等公部門，民間單位有成癮學會、毒品處遇政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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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參、輔導處遇業務

一、個案輔導處

遇

究學會、藥物濫用防治研究學會、醫師、藥師、牙醫師、臨床心理師、

醫檢師、心理諮商師以及社工師等專家學者，近 300人與會共襄盛舉。

1.藥癮者追蹤輔導

 (1)109 年毒防局累計關懷列管藥癮個案總數 5,480案，其中男性

4,643案（84.73%），女性 837案（15.27%），以男性為多。以年

齡區分，40歲至 49歲 1,893案（34.54%）最多，30歲至 39歲

1,360案（24.82%）次之，20歲至 29歲 1,120案（20.44%）位居

第三。

(2)以個案管理模式提供全人整體性服務，由個管師提供藥癮個案心

理與情緒支持、心理諮商、保護扶助、法律諮詢、醫療戒治、社

會福利與就業資源轉介等服務，109 年累計追蹤輔導訪視服務

50,466人次，其中電訪 38,862人次（77.01%）、家訪 5,122人次

（10.15%）、面談 4,872人次（9.65%）、及其他訪視 1,610人次

（3.19%）。

(3)依藥癮個案需求評估轉介相關網絡單位及民間單位，109年轉介服

務344人次，包含轉介醫療戒治43人次、保護扶助 22人次、就業

輔導141人次、心理諮商 45人次及其他民間單位 93人次。

2.辦理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1條規定辦理「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

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之毒品危害講習」，採多元方式辦理，並針對初

犯與再犯受裁罰者規劃不同適性課程，109年計 772人次接受講習。

(1)初犯者毒品危害防制課程

A.提供初犯受裁罰者法令、毒品危害與戒治和愛滋病防治等課程

內容，109年辦理 21場次/613人次。

B.執行業務上發現，藥癮個案混用毒品情況日增，鑑於施用毒品

原因以紓壓及無聊為主，針對混用毒品的危害性加強宣導，並

強化因應生活壓力之技巧及時間管理。

(2)預防再犯團體

A.針對裁罰 2 次以上者，安排參加「預防再犯團體」，透過紓

壓、運動等課程，催化受處分人改變戒毒動機，協助建立健康

新生活模式，避免其再犯，109年辦理 21場次/159人次。

B.評估該團體課程有助於提升受講習者自我覺察能力、用藥對情

緒與自身危害性及維持正當生活之重要性。

(3)新心小站

A.針對初犯且有情緒困擾者，安排至「新心小站」接受諮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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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處遇方

案

升壓力處理能力，109年辦理 21場次/109人次。

B.經由輔導人員個別輔導後，學員表示能覺察自己施用毒品的原

因，並促使思考是否戒毒及相關醫療資源。

3.24小時免付費毒品防制諮詢專線（0800-770-885）

(1)提供民眾、藥癮個案及家屬戒毒資訊與資源諮詢，109年受理 568

通，其中個案與家屬來電總通數342通，佔總通數60.2%。

(2)109 年依諮詢問題面向服務計 598 項次，其中主要以「心理支

持」238 項次(占 39.80%)為最多，其次為「其他」158 項次(占

26.42%)，另「第三、四級講習毒品危害講習」為 74 項次(占

12.37%)。

4.加強毒品防制宣導發掘隱性個案

宣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條規定，鼓勵藥癮者主動求助至衛生福

利部指定藥癮治療機構，尋求戒癮治療，並於社區宣導時加強民眾、

網絡單位人員及父母辨識、初步觀察毒品評估的能力，俾利及早發現

用毒風險，發掘毒品隱性人口，109年發掘隱性個案 213人。

1.強化出監轉銜輔導

(1)由毒防局個管師主動於藥癮個案出監前 1個月至高雄市轄區內的

矯正機關入監銜接輔導，提前與個案建立信任輔導關係，初步會

談評估個案需求及提供各項社會資源、就業支持、醫療戒治等資

訊，俾利出監後續提供關懷輔導。

(2)結合高雄監獄、高雄第二監獄、高雄戒治所、高雄女子監獄、高

雄女子勒戒所、明陽中學等 6家監所辦理藥癮個案出監銜接輔

導，109年共計 125場次/6,180人次，包括：個別輔導 35場/365

人次；團體輔導 79場/4,510人次及懇親會 5場/1,205人次；家

屬諮詢服務6場次/100人次。

2.螢火蟲家族培訓計畫

(1)創新成立「螢火蟲家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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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結合網絡局處及公私部門資源，開辦培訓課程，成功培訓 37位藥

癮個案成為社區反毒種子，109年共辦理 15場次/95人次參訓。

(3)另辦理結訓成員同儕團體、健康新生活及種子講師培訓課程之進

階課程，109 年共辦理 15 場次/106 人次參訓；反毒宣導 54 場

次/14,425人次受益；淨灘活動10場次/198人次參加。

(4)以藥癮更生人成功戒毒經驗為主題，拍攝「螢火蟲家族宣導影

片」及「女性戒癮者宣導影片」，透過藥癮者生命及戒癮歷程分

享，強化監所受刑人、更生人等戒癮心念，促進社會復歸，並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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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毒防局臉書、Youtube、醫療單位、矯正機關等網絡單位進

行播放，及分享 2則戒毒成功故事於 podcast平台馬克信箱。

3.社區支持團體

(1)為提供有藥癮困擾者及家屬情緒抒發和心理支持管道，以開放、

友善、去標籤化、接納方式，定時定點辦理社區支持團體，109

年辦理「愛與陪伴」家屬團體共 38場次/319人次，藥愛團體 17

場、162人次。

(2)透過團體領導者引導成員重新省思個人身心問題，改善家庭關係

及功能，運用團體營造友善對話環境，促進良善溝通互動模式，

提升藥癮個案持續改變之續航力。

(3)參加社區支持團體成員表示，透過團體成員經驗分享及互動，藥

癮者及其家屬能理解藥癮戒除有高度困難，且強化家庭支持及社

會支持力量，有助於修復藥癮者家庭關係，重建個案正向看待自

我及價值觀，並協助藥癮者早日復歸家庭及社會。

4.設立「耕欣園」及「抒心園」藥癮者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據點

(1)為提升藥癮個案及其家庭支持系統，預防及發掘涉毒家庭未成年

子女成為毒品隱性人口，於本市新興區、左營區設立藥癮者家庭

社區支持據點，「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抒心園)」、「高

雄市耕欣園發展協會(耕欣園)」分別於新興區、左營區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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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修復等，提升家庭功能及預防毒品

隱性人口。

(2)109 年個案服務 2,657 人次，分別由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

(抒心園)提供個案服務計 1,197人次，辦理藥癮者家庭社區支持

團體及活動57場、944人次參與；社團法人高雄市耕欣園發展協

會(耕欣園)提供個案服務計 1,460人次，辦理藥癮者家庭社區支

持團體及活動59場、865人次參與。

5.社會復歸職能訓練及體驗活動

  申請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109年度「工作技能體驗課程」，加強藥癮

者對職業訓練課程內容的瞭解及就業服務資源運用，109年辦理 2場

(室內配線及食品烘焙各1場)、15人次參加。

6.高雄市多元發展體驗中心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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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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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計辦理 17場、276人次參與。

1.為提供緩起訴藥癮個案多元輔導處遇機制，毒防局自 107年 3月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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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司法合

作處遇

四、特殊族群服

務關懷

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及高雄長庚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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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家醫療院所合

作「零毒害多元司法處遇-社會復歸服務方案」。

2.109年毒防局、司法單位及本市醫療機構賡續合作辦理緩起訴多元處

遇，109年 7月擴大邀請橋頭地檢署加入共同推動本市「本土化多元

處遇計畫」，透過醫療機構專業評估分流，提供緩起訴藥癮個案關懷

輔導、醫療及社區多元處遇。統計截至 109年累計關懷緩起訴個案總

數為 1,585案，其中持續列管數 1,004案，並與地檢署合作辦理 11

場次/48人緩起訴藥癮個案毒品防制教育及輔導。

3.設立「司法處遇藥癮個案關懷服務據點」，由毒防局個管師進駐橋頭

地方檢察署提供一站式戒毒零距離便民服務，提供個案心理支持並評

估其需求連結就業、醫療及社會福利等資源服務，109 年計 24 場

次、234人次受益。

1.涉毒兒少輔導處遇

(1)自 109 年 1月 1日起統籌施用毒品兒少輔導，提供兒少個案相關

輔導及資源，協助其穩定就學、就業及生活。109年本市總列管

施用毒品兒少個案數計 117案(第一區 35名；第二區 30名；第三

區 32名；第四區 20名)，其中26人在學，由學校春暉小組及毒

防局協同輔導，非在學 91人由毒防局關懷輔導，49名已結案，

目前68名持續輔導中(19人在學，49人非在學)；另委託民間機

構執行施用毒品兒少之家長接受親職教育輔導，109 年共 101

案。另辦理宣導、預防復發團體、家庭維繫活動及親職教育講座

共計 86場次、4,250人次。

(2)配合衛福部 109年「兒童及少年拒毒預防個案輔導及家長親職教

育方案實地督導精進計畫」，109 年計辦理 4 場次、90 人次參

加；分區督導計辦理 5場次、155人次參加。

(3)109 年 1月起結合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推動「高雄市施用毒

品司法繫屬少年服務方案」，辦理司法少年毒品危害防制講習及

補助弱勢家庭藥癮司法少年門診醫療自付費用。109年辦理毒品

危害防制講習 7場，計 147人次；提供藥癮司法少年申請自付醫

療費用補助計 1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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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社會復歸

計畫-監所技能輔導、社區技能培力課程」，109年共辦理監所技

能輔導 10場次、服務 188人次，並於 10月起補助婦女團體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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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矯正機關整

合性藥癮治

療服務方案

六、個案管理人

員專業提升及

管理

民區辦理出監後銜接社區生活技能 6場、50 人次；社區服務 10

場、50人次。

(2)108 年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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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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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本市服務藥癮孕產婦計 30人、藥癮新生兒 5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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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推動醫

療支持服務方案提供生育調節等補助，及印製衛教資訊「生育保

健」及「母嬰照護」2款。

(4)針對育有12歲以下孩童之藥癮者家庭，製作藥癮者家庭健康育兒

包，提供兒少日常用品及相關育兒資源，提升藥癮者育兒知能及

親職功能，減少兒虐及疏忽事件之發生，109年共發送 44份育兒

包。

結合衛生福利部推動「矯正機關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暨品質提升計

畫」，由醫療機構進入監所提供整合性成癮醫療服務，本市由衛生福利

部旗山醫院(負責高雄第二監獄)及國軍高雄總醫院承接(負責高雄女子

監獄)，並與毒防局共同執行出監後列管追蹤輔導，109年受理轉介服

務67案，提供藥癮者機構與社區處遇之轉銜服務。

1.人員管理

毒防局現有個案管理師督導6名、個案管理師 45名及專任行政助理 3

名，合計 54名，辦理藥癮個案追蹤輔導、關懷訪視、入監銜接輔

導、辦理社會復歸處遇方案，提供毒品防制諮詢專線進行諮詢輔導

等。

2.專業知能培訓

為精進個管師及個管師督導輔導藥癮個案服務品質，辦理毒防專業知

能訓練，包含個案訪視輔導技能及訪視紀錄撰寫等課程，109年辦理

困難個案討論會 3場次、專業訓練課程 20場次及團體督導 6場次、

計 610人次參訓。

3.獎勵機制

為激勵個管人員工作士氣及凝聚力，創新訂定「個管人員績效獎勵計

畫」，明訂績優人員獎勵標準及措施，109年計 9名個案管理人員榮

獲優良績效殊榮(明日之星 3名、表現服務績優 5名、特殊貢獻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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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置各項補

助，並定期

盤點醫療戒

治、社福、

就業、心理

諮商及安置

收容相關資

源

八、防疫期間服

務不打烊

1.提供本市藥癮個案醫療戒治住院費用補助，增強其住院戒治動機，以

妥善處理藥癮者的戒斷症狀及共病問題，補助每名藥癮個案 1年最高

上限 2萬 5千元之費用負擔，減輕藥癮者經濟負擔，109年共補助 15

名個案。

2.結合本市8家民間單位，由專業心理師提供藥癮個案個別或團體心理

諮商輔導，有效促進本市藥癮者及其家屬自我覺察、自我肯定、修復

家庭關係、因應生活壓力與問題，以利復歸社會，109年計服務藥癮

個案 45人次。

3.自 109 年 7 月起推動暖心餐食之兌換券（7-11商品卡與便當店餐

券），協助渡過短期經濟困頓溫飽需求，並實質援助強化出監後之銜

接服務；109年申請餐食券計 25人次。

4.高雄市指定藥癮戒治醫療機構計 18家，提供替代治療給藥服務之醫

院計 14家、診所計 5家，另有衛星給藥點4家。

5.結合市立凱旋醫院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推動藥癮醫療單一窗口

及跨科別評估診斷，提供醫療協助。

1.藥癮個案面訪追蹤輔導改以電訪代之(或遠距諮商)，倘需面訪者請個

管師落實防疫政策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離及選擇通風或開放

空間會談。

2.防疫期間發送女監藥癮受刑人暖心包（內含商品卡、口香糖、衛教單

張及口罩 1只）出監時防疫防毒一起來。

3.矯正機關入監銜接輔導於防疫期間提供 5家監所戒治資源 PPT及影片

檔於監所內不間斷宣導。

4.高雄市多元發展體驗中心社區處遇課程採戶外活動辦理，參加者落實

防疫政策測體溫、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離並加強防疫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