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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107 年度 反毒種子教育實施計畫—防毒大講堂 

 

壹、前言 

多年來，政府投入反毒工作不遺餘力，但毒品氾濫問題卻始

終未能獲得有效控制。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全球

毒品報告書比較顯示，臺灣各類毒品的盛行率，雖然除了搖頭丸

以外，其盛行率均低於全球平均盛行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安非他

命與搖頭丸，其盛行率與許多已開發先進國家相近，且在亞洲均

高過於香港、南韓和印尼。甚且，邇來許多新興毒品不但推陳出

新其成分與包裝，魅惑青少年族群，青少年因混用而死亡的案例

更是層出不窮，形成社會重大隱憂。 

面對當前毒品現況與困境，行政院於 106 年度提出「新世代

反毒策略」，期望能在未來四年中，透過全方面的毒品防制策略，

達成「降低毒品需求、抑制毒品供給」的目標。毒品防制攸關社

會安全與國家發展，需要政府與民間齊心協力，全力出擊；司法

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基於犯罪研究與預防之職責，擬依 106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有關「加強犯罪預防」之決議，於 107 年規

劃結合政府、民間與教育單位等方面資源，邀集吸毒過來人前進

大專校園，分享親身戒毒的痛苦經歷，期透過見證式的教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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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種子遍植校園，讓臺灣的下一代逐漸遠離毒害。 

貳、107 年反毒種子教育計畫之策略思考 

依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3 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結

果」，臺灣藥物濫用的整體盛行率為 1.29%，即在臺灣約有 30 萬

的藥物濫用潛在人口數，其中 18~24 歲則為藥物濫用的主要年齡

層。基於三級預防的策略思考，有關校園濫用藥物高危險群的篩

選以及施用毒品學生的輔導工作，教育主管機關已結合警政部門

全力進行，本項計畫旨在從一級預防的角度，由選擇有必要再加

強預防教育的大專校院下手，期讓參與的學生，除能從受教的角

色汲取防毒的知識，避免毒害外，亦能透過實際案例的眼見耳聞，

擴大影響力，提醒身邊每一個可能遭受毒害的年輕學子遠離毒品，

讓臺灣的毒品防制教育，能向下扎根、向外擴散。 

參、具體作法 

一、辦理期間： 

        107 年 3-10 月間，依各學校預先配合規劃之時間進行，本

年度預訂擇取 10 所左右之大專校院舉辦，亦即以舉辦 10 場次

為目標。 

二、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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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法務部、教育部 

主辦單位：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執行單位： 

(一) 辦理反毒、戒毒之非營利組織，單位另邀。 

(二)位於臺北市、新北市之大專院校，名單另列。 

  二、教育宣導主題： 

本次活動主題訂名為「防毒大講堂」，並以「從戒毒成功

過來人視角來闡述毒品危害及戒毒心路歷程，進而推廣拒毒防

毒理念」為主要宣導概念。 

  三、課程規劃： 

(一)每場次以一節課，即 50 分鐘為單位。 

(二)以見證、詩歌、戲劇及有獎徵答等方式進行。 

(三)每場邀請戒毒過來人及配合教學人員 4-6 人。 

 (四)課表如附件 1。 

四、教育宣導目標對象： 

      大專院校師生及負責拒毒工作之行政業務人員。 

五、預期目標： 

（一）配合推動政府「新世代反毒策略」主軸議題，厚實反毒

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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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防制攸關社會安全與國家發展，行政院推動「新

世代反毒策略」，計畫在未來四年內，以更周延的做法，

徹底打擊毒品犯罪及免除毒品危害，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基於擔任國家刑事政策智庫，職司犯

罪研究與預防之職責，期能配合國家重要的反毒政策，

以豐富與互動式的教育型態，將反毒理念紮根於高等教

育學子心中，以厚實反毒教育成效。 

（二）建立「以人為中心」的毒品防制新思維 

一般反毒教育，著重於「知識的傳遞」，本項活動除

反毒知識面的傳遞工作外，更將「以人為本」，亦即將「個

人經驗」帶入防制毒品危害的新思維，感性架構防毒、

拒毒的教育內涵，期能在大專學子間激發共鳴，實踐政

府反毒政策。 

（三）掌握國內毒品發展動向，推動「零毒品入校園」目標 

依國內盛行率調查，臺灣藥物濫用的主要年齡層為

18~24歲和 35~44歲，是以就讀大專院校之在學大學生，

應為反毒教育向下扎根的關鍵對象。故防制毒品核心策

略宜加強年輕學子教育宣導之深度，將法治教育觸角深

入大學校園，以講者和大學生面對面互動的模式加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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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力度，達成「零毒品入校園」之終極目標。 

（四）強化大學生防毒自主管理意識，降低大學校園染毒疑慮 

為符合大學校園自主的倫理規範，在防毒的教育宣

導上，強化大學生的毒品防制自主管理意識更為重要，

故引進講師個人戒毒經驗分享與互動，引發青年學子的

心理共鳴，更能降低大學校園染毒疑慮，達到反毒教育

宣導之效益。 

 六、活動細部規劃與設定： 

(一)由本中心邀集教育部及法務部主責部門，確認計畫的可行

性，並提供修訂意見。 

(二) 請教育部於 106 年 12 月前，提供配合推動本項活動之 10

所大專校院名單、辦理時間、參與對象、人數、承辦人及

連絡資訊等，活動一覽表如附件 2。 

  (三) 請承辦學校於活動中，配合進行問卷調查，問卷格式如附

件 3。活動結束後本中心將撰寫成果報告(含執行情形、問

卷分析及檢討建議報告)送請法務部、教育部參考。  

七、計畫執行預訂期程 

(一)計畫撰擬簽議：106 年 9-10 月 

  (二)計畫溝通與定案：106 年 1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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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計畫文宣製作與講師邀約：107 年 1-2 月 

(四)計畫規劃執行：107 年 3-10 月 

(五)計畫報結與檢討：107 年 11-12 月 

八、預估支出經費： 

(一) 場地、音響與會場等所需設備由校方無償提供，不計入本項

活動支出。 

(二)本活動預估總經費新臺幣 30 萬元整，由本學院犯罪防治研究

中心 107 年度一般行政業務費項下核實支應。 

(三)經費預估表如附件 4。 

肆、其他 

本計畫未盡或應行修正事宜，於奉核後，隨時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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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防毒大講堂課表 

 

時間 課程 備註 

5 分鐘 長官、貴賓致詞  

15 分鐘 過來人見證與分享一  

10 分鐘 搭配詩歌或戲劇演出  

15 分鐘 過來人見證與分享二  

5 分鐘 有獎徵答 5-10 份獎品 

 

註： 

一、 請學校於課前引導學生就位，發放問卷，課後收回問卷，以利

統計評估成效。 

二、 「防毒大講堂」活動講師之見證內容應聚焦於下列主題： 

(一)當初如何接觸毒品。 

(二)毒品戒治過程，自己與親人的痛苦經驗。 

(三)教導學子如何避免誤觸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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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參與「防毒大講堂」大專校院一覽表 

編

號 

大專校院名稱 

(地點) 

辦理 

時間 

參與

對象 

參與

人數 

承辦人及 

連絡資訊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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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防毒大講堂」課後問卷 

您好！為了瞭解課程是否符合您的需要，我們需要您的寶貴意見，懇請您於

課後撥空填寫，您的填答一律採匿名方式進行，問卷內容也僅供作課程規劃參考，

填寫完畢後，請送服務人員，我們也有一份精緻的宣導品送給您，表達對您熱情

參與的感謝。 

1.您的性別為： 

□男    □女 

2.您的身份為： 

□一年級學生  □二年級學生 □三年級學生 □四年級學生 □老師  □教官 

3.上完課後，有沒有影響您對毒品的思考？ 

□完全翻轉原來的想法□很有影響  □有影響  □影響不大 □完全沒有影響   

4.您認為今天的講座表現如何？ 

□非常好  □好  □普通 □不好□很不好 

5. 您認為今天的課程安排如何？ 

□非常好  □好  □普通 □不好□很不好 

6.您是否同意以吸毒過來人做為防毒教育的媒介？ 

□很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很不同意 

7.您對今日課程的整體感覺?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好□很不好 

8.您會不會推薦其他同學參加像今日的防毒課程? 

□非常推薦  □推薦  □普通 □不推薦□很不推薦 

9.您在課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或一幕是什麼?為什麼(請稍加說明) 

                                                                      

                                                                      

                                                                      

10.您是否有更適合的課程安排方式，可以推荐給主辦單位，當作參考? 

                                                                      

                                                                      

                                                                      

11.請寫下您對課程的檢討或建議意見，讓我們有檢討改進的空間！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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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經費預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金額 說明 

講者及演出

人員出席費 
人/次 6*10 2,000 120,000 

以支給 6人之

出席費為上

限 

講者及演出

人員交通費 
人/次 6*10 1,000 60,000 

（依「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

要點」規定，

檢附票根核

實報支） 

會場看板 

反毒立牌 

設計與輸出  

式 1 20,000 20,000 

本項金額俟

洽廠商報價

並另案簽准。 

活動宣導品 人/份 300*10 20 60,000  

有奬徵答奬

品 
人/份 10*10 200 20,000  

雜支 式 1 20,000 20,000  

總計 3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