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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 青少年、非傳統安全、國家安全、毒品 

 

根據UNODC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研究表示，亞洲已成為最大的製毒化學品來源

和用於製造非法藥物的市場。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2014年「全國物質使用

調查」發現調查12-64歲民眾中約有23萬人曾經藥物濫用，18~44歲為藥物濫用最

多之年齡群，其中18~24歲以使用愷他命居多，而35~44歲則以安非他命為主。2015

年反毒報告書指出，去年全國因毒品案件而裁決有罪者共有34,672人，雖然較前

年減少7.2% ，但毒品入侵青少年族群的情況卻越來越嚴重，依據教育部統計，

2014年度共有1,700名學生遭通報藥物濫用，較2013年2,021件略為下降，其中以

疑似施用第三級毒品人數為最大宗，並以高中職1,031人(60.6％)為主，國中582

人(34.2％)次之。教育部學生使用非法藥物的通報件數也呈逐年增加的情形，若

以 2007年高中職以下學校通報 284件增加至 2013年1,908 件計算，7年內增加

了6.7倍之多。毒品嚴重影響年輕一代的教育及健康，其需要付出的成本與代價

無法計算，所造成的問題將成為影響社會、國家的不穩定因素，因此如何防制青

少年的藥物濫用便成為當務之急。 

本文針對聯合國UNODC的角度探討全球青少年毒品問題，並以近年來臺北市

青少年各級毒品使用現況與相關性探討，以有系統的歸類、分析，期望結合及彙

整青少年毒品危害防制措施、探究其將會產生多種併存問題及發生情形、供日後

政府制定藥物濫用防制策略參考。另由全球青少年毒品使用變化與發展對比於臺

灣的轉變，再加以探討影響臺灣青少年使用毒品的因素與項目有哪些?與全球青

少年所受的衝擊與矛盾是否有相同處?抑或因著地域的不同有不同的效果。最後

則再限縮範圍至臺北市校園學生毒品濫用的情形，再導入治安、經濟、社會等變

數議題，以文獻分析法試著推導出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探討將會產生多種併存問

題及發生情形，並對目前防制困境與策略作為進行探討。 

文末則再次回應研究青少年毒品的三個關鍵問題，得出濫用年齡層有下降趨

勢、合成毒品濫用越來越多，加上青少年藥物濫用極可能持續到成年，並會增加

未來為上癮者或從事其他犯罪的機會，國家應從青少年時期開始預防措施、減少

毒品需求、創造有利的健康環境、家庭具有強大防制潛力，應重視家庭教育等做

起。所以，要指望毒品問題完全解決是不可能的。既然在短期內現行政府政策不

大可能出現根絕的方法，那麼，一旦對青少年藥物濫用採取忽視的態度，將會動

搖的國家競爭力與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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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摘要 

 

Keywords: adolescent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drugs 

According to UNODC South Asia and Pacific Studies, Asi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source of toxic chemicals and markets for the manufacture of illicit drug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 1994, the National 
Survey on the Use of Substance found that about 230,000 people aged between 12 
and 64 years had been drug abuse and 18 to 44 were the highest age groups for drug 
abuse, including 18 to 24 The use of Kai Tai life mostly, and 35 to 44 years old with 
amphetamine-based. The anti-drug report in 2015 pointed out that 34,672 people were 
found guilty of drug cases in the country last year, although they were 7.2%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year. However, the number of drug-invading youth groups was 
getting wors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udents were 
informed of drug abuse, slightly lower than 2,021 in 2013, among which the number 
of suspected third-class drugs was the largest, and 1,031 (60.6%) were secondary in 
high school, 582 (34.2%) The The number of informa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use of illicit drugs has also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f the number of 
schools under the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in 2007 increased by 284 to 1,908 in 2013, 
it increased by 6.7 times in seven years. Drugs seriously affect the education and 
health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the costs and costs that they need to pay can not 
be calculated. The problems that have arisen will be factors that affect social and 
national instability. Therefore, how to prevent juvenile drug abuse becomes a top 
priority. 

In this paper, the United Nations UNODC point of view of the global drug 
problem of young people, and in recent years, young people in Taipei City at all 
levels of drug use status and relevance of the discussion, to a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expecta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juvenile drug harm prevention measures, It 
will produce a variety of coexistence problems and the situation for the future 
government to develop drug abuse control strategy reference.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use of drugs in Taiwan, an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use of drugs by young people in Taiwan and what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the global adolescents and whether they are the sam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And finally to limit the range to the Taipei City campus students drug abuse 
situation, and then into the law and order, economic, social and other variables to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try to derive the impact on national security, will have a 
variety of coexistence problems and occur Situation, and the current control dilemma 
and strategy as a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re are three key questions in the study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a decline in the age of abus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drug abuse, and 
the fact that adolescent drug abuse is likely to continue into adulthood and increase 
the future as an addict or Other opportunities for crime, the state should start from 
adolescence prevention measures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drugs to create a favorable 
health environment, the family has a strong control potentia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amily education and so on. So it is impossible to expect a complete solution to the 
drug problem. Since the current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 short term is unlikely to be 
the way to eradicate it, then once the attitude of neglecting adolescent drug abuse will 
shake the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and fundamen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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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際上目前關於青少年藥物濫用的毒品報告，以及臺灣鄰近

地區的研究資料，進行趨勢的分析，進而蒐整目前臺灣青少年毒品使用的趨勢，

比對目前臺北市高中職校青少年毒品使用者的濫用情形，試著推導出對國家安全

的影響。本章主要說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敘明研究的重要性，接著，提出研

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依據聯合國毒品控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United Nation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縮寫 UNODC)《2015 年世界毒品報告書》指出，2013 年全世界 15-64

歲人口中曾經使用非法藥物佔 2.46 億人1；2015 年 10 月 22 日超過 140 個執法部

門、公安部門和聯合國官員在曼谷舉行會議，討論在亞太地區毒品生產、販運、

使用不斷增長的問題，儘管已非常的努力，非法藥物的生產和販運持續在亞太地

區的跨國犯罪商品中高價保持且提供。每年在東南亞跨國組織犯罪的毒品經濟保

守估計以超過 1,000 億美金的 3 分之 1 估計，聯合國犯罪與毒品問題辦事處

（UNODC）南亞及太平洋地區區域代表傑裡米·道格拉斯先生表示擔心「快速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可能會加速東南亞毒品貿易」。根據 UNODC 南亞及太平洋地區

研究表示，亞洲已成為最大的製毒化學品來源和用於製造非法藥物的市場。衛生

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 2014 年「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發現調查 12-64 歲民眾中

約有 23 萬人曾經藥物濫用，18~44 歲為藥物濫用最多之年齡群，其中 18~24 歲

以使用愷他命居多，而 35~44 歲則以安非他命為主。而聯合國《2014 年世界毒

                                                 
1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World Drug Report 2015 ,”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wdr2015/World_Drug_Report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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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報告》指出，2012 年全球 15 至 64 歲的人口中，約有 3.5%至 7%的人口（約 1

億 6 千萬至 3 億兩千萬）， 一年內至少吸食過一次毒品，並約有 0.004%（約 18

萬）的人口，因吸食毒品而死亡。2 

  2015 年反毒報告書指出，去年全國因毒品案件而裁決有罪者共有 34,672

人，雖然較前年減少 7.2%3，但毒品入侵青少年族群的情況卻越來越嚴重，依據

教育部統計，2014 年度共有 1,700 名學生遭通報藥物濫用，較 2013 年 2,021 件

略為下降，其中以疑似施用第三級毒品人數為最大宗，並以高中職 1,031 人(60.6

％)為主，國中 582 人(34.2％)次之。4教育部學生使用非法藥物的通報件數也呈

逐年增加的情形，若以 2007 年高中職以下學校通報 284 件增加至 2013 年 

1,908 件計算，7年內增加了 6.7 倍之多；而以研究者目前工作之臺北市校園青

少年毒品防制工作及業務而言，高中職校以下2007年通報數為26件增加至 2013

年 224 件計算，7年內成長了 8.6 倍，而從工作訪談的經驗中發現，毒品不僅影

響了使用者的情緒、智商、短期記憶、傷害泌尿系統、認知障礙等，且很多傷害

都具有不可回復性，更甚而可能導致青少年吸毒及販毒的現象，使青少年輟學、

犯罪，嚴重影響年輕一代的教育及健康，其需要付出的成本與代價無法計算，所

造成的問題將成為影響社會、國家的不穩定因素，因此如何防制青少年的藥物濫

用便成為當務之急。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動機，為了正確瞭解並掌握青少年毒品問題，本研究將從聯合國

UNODC 的角度探討全球青少年毒品問題，雖各國因使用不同毒品而盛行率不

同，然而在青少年氾濫的趨勢上卻日益明顯，且青少年使用毒品問題深受各國重

                                                 
2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World Drug Report 2014 ,”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wdr2014/World_Drug_Report_2014_web.pdf 
3教育部、法務部、衛生福利部、外交部，《2015 年反毒報告書》(臺北：教育部，2015 年)，頁

119。 
4教育部、法務部、衛生福利部、外交部，《2015 年反毒報告書》，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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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紛紛投入龐大資源與人力於社會及校園中，力求反毒種子劄根於兒少，勿讓

毒品戕害下一代健康；相對於全球趨勢，臺灣目前青少年毒品濫用種類仍以 K

他命為主，有學者曾依臺灣青少年非法藥物使用調查結果顯示，K他命(Ketamine) 

為最常被青少年使用的非法藥物之一（盛行率為 0.06%-0.08%），且其流行趨勢

已超越搖頭丸(MDMA) 。除了鴉片、海洛因等傳統毒品外，搖頭丸、安非他命

類興奮劑、致幻劑等新型合成毒品早已現身臺灣。這些新型毒品價格相對低廉，

原料來源和製取相對容易且毒性和成癮強勁，在青少年中泛濫的傾向日趨明顯。 

本論文研究之目的，即是藉由對近 5年臺北市青少年各級毒品使用現況與相

關性探討，以有系統的歸類、分析，期望結合及彙整青少年毒品危害防制措施、

探究其將會產生多種併存問題及發生情形、供日後政府制定藥物濫用防制策略參

考；研究重點則是探討三個關鍵問題： 

一、全球青少年毒品使用變化與發展為何？ 

二、影響臺灣青少年使用毒品的因素與項目有哪些？ 

三、臺北市青少年毒品問題與防制困境？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國內對於非傳統安全與毒品相關的研究，認為毒品造成安全威脅與挑戰有許

多的研究著作。茲整理如下： 

戰後以來，全球問題逐步凸顯。制毒、販毒和吸毒問題是當今世介面臨的全

球問題之一。 

學者陸忠偉曾在所著的非傳統安全論中提到：非傳統安全指的「由非軍事因

素引發、直接影響甚至威脅本國發展、穩定與安全的問題」。5傳統安全以戰爭和

軍事威脅為主要，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型態則呈現多元化，例如毒品跨國走私、

恐怖主義攻擊、海上掠奪、經濟犯罪等最為顯著。非傳統安全威脅不僅影響個人、

                                                 
5陸忠偉，《非傳統安全論》，(北京:時事出版社，2003 年)，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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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甚至可能擴大或引發國家存續之威脅。美蘇兩極世界結束後，各國蓬勃發

展，使得非傳統安全問題日漸突出。6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讓許多國家對非傳統

安全體會更深，尤其體認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全球化不只影響各國經濟型態與發

展。「全球化既是一個歷史的進程，即近代以來才出現的現代化進程，又是一個

涉及當代國際生活各個方面、各個領域的結構變革和劇烈動盪。非傳統安全與全

球化好似一對孿生姐妹，全球化程度越高，非傳統安全問題影響就越大。」7 

學者巴瑞‧布贊(Barry Buzan)認為，「毒品販運及犯罪對毒品生產國、過境

國和消費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環境等五個領域都會構成不同程度的衝

擊和危害。」8而學者朱蓓蕾也認為：『「非法毒品走私」(Illicit Drugs Trafficking 

or Narcotics Trafficking )是毒品犯罪日益猖獗之罪魁禍首，毒品走私及其衍生的

相關犯罪，與槍械彈藥等輕型武器走私相結合、以武裝力量為後盾等，其是當前

「跨國犯罪」(Transnational Crime)、「國際性組織犯罪」(International Organized 

Crime)的重要內涵之一，亦構成當前非傳統性安全的最重要挑戰。』9 在交通尚

未便捷化與各國經貿偶爾往來的19世紀時期，各國的毒品問題僅能的控制和處理

主要依賴各自頒布的狹小國內法和規定孤軍奮戰。然而隨著二十世紀各種交通運

輸方式的蓬勃發展，加上國際貿易競爭的一觸即發，加速了有害物質和成癮在世

界範圍內的擴散；現代社會的生活龐大壓力且伴隨著從植物中(鴉片和古柯葉)

被萃取出用於醫療用途的物質不斷被發現，加上注射針具不斷改良，使得原應用

於醫療用途的藥物不斷被濫用，原只對生產的威脅，不斷向外推波，擴散至全世

界，連最堅實的國家力量也不足以制止，這問題開始被視為各國須共同面對，有

一致處理措施的國際問題，單靠一個國家單打獨鬥是不夠的，其力量不足以解決

                                                 
6李淑雲，〈非傳統安全的根源與趨勢〉，《社會科學輯刊》，第 6期(2004 年)，頁 30。 
7李淑雲，〈非傳統安全的根源與趨勢〉，《社會科學輯刊》，第 6期(2004 年)，頁 31。 
8 Berry Buzau,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3(1991),pp.431-440. 轉引自沈廷芬，〈跨國毒品犯罪發展與我國政策因應

之分析〉，《東亞研究》，(國立中正大學戰略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論文，2014 年)，頁 61。 
9 Williams, Phil., and Black, Stephen. “Transnational Threats : Drug Trafficking and Weapons 

Proliferation,”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15, No.1(1994),pp.127～151.轉引自朱蓓蕾，

〈全球毒品走私活動:非傳統性安全之分析〉，《東亞研究》，第 36 卷第 2期(2005 年)，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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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問題的日漸全球化，必須通過次區域、區域和全球的合作來限制其散佈。10「根

據美國1997年戰略評估年度報告的分析，毒品犯罪會與毒品產地、甚至走私境地

區的內部衝突或分離運動相互結合，且可能導致問題更加惡化。例如:緬甸、阿

富汗、哥倫比亞、祕魯、波利維亞、南斯拉夫等國家內部長期動亂、叛軍武裝衝

突、游擊隊據地頑抗、國家分裂或瓦解，嚴重影響政府統治能力、民主政治發展

與國家建設，皆與境內毒品產製、走私以及組織犯罪活動關係密切。」11國際麻

醉品管制局(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縮寫INCB)在2013年國際麻醉

品報告中指出：每年，吸毒在世界各地帶來無可估量的公共健康和安全危害，並

危及許多社會的和平發展和順利運轉。12「毒品走私犯罪與洗錢犯罪之關係密切，

此二者均屬跨國犯罪、國際性組織犯罪類型之一，對國家、社會、經濟安全之危

害頗值得重視」。13經由吸毒與販毒所伴隨而來的各式非法行為，破壞許多國家和

地區的社會秩序安定與連結，經由皮下注射、共用針具來施用毒品，引來了愛滋

與其他疾病的擴散，更替家庭及社會引發不小的禍害。眼下，毒品問題更與娼妓、

走私、洗錢和恐怖主義等暴力集團和跨國犯罪相互交錯，已嚴重威脅國際社會的

公共安全。由於毒品問題獨有的特質，其常與國際有組織跨境犯罪緊密聯結在一

起，並逐步發展成一個全球性的毒品網絡，並在非傳統安全領域影響著國際關

係。打擊毒品犯罪，並不是單一國家能夠解決的，需要各國政府加強國際合作，

共同尋求解決的機制。 

目前全球經濟互聯的模式使毒品犯罪呈跨國性不斷變化態勢。隨著經濟全球

化的發展，各國紛紛對外開放與交流，使得國與國間的各式交流日益普遍。因各

國的歷史、民情、文化背景及政治制度存在著差異，使經濟無法平衡發展，尤其

是巨額利潤刺激毒品犯罪的全球化趨勢越來越明顯。國際毒品銷售管道，彷彿就

                                                 
10 張勇安，〈多邊體系的重建與單邊利益的訴求 ──以美國批准聯合國「一九六一年麻醉品單一

公約」為中心 (1948-1967)〉，《歐美研究》，第 2期(2006 年)，頁 318-319。 
11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trategic assessment : Flashpoints and Force Structure 1997,pp.204～

205. 
12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2013 report(E/INCB/2013/1), Austria: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pp.2。 
13 邵沙平，《跨國洗錢的法律控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年)，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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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標準製作流程般，自毒品的種植、製成、加工、走私、販售各國犯罪集團均各

有職責，各自負責掌握自己的分工，形成錯綜複雜的交錯。14學者俞曉秋、李偉、

張運成、方金英、翟坤等在論析非傳統安全中提到:『在毒品犯罪已成為全球「社

會公害」，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避開這股毒潮所帶來的浩劫』。毒品走私目前已成一

無國界的活動，可以肆無忌憚地到處流竄，目前國際上經常和偶爾性使用毒品人

口已有二億人之多。「毒潮與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日益加劇不無關係，生產和走私

毒品成為恐怖分子獲得資金的主要手段之一。阿富汗鴉片種植就是主要由賓‧拉

登及塔利班政權所控制的。」15恐怖組織透過走私毒品獲取巨額暴利，以做為人

才培訓的經費，對國際安全的危害更甚於販毒集團。包括洗錢、販毒、娼妓、網

路犯罪等在一國形成一股有力對抗金融活動的地下經濟時，對國家稅收與經濟發

展，甚而全球金融秩序、經濟發展和社會治安都會產生不良影響。16販毒集團與

恐怖分子透過網路連結，將計劃、行動與供應工作分散到世界各地，單一國家的

法律體系與掃除行動已無法與其應戰，反毒戰爭要能付諸勝利，必須倚賴各國在

機密情報蒐集、資訊整合、與協力同心作戰上共同合作。 

「研究表明，總體而言，涉毒犯罪造成高昂代價，但在各區域有所差異。澳

大利亞的一項研究顯示每年造成30億美元的代價，而在美國，估計涉毒犯罪每年

造成610億美元的代價。美國因為勞動力不參與勞動所致生產力損失相當大：2011 

年為1,20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9%），占全部涉毒費用的62%。加拿大和

澳大利亞的類似研究確定的損失分別為國內生產總值的0.4% 和國內生產總值的

0.3%」。17販毒集團不僅配備了先進的電訊設施和武器系統，來從事更大規模的跨

國販毒走私。各國更是在打擊毒品和掃除犯罪上投資了大量人力、物力、財力，

                                                 
14 程皓，〈經濟全球化與毒品犯罪〉，《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第 3期(2003 年)，頁 59。 
15 俞曉秋、李偉、張運成、方金英、翟坤，〈非傳統安全論析〉，《現代國際關係》，第 5期(2003

年)，頁 50。 
16 王介南，〈緬中關係與我國西南周邊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論壇》，第 4期(2004 年)，頁 45。 
17 國際麻醉品管制局 2013 年報告，維也納:麻管局，2013 年，頁 4(2016/2/13 取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3/Chinese/AR_2013_C.pdf)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INCB)， Annual Report 2013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INCB，2013 年，p.4。 



 

7 
 

同時也進行反毒宣傳和幫助戒毒。一些毒品問題嚴重的國家不得不撥出大量經費

用於防治吸毒及相關問題的花費，影響了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聚。再次，由於長

期吸毒而使吸毒者的社會勞動力降低，或者導致工作能力完全喪失，從而影響社

會財富的創造，最後，毒品走私也導致一些國家經濟畸形發展。18 

聯合國《2012年世界毒品報告》指出：「可卡因的黃金時代已經結束，合成

毒品和其他化學物質的時代已經到來，鴉片和古柯種植面積普遍減少，而合成毒

品的產量不斷增加」。19經濟全球化使毒品犯罪日益滲透於經濟、政治領域。在經

濟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毒品交易款通過各種洗錢方式，大量流入正常的經濟流

通領域，並通過各種媒介滲透、影響著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

等各個方面。他們不僅利用自己強大的勢力控制一些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圖謀

利用手中的巨額資金大肆收買、賄賂腐蝕當地政府官員，形成了一股強大的政治

惡勢力，進而逐步操縱和控制政府。20 

近年來，在中國大陸、香港、韓國、東南亞、日本、美國等地破獲的毒品犯

罪案件，很多都與臺灣的毒販有關。由於國際交通便捷，以及臺灣、香港、大陸

的華人移民歐美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日盛，使臺灣島內的黑社會組織得與海外的

黑社會，尤其是華人黑社會組織溝通聯絡，形成跨國跨地區性的國際犯罪網絡。

由於跨國跨地區販毒的巨額利潤，以及周邊地區、國家對毒品製造、販賣活動的

嚴厲打擊，使得臺灣人在國際毒品犯罪中時而扮演了攜帶轉運，以賺取數十倍的

高利潤價差，時而扮演了技術移轉的角色，以逃避檢警的查緝。臺灣毒品犯罪活

動的變本加厲，以及毒品犯罪國際化突起，使得毒品犯罪活動成為臺灣的嚴重治

安難題和重大社會問題。 

總體而言，在許多國家，青年的藥物濫用率高於普通人。這種情況是由幾乎

所有國家共有的各種因素造成的。如上所述，主要原因仍然在於，青春期是進行

                                                 
18張雲箏，〈毒品問題與安全〉，《法庭科學》，第 7期(2006 年)，頁 106。 
19聯合國最新禁毒報告稱合成毒品成最嚴重危害［EB/OL］.［2012-6-29］.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6/29/c_123343777.htm. 轉摘自張犁、張拓、陳帥鋒，〈合

成毒品濫用引發的公共安全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第 2期(2014 年)，頁 29。 
20程皓，〈經濟全球化與毒品犯罪〉，《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第 3期(2003 年)，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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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和尋求認同時期，青年人比成年人更有可能試驗各種事情，包括毒品。因此，

青年濫用率，可能是普通人的三或四倍。21在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某些

藥物的濫用可能不再侷限於少數處於邊緣地位的青年，而正在成為主流青年次文

化中生活的主要部分。在周碧瑟22自1992年至1999年所做的全國青少年毒品使用

盛行率調查研究中，青少年的用藥盛行率大約介於1.0％～1.5％之間，用藥種類

以安非他命、強力膠與MDMA（搖頭丸）居前三名。而學者陳為堅23在台北地區所

做的街頭青少年毒品濫用盛行率調查中，台北市街頭青少年毒品使用盛行率高達

10.80％，台北縣則為5.09％，用藥類型則以MDMA、K他命與大麻為主（台北市青

少年安非他命的盛行率為1.16％；搖頭丸的盛行率為8.56％；大麻的盛行率為

4.14％；K他命的盛行率為4.00％。台北縣青少年安非他命的盛行率為0.68％；

搖頭丸的盛行率為4.24％；大麻的盛行率為1.18％；K他命的盛行率為1.86％）。

另外，台北市少輔會吳嫦娥、蔡麗滿、張淑慧、曾梅玉24等人的調查研究發現，

在民國92年調查資料中，偏差少年（台北市少輔會輔導之個案少年、春風關懷少

年、中輟少年等專案工作服務對象）在調查前一個月內有吃搖頭丸者有3.3%，一

般少年（台北市國高中職在校學生）吃過搖頭丸的比例為1.4%。93年調查資料中，

偏差少年在調查前一個月內有吃搖頭丸者有2.8%，一般少年吃過搖頭丸的比例為

1.1﹪。國外學者Willians et al研究並早已論證青少年藥物濫用極可能持續到成

年，並會增加未來為上癮者或從事其他犯罪的機會。25施宇峰、範兆興彙整相關

文獻，指出我國近年來毒品氾濫趨勢符合國際化、專業化、多元化、年輕化的世

界性共同特徵。26施用毒品後常會發生因為金錢上的需求，而進階成為販賣者、

                                                 
21Chen WJ, Fu TC, Ting TT, et al.:Use of ecstasy and other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mong  

school-attending adolescents in Taiwan:national surveys 2004-2006.BMC Public Health 2009;9:27. 
22周碧瑟，【台灣地區在校青少年藥物使用流行病學調查研究】，2000 年，行政院衛生署八 

十八年度委託研究報告。 
23陳為堅，【台北地區青少年藥物濫用調查：全國性調查之先導研究】，2003 年，行政院衛 

生署管制藥品管理局九十二年度委託研究報告。 
24吳嫦娥、蔡麗滿、張淑慧、曾梅玉，【九十一年至九十三年台北市少年生活狀況及價值觀 

調查】，2004 年，台北市政府員工平時自行研究報告。 
25吳吉裕、陳巧雲，〈青少年販毒組織架構及其網絡分佈之初探〉，《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第 1期(2014 年)，頁 38。 
26吳吉裕、陳巧雲，〈青少年販毒組織架構及其網絡分佈之初探〉，《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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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毒品的作用成為性侵犯或成為被害人。諸如少女因毒品集體性施用的特性，

從「傳播妹」而衍生出「陪搖妹」的行業，甚或進而從事性交易。施用毒品嚴重

者，將產生精神異常的情事並影響身體健康，施用毒品後造成的後續影響不得不

謹慎重視。 

有數據表明，在許多國家，為數不少的少數青年人使用非法藥物，世界衛生

組織(WHO) 指出，有效的藥物濫用預防方案應包含下列原則：加強青少年對於

毒品使用方式的認識、重塑對於毒品和酒精的期待、質疑毒品所產生的效果等。

美國藥物濫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建議對青少年藥物

濫用預防工作首要乃在於鑑別青少年藥物濫用的危險因數與保護因數，並針對可

以改變的因數規劃適當的介入方案，包含提昇保護青少年免於藥物濫用的保護因

數，降低促使青少年陷入藥物濫用的危險因數，並且更深入廣泛的進入家庭、學

校以及社區。雖然藥物濫用預防方案的主要對像是青少年，但不能僅限於青少年

族群，家長、教師乃至於社區的每一個份子都應納入方案之中，以共同協助青少

年免於藥物濫用問題。 

根據聯合國毒品控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United National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UNODCCP) 出版之「青少年藥物濫用預防計畫手

冊」指出，對於青少年藥物濫用的預防方案，應以社區為基礎，並注意到青少年

的生活環境限制、次級文化脈絡、社會互動狀態，以輔助青少年健全成長為核心，

提供青少年身心發展所需要的輔助與社會資源，對弱勢與社會適應不良的的青少

年族群，更應予以輔助，協助其社會發展與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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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論文研究的時間範圍，設定於 2011-2015 年間，由通報產生之臺北市 2011

年學生在學青少年個案，非具學生身分並不在此研究範圍中。 

 

二、研究限制 

有關毒品的研究涵蓋範圍可謂相當廣泛，相關資料雖然相當豐富，但在本論

文所採用的臺北市高中職以下學校近 5年毒品使用學生數據，因為透過通報所獲

之資料，至於隱匿不報、發現即請學生休、轉學離校等潛藏未被發現之黑數，使

得內容的真實性及可參考性受到質疑。其次，礙於研究者之身分及時間，無法對

每位個案一一瞭解，僅能就書面資料進行分析，難免影響部分相關數據之取得。

對於上述之缺憾，研究者期藉廣泛而即時的文獻交互比對中，透過分析檢證予以

補強，以力求獲得較高的信度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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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所謂「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即是資料蒐集的方法， 係指蒐集與處

理資料的手段與程式。在演進的過程中，不斷的交換觀念、資訊並進行批判，使

我們得以強有力地塑造或制度化普遍接受的規則與程式，並建立相對應的方法與

技術。本論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作為全文的主

要研究方法，其最大的優點是容許研究者選擇無法親自接觸研究對象的議題進行

研究。本文基於撰寫方向的需求，必須廣泛的研究與探討青少年毒品相關出版

品、專書、期刊、學位論文、報章雜誌以及網頁資訊等，以期獲得第一手資訊以

及具代表性的觀點，輔以參考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佐證的依據。 

本文之撰寫首先針對聯合國UNODC每年關於青少年的毒品報告，以及其東

南亞和太平洋地區辦事處的研究資料，進行大趨勢的分析，進而蒐整臺灣目前青

少年毒品使用的趨勢，比對目前臺北市高中職校青少年毒品使用者的毒品濫用情

形，試著推導出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經過資料鑑定、分類與歸納、資訊比較與分

析、總結等四個程式步驟，使論文呈現更客觀、清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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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預計章節安排 

本文研究主要以「從非傳統安全看我國青少年毒品問題」為核心進行剖析，

及章節之安排。全文共區分六章，第一章緒論，闡明本研究背景、研究問題後，

探討研究動機與目的，說明現下毒品問題之嚴重性、結合目前聯合國、臺灣青少

年毒品濫用概況，其中主要以「文獻分析法」，簡要地分析青少年毒品對非傳統

安全及國家安全的影響。並試著以「非傳統安全」的視角對於第二章至第五章在

論述層次上做安排，簡單說明如下：第二章介紹國際反毒與非傳統安全問題，首

先從聯合國 UNODC 及其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辦事處的角度探討青少年藥物濫用

問題進行論述，其次則描繪毒品影響國家安全及全世界青少年毒品濫用的現況所

造成之影響，再合併國際反毒潮流，以國際角度如何看待青少年吸食毒品問題及

其困境解決方式。 

第三章則是臺灣犯罪毒品分析，從臺灣教育部、衛福部、法務部等對國內青

少年毒品濫用統計資料視角切入，探究青少年涉毒違法犯罪的現狀，討論臺灣毒

品犯罪特色，並研究另一「新興毒品」的主題。第四章臺灣青少年毒品犯罪，承

接第三章，以相同的視角，探究聚焦在近五年臺灣青少年與毒品使用之關係，繼

而再限縮，瞭解青少年藥物濫用其特徵、藥種；再來，第五章青少年毒品防制困

境與防治策略作為建議，我們分別就臺北市青少年藥物使用這樣的一個因素，探

討其將會產生多種併存問題及發生情形，並對目前防制困境與策略作為提出建

議。結論上，首先就毒品嚴重戕害年輕一代的健康，所造成的問題將成為影響社

會、國家的不穩定因素，因此如何防制青少年的藥物濫用便成為當務之急；其次，

針對本論文主要三個問題做出回應，一、全球青少年毒品使用變化與發展為何？

二、影響臺灣青少年使用毒品的因素與項目有哪些？三、臺北市青少年毒品問題

與防制困境？提出簡要之歸納與分析，並就重要影養因素詳為論述。最後，本文

再對我國未來防制毒品工作之推動，稍做前瞻性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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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反毒與非傳統安全 

 

「非法毒品走私」(Illicit Drugs Trafficking or Narcotics Trafficking )是毒品犯

罪日益猖獗之罪魁禍首，毒品走私及其衍生的相關犯罪，與槍械彈藥等輕型武器

走私相結合、以武裝力量為後盾等，其是當前「跨國犯罪」(Transnational Crime)、

「國際性組織犯罪」(International Organized Crime)的重要內涵之一，亦構成當前

非傳統性安全的最重要挑戰。1 

聯合國在 1987 年 6 月在奧地利維也納召開了麻醉品濫用的部長會議，並決

定把每年 6月 26 日是「國際反毒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向毒品宣戰」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同目標。 

聯合國更在 1990 年 2 月召開反毒特別會議，透過《政治宣言》和《全球行

動綱領》，把 20 世紀的最後 10 年定為「國際反毒 10 年」，進一步要求各國立即

開展有效而持續的反毒措施。聯合國的決議突顯了毒品氾濫、走私的嚴重情形，

使得反毒不再是一國之內的事情，而是必須結合國際力量一同面對。 

 

第一節  毒品犯罪與非傳統安全 

「後冷戰時期由於國際環境的變遷，以及受到全球化、資訊化與多元化趨勢

發展的影響，促使各國間「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互相依賴程度的增加，

使得「安全」（security）概念也隨著產生轉變」。2全球化後，世界各國紛紛發展

經濟、厚植國力，來為國家謀求最大的利益，隨著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但同時也

擴大了組織犯罪活動，隨著各國往來交流頻繁，全球經貿流動性高，也提高了國

際犯罪率，其中毒品走私問題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組織犯罪類型。毒品危害世界已

                                                 
1Williams, Phil., and Black, Stephen. “Transnational Threats : Drug Trafficking and Weapons  

Proliferation,”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15, No.1(1994),pp.127～151. 
2朱蓓蕾，〈全球毒品走私活動:非傳統性安全之分析〉，《東亞研究》，第 2期(2005 年)，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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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世紀之久，儘管在國際組織及各國共同努力防制下，毒品問題卻仍屢見不

鮮，各國紛紛視為國家重要議題處理。 

 

一、全球化下的非傳統安全 

在交通尚未便捷化與各國經貿偶爾往來的19世紀時期，各國的毒品問題僅能

的控制和處理主要依賴各自頒布的狹小國內法和規定孤軍奮戰。然而隨著二十世

紀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蓬勃發展，加上國際貿易競爭的一觸即發，加速了有害物

質和成癮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現代社會的生活龐大壓力且伴隨著從植物中(鴉

片和古柯葉)被萃取出用於醫療用途的物質不斷被發現，加上注射針具不斷改

良，使得原應用於醫療用途的藥物不斷被濫用，原只對生產的威脅，不斷向外推

波，擴散至全世界，連最堅實的國家力量也不足以制止，這問題開始被視為各國

須共同面對、須有一致處理措施的國際問題，單靠一個國家單打獨鬥是不夠的，

其力量不足以解決毒品問題的日漸全球化，必須通過次區域、區域和全球的合作

來限制其散佈。3 

 

(一)非傳統安全 

冷戰期間，國際體系形成了美、蘇兩大陣營相互為爭奪世界霸權，競相擴充、

發展軍備的對抗，重點均置於軍事衝突與國家主權。冷戰結束後，謂之最令人膽

顫的核彈威脅，也隨之暫時解除，但接踵而來的卻是恐怖主義、資源問題、金融

安全、疾病蔓延、資訊安全、跨國犯罪等問題已成為國際社會新的安全威脅，於

是人們發現安全威脅的來源和因素產生了變化。學者Baldwin（1995）指出：「安

全研究領域源於冷戰時期的國際安全領域，在處後冷戰時期世界時已顯得相當不

足，其軍事優先的治國之術，限制了其容納許多不從屬於軍事安全的外部與內部

                                                 
3張勇安，〈多邊體系的重建與單邊利益的訴求 ──以美國批准聯合國「一九六一年麻醉品單一

公約」為中心 (1948-1967)〉，《歐美研究》，第 2期(2006 年)，頁 31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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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能力。」隨著冷戰結束，非傳統安全問題遂成為國際社會一個熱門議題，

紛紛受到國家、學者的重視。現今安全已經成為各國相當普遍的觀念，並逐漸演

化成為多層面且複雜安全概念。4 

王逸舟認為，「安全指的是行為主體(不論是個人或國家或其他集團)在自己

生活工作和對外交往的各個方面能夠得到或保持一種不受侵害、免於恐懼、有保

障的狀態」。5所謂非傳統安全是指相對於傳統安全而言的，是指除政治、軍事、

外交衝突以外的其他對主權國家及人類整體生存與發展構成威脅的因素。傳統安

全的最終目標是維護單一層次的國家安全，即維護國家領土、主權完整和抵禦外

敵侵略。而非傳統安全問題涉及國民、國家和國際三個層次的安全，三者的交匯

點是人的安全。隨著人類社會的不斷發展進步，軍事作為維護和平、保衛領土與

主權完整、防禦外敵入侵的角色，逐漸取代其侵略、擴張的功能。許多國家及地

區間的矛盾與衝突，有著更傾向於使用非軍事手段來解決的趨勢。而學者陸忠偉

認為：『非傳統安全指的「是由非軍事因素引發、直接影響甚至威脅本國發展、

穩定與安全的問題」』。6在此情況下，對國家安全可能構成威脅的其他非軍事

問題即“非傳統安全＂問題就被凸顯出來。 

陳先才認為：「與傳統安全威脅相比較，非傳統安全威脅所發生的多樣性及

其牽涉的層面更加複雜多變，這些威脅不僅針對社會、個人，也包含政府和國家。

它突破了單純的軍事範疇而涉及到軍事、政治、社會、自然和環境等諸多層面」。

7因此在目前的國際情勢發展下，研究非傳統安全對在全球化情勢中維護國家安

全是必須的，也可幫助人類對安全形成新的認知。1998年5月22日美國柯林頓

（Clinton）政府頒布總統決策指令62號，明示非傳統威脅包括：「資訊作戰、恐

怖主義、走私販毒等跨國性組織犯罪，以及化學、輻射、生化武器和對抗此等武

                                                 
4李修安，〈非傳統安全的視角：金門地區犯罪趨勢之研究〉，《犯罪學期刊》，第 1期(2013 年)，

頁 88。 
5王逸舟，〈論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4期(1998 年)，頁 5轉引自劉婷、王海珺，〈非

傳統安全視野下的毒品問題研究〉，《雲南警官學院學報》，第 2期(2010 年)，頁 45。 
6陸忠偉，《非傳統安全論》，(北京:時事出版社，2003 年)。轉摘自王琦、劉蓮，〈我國目前面臨

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及對策〉，《山東行政學院學報》，第 2期(2011 年)，頁 30。 
7陳先才，〈兩岸非傳統安全面面觀〉，《兩岸關係》，第 165 期(2011 年)，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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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新式化手段。傳統安全的重要性在各國未曾稍減，但非傳統安全議題在國際

間逐漸受到重視。」以往，人們總認為傳統安全的危害比非傳統安全危害要大，

但經由跨國性疾病SARS及禽流感、美國911事件的爆發及2011年日本311震災導

致福島核能發電廠損壞發生核污染等事件不斷暗示我們，非傳統安全威脅造成的

傷害甚至可能比傳統安全威脅要大。縱合上述可知，在不同的環境及條件下，人

對安全會有不同的感受與需求，尤其是非傳統安全，隨著科技的發達、交通的便

捷、人口的快速流動，可影響的安全範疇也不同。 

非傳統安全問題展現的方式有多種面向，既可作用於國際關係、國家政局，

也可作用於廣大社會層面。非傳統安全的因素甚至比敵國的傳統安全威脅對一個

國家的安全挑戰更大，而這些問題所牽涉的層面又往往非一個國家所能獨力解

決，且它有時很難表現得像傳統安全那樣立即與直接，如軍事衝突、外來入侵等，

但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作用既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有一個爆發的邊際。 

陳永認為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1、國際性 

非傳統安全威脅從發生到結束都有其國際性特性，因這不僅是個別國家生存

的問題，也是區域國家或整個國際社會的問題；不僅是對單一國家構成安全威

脅，而且可能對區域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最典型的比如溫室效應加劇促使全球變

暖導致海平面上升，其原因主要是發展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以及現階段一些發展

中國家正在進行的工業化，使得全球二氧化碳排放量急劇增加所導致的。在當前

海平面上升的初步惡果顯現之後，我們能夠發現，面對威脅最急迫的受害者卻是

印度洋、太平洋以及加勒比海地區的諸多小島國。 

2、複雜性 

傳統安全的核心是軍事安全，主要表現為戰爭及與之相關的軍事活動和政

治、外交鬥爭。而非傳統安全威脅則要複雜得多，其影響的層面含括了社會、經

濟、政治、恐怖主義…，遠遠超出了軍事領域的範疇。 

 



 

17 
 

3、突發性 

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迫經常會以意想不到的形式火速產生。數據顯示，1990

年後，約有100多起較大的恐怖事件，都是在人們意料之外的情況下發生的。從

20世紀80年代出現的愛滋病，到近年來的瘋牛病、口蹄疫、SARS、禽流感、茲

卡病毒感染等，當人們意識到其嚴重性時，往往已經造成很大危害。此外，金融

危機、傳染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並非源於某個確定的行為主體，其威脅的形

成過程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使防備的困難明顯增大。8 

 

(二)全球化與非傳統安全 

全球化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活動領域、經濟、文化不再是單一實體，透過對

體制形成、障礙的克服，形成一個整合。人類在此範圍內各式往來更加頻繁，形

成一種高度相互依賴及連結。全球化可包含多個範圍包含了經濟、政治、文化的

全球化。9 

隨著冷戰的結束和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大戰尤其是核子戰爭的要脅慢慢減

少，軍備競賽對各國產生推斥力，而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多種經營與發

展，國家間整合及互賴現象益趨明顯，例如:區域經濟整合、生態環保議題、貿

易等，但隨著走私販毒、恐怖主義等國際間公共安全問題的產生，使國際間認為

國家間行為規則和相應的保障機制應有一定準則規範，以大欺小、以強淩弱，大

國、強國依仗優勢的經濟、軍事實力踐踏他國。雖然目前國際體系尚處於無政府

狀態，但至少在基礎上已形成的國際行為規則和相應的保障機制，具備了一種新

秩序；隨著國家間疆界逐漸消失、國際間呈現大融合，許多全球性問題以及各國

國內的一些矛盾已徑不能單憑一國的力量即可加以解決。10全球化使國際安全的

性質和國家安全的內容發生變化，安全所含括範圍內容擴大了。全球化的潮流使

                                                 
8陳勇，〈淺析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特點及對策〉，《新西部》，第 22 期(2010 年)，頁 82。 
9俞可平，《全球化與國家主權》，(北京:社會科學文獻，2004 年)，頁 155。 
10劉昌明，〈國家安全模式的轉型趨向:一種全球化視角的理論分析〉，《山東大學學報》，第 3期

(2005 年)，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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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傳統定義的安全即軍事安全的地位下降，而經濟安全(尤其是金融安全)的地位

上升，對於生態安全的各項規定更是嚴格執行。11 

全球化發展所歷經的程式使這個世界彼此間克服現實距離空間，各國越來越

密切的聯結，非傳統安全已逐漸成為使各國更加「密切」的一種「紐帶」。這種

「紐帶」應用得好，國際關係也就會得到良好的發展，反之則會惡化。從這點看，

深入研究非傳統安全問題，切實重視非傳統安全問題，謹慎研處非傳統安全問

題，其重大性、迫切性和現實性也就顯而易見。12 

 

(三)經濟全球化與跨國犯罪 

 

二戰後，美國與蘇聯的冷戰，國際格局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經濟全球化

的飛速發展使得各國之間經濟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相互影響，越來越趨向一體

化。不只包含了傳統安全觀同時還有新安全觀的內容，不僅有國家安全，同時還

強調個人的安全。傳統的安全觀念往往強調的是國家的安全，是以政治和軍事安

全為中心。 

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合作的領域與分工突飛猛進。不容置

疑地經濟的跨國合作有利於社會資源在更大市場空間裡獲得最佳化分配，使國家

間都能獲得實際財富，這也是經濟全球化總體戰略的目的。而全球化是一把雙刃

劍早已是路人皆知。但其中一個重要的額外副作用就是使原屬於一國範圍內的資

源、環境、人口等社會、經濟危機很容易跨越國界，以一個國家擴展到其他國家

和地區。13國家間透過資金與貨物的越境流動，形成一跨國的金融市場，彼此間

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念等的跨國交流與融合，使得國家間顯得沒有距離與界

線，雖然國家的邊界實際存在，但相互的隔閡卻慢慢消失。全球化使國家之間的

                                                 
11王逸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 18。 
12俞曉秋、李偉、張運成、方金英、翟坤，〈非傳統安全論析〉，《現代國際關係》，第 5期(2003

年)，頁 45。 
13侯勝利，〈全球化與國家安全〉，《法制化建設》，第 6期(2006 年)，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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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繫更加緊密，全球化（globalization）雖然很難加以定義，但是大致上形容資

本自由化流通、國際貿易增加、人類遷移頻繁而限制減少來加以形容。當世界經

濟體系與政治體系已經形成，並且逐漸成熟後，雖然有助於經濟資源的快速流動

與分配，卻也使得各國的經濟弊端、內政問題向外擴散，引發了部份國家，特別

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問題。14全球化發展使得人員、貨物、資金、

資訊等跨越國界流動，不管來自主動或被動，各國、地區採取開放成為必然趨勢。

1929年10月美國爆發了資本主義史上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機，美國歷史學家甚至稱

其為「瘋狂的20年代」，其危機始爆發於美國，因為貿易戰與貨幣戰而起，但卻

波及到全球許多國家，使其金融處於崩潰邊緣，世界經濟從此步入十餘年的大蕭

條時期，各國國力大減。再者，因每個國家行動和能力自主降低、高新科技蓬勃

發展等原因，造成國家權力、主權沒落，使得地理疆界界線漸漸模糊。全球化為

現今國際發展趨勢，沒有不受任何外來事務影響的絕對國內事務，也沒有不對外

國產生影響的絕對國內事務，依靠傳統軍事武力無法將犯罪問題、國際金融危

機、環境污染、傳染疾病等阻擋在國界之外，如何將其所涵括的包括經濟、政治、

社會、文化、意識形態等範圍，對人類生活方式造成安全影響問題降至最低，此

類非傳統安全議題各國學者及政府亦積極研究及關注。15 

全球化現象包括：跨境經濟活動、科技的發展及人際的交流與互動等均為最

重要的現象。跨境活動的增加，使得非法交易更易於進行。世界人口流動日增，

相對的，非法商品和非法獲得的貨幣易於攜帶。商品流通增加，非法商品亦相對

增加。因為執法機關無法精確的檢查所有的貨櫃、所有的入境人員。結果導致跨

境性犯罪組織可以無孔不入，侵犯國家、地區境界。加上透過先進電信和衛星網

路科技之協助使得非法商品可以突破國界，如入無人之境，在全球各據點航運裝

卸，成功規避偵查。換言之，犯罪集團亦朝向國際化、跨境化發展。尤其國際毒

品交易最為明顯。為了利用廉價勞力和原料，獲取更多利潤，合法的多國企業在

                                                 
14侯勝利，〈全球化與國家安全〉，《法制化建設》，第 6期(2006 年)，頁 37。 
15侯勝利，〈全球化與國家安全〉，《法制化建設》，第 6期(2006 年)，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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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設立分支機構；同樣的，非法的組織犯罪集團亦如法炮製，建立其全球生產、

行銷和分配網路。當犯罪集團從本國地盤向外發展，其成員便與國外同夥建立關

係。研究跨境犯罪、有組織犯罪的專家Louise Shelley博士早在20年前即指出，跨

境販毒、有組織犯罪與貪腐的影響增加，成為現代社會的嚴重犯罪問題。時至今

日，因人員、商品與資訊流動的成長，使得非法活動隱藏在合法活動中變得更為

容易，故犯罪更加全球化，不同犯罪集團的犯罪活動可能在國家之間擴散。若由

金融犯罪角度觀察，跨境化、高技術化、專業化、牽連化，已成為必然趨勢。隨

著經濟全球化，利用各種金融系統替犯罪行動洗錢，也幾無邊境可言。如以全球

人類的共同利益角度考慮，跨境犯罪問題將是危害人類和平與安寧的社會問題。

它不僅僅只危害某一個國家或是危害某個地區的利益，甚至也是危及全球公民自

身利益問題。 

學者特烈夫（Terriff）等人曾以環境安全、經濟安全、跨國犯罪與人口移動

等四大議題，作為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主要代表，他們將非傳統安全歸納出下列共

同特性： 

1、多數皆以非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ed），而由次國家（sub-state）、 

跨國家（trans-state）或因素所造成。 

2、多數非傳統安全威脅不侷限於特定地區，所以難加以圍堵，具有擴散分

佈、多面向、多層次等特性。 

3、無法單靠傳統軍事手段或國防政策加以處理，軍方雖可扮演一定角色，

但是仍須經由適當的非軍事途徑加以有效因應。 

4、個人安全福祉及國家利益都將受其危害。16 

 

 

 

                                                 
16 王坤義，〈非傳統安全與台灣軍事戰略的變革〉，《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 期(2010 年)，頁 9。 



 

21 
 

第二節  毒品影響國家安全 

 

一、毒品與跨境犯罪 

 (一)毒品的定義與類別 

「毒品」一詞，是現代社會用語，最早出現在歐洲，是人們在認識到鴉片等

麻醉藥物的危害之後才開始使用的。在中國「毒品」一詞大約是20世紀20年代才

開始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才逐漸流行起來，鴉片戰爭期間亦只有「禁

煙」，不稱「禁毒」，有「鴉片罪」而無「毒」的罪名。將鴉片稱為「毒」的，

最早大約是1904年在福建發起成立的「去毒社」，漸漸「毒」或「煙毒」成為鴉

片的同義詞。17 

在歐洲，最初的「毒品」是指用來注射的麻醉藥劑，英語中的drugs原本並

無「毒物」的含義，也不能用來吸食。後來，由於這類藥劑具有使人產生藥物依

賴而導致大量濫用，進而危害人體並引發犯罪，因此，歐洲的一些國家才把這種

「吸食麻醉品」的行為視為「吸毒」，從而使「毒品」一詞形成並具備了現代的

含義。由不同角度可以對毒品作不同的解釋：化學家認為「毒品」是一種「由化

學特性改變現存生物體結構或功能的物質」。醫學家認為「毒品」是指使使用者

產生依賴的「麻醉藥品和精神藥品」，「吸毒」實際上是一種「藥物濫用」行為。

法學家認為「毒品」的實質不在於「藥品」，而在於「非法使用」，是一種「違

禁品」；只有經法律明文規定禁止非法使用的藥品，才屬於「毒品」。可見「毒

品」一詞又具有科學性和法律性。 

 

1、國際組織對「毒品」的定義與種類 

世界各國對「毒品」形成了自己的理解，國際組織也從不同角度解釋「毒品」。

                                                 
17崔敏，《毒品犯罪發展趨勢與遏制政策》，(北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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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問題已危及到全人類的健康，毒品問題亦非一國所能解決。20世紀以來，各

國展開團結合作，召開國際反毒會議，通過國際反毒公約，建立國際反毒機構，

統一各國的反毒政策和活動。從已簽訂實行的國際公約來看，對毒品的定義經歷

了一個逐步擴大、深化的過程。最早的1912年的《海牙鴉片公約》，只是規定了

對鴉片濫用的限制，後來1925年的《日內瓦反毒公約》將限制的範圍擴大到鴉片

類制劑及其貿易。1936年的《禁止非法買賣麻醉品公約》把範圍從鴉片擴大到麻

醉品，第一次非法製造、供給、販賣麻醉品的行為規定為國際犯罪。18 

聯合國於1961年通過《麻醉品單一公約》、1971年的《精神藥物公約》，以

及1988年《聯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品和精神藥物公約》，其中並對「毒品」內

容加以定義。根據上述國際公約，「毒品」是指國際公約規定的受控制的麻醉品

和精神藥品。其中，「麻醉品」是指附於《麻醉品單一公約》後麻醉藥品表或製

劑表中所列的任何物質；而「精神藥品」是指附於《精神藥物公約》後精神藥物

表中所列天然或合成物品。 

依據相關公約，「聯合國麻藥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Narcotics Drugs)則將毒品分為六大類：一、嗎啡型藥物，包括鴉片(Opium)、嗎

啡(Morphine)、古柯鹼(Cocaine)、海洛因(Heroin)和罌粟(Poppy)植物等。二、古

柯鹼和古柯葉(Coca)。三、大麻(Cannabis)。四、安非他命(Amphetamine)等人工

合成興奮劑。五、安眠鎮靜劑，包括巴比妥(Barbital)藥物和安眠酮。六、精神藥

物，即安定類藥物。 

 

2、臺灣對毒品的定義和策略 

在我國所謂毒品，係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二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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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之分級及品項，是由法務部會同行

政院衛生福利部（前稱衛生署）組成審議委員會，每三個月定期檢討，報由行政

                                                 
18崔敏，《毒品犯罪發展趨勢與遏制政策》，(北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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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公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立法院查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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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管制藥品管理條例規

定，所謂管制藥品，指下列藥品： 1、成癮性麻醉藥品。2、影響精神藥品。3、

其他認為有加強管理必要之藥品。前項管制藥品限供醫藥及科學上之需用，依其

習慣性、依賴性、濫用性及社會危害性之程度，分四級管理；其分級及品項，由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設置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報請行政院核定公告，並刊

登政府公報。毒品本是一種藥物或物質，因其作用具有危害性，因此各國多施以

管制政策來預防其濫用。我國毒品根據施用之後對個人和社會傷害程度的嚴重

性，分為以下四級加以管制： 

(1)第一級毒品 

Heroin（海洛因）、Morphine（嗎啡）、Opium（鴉片）、Cocaine（古柯鹼）

及其相關製品。 

(2)第二級毒品 

Marijuana（大麻）、Amphetamine（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甲基

安非他命）、Codeine（可待因）、MDMA（搖頭丸、快樂丸）、LSD（搖

腳丸、一粒沙）、天使塵。 

(3)第三級毒品 

FM2（小白板）、Buprenorphine（丁基原啡因）、Tramadol（特拉嗎竇）、

Ketamine（愷他命）。 

(4)第四級毒品 

Alprazolam（蝴蝶片）、Diazepam（安定、煩寧）、Lorazepam、Nimetazepam

（一粒眠、K5、紅豆）、Zolpidem（佐沛眠）。 

政府自1993年5月12日正式向「毒品宣戰」，提出緝毒、拒毒及戒毒三大政策

主軸，成立「中央反毒會報」，旋於1994年6月召開全國性反毒會議，會中決定臺

灣反毒工作以「斷絕供給、降低需求」為策略方針，復於1998年5月20日頒布「毒

品危害防制條例」。行政院為貫徹反毒決心，將2005年至2008年定為「全國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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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年」；並於2006年6月2日召開之「行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中決定，調整反毒

策略為「首重降低需求，平衡抑制供需」，將反毒政策轉向著重降低毒品需求，

逐漸調整毒品防制政策方向；即以「拒毒」防止新的毒品施用人口產生、以「戒

毒」減少原有毒品施用人口；再輔以積極「緝毒」以減少供給，並將反毒戰略警

戒線推展至「防毒」。19 

 

(二)毒品跨境犯罪 

 

全球化模糊了國家疆界，使毒品交易、非法移民和洗錢等更易跨國操作，全

球化的帶動作用使「非傳統威脅」傳播極快，資源短缺、環境惡化等國際病現象

無所不至。一旦一國或某一地區出現經濟動盪、社會不穩定或自然災害，整個地

區民眾的生活便會首當其衝地遭到破壞。由此使得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成為國家

安全面臨的顯著問題和國際安全研究的一個新焦點。20 

據1996年聯合國難民署統計，蘇聯解體之後，大約產生了900萬多的難民。

民族、宗教、部族矛盾所引發的內部地區性衝突，是冷戰之後國際安全所面臨的

頭號問題，因此帶來一系列的後遺症。國際恐怖組織介入部份國家的內亂與衝

突，在衝突地區造成販毒、走私軍火等新安全問題。例如，在中亞與阿富汗交界

的山區，當地謀生不易，居民鋌而走險，投入毒品生產、走私工作，而從事毒品

買賣的收入也成為當地恐怖組織和犯罪集團的主要資金來源。21 

學者巴瑞‧布贊(BarryBuzan)認為，「毒品販運及犯罪對毒品生產國、過境國

和消費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環境等五個領域都會構成不同程度的衝擊

和危害」。22非傳統安全指的「是由非軍事因素引發、直接影響甚至威脅本國發展、

                                                 
19法務部、行政院衛生署、教育部、外交部，《2010 年反毒報告書》(臺北：法務部，2010 年)，

頁 203。 
20俞曉秋、李偉、張運成、方金英、翟坤，〈非傳統安全論析〉，《現代國際關係》，第 5期(2003

年)，頁 46。 
21傅仁坤，〈中亞五國政經現況與展望〉，《青雲科技大學歐亞研究中心》，(2005 年)，頁 46。 
22王介南，〈緬中關係與我國西南周邊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論壇》，第 4期(2004 年)，轉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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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與安全的問題」，不再局限於軍事領域，而是逐步延伸到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環境等各個領域，並隨社會的發展而不斷延伸。非傳統安全具有五個特點：

一是具有暴力性質和非暴力性質兩個方面；二是具有「跨國性」擴散蔓延的特徵；

三是都對各國公民的生命、社會生活和整個人類安全、國家安全、地區安全和全

球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只是威脅的方式、程度、時間和後果有所不同；四是各

種問題具有相互影響的特點；五是具有潛在積累、逐漸演變成形的。這主要是指

非傳統安全問題具有「外溢」或「內流」的特性，這五個特徵都涵蓋了毒品問題。

23 

在當今全球化趨勢衝擊世界的時代，全球化的發展使人們的文化生活更加多

樣化，人們追求的生活方式也會更加多元，毒品文化已作為一種非主流文化對主

流文化及價值體系發出了挑戰，已形成一種具有負面影響的文化行為，成為全球

對主流文化極具威脅的毒品次文化。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來，生產效率的加

快，人們所承受的焦慮、壓抑及危機使他們神經過度疲勞，心理壓力也更加沉重，

為了使過於沉重的心理得到緩和和宣洩，吸毒便成為許多失意者的選擇。24隨著

全球化的加速發展，西方國家一些文化核心價值不斷充斥和滲透到世界其他地區

的文化。而一些負面文化價值取向的蔓延在一定程度上也助長了毒品的氾濫。與

此同時，人類還面臨環境的壓力：如戰爭、貧困、污染、生態惡化、失業、民族

宗教衝突、恐怖主義、難民潮、犯罪率上升、不治病症增多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對

個人的影響，這都會造成人們心理失衡，從而導致因壓力無處宣洩而選擇吸毒。

25聯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指出「毒品在吞噬我們這個社會，毒品在醞釀犯罪，毒

品在傳播疾病，毒品在毀掉我們的青年和未來」。26據聯合國統計，目前全世界每

                                                                                                                                            
劉婷、王海珺，〈非傳統安全視野下的毒品問題研究〉，《雲南警官學院學報》，第 2期(2010 年)，

頁 45。 
23劉媛、牛勇，〈毒品洗錢犯罪問題研究〉，《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學報》，第 6 期(2002 年)，頁 45。 
24王煥麗、朱紅娟，〈全球化時代毒品氾濫的文化根源分析〉，《網絡財富》，第 6期(2009 年)，頁

135。 
25陳勇，〈淺析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特點及對策〉，《新西部》，第 22 期(2010 年)，頁 82。 
26陳勇，〈淺析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特點及對策〉，《新西部》，第 22 期(2010 年)，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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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約有20萬人因吸毒而死亡，約有1,000多萬人因吸毒而喪失勞動能力。27 

毒品犯罪顯然已成為世界性問題，1990年2月聯合國召開第一次全體會員會

議討論毒品問題，會中訂定一個由1990年至2000年之十年反毒行動計畫，認為所

有國家必須照此全球行動計畫加強採取對抗毒品犯罪之措施，在20世紀的最後十

年把消滅毒品當作一個國際性解決問題，顯示了當今毒品問題的嚴重。然而已至

21世紀，毒品犯罪問題仍未見解決，且日益猖獗，其罪魁禍首為非法走私。毒品

市場也從美國漸漸分散，轉進到東歐、中亞並及於非洲，毒品腐化各地政府，已

造成社會的動盪以及民眾對於政府防制不力的不滿。近年來又因一種更便宜且便

利的替代性物質-甲基安非他命的興起，全世界的毒品市場有改變及互相搶奪的

趨勢，造成販毒組織以更積極的方式拓展跨境市場，因此毒品的氾濫趨勢必成為

全世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當棘手的犯罪問題。 

另外毒品犯罪目前具有下列特點： 

1、全球國際化：由於全球目前有三個主要毒品產地，亞洲有二個、拉丁美洲有

一個，而毒品的主要消費市場卻是在美、歐各國，且遍佈世界

各地。此種地理位置之差距，使得毒品犯罪絕大多數要跨越國

界或地區。故所謂國際化，即跨境化之意。事實上毒品犯罪已

形成從種植、加工、販運到消費的製毒、吸毒一體化的國際化

趨勢。 

2、組織武裝化：與毒品交易相關的利潤是非國家武裝團體，包括恐怖組織，從

事毒品販運或為其提供便利的主要動機，全世界嚴重的毒品犯

罪多是由販毒集團進行的。例如哥倫比亞卡特集團控制了該國

60%的古柯鹼生產。亞洲的昆沙集團則擁有一支7,000人左右的

私人武裝和現代化的通訊、武器裝備，從事組織化販毒活動。

另外國際販毒集團建立軍隊，以武力對抗掃毒部隊，並保護毒

品生產和販運。例如義大利的黑手黨為保護其龐大的海洛因市

                                                 
27陳勇，〈淺析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特點及對策〉，《新西部》，第 22 期(2010 年)，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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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曾在五年內消滅了1,600多名敵對人士。在一些國家，毒

品市場這樣的非法市場中產生的資源，在使武裝衝突變得更為

複雜和時間延長方面發揮了作用，這往往增加其總體的致命

性。 

3、隱蔽暴利化：在各國破獲的走私販毒案件中，曾發現將毒品藏匿在各類物品               

的隱蔽部位中，或將毒品溶解於酒類中偷運闖關，或液化後裝

瓶、用吸水的棉毛和紙板等物品浸吸毒液通關後再提煉還原，

或製成陶瓷物品，甚至吞入體內以逃避國際警方和海關檢查。

而毒品由產地之大盤價至吸食者之小盤價有著數十倍至數百

倍的價差，此種巨額的利潤刺激著各類毒品犯罪不斷的膨脹與

蔓延。早期金三角地區海洛因每公斤800-1,000美元，運至東

南亞曼谷後每公斤為15,000-20,000美元，到了歐洲如：荷蘭

阿姆斯特丹等地每公斤黑市價為12萬美元，如運到紐約每公斤

更高達20萬美元。其後當金三角的海洛因漲至每公斤5,000美

元時，歐洲市場每公斤上升到30萬美元，美國黑市零售價則高

達每公斤230萬美元。毒品交易是僅次於軍火交易、每年交易

額高達5000億美元以上的世界第二大宗買賣，據估計，2014

年，每20個成年人中就有1個，即15至64歲的人中有2.5億人，

使用過至少一種毒品。2014年估計有207,400例涉毒死亡，相

當於每百萬15-64 歲人口中有43.5%例死亡，因此毒品犯罪可

謂日趨嚴重。 

 

二、毒品犯罪影響國家安全 

 

在有組織跨國犯罪集團所進行的活動中，對人類安全、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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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最大的就是毒品犯罪。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將毒品與環境污

染、核化武器並列為人類面臨的三大威脅。數量龐大的毒品交易正不可阻擋地侵

蝕和破壞著各國經濟，也毒害著數以億計的吸毒成癮的人們，毒品為國家安全帶

來了巨大的影響。28吸毒問題漸漸成為全球社會的沉重經濟負擔，這已經是不爭

的事實。美國估計，毒品問題在1998年令國家損失大約1,430億美元，大概相等

於該年其本地生產總值的1.6%。同樣地，加拿大估計毒品問題在2002年令國家損

失大約82.4億加元，即其本地生產總值大約0.7%。根據英國最近一項研究，估計

一名問題吸毒者一生更可能耗費社會超過80萬英鎊。危害精神毒品為青少年帶來

長期禍害，嚴重窒礙新一代的成長，而且會不知不覺地侵蝕國家的優勢和競爭

力，我們必須奮起並正視這項挑戰。 

(一)對各國經濟的嚴重破壞 

毒品問題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是一般犯罪所無法相比的，毒品對世界各國經濟的 

破壞不言而喻。首先，吸毒耗費了大量財富。舉例而言，聯合國2010年世界毒品報

告資料顯示，2009年全球毒品交易金額達八千至一萬億美元，其對全球各國影響力

由此可見。巨額毒資引起廣泛問題，當中包括最顯著的洗錢問題，造成貪污腐敗情

況，嚴重影響政府清廉運作。龐大毒資同時衝擊全球金融、投資及基金市場。美國

一年吸食毒品的毒資就超過670億美元，另外，就中國登記在冊的海洛因濫用者每年

至少消耗掉270億元人民幣。其次，販毒集團從中非法獲得大量利潤，利用裝備更加

先進的通信設備及更加精良的武器裝備，從事更大規模的販毒活動。毒品活動的猖

獗，加重了各國政府的財政支出，為了遏制毒品犯罪，各國政府撥出大量人力、物

力和財力打擊毒品犯罪，進行反毒宣傳和幫助戒毒。一些吸毒問題嚴重的國家不得

不撥出鉅款用於防治吸毒及相關問題的開支，影響了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累。美國

每年直接用於打擊毒品犯罪的花費達100多億美元，如果將美國與毒品有關的全部開

支加在一起，每年的花費大概要1,500至2,000億美元。 

                                                 
28孫國祥，〈非傳統安全視角的毒品問題與與實證毒品政策之探討〉，「2010 非傳統安全──反洗

錢、不正常人口移動、毒品、擴散」學術研討會，2010 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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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於長期吸毒而使吸毒者的勞動能力降低，或者導致勞動力完全喪失，

從而影響社會財富的創造，例如本來就嚴重缺少勞動力的俄羅斯，每年有100萬人因

吸毒而喪失勞動能力，使俄羅斯每年不得不付出大量酬金，雇傭外籍勞務人員。最

後，毒品走私也導致一些國家經濟畸形發展。諸如拉美和亞洲一些國家大規模從事

毒品加工業，毒品經濟產業發達，使這些地區的工農業生產嚴重萎縮，國家經濟結

構發生變化，經濟對毒品的依賴程度越來越高，從而使毒品走私更加猖獗。這種惡

性循環，加劇了販毒與吸毒給社會帶來的巨大經濟損失。 

 

(二)販毒助長了國際恐怖活動的蔓延與發展 

 

進入21世紀，毒品交易迅速增長，販毒集團與恐怖主義團夥、極端宗教團夥相

互利用，聯繫密切，甚至出現了「毒品恐怖主義」。恐怖主義與西方國家的衝突，

致使相關國家的執法機構無力兼顧，販毒勢力借機膨脹；一些販毒集團似乎透過與

恐怖團夥合作而受到保護，公開與政府和軍警對抗，對一些地區的毒品交易進行壟

斷，以獲得高額利潤；而恐怖團夥透過與販毒集團合作，獲得大量金錢購買武器，

充實恐怖勢力，製造更多的恐怖事件，與一些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對抗。諸如西班

牙的「埃塔」（Basque Homeland and Freedom，ETA）、阿富汗的「基地」（al Qaeda）

組織、斯里蘭卡的「泰米爾虎組織」（Liberation Tigersof Tamil Eelam，LTTE）以

及義大利的「紅色旅」（Brigate Rosse, BR）等恐怖組織都與販毒集團有勾結。這種

非傳統安全領域中新型的「邪惡搭配」，給國際社會帶來極大的安全威脅，也使國

際形勢更加動盪不安。根據聯合國報告，近幾年阿富汗鴉片出口中生鴉片所佔的比

重出現下降，而經過加工和提煉的鴉片所佔的比重則不斷增加。阿富汗鴉片出口中

的三分之二為海洛因和嗎啡，這也意味著塔利班從鴉片加工、販運以及進口加工製

劑的活動中抽取的利潤也出現了相應的增長。據統計，過去四年中，塔利班總共從

阿富汗鴉片種植和貿易中獲取了4.5億至6億美元的利潤。此外，一些犯罪團夥、腐

敗的政府官員也把黑手伸向了阿富汗的毒品貿易和販運，從中獲取了可觀的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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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更令人感到憂慮的是，中亞其他一些國家也受到阿富汗鴉片貿易的影響。有

反恐官員形容，阿富汗毒品經濟每年將數以億計的美元送入「邪惡之手」，而直接

插手鴉片貿易，使得塔利班能夠擁有一個在技術上更為複雜的戰爭機器，令毒品和

恐怖主義這兩大因素在阿富汗和周邊中亞國家形成了一個不斷移動的「完美風暴」。

因此，阿富汗毒品的影響由內到外，甚至影響到全球的原因不外乎毒品所帶來的巨

額利潤，在阿富汗價值約3美元1克的海洛因，被販運到莫斯科、巴黎、米蘭等歐洲

城市後，立刻身價百倍，暴漲到70至100美元1克。另一方面政府官員的腐敗、缺乏

有效政府管理和邊境控制也助長了阿富汗毒品種植和貿易的囂張氣焰。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之間的邊境地區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非法毒品、槍支等物品的自由貿易

區。聯合國曾多次要求國際社會協助阿富汗加強執法，並切實執行安理會要求成員

國向聯合國提供各國毒販名單，共同努力追捕毒梟和銷毀毒品的相關決議。 

 

(三)毒品與其他各類犯罪密切相關 

毒品和犯罪密不可分，但這種關係並不是簡單直接的關連。人們可能會在毒品

的作用下犯罪；也可能為了有錢吸毒而犯罪。此外，大多數國家禁止毒品種植、生

產、持有、吸食、買賣、經銷、進口和出口。關於「直接」犯罪的資料很容易得到，

而且可以劃為與「個人吸毒」有關的犯罪，以及與販毒有關的較嚴重的犯罪。這些

資料很重要，不但反映了毒品活動的程度，也反映了反毒執法行動的程度。毒品問

題不僅與國際恐怖活動相關，而且與其他的有組織跨國犯罪緊密相聯，如每一大筆

販毒收入，幾乎都與洗錢相聯繫。跨國販毒集團受巨額經濟利益驅使，千方百計地

動用現代國際金融手段來進行各種洗錢，轉移資金以使販毒非法收入合法化，跨國

洗錢成了跨國販毒犯罪集團轉移犯罪收益的常用手法。跨國販毒犯罪集團不僅大規

模從事毒品走私，而且還在世界各地建立起嚴密的販毒網絡，一些集團甚至組織了

自己的非法武裝，諸如前東南亞的坤沙（Khun Sa）集團、哥倫比亞的麥德林

（Medellin）販毒集團等，採用血腥暴力手段與政府抗衡，使一些國家的政權時刻

處在威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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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毒品還引發大量刑事違法犯罪，危害著各國的社會秩序。根據以往

的統計，美國每10萬人中有230人犯有與毒品有關的罪行，大約有80%的犯人在關進

監獄前存在吸毒問題，監獄在押犯中60%是毒品犯，販毒、吸毒以及由此引起的街頭

槍戰和其他犯罪活動已經成為美國首要的問題。吸毒此一社會現象的氾濫、蔓延，

嚴重地影響了社會風氣，一些無知的人認為吸毒是享受人生；另一些人夢想以販毒

致富，在強烈的物質金錢欲和享受欲的刺激下，紛紛成為毒品上癮者，可能失去個

人生活的方向。 

 

(四)毒品嚴重影響著國家的永續性發展 

青年是國家的未來與前途，毒品危害著各國青少年的成長。分析年輕人吸毒情

況之所以重要，有數個主要原因。首先，大多數人是年輕時開始吸毒的，而預防吸

毒的活動在年輕人中間目標最明確。其次，年輕人使用非法藥物的趨勢可顯示毒品

市場的變動情況，因為與年長者相比，年輕人對毒品供應的變化或對於社會對吸毒

的看法可能會作出較大的反應。第三，據發現，年輕時開始吸毒會對以後的健康和

社會關係帶來負面後果。舉例而言，美國青少年監控中心2004年對全國8、10、12

年級的學生進行抽樣調查顯示，不同年級曾經吸食過海洛因的比例基本相同，占被

調查人數的1.5%，而近一個月內吸食過海洛因的人數達到了0.5%。美國12歲至成年

期間，僅吸食海洛因一種毒品的人數在2002年就高達40萬人。據法國「毒品和毒品

癖觀察所」2004年的統計，在法國有一半以上的17歲青年人吸食過大麻，經常吸食

大麻的青年有85萬，而每天都吸食大麻的人高達45萬。英國2004年進行的一項調查

結果顯示，在16歲至24歲的年輕人中51%的人有吸食毒品的經驗。青年吸食毒品，將

嚴重影響他們的身心健康，國家因此而失去經濟的後續力量，嚴重影響著國家與社

會的發展。 

 

(五)促發公共健康問題 

毒品不僅損害吸毒者的健康，還會造成各種肝炎、性病的傳播等公共健康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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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中最嚴重的是愛滋病的感染和傳播。注射吸毒在占世界總人口95%的148個國

家均有紀錄，但這一行為的流行率差別很大。據估計，全世界約有1,100萬至2,100

萬人注射吸毒。中國、美國、俄羅斯聯邦和巴西據估計注射吸毒的人數最多，加起

來占全世界注射吸毒總估計人數的45%。注射吸毒在世界許多地方造成了愛滋病毒感

染率上升，其中包括東歐、南美洲、東亞和東南亞等地的國家。已有120個國家報告

注射吸毒者中有愛滋病毒感染的情況，不同國家的情況相差很大。據估計，全世界

有80萬到660萬注射吸毒者感染了愛滋病毒。注射吸毒者呈愛滋病毒陽性的人數最多

和密度最大的區域包括東歐、東亞和東南亞以及拉丁美洲。在東歐和中亞，愛滋病

毒攜帶者總人數中注射吸毒者占了很大一部分。 

愛滋病是一種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是由人類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傳染病。

病毒HIV具有極強的迅速變異能力與傳染性，它直接侵犯人體的免疫系統，繼而發生

一系列不易治癒的感染和腫瘤，最後導致患者死亡。目前，愛滋病尚沒有有效的治

癒辦法、病死率幾乎達100%。以2016年為例，雖然全世界已經達到1500萬人得到醫

療的協助，然而得到這治療的，僅有不到一半的人。許多對於愛滋病預防和治療的

障礙今天仍然存在，每年超過100萬人死於愛滋病，且全世界仍有3700萬人攜帶愛滋

病病毒。我國疾管局表示，2009年台灣新增1,648名愛滋病患，其中藥癮引起的為100

多人。一些國家檢測的愛滋病病毒感染人群中，一半以上是由吸毒時共用靜脈注射

器造成的，吸毒人群的高感染率使愛滋病與吸毒成為了一對「孿生兄弟」。然而，

危險的是多數吸毒青年人沒有將吸毒與愛滋病聯繫起來，吸毒大幅加劇了愛滋病在

一些國家的感染，嚴重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對和平與安全構成

了威脅。 

 

(六)毒品問題具有的隱蔽性導致毒品危害的加劇 

毒品問題的隱蔽性致使有的國家政府對毒品給國家安全帶來的威脅重視不

足，政府的輕忽導致毒品危害的加劇。一個古老的法國寓言是：「最初在水塘中

只有1朵百合花，第二天增加到2朵。以後，每過一天花的數量就增加一倍。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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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水塘被百合花全部覆蓋。而水塘只被覆蓋一半是在什麼時間？」答案是第29

天。毒品對人類的衝擊也是如此，許多政府與個人在危險來臨之前並沒有感覺到

過多的擔憂，此即為毒品對國家安全危害的最嚴重之處。世界各地吸食毒品的人

數在不斷地增加，對個體的侵害匯聚成對整個社會的危害。 

毒品問題嚴重地影響著國家安全，但毒品問題不同於以往的傳統安全，對國

家構成的威脅不是某個具體的敵對國家，而是跨國販毒集團與組織；在對國家安

全構成威脅的形式上，也與傳統安全存在明顯的不同，毒品問題的隱蔽性使國家

社會的穩定、國家永續發展等受到威脅，卻不易被發現；販毒的跨國性與國際分

工已使毒品問題不僅限於國家層面上，而更多地在國家之間展開，毒品問題對國

家的危害與其特點都表明了它是非傳統安全中的重要問題。像其他非傳統安全問

題一樣，解決毒品問題需要國際間的協作與合作，加強國際合作成為做好反毒工

作的必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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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反毒潮流 

聯合國在1987年6月在奧地利維也納召開了麻醉品濫用的部長會議，並決定

把每年6月26日訂為「國際反毒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聯合國在1990年2月召開反毒特別會議，透過《政治宣言》和《全

球行動綱領》，把20世紀的最後10年定為「國際反毒10年」，進一步要求各國立即

開展有效而持續的反毒措施。 

聯合國的決議突顯了毒品氾濫、走私的嚴重情形，使得反毒不再是一國之內

的事情，而是必須結合國際力量一同面對。「向毒品宣戰」已經成為國際共同目

標。 

 

一、國際反毒條約 

 

上個世紀 80 年代以來，吸毒在全世界日趨氾濫，毒品走私日益嚴重。面對

這一嚴峻形勢，1987 年 6 月 12 日至 26 日，聯合國在維也納召開有 138 個國家

的 3,000 多名代表參加的麻醉品濫用和非法販運問題的部長級會議。會議提出了

「愛生命，不吸毒」的口號。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將 6月 26 日定為「國際反毒日」，

以引起世界各國對毒品問題的重視，號召全球人民共同來抵禦毒品的危害。同年

12 月，第 42 屆聯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決定把每年的 6月 26 日定為「反麻醉品

的濫用和非法販運國際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即「國際反毒日」）。29 

國際認可的毒品治理模式，呈現在聯合國毒品管制相關公約中。國際毒品管

制最早是於 1909 年在上海國際鴉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的

會議。美西戰爭結束後，美國的傳教士開始把遠東的毒品問題視為一個區域問題

                                                 
29彥嵐，〈國際國內禁毒資料〉，《觀察與思考》，第 12 期(2006 年)，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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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僅僅是雙邊問題，呼籲列強通過國際協定加以解決。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出

於對菲律賓和國內毒品問題日益嚴峻的關心，及改善「義和團運動」之後中美關

係和向中國經濟擴張的需要，積極地倡導對麻醉品問題進行國際管制。在菲律賓

主教查理斯‧布蘭特 (Charles H. Brent) 和老羅斯福 (Theodore Roosevelt) 總統

的倡議下，1909 年 2 月 1 日至 26 日，在中國的上海召開了由 13 個國家出席的

「國際鴉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儘管這次會議達成的「九

項決議案」僅是建議性的，而非實質性的和具有約束力的國際公約，但卻使與會

國更加意識到，「毒品問題不只局限於東方，同時對西方國家的威脅也日漸增

加」，強調「在與這一罪惡鬥爭時需要協同合作」，從而開創了國際社會在毒品管

制領域進行多邊合作的先河。30
1912 年 1 月 23 日，在海牙召開的國際會議上，

通過了第一個關於禁止鴉片的公約—《國際鴉片公約》。從那以後，到 90 年代中

期為止，國際上先後簽訂了有關麻醉品的國際公約、協定和議定書共 17 個。 

從 1909 年上海鴉片會議到 1988 年之前的聯合國兩個毒品管制相關公約

（1961 年麻醉藥品單一公約和 1971 年影響精神物質公約）的頒佈施行，重點都

是放在「減少供應」上，側重於供給面的管制，對減少毒品需求面，並未作出明

確的規範。直到 1988 年聯合國頒佈第三個反毒公約—「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

及影響精神物質公約」後，這個狀況才轉為「減少供應」及「減少需求」並重，

這個是迄今對於非法販運毒品問題的一個全面、可行和有效的國際公約。進入

90 年代後，國際社會更進一步認識到毒品犯罪對人類健康所造成的嚴重威脅及

對經濟、社會生活甚至政治產生的危害。1990 年 2 月在紐約召開的聯合國第 17

屆反毒特別會議通過了《政治宣言》和《全球行動綱領》，並鄭重宣佈將 20 世紀

最後 10 年（1991─2000 年）定為「國際反毒十年」。要求各國立即開展有效而

持續的反毒鬥爭，促進《全球行動綱領》的實施。1998 年 6 月，聯合國第二次

反毒特別聯大通過的《政治宣言》、《減少毒品需求指導原則宣言》、《在處理毒品

                                                 
30張勇安，〈多邊體系的重建與單邊利益的訴求 ──以美國批准聯合國「一九六一年麻醉品單一

公約」為中心 (1948-1967)〉，《歐美研究》，第 2期(2006 年)，頁 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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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加強國際合作》等，就加強國際司法合作、控制興奮劑、減少毒品需求、

打擊洗錢、剷除非法毒品作物，為全世界建立一個「無毒品世界」制定了跨世紀

戰略。 

 

二、國際反毒組織 

 

目前世界存在的國際性的反毒機構與組織主要有： 

(一)聯合國大會（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縮寫GA） 

聯合國大會是主要負責審議、決策和聯合國系統的代表機構。所有193個會

員國共同討論聯合國憲章所涵蓋整個範圍的國際問題。在聯合國大會中，所

有成員國都擁有平等的地位和投票權，它們負責監督聯合國的預算，任命非

常任理事國成員進入安理會，接收來自聯合國其他機構的報告以及以大會決

議的形式提出一些建議。聯合國大會每年於9月到12月在紐約召開。應成員

國的要求，聯合國大會也對於受關心的問題召集「特殊會議」，比如在2016

年會員大會就會對於毒品問題召開「特殊會議（UNGASS）」。 

(二)經濟和社會理事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縮寫ECOSOC) 

經濟和社會理事會（ECOSOC）是一個協調聯合國經濟、社會及其他相關工

作的主要機關。它負責監督聯合國有關機構和委員會，包括它每年正式採用

的提供報告和決議的麻醉藥品委員會（CND）。經濟和社會理事會是對經濟

和社會問題的政策進行討論和制定的核心論壇。經濟和社會理事會有 54 個

成員，所有的成員都由聯合國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年。每年經濟和社會理

事會的主席是從小或中層國家所派來參加地域代表中產生。經濟和社會理事

會於每年的 7月召開一次為期 4週的會議，會議的地點在紐約和日內瓦之間

交替選擇。經濟和社會理事會還全年定期與著名學者、商界代表和非政府組

織舉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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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麻醉藥品委員會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縮寫 CND) 

麻醉藥品委員會（CND）是為聯合國藥品控制系統服務的決策中心。它是

由53個聯合國成員國組成的。同時，為了確保地域的代表性，儘管其他國家

可以以觀察者的身份參與，它還是由經濟和社會理事會(ECOSOC)選舉產

生。在麻醉藥品委員會上，各會員國討論了全球毒品的形勢，採取了一系列

相關問題的決議。麻醉藥品委員會也是負責評估用於非法製造藥物的化學

品，以便確定是否應將之列入國際管制範圍的最終決策者。另外，麻醉藥品

委員會也負責監督聯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 Offices on 

Drugs and Crime）。 

(四)聯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 Offices on Drugs and Crime，縮

寫UNODC) 

聯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是負責協調國際毒品管制活動的機構。它成立

於1997年，它的建立是聯合國「國際麻醉藥品管制署」(United Nation Drugs 

Control Programme)和「國際犯罪預防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合併為「毒品管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2002年改為「聯合國毒

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由於聯合國毒品控制項目和國際預防犯罪中心之間

的合併。聯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有三大的重點工作，分別是研究和分

析工作，指導各成員國，和以實地為基礎的專案。 

(五)國際麻醉品管制局 (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縮寫INCB) 

國際麻醉品管制局是按照《1961年麻醉品單一公約》而成立於1968年，它扮

演著獨立監督國際藥物控制系統的角色。它是由13個個人成員組成，他們以

個人身份，而不是作為國家政府代表提供服務。國際麻醉品管制局努力和各

國政府合作，確保醫療和科研用途的藥物充分供應，確保防止藥物從合法來

源轉入非法管道；説明防止各種各樣的管制藥品和先驅化學品進入非法市

場；識別藥物管制制度的弱點；和保持與各國政府對話以協助他們履行其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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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世界衛生組織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縮寫WHO) 

世界衛生組織是一個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專職於國際公共健康的聯合國機

構，它的區域和國家辦公室遍佈全世界。它的任務包括減少及預防傳染病（如

愛滋病、結核病）、預防和控制慢性病(如癌症、中風)、性病和計畫生育、

人口老化、營養和食品安全、職場健康和衛生系統。在國際反毒公約，世界

衛生組織負責的提供基本藥物標準清單，基本藥物標準清單由藥物依賴專家

委員會（ECDD）每兩年召開一次會議來決定的，旨在作為一塊基石，使各

國能夠制定自己的國家基本藥物清單。但是，在近幾十年，它面臨了資金和

資源的短缺。 

(七)聯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The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 and 

AIDS，縮寫UNAIDS) 

關於聯合國愛滋病規劃署不是一個藥品控制主體，但是它與全球毒品問題休

戚相關。聯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和世界衛生組織聯合資助支持關於愛

滋病規劃署的運作。聯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領導關於愛滋病規劃署對

有愛滋病的吸毒者和攜帶愛滋病毒的囚犯進行主導。為了切實解決愛滋病

毒，毒品管制政策與聯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的工作和目標保持一致至關重要。 

目前國際上各國際反毒組織，均有規章與制度，具有組織運作規則、明確的

目標、成員的權利義務的有形組織，其成立與運作，依循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規

範，最重要還是在於它是實體的行為者，具有成員、資金、目標與行動能力。 

 

三、反毒現況與趨勢 

(一)聯合國大會反毒特別會議 

有鑒於毒品走私的全球化與跨國毒品走私的嚴重性，為加強國際合作，有效

打擊毒品生產及販運等非法活動，聯合國分別於1990年、1998、2016年三次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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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大會反毒特別會議(簡稱反毒特別聯大)。 

1、1990年2月，聯合國第一次反毒特別聯大(會議正式名稱為「國際合作取締

麻醉藥品和精神藥物非法生產、供應、需要、販運和分銷問題的聯大特別

會議」)通過「政治宣言」和「全球行動綱領」，並宣佈將20世紀最後10

年(1991-2000年)定為「國際反毒10年」。 

2、1998年6月，聯合國第二次反毒特別聯大通過了「政治宣言」、「減少毒品

需求指導原則宣言」、「在處理毒品問題上加強國際合作」等檔，交流各國

的反毒情況和經驗，審議全球面臨的反毒任務，並就加強國際司法合作、

控制興奮劑、減少毒品需求、打擊洗錢、剷除非法毒品作物，為全世界建

立一個「無毒品世界」制定了跨世紀戰略，期使在2008年前實現全球毒品

需求大幅度減少的目標。31
 

3、2016年4月19-21日，聯合國召開第三次反毒特別聯大重申對三項國際反毒

公約宗旨和目標的承諾，包括對人類健康和福利的關切，以及對麻醉藥品

和精神藥物的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少年的濫用和涉毒犯罪造成的個人和

公眾健康相關問題及社會和安全問題的關切，還重申決心防制此類物質的

濫用，並預防和打擊其非法種植、生產、製造和販運。32 

(二)國際反毒行動 

「聯合國毒品控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為聯合國推動全球反毒工作的核心機

構，該辦公室年度推動全球反毒重要工作項目有： 

1、替代發展計畫(Alternation Development) 

主要是針對世界毒品重要種植區域，減少非法毒品作物種植和毒品生產，

使非法作物種植的農戶有機會獲得發展和援助，其方案包括了針對以下方

面的綜合干預措施：改進或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提高糧食作物的品質和

                                                 
31國家安全叢書，《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報告(第三輯)》(臺北：遠景基金會，2004 年 2 月)，頁

119。 
32United Nations, 2013 report(A/RES/S-30/1), Austria: United Nations,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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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量以解決糧食不安全問題，以及引進和改良生產性的經濟作物以產生收

入等措施，來達成有效解決毒品生產的目標。 

2、將毒品施用者的治療、康復和重返社會視為重要戰略 

刑事司法工作重點較側重於毒品持有、施用、販運的犯罪刑罰方面，而目

前國際上側重的是公共健康面向，使有吸毒疾患者獲得預防和治療的措 

施，從而將吸毒者視為接受慢性病治療的患者而不是罪犯。對吸毒者實施

監禁會增加他們對吸毒疾患的脆弱性，並帶來無數健康問題，包括愛滋病

毒、肺結核和病毒性肝炎。針對毒品問題的公共健康對策應當考慮對有吸

毒疾患者採用定罪刑罰和監禁以外的替代措施，一方面減輕吸毒處罰可緩

解監獄擁擠狀況、重新配置治療資源和為吸毒者最終康復、重新獲得技能

和重返社會提供便利的有效途徑。藥物依賴是一種健康疾患，應當加以預

防和治療，而且使用之政策和方案應當是有吸毒疾患者方便獲得和負擔得

起的。這些服務應當包括干預措施，以減少與毒品有關的愛滋病毒傳播及

其他感染的風險，還應當提供以復原為導向的連續護理，配合吸毒成癮者

的需要，為他們創造康復和重返社會的機會。 

3、新精神活性物質濫用造成威脅 

最近幾年國際上出現了一些新的挑戰，新的精神活性物質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度在全球市場上出現，不受國際管制且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而有資料

顯示使用新的精神活性物質會對健康造成嚴重影響且程度不容忽視，此類

合成興奮劑非法市場持續擴大，因管制合成毒品的製造比管制植物製成的

毒品的生產更具挑戰性，因為植物製成的毒品的生產蔓延速度較慢，是需

更多時間和更多步驟來種植、收穫和製造，而針對先驅化學品管制是對合

成毒品減少供應的主要戰略，目前有組織犯罪集團找到了一些創新方法規

避先驅化學品管制措施，進而使用不受國際管制的藥劑，這可能對公眾健

康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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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決毒品販運問題須透過跨國合作 

目前世界各國已體認到，毒品販運問題不可能靠個別國家解決，對國際合

作的承諾仍然強勁。自2009年3月，在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五十二屆

會議高級別會議期間，會員國通過了《關於開展國際合作以綜合、平衡戰

略應對世界毒品問題的政治宣言和行動計畫》，為區域和國際社會政府間

機構繼續合作提供了平臺，用以界定應對毒品問題的共同做法和解決方

法。雙邊、區域和國際舉措便利了實際情況下的合作，同時並倡導區域合

作來應對毒品問題。如果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執法機構之間能夠交流資訊和

開展合作，緝毒就會取得成功。在海上毒品販運特別是使用海運集裝箱領

域，這種情況最引人注目。隨著海上、空中和陸地國際貿易和旅客流動數

量大幅度增長，各國當局有義務制定有效的執法對策，維護其邊境安全，

但又不會給人員和貨物跨境流動造成額外負擔或延遲。毒品與犯罪問題辦

公室發起的如《巴黎公約》，以資訊共用及國家和國際層面執法機構的密

切合作為基礎，事實證明可以有效地查明非法毒品裝運情況。 

5、在世界上許多區域，跨國有組織犯罪和毒品販運已從社會和犯罪問題演變

成對國際和人類安全以及公共健康與發展的重大威脅。尤其是在衝突後國

家，影響衝突期間經濟動態的毒品販運、非法武器和有組織犯罪之間存在

某種聯繫，也因此給發展中國家和疲弱的國家造成易受影響的環境，洗錢

有效地將毒品販運所得合法化，隨後這些資金用於資助其他犯罪或滲入合

法經濟並削弱國家機構。貪腐有利於毒品販運並破壞政府打擊毒品販運的

努力。貪腐還給執法機構和刑事司法機構之間的信任帶來不利影響，並妨

礙國際合作。因此，打擊貪腐，是至關重要的。 

小結 

國際社會必須共同建立一套反毒的合作機制，才能處理毒品問題和販毒組織

的各式威脅，一在前述國際反毒公約方面除了管制約束麻醉藥品、精神藥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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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化學物質，也將與毒品製造、販運相關的行為確定為刑事犯罪；同時提供刑

事司法互助，並將毒犯起訴、引渡及採取「控制下交付」措施，但國際公約的成

效仰賴於國家的生效與屢行，因此，更必須透過國家之間的合作才能有效的降低

毒品威脅；二在國際組織方面，國際上最主要的反毒國際組織有「聯合國毒品與

犯罪問題辦公室」、「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國際麻醉藥品管制局」以及「國

際刑警組織」。這些國際組織是正式的國際制度，具有官僚組織型態，具備明確

的目標與制度規則，成員之間的權利與義務受到一定程度約束，運作模式是依循

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規範，與國際慣例與國際建制不同之處，在於它是實體的行

為者，具有組織成員、資金與行動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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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毒品犯罪分析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對外開放程度日漸廣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

濟、政治、文化等交流日益廣泛。由於經濟發展不平衡和各國的法律制度、歷史

傳統、文化背景存在著懸殊差異，尤其是巨額利潤刺激毒品犯罪的全球化趨勢越

來越明顯。毒品的種植、生產、加工、運輸、消費都具有明確的國際分工合作，

呈現出毒品產地、製成加工地、毒品運輸地、毒品消費地、毒品收入洗錢地等一

體化， 形成流水線式的國際毒品犯罪網路。
1另學者巴瑞‧布贊(BarryBuzan)認

為，「毒品販運及犯罪對毒品生產國、過境國和消費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社

會、環境等五個領域都會構成不同程度的衝擊和危害」。2 

國際間對毒品的定義，是指受聯合國《麻醉品單一公約》及《精神藥物公約》

規定管控的麻醉品和精神藥品，具體而言，包含大麻、化學合成毒品（包括海洛

因、嗎啡、可待因）、天然鴉片、古柯鹼、安非他命、搖頭丸等六大類。吸食毒

品會影響人類的腦中樞神經，成癮者除了損害個人健康，常會面臨失業、親友疏

離、自尊受創，甚至導致死亡，為取得更多毒品，也經常複合其他犯罪，引發社

會嚴重不安。世界各國對於毒品交易及栽種、運輸相關作物的規範不同，針對娛

樂性大麻的吸食，少數國家有「合法化」或「除罪化」的措施，例如荷蘭、烏拉

圭以及美國的少數州，用意是在盛行地區減少處理吸毒案件的社會成本。但大部

分國家，除了醫療上的用途，對毒品皆採取禁止策略。 

根據聯合國《2014年世界毒品報告》指出，「2012年全球15至64歲的人口中，

約有3.5%至7%的人口（約1億6千萬至3億兩千萬），一年內至少吸食過一次毒品，

並約有0.004%（約18萬）的人口，因吸食毒品而死亡。」3美國高中校園有將近

                                                 
1程皓，〈經濟全球化與毒品犯罪〉，《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第 3期(2003 年)，頁 59。 
2劉婷、王海珺，〈非傳統安全視野下的毒品問題研究〉，《雲南警官學院學報》，第 2 期(2010 年)，

頁 45。 
3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World Drug Report 2014 ,”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wdr2014/World_Drug_Report_2014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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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高中生接觸過少量類別的毒品，校園一旦被毒品滲入，嚴重傷害青少年身

心健康，造成偏差行為導致違法犯罪，危害社會安全秩序良多，其影響力不容小

覷。 

在臺灣，毒品氾濫問題，也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除了被列為十大民怨之

一，近期內接連發生警察人員在緝毒時與毒犯發生槍戰、女大學生酒後吸毒死

亡、大學法律系學生躲在宿舍拉 K被查獲、孫子吸毒後殺害祖父母等重大治安事

件，再再顯示台灣當前毒品犯罪情勢日趨嚴峻。不過，臺灣毒品的盛行率，相較

於國際間，究竟有多嚴重，其發展趨勢如何？和國際間趨勢是否一致？值得我們

進一步來探究？ 

第一節  臺灣毒品犯罪現況 

近年來毒品所造成的社會及治安問題層出不窮，加上新興毒品不斷推陳出

新，在街頭上常可見一些化工合成的劇毒品，藥性通常是傳統毒品的數十倍，新

興毒品的本體，是從傳統毒品分子結構的基礎著手，改變其分子化學結構而產生

的新興毒品，一樣能達到毒品的效果，製造出尚未被列為非法的新型藥品，從而

走在禁止非法合成毒品的法律前面。另有心人士利用各種樣態偽裝，以利逃避警

方查緝，混淆無知民眾視聽，真可謂讓人防不勝防。因其成癮性高、生產成本低

廉，製程短，市場利潤高，故使多數人甘冒風險生產、走私販運。 

 

一、國際藥物濫用現況 

根據聯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 2015 年世界毒品報告摘要中顯示，「據估

計，2013 年，總共有 2.46 億人，即，在 15 歲至 64 歲人群中，每 20 人中有 1

人在使用某種非法藥物。」4這表明比上一年增多 300 萬人，但是，由於全球人

                                                 
4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World Drug Report 2015 ,”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wdr2015/World_Drug_Report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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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增長，非法使用藥物情況實際上保持穩定。 

考慮到 10 個吸毒者中就有不止一個是問題吸毒者，即吸毒成癮或帶有吸毒

戒斷症狀及精神危害，世界毒品問題的嚴重性就變得越發顯著。換言之，約 2,700

萬人，幾乎是馬來西亞國家的總人口是問題吸毒者。2013 年，這些問題吸毒者

中有幾乎一半（1,219 萬人）在注射毒品，估計在注射毒品者中有 1,650 萬人是

愛滋病毒感染者。從預防、治療和護理吸毒病症及其對健康的後果方面來看，這

給公共衛生體系帶來了沉重的負擔。全世界每 6名問題吸毒者中只有一人獲得了

治療管道，因為許多國家基本上不提供治療服務。每年與毒品有關的死亡人數

（2013 年估計為 187,100 人）保持相對不變。即使藥物過量致死能夠預防，也

仍有過多的吸毒者繼續由於藥物過量而早逝。 

儘管國家和區域在吸毒趨勢上存在著差異，但可得到的有限資料表明，全球

一級的鴉片劑（海洛因和鴉片）吸食情況仍然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在美洲和歐

洲，可卡因吸食情況總體上已經下降，而吸食大麻和非醫學使用類鴉片藥物在繼

續上升。各區域的苯丙胺類興奮劑(安非他命或搖頭丸)吸食趨勢存在著差異，而

且東南亞等某些次區域報告吸食甲基苯丙胺情況有了增加。 

另有跡象表明，大多數區域要求得到吸食大麻治療的人數在增長。有證據表

明，有更多的吸毒者身患吸食大麻病症，而且越來越多的證據表明，大麻可能變

得更加有害。這反映在歐洲、北美和大洋洲首次接受吸食大麻病症治療的人比例

提高。據可得到的有限資訊來看，在接受吸毒治療的非洲人所吸食的各類毒品

中，大麻排在首位。 

迄今為止，監獄中最常吸食的是大麻。儘管資料有限，但有跡象表明，有三

分之一囚犯在監禁期間至少吸食過一次毒品。一生中和近期（上個月）在監獄中

吸食過海洛因比吸食可卡因、苯丙胺類藥物或「搖頭丸」高得多。監獄是一種高

風險的受控制封閉環境，吸毒（包括注射吸毒）通常都是在極不安全的環境下進

行的。這或許能說明為什麼傳染病尤其是愛滋病毒以及 C型肝炎和結核病感染率

高，而且獲得預防和治療管道有限能成為監獄環境的特點，這提高了感染血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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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風險。 

全球需要接受吸食苯丙胺類興奮劑(安非他命或搖頭丸)治療的人數也在增

多。這可能要歸因於吸食者眾多，因為亞洲的苯丙胺類興奮劑吸食率較高，對治

療的需求也相對高，但是，治療苯丙胺類興奮劑吸食病症的專業知識不像治療鴉

片劑那麼先進。 

新的精神活性物質被當成國際管制藥物的替代品銷售，而且主要是因要產生

與其「傳統」管制藥物相似的藥效。這些藥物有可能對公共衛生與安全形成嚴重

風險。關於新的精神活性物質引起的潛在傷害的資訊和研究有限，但是，估計包

括甲氧麻黃酮(mephedrone，臺灣俗稱「喵喵」)在內的 500 種新精神活性物質的

擴散對吸毒者形成健康威脅，並且加大了對吸毒治療的需求性。 

一些社會和結構性障礙顯然阻礙了婦女獲得吸毒治療：從全球來看，每五名

吸毒者中只有一名婦女接受治療，而在每三名吸毒者中就有一名是婦女。有大量

的證據表明，在與吸毒初期有關的社會和生物因素、持續吸毒及產生與吸毒有關

的問題方面，男女之間存在著很大差異。男子吸食大麻、可卡因和苯丙胺類藥物

的概率可能是婦女的三倍，而婦女比男子更可能濫用處方類鴉片和鎮定劑。由於

濫用鎮定劑和處方類鴉片導致定期或經常吸食這種藥物的概率比吸食其他藥物

高，這是女性中尤其令人關切的一個領域。關於注射吸毒者的愛滋病毒感染率的

現有資料表明，在許多國家，注射毒品的婦女比其男性更易感染愛滋病毒，而且

注射毒品的婦女的愛滋病毒攜帶率比其男性高。 

 

二、我國藥物濫用現況 

依據衛生福利部建置之「管制藥品濫用通報資訊系統」，透過各醫療院所、

民間戒癮團體及衛生單位等機關藥物濫用通報資料，所蒐集藥物濫用通報之個案

基本資料、藥物取得之場所、濫用藥物之種類、濫用方式及濫用原因等統計分析。

2014 年全國各機關通報藥物濫用個案共計 23,779 人次，較 2013 年 25,82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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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2,043 人次，其中男性 19,196 人次(占通報總人次之 80.7%)，女性 4,583

人次(占 19.3%)(參見表 3-1)。職業部分，以「無業」者為最多(占 38.9%)，其

次是「工」(占 29.9%)；婚姻狀況則以「未婚」者為最多(占 56.1%)、「已婚」者

(占 24.1%)次之。教育程度方面，大部分為「高中(職)」(占 43.3%)及「國初中」

(占 42.6%)。2014 年通報個案濫用藥物之品項排名，以海洛因(占通報總人次之

50.3%)為最多，其他依序為(甲基)安非他命(占 24.4%)、愷他命(占 11.2%)、

MDMA(占 4.7%)。與 2013 年相比較，海洛因、MDMA、苯二氮平類安眠鎮靜劑、

唑匹可隆、古柯及可待因等通報人次均較為減少，其餘(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

佐沛眠、其他、大麻、嗎啡、配西汀、美沙冬及特拉嗎竇均較 2013 年增加(參見

表 3-2)。5
根據近 5年法務部統計摘要資料顯示，海洛因、安非他命、愷他命查

獲量皆分占第一、二、三級毒品查獲量的第 1名，儼然成為臺灣地區的 3大主流

毒品，嚴重危害國人健康及影響社會治安，臺灣地區以往查獲之毒品需求量最大

者為一級毒品海洛因，其次為二級毒品類之安非他命，近年來則以三級毒品愷他

命之查獲量躍升成為最大宗，由 2011 年查獲純質淨重 1,436 公斤愷他命，逐年

躍升至 2014 年查緝之 3,302 公斤，顯見愷他命亦是國人施用最多之新興重點毒

品項目。 

2011 年至 2015 年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偵查毒品案件，自 2011 年起即呈遞

減趨勢(參見表 3-3)，以 2011 年 74,151 件為最高，2014 年 62,842 件為最低（較 

2013 年減少 5.8％，較 2012 年減少 11％），但 2015 年呈增加趨勢，至 2015 年

達 75,620件（較 2014年增加 20.33％）。執行毒品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數除2012

年至 2011 年增加 0.84％外，自 2011 年起呈遞減趨勢，以 2012 年 41,015 人為

最高，2014 年 35,943 人為最低（較 2012 年減少 12.37％，較 2011 年減少 11.63

％），但 2015 年呈增加趨勢，至 2015 年達 40,788 件（較 2014 年增加 13.48％）。

(參見表 3-3) 

                                                 
5衛生福利部彙編，藥物濫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料【一○三年報分析】（衛生福利部），(臺北：衛

福部，2014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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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03年各機關通報藥物濫用之用藥者之人口學變項統計分析(單位:人次) 

 

備註:各機關係指「醫療院所、民間戒癮團體及衛生單位等」。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103 年藥物濫用暨檢驗統計資料【103 年報分析】。 

 

表 3-2:102 年與 103 年各機關通報藥物濫用個案(單位:人次) 

 

備註:各機關係指「醫療院所、民間戒癮團體及衛生單位等」。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103 年藥物濫用暨檢驗統計資料【103 年報分析】。 

 



 

49 
 

表 3-3:新收偵查毒品案件 

項 

目 

別 

新
收
偵
查
件
數 

偵查終結 

有
罪
人
數 

執
行
裁
判
確
定 

  

起
訴
件
數 

起
訴
人
數 

施
用 

件 件 人 人 人 

100 年 74,151 40,673 42,960 36,440 29,351 

101 年 70,571 41,015 43,025 36,410 28,553 

102 年 66,712 38,019 40,305 36,096 27,705 

103 年 62,842 35,943 37,779 34,672 27,199 

104 年 75,620 40,788 42,364 35,960 29,484 

較上年同期增減% 20.3 13.5 12.1 3.7 8.4 

備註：本表施用人數欄係指單純施用行為，有關製賣運輸兼有施用行為時，採從重方

式處理，未歸類於此欄資料內。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法務部統計月報 105 年 1 月，頁 11。 

 

 

表 3-4:執行毒品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數(單位：人)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法務部統計月報 105 年 1 月，頁 12。 

 

             

項 

目 

別 

總計 製賣運輸 施用 

其
他 計 

第
一
級
毒
品 

第
二
級
毒
品 

第
三
級
毒
品 

第
四
級
毒
品 

其
他 

計 

第
一
級
毒
品 

第
二
級
毒
品 

第
三
級
毒
品 

第
四
級
毒
品 

計 

第
一
級
毒
品 

第
二
級
毒
品 

100 年 36,440 16,614 18,007 1,747 57 15 4,518 1,648 1,820 1,002 48 29,351 14,281 15,070 2,571 

101 年 36,410 15,753 18,558 2,023 69 7 4,973 1,520 2,271 1,122 60 28,553 13,507 15,046 2,884 

102 年 36,096 13,592 19,796 2,629 68 11 4,868 1,419 2,214 1,179 56 27,705 11,525 16,180 3,523 

103 年 34,672 11,038 21,203 2,388 35 8 4,421 1,199 1,943 1,248 31 27,199 9,254 17,945 3,052 

104 年 35,960 10,907 23,043 1,973 25 12 3,540 928 1,629 965 18 29,484 9,410 20,074 2,936 

較上年同

期增減% 
3.7 -1.2 8.7 -17.4 -28.6 50.0 -19.9 -22.6 -16.2 -22.7 -41.9 8.4 1.7 11.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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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至 2015 年地方法院檢察署執行毒品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數情形，

2011 年至 2015 年大致呈先降後增趨勢，至 2011 年達最高有 36,440 人，而後遞

減，2014 年則有 34,672 人，2015 年又增加至 35,960 人（較 2014 年增加 3.71

％）。第一級毒品施用的犯罪嫌疑人數自 2011 年起逐年遞減，以 2014 年的 9,254

人為最低，2015 年又增加至 9,410 人（較 2014 年增加 1.69％）；而第一級毒品

製造及運輸的犯罪嫌疑人數近 5年來則逐年遞減。第二級毒品販賣的犯罪嫌疑人

數除 2011 年至 2012 年曾減少 24.78％外，近 5年來大抵呈遞減趨勢，以 2012

年 2,271 人最高，2015 年降至 1,629 人。第二級毒品施用的犯罪嫌疑人數大致

呈逐年遞增，以 2012 年 15,046 人為最低（較 2011 年減少 0.16％），而後逐年

上升，至 2015 年有 20,074 人。第三級毒品販賣的犯罪嫌疑人數近 5年來呈現先

增後降趨勢，以 2014 年 1,248 人為最高，而 2015 年又減少至 965 人（較 2014

年增加 22.68％）；第四級毒品販賣的犯罪嫌疑人近 5年間則迭有增減，以 2012

年 60 人最高（參見表 3-4）。 

另依全國各級員警機關查獲毒品犯罪嫌疑人，觀察第一級毒品施用犯罪嫌疑

人年齡組成之變化，可見近年逐漸向高齡化發展，年輕施用人口比率下降，特別

是 50 歲以上的犯罪嫌疑人比率已從 2004 年的 2.98％上升到 2013 年的 11.30％

（參見表 3-5）。而第二級毒品施用犯罪嫌疑人年齡組成趨勢，30 歲至 49 歲階

段之人口比率有增加的趨勢，已從 2004 年的 40.64％上升到 2013 年的 57.09％

（參見表 3-6）。 

臺灣在毒品走私進口與就地消費的推動下，毒品涉案件數急速增加，可由表

3-7 法務部 2009 年至 2015 年的查獲毒品總當量看出。除 2011 年較 2010 年減少

外，其餘年度均呈增長趨勢，可見我國毒品交易與走私日益猖獗，毒品消費市場

有日漸龐大的情況。另比較 2009 年至 2015 年因違反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列而入

監受刑人人數佔總受刑人數比例，可見我國毒品犯罪案件佔年度總案件之比例有

逐年上升之趨勢，尤其是二、三級毒品犯罪案件更是逐年增加。毒品犯罪比例的

增長率使得毒品氾濫的程度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也使得我們必須知道潛藏在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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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遭查緝的毒品黑數與犯罪數量，實能帶給社會深深的隱憂。 

表 3-5:近 10 年第一級毒品案件販賣、施用嫌疑人年齡(單位:人) 

資料來源:警政署。 

表 3-6:近 10 年第二級毒品案件販賣、施用嫌疑人年齡(單位:人) 

資料來源: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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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法務部 98 年至 104 年毒品查獲量(單位公斤) 

 

 

年度 

 

緝獲總計 

98 年 
99 年 
100 年 

1,900.7 
3,478.8 
2,340.1 

101 年 
102 年 
103 年 
104 年 

2,622.4 
3,656.5 
4,339.5 
4,840.2 

 

備註:本表數字均以公克整理計算，再採四捨五入法進位為公斤陳示，故細數之和與相關總數間

偶有些微差異。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法務部統計月報 105 年 1 月，頁 170-171。 

 

 

表 3-8: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案件佔年度總案件之比例 

年分別 總
計 

防
制
條
例 

毒
品
危
害 

 

百
分
比 

        

其
他 

第
一
級
毒
品 

第
二
級
毒
品 

第
三
級
毒
品 

第
四
級
毒
品 

98年底 55,225 23,636 42.80% 18,529 4,233 584 34 2,128 

99年底 57,088 24,480 42.88% 17,899 5,316 919 41 2,343 

100年底 57,479 25,257 43.94% 17,244 6,365 1,273 49 2,567 

101年底 58,674 26,326 44.87% 16,958 7,272 1,609 67 2,603 

102年底 58,565 26,779 45.73% 16,491 7,951 1,871 62 2,429 

103年底 57,633 26,683 46.30% 15,689 8,537 1,962 52 2,186 

104年底 56,948 27,007 47.42% 15,521 9,030 1,981 42 2,054 

說明：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分別含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87 年 5月 20 日修正施行前肅清

煙毒條例及麻醉藥品管理條例。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法務部統計月報 105 年 2 月，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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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在監毒品受刑人人數 

項
目
別 

總
計 

        

製
賣
運
輸 

  
施
用 

  

百
分
比 

百
分
比 

人 人 % 人  % 

100年底 25,257 10,840 42.9 13,197 52.3 

101年底 26,326 12,910 49.0 12,141 46.1 

102年底 26,779 14,622 54.6 10,947 40.9 

103年底 26,683 15,661 58.7 9,808 36.8 

104年底 27,007 16,238 60.1 9,628 35.7 

較上年同期 

增減% 
1.2 3.7 {1.4} -1.8 {-1.1} 

 

資料來源: 中華民國法務部統計月報 105 年 1 月摘要，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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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毒品輸入管道  

 

近年來，隨著經濟全球化情勢的改變，各國政府交流互動頻繁，民間往來則

持續加溫。且兩岸經貿往來日趨密切，雙方人民在經濟、文化、宗教、體育、學

術等各方面，展開的是全方位的交流，加上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兩岸法律制度

的差異，兩岸司法機關打擊力度不強等因素，使得兩岸跨境犯罪已呈現件數居高

不下、侵害標的增加、類型多元發展、地區不斷擴增、手法推陳出新、組織日趨

嚴密等現象，顯示問題的嚴重性，而危害亦正加速擴大中。 

兩岸跨境犯罪之類型，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由早期不相往來，逐漸演變為

出現走私農漁產品、劫機、海盜等犯罪，目前則以走私毒品、偷渡、洗錢、詐騙

為主要跨境犯罪類型，未來數年不無可能再面臨電腦（網路）犯罪或更為有組織

性之恐怖分子犯罪行為。 

眾所周知，金三角是全球海洛因主要產地之一，也是中國大陸海洛因主要來

源。眾多的毒品案件偵破實例證明，臺灣地區的海洛因大多由泰國或中國大陸輾

轉流入。如，2013 年 11 月 17 日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刑事警察局偵三隊，整

合陸方提供情資後，在桃園機場停機坪貨櫃音箱內查獲 600 塊海洛因(毛重 229

公斤)，為歷來最大宗之航空貨運走私海洛因案。另 2014 年 9 月 19 日，法務部

調查局與中國合作，在廣東起出即將走私來臺的毒品甲卡西酮、麻黃素共 2.6

公噸，市價高達 2.4 億元，中國公安已逮捕包括臺籍主嫌吳富強、王輝財夫婦等

3 人，以及中國籍製毒師傅聶燕群等，共 20 餘人。若再加上臺灣地區破獲的過

境福建到臺灣的毒品案件數，可以研判出大陸地區系臺灣毒品的主要來源地。 

以毒品犯罪為例，兩岸皆深受其害。我國雖早已在 20 年前擺脫毒品轉運國

之汙名，雖有「首重降低需求，平衡抑制供需」之緝毒政策，但在毒品走私逐漸

國際化、組織化，兩岸開放人民互訪後，臺灣檢調機關緝獲自中國大陸走私安非

他命、愷他命等毒品早已取代東南亞成為臺灣毒品的主要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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愷他命是當前新興毒品的主要代表之一，而製造愷他命的重要原料氯胺酮的

主要產地在中國大陸。但是製毒高手卻多在臺灣，近年來臺灣被懷疑輸出製造毒

品技術，因此在大陸設立製毒場所，組織購買製毒設備和原料，由臺灣「專家」

負責生產技術，再將生產的毒品銷往臺灣或境外的一種製毒模式，在 20 世紀末

開始盛行，並成為當時大陸偵破的跨境製販毒品案件的主要模式之一。2000 年

以後，由於大陸地區加大了對製毒犯罪的打擊力度，這些製毒集團有一部分移回

臺灣或轉至東南亞地區。於是，大陸的製毒分子開始自行研製製毒配方，使得大

陸地區的製、販毒模式由「境內外勾結型」逐漸轉變為「獨立研發並自主銷售型」。

如 2010 年 11 月 22 日，大陸和臺灣警方對一起特大走私毒品案實施聯合收網行

動，在臺灣繳獲氯胺酮(愷他命)150 千克，抓獲臺灣籍毒販 3人；在廣東省惠州

市摧毀地下氯胺酮加工地點 2 處，抓獲供應毒品的 2 人，繳獲安非他命 3 公斤、

氯胺酮 4公斤及一批製毒設備、配劑。同時，臺灣地區的製、販毒集團也不甘寂

寞，通過向大陸頻繁購買製毒物品的方式，再繼續組織生產安非他命等新興毒

品，兩岸地區製造販運毒品的格局發生了根本轉變。 

當前全球範圍的毒品問題日益嚴峻。據聯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UNODC）發佈的《2012 年世界毒品報告》顯示，東南亞地區罌粟種植面積從

2006 年至 2011 年增加了一倍，緬甸仍然是全球僅次於阿富汗的第二大鴉片生產

國。聯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代表加里·劉易斯對記者說:

「全球毒品問題的一個趨勢是新興毒品的消費量正在不斷增加。他說，近年來大

麻的消費量保持穩定，而苯丙胺類毒品的繳獲量則由 2008 年的 21.5 噸增加到

2010 年的 45 噸，苯丙胺類毒品已經是僅次於大麻的第二大毒品。在東亞和太平

洋地區，苯丙胺類毒品尤其是安非他命的擴散趨勢也十分明顯。」面對如此嚴峻

的國際毒情，兩岸的毒品犯罪形勢當然不容樂觀。 

從地理位置因素看，我國比鄰「金三角」這個世界最大毒源地，且金三角一

直將我國作為其毒品走私販運的重要通道。福建省與臺灣一水之隔，福建的平潭

島距臺灣新竹僅 72 海浬，是大陸與臺灣距離最近的省份。而汕頭是廣東省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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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近的地區，汕頭港距離臺灣高雄港 214 海浬，南澳島港距離臺灣澎湖馬公

港僅 102 海浬，又是臺商投資大陸最早的地區之一。從歷史因素分析，臺灣地區

有毒品盛行的歷史。二次大戰中，日本曾將其研製出的安非他命作為軍需品向戰

爭中的士兵派發，以提高士兵連續作戰能力。二戰失敗後，安非他命始在日本民

間廣泛流行，並很快向臺灣地區、韓國擴散，導致臺灣地區一度時期安非他命盛

行。 

此外，福建是臺灣同胞的主要祖籍地，臺灣現有人口中祖籍在福建的占

80%。自古以來閩臺關係就十分密切。廣東的汕頭也是臺灣同胞重要的祖籍地，

它與臺灣具有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緣相通、商緣相聯等方面的歷史情結和現

實聯繫。這些因素在促進兩岸經濟共同發展中發揮了巨大作用，但無形中也為毒

品走私販運提供了種種便利。因此，臺灣地區毒販將大陸地區作為毒品走私入臺

的主要通道和跳板亦是必然選擇。 

在當下市場經濟時代背景下，毒品的生產製造、販運深受毒品消費市場的制

約。毒品消費市場的需求和巨額的利潤，永遠能給製造、販運毒品者以誘惑和刺

激。據中新社香港 2005 年 5 月 28 日報導：臺灣藥物濫用人數保守估計已逾 40

萬，且近六成為 18 歲以下的青少年。據中國新聞報導：臺當局教育部門統計顯

示，2007 年使用毒品的學生比 2006 年增長 27%，共 294 人。調查發現，近年來

學生吸毒人數不但增加，而且有繼續年輕化的趨勢。據廣東省公安廳禁毒局副局

長王均科 2012 年 6 月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2011 年至今，廣東吸食毒品人數

呈下降態勢，但吸食新興毒品人數在不斷增加，並首超吸食傳統毒品人數，已經

成為最大的現實威脅和潛在風險。」廣東現有吸毒人員 31 萬餘人，約占全國六

分之五。按照成癮人員每人每天 0.3 克計算，每年至少消費 30 餘噸，廣東因此

也成為全國最大的毒品消費市場。另據大陸公安部禁毒官員接受媒體採訪時稱：

統計顯示，歷年來被大陸警方登記在冊的吸毒者人數現已經逼近 180 萬人。一組

組觸目驚心的數字充分證明了當下龐大的毒品消費群體對毒品製造販賣的刺激

和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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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毒品犯罪的基本特點 

    從我國每年查緝毒品量逐漸提升，2014 年更提升至 4,840.2 公斤左右，至

少可以判斷，臺灣有一個穩定的毒品消費市場及需求規模；從平均每年逮捕約

30,000 多名的確認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者中至少可以判斷，毒品消費市場中

不僅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毒品消費群體，而且這個群體具備增加新生力量的潛力；

即使日本這樣世界公認的社會治安良好國家，從其每年偵結的 20,000 多件毒品

案件中可以判斷其也不能根絕毒品犯罪，打擊毒品犯罪不僅需要優秀的理念和精

深技術裝備，而且需要時間和毅力，它是一場「長期抗戰」。另外，現在藥物濫

用者濫用種類越來越多，明顯具有「混合使用」的多樣化潮流。 

  

一、犯罪的國際化特質 

 

(一)絕大部分毒品與原料來自於境外 

臺灣是一個海島國家，自然地理和環境氣候等並不具備「自產」條件，毒品、

特別是毒品原料，必須從國外輸入。因此這就必然涉及到「毒品組織」和「毒品

組織犯罪」，否則，根本就不可能形成毒品的規模市場，更不可能滿足規模市場

的毒品需求。所以，臺灣的毒品來源就是有組織的毒品犯罪、就是國際犯罪。 

臺灣的毒品製造、販賣、運輸案自 2011 年起有明顯增長趨勢，由 2011 年

10,840 人逐年增加至 16,283 人。目前，在這些大量毒品製造、販賣、運輸案的

背後，不僅已能清晰看到毒品國際犯罪組織操控的黑手，而且這股邪惡力量似有

越來越大、越來越強的趨向。另外，如就境外走私進口統計，則以大陸地區為主

要貨源地。從法務部調查局偵辦案例發現，國內毒品走私方式仍以漁船、海運貨

櫃為大宗；自大陸、北韓海域、東南亞泰國等地區走私入境所佔比例陸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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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梟兩岸三地，跨海勾聯情形，益形嚴重。6且近來利用遊客在身體裡藏毒、利

用飛機在托運行李貨物中藏毒、以及利用國際郵件、國際快遞等便利貨物小量走

私毒品案更是迅速而猛烈的增長，幾乎快到無孔不入、防不勝防的“氾濫＂地步

了。 

鄰近我國的中國大陸、香港、泰國、緬甸等地的進口毒品不斷增長，根據法

務部統計數據 2009 年至 2014 年我國絕大部分毒品來源均來自其他國家，本地生

產製造除 2011 年佔年度總量 28.5%為最高外，其餘年度均呈逐年降低趨勢。另

中國大陸仍是我國近年來最大毒品來源國，約佔年查緝量 50%，可見我國屬於毒

品之消費地，且具有一定規模之毒品消費市場，並嚴重的引發了販毒和吸毒現

象。國內毒品早年以海洛因、甲基安非他命為大宗，惟近年來愷他命、MDMA

及其他不法藥物有顯著增加趨勢，國內毒品犯罪受刑人雖以海洛因、甲基安非他

命為主，但根據法務部公佈資料顯示，刑責較輕的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大幅度

成長趨勢，使國內毒品犯罪越趨複雜化。顯見愷他命在我國毒品市場上需求面持

續擴大，導致供給相對增加，非法濫用情形嚴重。 

從法務部近年來的統計，因毒品製造、販賣、運輸而在監受刑人數比例近年

來有增加之勢，施用人數則逐年下降；當然這或許與國內濫用三級毒品人數增

加，而施用三級毒品成年犯僅是行政裁罰有關。 

因此，臺灣毒品明顯的「外來」特徵，雖然進一步明朗了警方打擊目標的指

向性，但是利用現代化通信工具和合法身份掩護的毒品犯罪活動更加隱蔽、日趨

猖獗，更是給今後的反毒工作埋下了龐大的禍患。 

 

(二)境內、外毒品犯罪集團交流頻繁 

 

有學者歸結兩岸毒品犯罪為「人（毒販）在兩岸竄，貨（毒品）往臺灣流」

                                                 
6鄭幼民，〈海峽兩岸毒品犯罪現況分析〉，《展望與探索》，第 6期(2004 年)，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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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勢7，以安非他命為例，安非他命的重要原料─麻黃素，主要產地在大陸，

但是製毒高手多在臺灣，因此大陸地區與臺灣地區的相關毒品犯罪組織進行跨境

合作，加工製毒技術與設備由臺灣流入，使臺灣毒販與大陸毒販相結合，並由臺

灣毒販傳授技術、資金、原料、通訊器具，大陸毒販則利用人脈與地理條件，在

大陸東南沿海設置工廠，再走私至日、韓、臺，也因此許多臺灣的製造安非他命

的犯罪集團，西移大陸東南地區，從大陸生產製造後再走私回臺灣。2000 年後，

大陸地區加大了對製造安非他命犯罪的打擊力度，這些製安集團遂逐漸移回臺灣

或東南亞，這在客觀上加劇了大陸向臺灣走私製毒物品的犯罪活動的發生。8自

2000 年以後，中共對製造安非他命採取嚴打措施後，製造工廠已逐漸移回國內

或東南亞地區，近 2 年法務部調查局已陸續查獲 17 座中、大型甲基安非他命製

造工廠案件，顯示甲基安非他命製造工廠死灰復燃，回流臺灣嚴重。9 

 

(三)傳統毒品犯罪穩中有降，新類型毒品犯罪增長趨勢明顯 

 

依據毒品流行的時間順序，理論上將毒品分為傳統毒品和新興毒品。傳統毒品一

般指鴉片、海洛因等鴉片類流行較早的毒品。新興毒品又稱「實驗室毒品 」、「化

學合成毒品」，主要指安非他命、搖頭丸等人工化學合成的致幻劑、興奮劑類毒

品，廣義上包括《一九六一年麻醉品單一公約》、《經修正的一九六一年麻醉品單

一公約》和《一九七一年精神藥物公約》中所列的麻醉藥品、精神藥物和近年來

出現的人工合成的興奮劑。在我國，新興毒品主要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在

歌舞娛樂場所中流行。依據我國査獲毒品的種類、數量以及消費市場毒品濫用類

型、數量以及比例等事實，可以看出我國傳統毒品犯罪穩中有降，新類型毒品犯

罪增長趨勢明顯。首先，我國司法機關繳獲的傳統毒品數量和法務部統計關於傳

                                                 
7薛少林，〈海峽兩岸跨境毒品犯罪的刑事司法協助問題〉，《比較法研究》，第 3期(2010 年)，頁 

80。 
8薛少林，〈海峽兩岸跨境毒品犯罪的刑事司法協助問題〉，《比較法研究》，第 3期(2010 年)，頁 

 80。 
9鄭幼民，〈海峽兩岸毒品犯罪現況分析〉，《展望與探索》，第 6期(2004 年)，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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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毒品濫用情況可以反映出近年傳統毒品穩中有降。 

 

二、臺灣共同犯罪突出 

當前，由於國際貿易在全球的不斷發展，海上運輸成為現代貿易和國際交往

的重要管道。與此同時，海上運輸也成為毒品販運的重要途徑之一。事實上，在

全球各類毒品案件中，海上緝獲的案件數不超過 11%，但平均每次海上緝獲的毒

品數量都幾乎是空運緝獲量的 30 倍。各國掃毒作戰證明，海上緝獲量常常大於

公路或鐵路等陸運緝獲量。囿於各國嚴密的陸上稽查網路，致使毒品海上運輸興

起並逐步壯大。就目前國際現狀來說，國際上對於內海、領海、國際公海海域的

管轄尚存在爭議和漏洞，對於海上運輸的管理和規範缺乏嚴密的控制和監管網

路。因此，海上販毒對於各國反毒主管機關形成巨大挑戰。10以往自國外夾帶毒

品走私進入國內，多由港、泰、星或非洲貧窮國家等外籍人士擔任，然受不景氣

影響，國人受利誘擔任交通由關口走私毒品案件遽增，值得注意的是，販毒集團

利用無毒品前科國人及在學大學生夾帶毒品來臺案例明顯增加。11 

 

三、武裝販毒、槍毒同流 

過去臺灣黑幫瞧不起吸毒者，更拒絕毒品，所以以往黑道分子介入販毒活動

均屬個案行為，惟近年來搖頭丸、愷他命、FM2 等新興毒品在 PUB、舞廳、KTV

等場所成為新寵，且有暴利可圖，毒品暴利太誘人，經營賭場、圍事收保護費等

傳統生存方式，已難供應幫眾開銷，有些大哥擋不住小弟們鼓吹，起先睜隻眼、

閉隻眼，之後乾脆藉機圍事並劃分勢力範圍佔據毒品供銷市場，由於毒品犯罪風

險大，同時販毒是重罪，所以犯罪集團抱著一種孤注一擲、搏命的姿態，在被抓

之前想方設法抗拒、逃跑，抱著這樣的心態，很多犯罪分子身上都帶有武器或槍

                                                 
10李建，〈當今世界毒品發展趨勢及防控對策研究〉，《湖北警官學院學報》，第 2期(2015 年)，頁

123。 
11鄭幼民，〈海峽兩岸毒品犯罪現況分析〉，《展望與探索》，第 6期(2004 年)，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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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一旦遇到員警的追捕、緝捕，犯罪分子會盡一切辦法奮力抵抗，逃避查緝。

在案件偵破、案件延伸和公開查緝中，涉案違法犯罪嫌疑人隨身攜帶槍枝彈藥及

家中藏有槍枝彈藥的情況突出。犯罪個體的一本萬利性推動了毒品犯罪的集團

化。毒品製造、販運與販賣具有相當可觀的巨額利潤，因而許多國家的黑社會組

織經常涉入毒品犯罪來積聚財富。由於各國對毒品犯罪的容忍嚴苛，打擊力度極

大，毒品犯罪難以個體方式單獨實施。因此，一些具有一定規模和實力的販毒集

團通過建立嚴密的組織明確分工，甚至組建自己的武裝，從事毒品種植、加工、

運輸和銷售活動。一些毒品犯罪集團通過建立武裝、擴充實力逐漸發展成以毒品

犯罪為主、兼具其他犯罪類型的犯罪集團。有些販毒集團與恐怖組織、黑社會組

織有密切的聯繫，成為一國社會管理的沉痾乃至世界的公害。12
2014 年我國法務

部調查局與大陸公安部禁毒局合作偵辦之「聶○○等製造、走私毒品案」，經調

查局通報陸方進行聯合偵查，於 2014 年 9 月 11 日在大陸廣東深圳、東莞、江蘇

淮安、山東臨沂及上海等地分別查獲甲基卡西酮 1.04 噸、麻黃素 1.6 噸、改造

手槍 1支，子彈 6發、人民幣 120 餘萬元、運毒車輛 4部，並逮捕嫌犯 20 餘人

（其中 3名臺籍人士）。13另 2016 年 3 月臺北市警察局統籌刑事警察局等優勢警

力，查獲劉姓販毒嫌犯等 38 人，查獲安非他命、MDMA(搖頭丸)、大麻、毒品

愷他命、毒品咖啡包等各式毒品計 18.490 公斤及改造手槍 3把、制式子彈 41

顆、吸食器、分裝袋 1批等贓證物。14 

毒販攜帶槍枝彈藥販毒的目的，有的是為武裝對抗查緝，有的是擔心販毒時

遭黑吃黑，為防止遭搶，交易毒品時均會隨身攜帶槍枝防身，不管出於哪種動機，

都給我緝毒員警與民眾生命安全造成嚴重威脅，給社會面帶來嚴重不安定因素。 

 

                                                 
12李建，〈當今世界毒品發展趨勢及防控對策研究〉，《湖北警官學院學報》，第 2期(2015 年)，頁

122 
13法務部調查局，103 年度法務部調查局毒品犯罪防制工作年報，（臺北：法務部調查局，2014

年 4 月），頁 99。 
14劉慶侯(2016 年 3 月 30 日)。「警埋伏跟監 破獲槍毒逮 38 人」。自由電子報。2016 年 4 月 24

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64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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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犯罪手段現代化 

 

經濟全球化使毒品犯罪的手段日趨智慧化。進入 21 世紀，科學技術日新月

異，經濟全球化使得新興科技得以在全球範圍內流動。這為毒品犯罪提供了智慧

化的犯罪手段，反偵查手段也得到進一步加強，一些高科技含量的反偵查設備得

到廣泛運用。15這使得警方在查緝毒品犯罪上，需要研發更精良的電子設備，甚

至需突破現有的法令規定，進一步取得事證，才能一次人贓俱獲，發揮有效的打

擊毒品能量。 

另外早在 2002 年聯合國麻醉品管制局的年度報告中就發出了傳統毒品正在

通過網路銷售的警告，在世界範圍內也發現了許多銷售大麻、海洛因等毒品和其

植物種子的網站和網頁。目前，新興毒品的交易也跟上了這一發展趨勢，除進行

線上的新興毒品交易外、提供製毒配方等網上涉毒案件已經出現。16不只是被濫

用毒品種類增加，而涉及毒品犯罪型態亦產生重大變化，它是一種不同以往的全

新威脅，對毒品犯罪的打擊工作形成了新的挑戰。 

 

五、毒品犯罪危害年輕化，已有滲透校園趨勢 

 

由於種種社會、媒體、家庭等因素影響與教育忽視、防範不力等原因，近年

來臺灣青少年吸毒成癮的現象日趨嚴重。依據法務部「法務統計摘要」資料顯示，

各地方法院審理少年刑事案件中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少年科刑人，2009 年

占少年刑事案件人數 25.07％、自 2012 年起每年超過 5成，2012 年上升至 57.14

％，2013 年 55.2％、2014 年 53.44％。另少年保護事件中屬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例部分，2009 年占少年保護事件人數 6.01％、2014 年上升至 8.1％。另由媒

                                                 
15程皓，〈經濟全球化與毒品犯罪〉，《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第 3期(2003 年)，頁 59。 
16高潔峰，〈新興毒品的犯罪模式〉，《犯罪研究》，第 3期(2011 年)，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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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報導顯示，販毒集團利用未成年中輟生滲透校園販毒情事，屢見不鮮，影響國

內治安及戕害青少年身心健康甚鉅。 

由於對毒品危害的認識不足，目前未成年人吸毒者人數逐年上升，這其中包 

含許多中小學生，由於受到社會不良人士的誘騙沾染毒品，甚至走上販毒、運毒 

等犯罪道路。青少年吸毒成癮後，不僅斷送了其學習成長、且自毀美好前程，而

且引起了逃學、逃家、偷盜、賭博、詐騙、賣淫、強姦、傷害、殺人等危害治安

事件的增加，直接侵擾社會秩序，並成為社會上日後的嚴重犯罪，因此對於青少

年，應要防止該類群體被毒品引誘，被犯罪分子利用、欺騙，全方位保障青少年

身心健康，以保障國家之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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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兩岸毒品走私猖獗之探討 

探究海峽兩岸毒品走私猖獗及毒梟勾結頻繁之原因，除主要基於走私販賣毒

品所帶來之豐厚利潤，妄想一夕致富的「貪圖暴利」心理外，尚有以下之原因：

地理環境，地利之便 

「金三角」毒品由於受到國際緝毒機關不斷的打擊，已逐漸北移，越來越接

近大陸雲南一帶，傳統經由泰、緬、寮的毒品輸出路線亦一再受到阻撓，在毒品

無處銷售下，國際販毒集團為牟取暴利，利用大陸對外開放和邊界貿易迅速發

展，邊民交往便利的機會，開闢了走私毒品所謂的「中國通道」，即經由金三角——

雲南、廣西、廣東——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向北美或澳洲販運17。滾滾毒流

就沿大陸西南各省傾洩而下，除在中國過境販毒外並流出境外毒害全世界，臺灣

則首當其衝，成為最大的受害者，這就是近年來國內毒品氾濫急遽升高的因素之

一。另因大陸地區與臺灣僅一水之隔，兩岸地區距離近，販毒集團所花運毒費用

比較至其他地區為低且較安全。此外，臺灣四面環海兼以海岸線曲折，地形起伏

變化大，沙岸、岩岸交錯，不利海巡部隊等查緝走私單位之部署，加以查緝人力、

設備之不足，遂提供兩岸跨區毒品犯罪集團有利之地理環境，亦是有利於兩岸毒

品走私活動的原因18。 

兩岸人文同文同種，具有共同文字、語言、風俗、習慣等淵源，因此從事兩

岸跨區之毒品交易活動，相較其他地區較具優勢與便利，同時亦有和善之感，不

若港、泰或其他地區需與「外國人」交涉，且在語言溝通上，尚需第三者的翻譯，

以致產生梗阻。再者，政府開放國人至大陸觀光及投資，加上兩岸地下經濟氣焰

囂張，又有便捷漁船充當地下海運交通角色，而我國離島地區，如金門、馬祖、

澎湖等與大陸地區福建、廣東等沿海城市如平潭、廈門、汕頭等地有較深的地緣

                                                 
17馬愷，〈毒品的走私與查緝〉，輯於《海峽兩岸犯罪偵查之理論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臺北:國立 

 臺灣大學法律系主辦，1998 年 5 月)，頁 2。 
18沈道震等，〈兩岸合作共同打擊毒品犯罪之研究〉（臺北：遠景基金會，2003 年 6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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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且早有各類的「民間接觸」，遂成為大陸東南沿海地區毒梟，將毒品走私

進入臺灣本島的最佳跳板。19 

臺灣地區主要氾濫的毒品有海洛因與甲基安非他命。海洛因多來自「金三

角」，經東南亞、中國大陸、港澳等地走私管道入臺，尤其中國大陸管道在兩岸

往來日漸開放與頻繁下，已是毒梟走私入臺的最首要路線。1993 年 5 月我政府

「向毒品宣戰」後，製安毒梟一則在國內各查緝機關賣力查緝之下，無法在臺灣

立足。二則基於取得生產原料（即麻黃素）及其他製毒化學品之便利，三則在便

於尋覓秘密工廠之設立地點及掩護，多在大陸就地取材，煉製後再走私回臺。惟

近年來，由於中共對毒品犯罪採取嚴打政策，製安工廠已有回流臺灣現象，從近

2年法務部調查局陸續查獲 17 座中、大型甲基安非他命製造工廠案件即是明證

20，而製安原料麻黃素仍多來自大陸地區。 

由於科技的進步，毒梟可以無遠弗屆的聯絡、控制販毒活動。對此種境外操

控的販毒模式，除甚難緝捕幕後首腦外，製、販毒品者與毒源地區毒梟的結合，

更使毒品犯罪走向組織化、系統化。而在人文相同、地理相近的大陸，自然是國

內毒梟最易、最愛進出的毒源地。另外查緝人力、設備之不足，兩岸非法進出便

利，所造成國內毒品通緝犯竄逃大陸之現象，亦間接增長兩岸毒梟之裡外勾結活

動。在上述諸多因素的推波助瀾下，兩岸毒梟間勾結及毒品犯罪是有持續密切及

嚴重之傾向。21 

由於漁船靠岸方便，毒梟經常選擇福建東山、晉江、石獅、石井港、廈門及

廣東汕頭、廣州、深圳等地，作為購毒、運毒起點，並於漁船裝載後，在公海滯

留，聯絡臺灣走私船隻伺機接駁上岸。而臺灣基隆八斗子、宜蘭蘇澳、南方澳漁

港、雲林沿海漁塭、嘉義布袋鹽田、屏東東港、恆春沿海等地區，外海漁船作業

密集，易於掩護，進行海上接駁，及利用漁船出入港口矇混上岸，尤為毒梟之最

                                                 
19鄭幼民，〈海峽兩岸毒品犯罪現況分析〉，《展望與探索》，第 6期(2004 年)，頁 92。 
20法務部調查局，民國九十二年經濟及毒品犯罪防制工作年報（臺北：法務部調查局，2004 年 4 

月），頁 194。 
21鄭幼民，〈海峽兩岸毒品犯罪現況分析〉，《展望與探索》，2004 年，期 6，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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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成為大陸毒品流入臺灣之最佳管道。分析此種毒品走私之模式，具有兩大特

點：其一，利用臺灣漁船、漁民作為走私工具，漁船藏放毒品數量龐大；其二，

利用沿海漁塭、鹽田等農漁業特性及漁船特有作業方式，進行偷渡掩護，海巡單

位往往不易察覺，而輕易將毒品偷渡上岸。例如：法務部調查局專案小組於 2014 

年 2 月會同海巡署偵悉以陳○○為首之走私毒品集團，涉嫌以「海○○號」漁

船自大陸走私毒品來臺販售。將「海○○號」漁船押返高雄港碼頭，在該漁船密

艙起出愷他命 18 袋，毛重 378 公斤，同時逮捕船長陳○○及船員粘○○、王○

○等 3 人，全案移送高雄地檢署依法偵辦22。 

近年來臺灣地區海空貨運十分發達，各國貨物進出口數量極為龐大，尤其貨

櫃容量甚鉅，且完全密封，不易全面徹底檢查。因之，近幾年來大陸地區毒品利

用此種轉口運送方式，流入臺灣地區或轉運出境案例，日益增多。 

貨櫃走私依走私物品藏放位置可分為：藏在貨櫃本身夾層中：貨櫃體積巨大

且港口進出貨櫃數量龐大及貨櫃為金屬材質不易檢查等弱點，將毒品藏於貨櫃本

身夾層內走私，此種方式不易查獲。藏放於進口物品中：即將毒品藏放在眾多進

口物品中以逃避檢查，其外層放有備查之物品作為掩飾。例如：航業調查處接獲

財政部關務署基隆關通報，於 2014 年 12 月 23 日會同海關人員於基隆「○○貨

櫃場」查獲自香港利用貨櫃夾藏走私來臺（假）麻黃毛重 1,080 公斤。經會同物

流公司運送至高雄市三民區交貨，俟鄭○○出面簽領該批貨物時，即以現行犯逮

捕到案，全案移送基隆地檢署依法偵辦。23 

近年自國外地區利用郵包包裹及快遞夾藏毒品案件層出不窮，走私方式包括

利用電容器、巧克力罐、LED 燈、咖啡罐、電腦硬碟、藥品等方式夾藏。例如：

財政部關務署臺北關於 2014 年 8 月查獲自泰國郵寄包裹 1件，內藏有海洛因 18 

包，毛重 6.32 公斤，即移請航業調查處偵辦。2014 年 8 月該處會同郵局人員進

                                                 
22法務部調查局，民國一百零三年毒品犯罪防制工作年報（臺北：法務部調查局，2015 年 8 月），

頁 39。 
23法務部調查局，民國一百零三年毒品犯罪防制工作年報（臺北：法務部調查局，2015 年 8 月），

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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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投遞，俟收件人鄭○○出面簽領包裹時，即以現行犯逮捕到案，並將在現場附

近之實際貨主吳○○一併拘提到案，全案移送臺北地檢署依法偵辦。24 

毒品走私犯罪的發展趨勢表明，對毒品犯罪的「嚴打」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我國毒品犯罪的嚴峻態勢，因此，對傳統毒品犯罪政策進行反思和完善是必要

的。對於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毒品犯罪的治理，應以下面幾個問題需要先行

關注:(1)要重視對新興毒品的規制。新興毒品濫用是當前世界各國面臨的共同形

勢，該趨勢在我國流行趨勢亦出現，我們必須高度重視新興毒品對社會危害及可

能進一步增長的趨勢，關注對新興毒品的規制，尤其需要關注青少年新興毒品的

濫用問題。(2)要重視對毒品戒癮的研究。毒品犯罪是一個法律問題，更是一個

社會問題。一方面要十分重視戒毒工作，防止已吸毒人員「再犯」;另一方面要

盡可能防止新增人員吸毒。(3)要重視對製造毒品罪和易製毒化學品違法犯罪活

動的規制。我國必須要加強對易制毒化學品的監管，以減少製造毒品犯罪的發生。 

 

第四節  新興毒品引起重視與挑戰 

 

近年來，新興毒品在毒品犯罪中異軍突起，涉案數量不斷上升，濫用新興毒

品的癮君子數量也在不斷增加，這一發展趨勢已經引起了社會各界的廣泛注意。 

所謂的新興毒品，事實上是一個沒有嚴格定義的概念，通常是指除鴉片、海

洛因、嗎啡、大麻和可卡因這類傳統的常見的毒品範圍之外的毒品。從廣義上講，

包括了《一九六一年麻醉品單一公約》、《經修正的一九六一年麻醉品單一公約》

和《一九七一年精神藥物公約》中所列的麻醉藥品、精神藥物和近年來出現的人

工合成的興奮劑。就狹義而言，從追求「時尚」的角度來看，所謂的新興毒品也

可以稱之為「新潮」毒品，是目前毒品市場中較為流行的麻醉藥品、精神藥物和

                                                 
24法務部調查局，民國一百零三年毒品犯罪防制工作年報（臺北：法務部調查局，2015 年 8 月），

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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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劑，主要包括流行於歐美的迷幻劑 LSD（麥角副酸乙醯胺）、吸入劑，也包

括目前在我國較為常見的合成安非他命類興奮劑——其中主要包括甲基苯丙胺

（安非他命）和更難檢測到的搖頭丸和愷他命等。25 

新興毒品的出現，並不只是被濫用毒品種類的簡單增加，而是涉及毒品犯罪

模式重大變化的問題，它是一種不同以往的全新的威脅，對毒品犯罪的打擊工作

形成了新的挑戰。26由於新興毒品製造不再像傳統毒品那樣依賴毒品原植物，而

是直接通過合成相應的化學物質，因此新興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製造數量非常巨

大，製造速度明顯增快。27由於原料的易得性，其配方的傳播對社會安全構成的

威脅更具有現實性及社會危害性。 

 

一、合成容易、成本低廉 

近年來，化學合成類精神藥品大肆氾濫，犯罪份子就是利用化學變化多端的

結構特性，從中改變其部分元素，即可逃避法律管制範圍，僅目前我國列入管制

藥品名單的苯丙胺類精神藥品就有 17 種之多。科技的普及，使得掌握一定有機

合成技術的製毒分子完全可以變化手法，合成各種新興毒品，而且新興毒品的運

輸、販賣手段日漸隱蔽化和高科技化。但目前對這些新興毒品的檢驗還沒有形成

統一的標準樣品，而且緝毒人員裝備和手段相對落後，培養和構建特情的能力也

相對薄弱。這樣就形成了一方面是製販毒品的專業化、高科技化，另一方面是查

禁毒品技術和設備相對滯後的態勢，這種不對稱狀態勢必會助長吸毒販毒分子的

囂張氣焰。 

加上新興毒品不若傳統毒品，其主要來自大麻及鴉片等植物的栽種，需經由

特定產地配合自然地理環境與天然氣候，才能種植完成，且熟成需經一定的時

間；而新興毒品的生產製造是透過化學原料人工合成，只要透過基本的化工設備

                                                 
25高潔峰，〈新興毒品的犯罪模式〉，《犯罪研究》，2011 年，期 3，頁 48。 
26高潔峰，〈新興毒品的犯罪模式〉，《犯罪研究》，第 3期(2011 年)，頁 48。 
27陳世偉，〈新興毒品犯罪：生成特徵與寬嚴相濟〉，《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第 1期(2010 年)，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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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在任何荒山隱蔽處皆可以生產製造，完全不受其他因素限制。且相對製程

快、產量大，同時也使得新興毒品種類在增多。 

以往我們認為，只要從源頭上抑制住毒品農業，即毒品原植物的大規模種植

行為，就能從根本上遏制住毒品的氾濫，但是新興毒品的出現，使原有毒品犯罪

模式發生了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為：(一)從製造工藝上講，新興毒

品最大限度地擺脫了對毒品農業的依賴；(二)從製造業的角度來看，新興毒品使

得合法的藥廠和製毒場所第一次出現了交叉關係；(三)從銷售方式上講，新興毒

品的零售更為隱蔽、並走上了網路化的道路；四、從消費模式的角度來看，新興

毒品成為了一種所謂的「社交毒品」。28長期以來，我們認為只要遏制國外毒品原

植物的大規模種植區毒品輸入——視為緝毒的最前線，但是基於新興毒品的生產

可以在任何地域、任何時間內進行，這就使得在新興毒品的打擊工作中，再來區

分何處是前線已經顯得沒有實質意義，再加上現今化工原材料非常豐富，而且價

格較低，這使得製販新興毒品成本較低，而市場上新興毒品的售賣價格卻非常

高，高額的利潤往往使一些不法分子挺而走險。 

 

二、吸食方便及銷售方式改變 

 

新興毒品另一特點是不像傳統毒品使用上需要煙吸、針劑注射等方法吸食濫

用，只需口服或鼻吸即可，使用上相對方便，所受限制亦較少，故廣受年輕世代

歡迎。因此，不肖製毒者，經常為求規避法律及求新藥效，常改變化學式之功能

基，就可合成具有短暫欣快感但毒性增強的新興毒品，使人在不知情下併用不同

種類的毒品，可能只獲得短暫的爽快，接著猛烈的毒性發作，喪失珍貴的性命，

這種現象，務必強化警惕。 

近年來資訊技術及通訊設備的進步與普及，更是提供一個隱密、快速、方便

                                                 
28高潔峰，〈新興毒品的犯罪模式〉，《犯罪研究》，第 3期(2011 年)，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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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元化的資訊往來空間。而網路販賣毒品，也在網路使用上形成一個更便利、

隱密且低風險的市場，更由於其隱密性，是以也增加查緝的困難度。29中國刑警

學院禁毒學系教師王銳園曾提到:「借助互聯網技術進行毒品犯罪，逐漸成為毒

品犯罪案件的新特點。以往查獲毒品案件多是通過現實交付、人人接觸的方式實

現；而新形勢下，網路販毒、購毒、聚眾吸毒等行為開始普遍化。隨著互聯網的

快速發展，網路虛擬世界必將為禁毒開闢新的戰場。」30 

近來我國毒品交易案件，也有以網路虛擬貨幣付款，犯嫌若接受買方以虛擬

貨幣付款，還會有匯率交易，有時匯率還會浮動彷彿真實貨幣匯兌，看似虛擬貨

幣的實際運用，但實際上仍屬犯罪行為。加上網路聊天室、Line 及微信等通訊

軟體發達，使得毒販聯繫管道更加多元，造成警方查緝不易。 

另依 2014 年法務部調查局毒品犯罪工作防制會報:「2014 年我國毒品走私

方式以利用郵包包裹及快遞夾藏共 231 案，佔年度總案數 85.24%。」，通過郵包

寄遞等方式販毒正成為毒品交易新手段。郵寄販毒是伴隨著物流行業與電子商務

的發展而出現的新型犯罪形式，加上郵包案件隱蔽性強，查控難度較大，其交易

快、成本低、風險小，被越來越多的毒販所採用。基於此，郵包販毒案件必將成

為查緝的關鍵與難題，為毒品查緝提出更高的要求。 

 

三、新興毒品社交化 

 

新興毒品另一特色在於，使用者多半認為其成癮性低於傳統毒品，危害不及

傳統的毒品嚴重，且使用新興毒品的費用亦可以承受，另一方面也有其從事所謂

「社交」之需要，因為在這種類型的「社交」圈子中，使用新興毒品不僅被視為

追求時尚的表現，而且也被視為正式進入一個社交圈子並成為「自己人」的體現。

                                                 
29楊士隆、林秝楨，〈毒品犯犯罪模式之分析--以毒品市場為核心〉，《犯罪學期刊》，第 2期(2010

年)，頁 35。 
30王銳園，〈網路涉毒行為探析〉，《上海政法學院學報》，第 5期(2014 年)，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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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的危害性確實不像傳統毒品那樣明顯，在普遍情況下，其對人身的危害

性體現為一個長期且漸近的過程，其戒斷症狀的表現也遠遜於傳統毒品，這就使

得濫用新興毒品者產生了一種新興毒品不那麼有害健康並且可以隨時予以放棄

不施用的錯覺。但是目前的研究表明：新興毒品對身體的危害性同樣巨大，使用

新興毒品會產生種種藥物反應，最明顯的是產生抽離感，小劑量可產生錯覺，大

劑量使用會造成嚴重幻覺及幻聽，嚴重者仍有致命之可能。儘管國家和社會對新

興毒品的危害已經做出了大量的宣傳和報導，但是效果並不明顯。 

新興毒品有的是直接由娛樂場所經營者負責提供，但在更多時候，娛樂場所

經營者只是提供場地，交易則由他人來完成，這是一種心照不宣的默契，目的在

於吸引客人的同時規避風險。同時，所有的交易都是在所謂的「熟人」之間私下

且秘密地完成，這無疑對查緝工作造成了極大的阻礙。 

 

四、法律對於新興毒品的規範過慢 

 

新興毒品不是法律概念，我國法律並未對何謂新興毒品進行嚴格的定義，而

對於近年來在國際和我國市場上蔓延及不斷氾濫的其它新興毒品，往往只能亡羊

補牢，在發現被人大量濫用之後，才列入管制藥品當中，法律規範的速度根本來

不及毒販製毒的速度，更談不上對於新興毒品的準確界定。新興毒品多來自於人

工合成，且原料多為藥品或化學品，這些藥品及化學品本身並不是毒品，但其具

有雙重性，既是一般醫藥、化工的工業原料，又是生產、製造或合成毒品必不可

少的化學品。根據 1998 年《聯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精神藥品公約》的

規定，醋酸酐、乙醚、高錳酸鉀等 22 種易製毒化學品被列為管制物品。我國法

律雖然在這 22 種化學品的基礎上將三氯甲烷也列為易製毒化學品進行管制，但

是對於什麼是易製毒化學品，法律亦沒有具體界定。而我們知道，藥品和毒品的

差異，很大程度上僅是指其用途不同，藥品一旦流入非法管道，就容易變成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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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毒品在生物屬性上與藥品非常接近，藥品容易被非法利用而形成新的

毒品，因此更需要在立法上為二者劃清明確的界限，立法界限的模糊極易造成實

踐中存在兩種極端現象並存的局面:一方面大量的新興毒品犯罪活動因為缺乏法

律依據而不能定罪，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又將販賣非管制藥品的行為作為販賣毒品

罪予以懲處。 

 

小結 

依據國際麻醉品管制局 2013 年報告研究表明，總體而言，涉毒犯罪造成高

昂代價，但在各區域有所差異。澳大利亞的一項研究顯示每年造成 30 億美元的

代價，而在美國，估計涉毒犯罪每年造成 610 億美元的代價。31毒品犯罪確實造

成各國社會付出不小的風險成本。 

觀察我國近年來第一級毒品施用犯罪嫌疑人年齡組成之變化，逐漸向高齡化

發展，而年輕施用人口比例有下降趨勢，國內偵查終結有犯罪嫌疑大都以第一、

二級毒品為主，但觀察純施用第二級毒品者則有顯著上升趨勢，如 2005 年為

6,973 人(占 30.94%)，2014 年上升為 17,945 人(占 51.76%)，相較於 2005 年，

上升 1.57 倍；2011 年以後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人數超越純施用第一級毒品人數。 

近年來國內毒品犯罪人數呈遞減趨勢，但毒品犯罪嫌疑人數下降是否代表國

內毒品施用人口數下降，這就有待進一步驗證。雖然第一級毒品犯罪趨勢緩和，

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問題卻日趨嚴重，2014 年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者以第二

級毒品者躍居首位，其次為第三級毒品者，但 10 年間製賣運輸第三級毒品者上

升 15.64 倍，上升趨勢相當顯著，尤以安非他命及愷他命最為嚴重。尤其 2010

年至 2014 年間無正當理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之講習、罰鍰人次

和罰鍰金額均顯著上升，但罰鍰繳納率和繳納金額比率均呈現下降趨勢（參見表

3-10）。由於現今國際交通便捷，使臺灣的黑社會組織得與海外華人黑社會組織

                                                 
31國際麻醉品管制局，2013 年報告，維也納: 麻管局，2013，頁 1(2016/2/13 取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3/Chinese/AR_2013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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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聯繫，形成跨國跨地區性的國際犯罪網絡。由於跨國跨地區販毒的巨額利

潤，以及周邊地區、國家對毒品原料管控與打擊力度不一，以致臺灣犯罪組織時

常參與國際毒品犯罪原料運輸與製造事件。 

綜上，現階段臺灣毒品犯罪活動的多元化，以及毒品犯罪國際化和青少年吸

毒氾濫的突出表現，使得毒品犯罪活動成為臺灣的嚴重治安難題和重大社會問

題。有效的懲處、遏制和防範毒品犯罪活動，乃是臺灣法律界、當局及有關部門，

甚至社會各界，所共同面臨的課題。 

 

 

表 3-10: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裁處講習與罰緩統計(單位:人次、元、%) 

 

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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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北市青少年毒品犯罪分析 

 

當代各國莫不重視青少年成長生涯所面臨的各種問題，而青少年犯

罪問題已逐漸成為各先進國家首要關切的議題，尤以近年來青少年藥物

濫用，嚴重戕害身心健康，衝擊青少年犯罪，影響社會健全發展，已儼

然形成各國犯罪防制的核心議題。1當前，由於臺灣地狹人稠，加上交通

便利，使得毒品使用者產生高度流動性，並且散佈於各個區域，臺北市

內毒品問題亦蔓延迅速，新興毒品濫用問題更加氾濫，讓經常涉足娛樂

場所之青少年接觸毒品機會日益增加。面對這種形勢，必須切實做好青

少年毒品預防教育，這既是應對嚴峻毒品形勢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護下

一代健康成長的根本需要，更是反毒工作的戰略舉措。因此臺北市亦把

青少年拒毒、防毒工作置於優先發展的策略位置，確實將防範工作置於

接觸毒品之前緣，方能由根本上遏制毒品問題滋生蔓延。 

 

第一節  聯合國青少年毒品濫用趨勢 

 

國際麻醉品管制局(簡稱:麻管局)於 2015 年報告中指出:在北美洲地

區，大麻濫用在美國呈上升趨勢，在高中學生中的年流行率從 2012 年的

24.7%增至 2013 年的 25.8%。2從 2013 年世界毒品報告書中，大致可看出

目前全球新興毒品濫用情形有逐年增加的趨勢，且各國施用者皆以年輕

族群居多。各國毒品防制作為目前皆已注意到藥物濫用年齡層下降，部

                                                 
1吳吉裕、陳巧雲，〈青少年販毒組織架構及其網絡分佈之初探〉，《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

期刊》，第 1期(2014 年)，頁 37。 
2 Report 2015.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59.2016/5/1 Retrieved 13 

Feverary 2016，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5ChineseAR_2015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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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國家已對國內青少年毒品問題提出防制措施，國內目前相關單位也已

留意到此趨勢，例如學者周碧瑟於 1999 年研究顯示:我國開始使用成癮

性物質的年齡在 12 至 17 歲間。3學者也紛紛建議應加強具體防制作為，

以因應目前藥物濫用的新局勢。 

減少藥物濫用是朝著保護和改善個人和社會的健康與福祉邁出的重

要一步，減少藥物濫用的不良影響和社會後果是對減少需求綜合戰略的

補充。不過，在全社會特別是在青少年中預防藥物濫用應當始終是政府

行動的根本目標。4 

 

一、青少年毒品濫用概況 

 

《兒童權利公約》第 1 條將兒童定義為「18 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

對其適用之法律規定成年年齡低於 18 歲」。聯合國還將「青年」定義為

年齡在 15 至 24 歲之間的人。世界衛生組織認為青春期為 10-19 歲之間。

「年輕人」一詞通常用於 10-24 歲的複合年齡組。5以下所使用的「兒童

和青年」一語系指 24 歲以下的所有人。 

依據麻管局2014年報告指出:世界各地之青少年有關藥物濫用的行

為持續成長，並形成嚴重的問題，在世界情勢分析非洲部分中:在東非和

北非，僅阿爾及利亞、埃及和肯亞報告稱存在濫用苯丙胺(臺灣稱安非他

命)的情況。在肯亞，奈洛比中學生中濫用苯丙胺(臺灣稱安非他命)的終

身流行率為2.6%。非洲各國的報告進一步突出表明，在吸毒者中年輕人

                                                 
3周碧瑟，台灣地區在校青少年藥物使用流行病學調查研究，行政院衛生署 88 年度委託

研究計畫( DOH88 -TD-1064 ) ，(臺北:行政院衛生署，民國 88 年)。 
4Report 2015，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7.2016/5/1 Retrieved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5ChineseAR_2015_C.pdf 

5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四屆會議(2001.3.20-3.29)。藥物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

少年中藥物濫用的世界情勢會議摘要。2016/2/7 取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V00/598/87/PDF/V0059887.pdf?OpenElem
ent。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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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很大比重。例如，在貝南，45%的吸毒者為年輕人，平均年齡僅為22歲。

喀麥隆，2014年報告稱，平均每年有5,000至6,000名患者接受戒除麻醉

品和精神藥物方面的治療，而且因濫用毒品住院的人群中有75%到80%年

齡在15歲至39歲之間。非洲很多國家還缺乏針對藥物依賴的專門治療設

施，包括康復設施，或缺乏在全國範圍內提供治療的機構或物流能力。6而

美洲部分:哥斯大黎加2012年展開了一次全國中學生吸毒情況調查。共有

來自7個省的5,508名學生接受了採訪。根據這次調查，初次使用大麻的

平均年齡為14.3歲。調查結果顯示，過去3年裡大麻使用顯著增加。7 

然而在北美洲:社會和個人的吸毒費用依然極高。該區域與毒品相關

的死亡率依然是全世界最高（每百萬名15-64歲居民中，死於與毒品相關

原因者為142.1人）。僅僅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注意到，如今主

要與鴉片類有關的吸毒過量致死人數超過了兇殺和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

人數。2011年，美國平均每年有110人因服藥過量而死亡。8以美國而言，

2014年7月美國藥物濫用與精神衛生服務局發佈的一份報告確認，青少年

或青春初期開始濫用藥物，極大地增加了藥物依賴的風險。根據該報告

所列報的資料，在2011年美國18-30歲被收治接受戒毒治療的個人中，74%

在17歲或更小開始使用這些物質，10.2%在11歲或更小開始使用。研究還

顯示，在11歲以下開始濫用藥物被收治的個人中，多種藥物濫用的比率

大幅度提高(78%)，而25至30歲開始濫用藥物的個人占30.4%。在11歲以

下開始濫用藥物的個人中，38.6%報告伴有精神失常。而美國衛生及公共

服務部公佈的數字說，美國上一年度12歲或以上人群的吸毒率在2012年

達到了10年中的最高水準，主要原因是大麻吸食率從2011年的11.5%增加

                                                 
6 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48.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7 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52.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8 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53.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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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2012年的12.1%。與過去各年相似，大麻吸食率尤其是在年輕人中的

增加，尤其是在一些州將非醫用大麻合法化以後，這與風險意識降低有

關。精神治療藥物，包括類鴉片處方藥的非醫藥使用率從5.7%增長到了

6.4%。另外加拿大衛生署兩年一次的「青年吸菸調查」，收集加拿大6年

級至12年級（大約為11歲至18歲）學生在酒精、菸草和吸毒方面的資料。

根據2012-2013年的調查，大麻和處方藥物是排在酒精和菸草之後的主要

濫用物質。大麻是排在菸草之後的年度使用流行率最高的物質，在過去

的12個月中平均每五個學生中就有一名報告說吸食過大麻。但是儘管美

國12歲及以上普通人口的藥物濫用流行率整體提高，但是12-17歲人口中

上一年使用任何非法藥物的人數是10年中最少，儘管比率依然較高，但

已從2011年的19%降至2012年的17.9%。9  

合成毒品濫用的增加是哥倫比亞等南美洲國家最關切的，對當地社

區具有負面影響。毒品以小批量的形式分銷，在混合物中的品質可能發

生改變，有可能特別有害。在該國注意到的另一趨勢是，這種毒品使用

者的平均年齡有所降低。10 

而在亞洲的部分:青年人吸毒已成為越來越令人擔憂的問題，吸食毒

品的種類日漸增多，甲基苯丙胺(臺灣俗稱甲基安非他命)濫用程度越來

越高。在緬甸，應注意到鼻吸劑，特別是鼻嗅膠水被濫用，尤其是在街

頭流浪兒童當中。另外，在緬甸開展的一項關於中等學校學生濫用苯丙

胺類興奮劑的研究表明，甲基苯丙胺是最經常被濫用的藥物，其中終身

濫用的比率為 1.5%，年度濫用的比率為 0.8%。同樣，泰國的專家表示，

中學生和大學生濫用甲基苯丙胺的情況有所增加。據報告，柬埔寨和老

撾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青年人濫用苯丙胺類興奮劑的程度越來越高。11而以

                                                 
9 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59.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10 Report 2015，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66.2016/5/1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5ChineseAR_2015_C.pdf 
11 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71.2016/2/13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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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與東南亞而言，青年人濫用毒品仍然是該區域一個令人擔憂的趨

勢。2014 年在日本學校展開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所有類型的毒品濫用中，

溶劑和鼻吸劑在青年人中的終身流行率都是最高的（為 0.7%，而大麻、

甲基苯丙胺和新型精神活性物質為 0.2%）。所有種類的毒品濫用在男性少

年中的盛行率高於女性少年。考慮到該區域各國的各種關切，麻管局敦

促所有相關國家的政府密切監測這一情況並促進實施具體的針對性干預

措施。12 

毒品濫用持續成為青少年面對壓力、受到忽視、暴力行為等問題時

的一種應對方法。同時，因現代社會對於藥物濫用整體的接受及容忍度

大幅提升，可能使得青少年在進入社會階段，有較嚴重的藥物濫用問題。 

而聯合國毒品及犯罪辦公室針對關於青少年藥物濫用的狀況分析，

歸納以下四項要點: 

(一)容易受傷的族群(vulnerable groups) 

青少年為最容易因藥物濫用問題而受傷的族群，尤其青少年後期邁

向成年的階段，此階段最容易接觸到毒品以及有使用毒品的行為。毒品

對於青少年有很大的魅力，尤其在其尋求身分認同的階段，以及基於他

們與生俱來的好奇心、對於新經驗的渴望、同儕壓力、反抗權威、低自

尊，或建立正向積極的個人人際關係出現問題時，特別容易受毒品的誘

惑。許多不同的研究資料皆證實，在青少年較脆弱、容易受傷的狀況時

較容易發生藥物濫用情形，如街頭遊蕩的兒童、童工、難民和被迫使離

開原居住地的孩童、在社福機構內被照顧和安置的孩童及青少年、受到

性剝削的孩童等，皆是藥物濫用高危險群。 

(二)毒品取得率的提升 

價格低廉和取得的容易度，加上利潤高、外觀多樣、銷售管道多元，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12Report 2015，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72.2016/5/1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5ChineseAR_2015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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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多元讓警方增加查緝難度，以及目前也缺乏各類新興毒品快速檢驗

方法及試劑，而一但開發出新的檢驗試劑及方法，藥頭又轉換製造他種

藥物取代，是毒品濫用盛行的原因。由於毒品銷售多透過非法管道，如

幫派或娛樂場所業者等進行買賣，就青少年而言，還包括公園角落、轟

趴場所、網咖、夜店、社區空地等處，因而造成毒品取得率的提升。 

(三)濫用毒品正常化的現象 

從大麻使用的高盛行率可以發現，青少年已普遍接受其成為生活和

經驗的一部份。尤其當青少年生活在使用毒品的文化圈，接受到「使用

毒品是可被接受和被容忍的」之大量訊息，認為可當作休閒娛樂使用，

甚至藉此追求到物質生活上的成功，以滿足個人需要。再者，大量的傳

播媒介亦是影響著青少年面對毒品的態度。因此，越來越多毒品受到歡

迎，如安非他命、迷幻藥、脫氧麻黃鹼(比安非他命更強的興奮劑)，尤

其在歐洲、北美洲以及東亞、東南亞地區等地區更受到關注。 

(四)青少年藥物濫用預防概況 

許多藥物成癮的研究指出，越早開始使用毒品，往後使用其他毒品

的機率越大，且使用率會越頻繁，長遠下來對健康、教育、情緒成熟、

享受穩定的成人生活等，都有嚴重的不利影響。 

目前各地區對青少年藥物濫用的因應措施不盡相同，也未必都真正

符合青少年的需要。但整體而言，毒品預防教育是各地區普遍實施的青

少年藥物濫用預防策略。主要預防措施的對象多集中在中等教育階段的

青少年，其次為初等教育階段的孩童，對於高等教育階段的青少年或成

人則較少採預防措施。相關報告也發現，有 60%的學校都將反毒教育納入

課程規劃。另外，有些地區也發展以同儕為領導的干預對策(如澳洲)、

社會資源整合的措施、或透過媒體宣導反毒的觀念等，以達到藥物濫用

減害的目的。 

新型精神活性物質是指具有不同形式的一組非常龐雜的物質，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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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則將之稱為新興毒品，此類物質在世界各區域繼續增多，毒品和犯罪

問題辦公室新型精神活性物質預警諮詢系統負責對成員國報告出現新型

精神活性物質的情況進行監測，截至 2015 年 10 月，已經確認了 602 種

獨特的物質，與 2014 年 10 月報告的 388 種物質相比增加了 55%。顯見目

前世界各國存在的新興毒品已廣泛被濫用，且種類越來越多。 

現今，新興毒品吸食者日漸增多，而且施用族群朝向低齡化趨勢。

在娛樂場所，如夜店、KTV、酒吧等毒品高接觸率的場所中，青少年往

往容易隨著音樂的狂歡與放鬆、加上酒精的催化、同儕的慫恿而嘗試毒

品，此一年紀的青少年生理、心理發育尚未成熟，沒有養成獨立的人格

來判斷是非，只單純想享受當下歡樂的快感，而不考慮一切的後果與代

價。據統計，青少年第一次施用毒品的地方一定是和同學朋友聚集頻率

較多的地方，且多數是出於好奇心。各國政府都承認，為管制規避而特

別製造的藥物的成分不斷變化，應對起來十分複雜。在大多數情況下，

此類藥物的短期和長期效果不明，可能具有極高的致癮性和毒性。越來

越多的此類藥物被操縱並向人兜售，特別是向青少年兜售，而不惜以購

買者的健康為代價。因此，為確保不讓潛在的使用者獲得此類藥物，並

向目標人群提供與此類藥物的風險有關的資料和初級的預防服務，是一

個事關健康和福祉的問題。13  

 

二、防制青少年藥物濫用原則 

有鑑於此，聯合國繼 1968 年成立國際麻醉藥品管制局（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後，於 1997 年設立毒品和犯罪問題辦事

處（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對全球人類展

開毒品濫用致生危害的研究、教育與宣導活動，並加強國際間控管毒品

                                                 
13Report 2015，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2.2016/5/1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5ChineseAR_2015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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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打擊毒品販運和毒品相關的犯罪。1998 年聯合國大會特別會議通

過了《減少毒品需求指導原則宣言》，將減少毒品需求確定為各國政府的

一項義務。預防和減少施用毒品是減少需求的重點策略，初級預防主要

對象為未施用毒品或尚未毒品成癮的族群，尤其是青少年人口。 

總體而言，在許多國家，青年的藥物濫用率高於普通人，這種情況

是由幾乎所有國家共有的各種因素造成的。如上所述，主要原因仍然在

於，青春期是進行試驗和尋求認同時期，青年人比成年人更有可能試驗

各種事情，包括毒品。因此，青年濫用率是普通人的三或四倍。14在兒童

期到青春期期間，常常發生許多困難的生理和情感變化。在這期間，兒

童和青年人掌握一些對他們的發展非常重要的技能，同時，他們要確立

伴隨著他們步入成年生活的習慣和行為。就預防藥物濫用而言，這是一

個既有機遇又有風險的時期。15少年期是從兒童期進入獨立的成人期之過

渡階段，青少年在這過渡期間經常表現出無法明確下決定，為自己的行

為負責，而透過與同年齡層的同伴一起活動，一起下決定，來逃避種種

不安全與不確定感，而形成一種較認同同儕的模式。 

聯合國多次指出青年濫用藥物問題的重要性。例如: 第二十屆大會

特別會議通過關於共同對付世界藥物問題的《政治宣言》(S/20-2，附件)

和《減少毒品需求指導原則需求宣言》(S/20-3，附件)都強調了對青年

進行投資並同他們一起工作解決藥物問題的重要性。更具體的是，各會

員國在《政治宣言》中「歡迎在消除藥物濫用的各領域工作的各階層人

士所做的努力，並為青年中絕大多數不使用非法毒品的現象鼓舞，決定

                                                 
14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四屆會議(2001.3.20-3.29)。藥物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

少年中藥物濫用的世界情勢會議摘要。2016/2/7 取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V00/598/87/PDF/V0059887.pdf?OpenEle
ment。頁 8。 

15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四屆會議(2001.3.20-3.29)。藥物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

少年中藥物濫用的世界情勢會議摘要。2016/2/7 取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V00/598/87/PDF/V0059887.pdf?OpenEle
ment。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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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減少需求，主要的作法是通過正規和非正規的教育、資訊活動

和其他預防性措施對青年進行投資並同他們一道工作」。另外與此類似，

《減少毒品需求指導原則宣言》中特別提到青年是需要給予關注的群體:

「有越來越多的社會和經濟因素使人們、尤其使年輕人更易受影響，更

易吸毒和進行涉毒冒險行為」。16 

過去十年是聯合國消除藥物濫用的十年(1991-2000 年)，最重要的是

通過《兒童權利公約》(第 44/25 號決議，附件)和執行 1990 年兒童問題

世界首腦會議通過的《1990 年代執行〈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世界宣言〉

行動計畫》。17 

有效的藥物濫用預防方案很少只採用一種預防戰略。總體上，吸取

的經驗教訓和幾十年預防藥物濫用的經驗表明，預防方案應包括三個一

般因素: 

1.(1)解決青年將之與藥物濫用聯繫起來的價值觀、觀念、期望和信念； 

(2)發展生活技能和社交能力，以增強作出明智和健康的選擇的能

力； 

(3)創造兒童和青年有可能參與健康的活動和同伴、家庭、媒體和社

區其他有影響的行為者不倡導藥物濫用的環境。 

2.研究證明，第一次使用非法藥物的年齡越小，後來的藥物問題嚴重

性就越大。在世界許多地區，第一次使用藥物的年齡在下降。即使

完全預防藥物濫用可能難以實現，延遲使用藥物也是有用的。 

3.在許多情況下，青年被視為目標人群和問題，而沒有同時被看作預

                                                 
16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四屆會議(2001.3.20-3.29)。藥物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

少年中藥物濫用的世界情勢會議摘要。2016/2/7 取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V00/598/87/PDF/V0059887.pdf?OpenEle
ment。頁 4 

17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四屆會議(2001.3.20-3.29)。藥物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

少年中藥物濫用的世界情勢會議摘要。2016/2/7 取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V00/598/87/PDF/V0059887.pdf?OpenEle
ment。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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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藥物濫用的資源。通過向青年提供重要、準確和可靠的資訊來提

高他們的認知，是激發他們的關心的第一步。他們的積極參與可以

在預防藥物濫用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外，至關重要的是在提高決策

者和廣大公眾認知的努力中讓人聽到他們的聲音，並認真考慮青年

有關應採取行動的建議。青年應參與制定預防方案的所有階段。還

有明確的跡象表明，讓青年在同伴領導的倡議中充當預防宣導員可

以產生理想的效果。18 

同伴教育是教育方法和預防藥物濫用工作方面較新的創新。對各種

方案的研究表明，以同伴為基礎的辦法對於阻止和減輕藥物濫用的不良

健康後果非常有用。青年更有可能聽取並採納有類似經驗的某人的建議

而不是老師和社會工作者的建議。然而，應認真制定以同伴為基礎的干

預措施的計畫。重要的是確定干預措施的目標並確保仔細挑選同伴教育

者。19 

藥物濫用行為的改變通常較緩慢。因此，需要將預防方案長期保持

下去以便產生效力。以開展幾項研究，以便監測關於青年對藥物的態度、

認為藥物危險和傷害的看法和濫用情形。例如，一些研究表明，關於與

特定藥物有關的危險和傷害的觀點要改變，需用三年的時間才改變成這

種藥物的濫用率的上升或下降。兒童或青年對藥物的觀點在很長時間內

才發生大的變化。各種環境可以對在某些情況下似乎取得成功的預防方

案的成功機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預防藥物濫用是一個連續過程，

需要在兒童和青少年發展的各個階段得到加強，特別是在生活的關鍵轉

                                                 
18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四屆會議(2001.3.20-3.29)。藥物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

少年中藥物濫用的世界情勢會議摘要。2016/2/7 取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V00/598/87/PDF/V0059887.pdf?OpenEle
ment。頁 22-23。 

19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四屆會議(2001.3.20-3.29)。藥物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

少年中藥物濫用的世界情勢會議摘要。2016/2/7 取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V00/598/87/PDF/V0059887.pdf?OpenEle
ment。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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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時刻。20 

 

三、目前防制青少年藥物濫用措施 

 

聯合國根據國際藥物管制公約，規定對於濫用毒品者應以治療、康

復、融入社會和病後護理替代刑事司法制裁。我國刑事政策對毒品犯之

處遇，亦轉向以「治療」替代「刑罰」，與聯合國處置措施雷同，2006 年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採任務編組的方式成立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負責

毒品的預防宣導、追蹤輔導、轉介治療、工作計畫訂定與會議召開，提

供相關社區處遇措施，與中央形成縱向、橫向嚴密連結的防毒網絡，提

供相關社區處遇措施。 

依據麻管局 2014 年報告，在美洲的巴貝多各學校減少需求的教育獲

得美國抵制藥物濫用教育方案的支助。其在國家藥物濫用委員會的贊助

下，45 所小學實施了「毒品決策」方案。2014 年 2 月，巴貝多政府啟動

了毒品治療法院。主要挑戰依然是可用的毒品治療備選辦法有限。有兩

個中心提供治療和康復服務，但對具有吸毒相關問題的人提供沒有最低

標準的護理。21 

在亞洲地區社區治療辦法仍然受歡迎。例如柬埔寨政府進一步加強

了這一辦法，2012 年向大約 1,300 人提供了正在實施的吸毒治療（占苯

丙胺類興奮劑濫用者的 87%）。中國指定了 38 個國家示範單位和 51 個試

行網站，推行社區治療辦法，而老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擴展了社區治

療，納入了濫用苯丙胺類興奮劑的情況。2012 年，汶萊達魯薩蘭國實行

                                                 
20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四屆會議(2001.3.20-3.29)。藥物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

少年中藥物濫用的世界情勢會議摘要。2016/2/7 取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V00/598/87/PDF/V0059887.pdf?OpenEle
ment。頁 24-25。 

21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52.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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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在治療中心收治者最終釋放之前予以臨時釋放的辦法，目的是方便他

們更順利地重新融入社會。22而西亞的阿富汗於 2013 年 12 月通過了

2012-2016 年期間減少毒品需求國家政策，主要目標是防止兒童和青少年

等弱勢群體成為藥物濫用者，減少藥物濫用對受影響社區的社會和健康

影響，向所有藥物濫用者提供許可的優質標準化治療和康復服務，並建

立流行病學和政策協調中心，以收集、分析、傳播和利用毒品需求數據。

23而科索沃目前有 6 個吸毒者治療機構。2013 年期間和 2014 年初，科索

沃警方把重點放在學校，組織了幾次辯論並製作了手冊，以提高青年人

對吸毒和酗酒的危害的認識。24大麻依然是歐洲聯盟最流行的濫用毒品，

據歐洲毒品和毒癮監測中心稱，估計成人的年度流行率為 5.3%，15-34

歲的年度流行率為 11.2%，15-24 歲青少年的年度流行率為 13.9%。估計

歐洲幾乎 1%的成人每天或幾乎每天使用大麻。如今大麻是最經常被引述

為首次參與治療方案者濫用的主要毒品，繼 2006-2011 年期間增加之後，

此類案例數量在 2012 年趨於穩定。與大麻有關的緊急醫療情況是一些流

行率較高的國家面臨的日益嚴重的問題。雖然西歐和中歐大麻濫用流行

率依然較高，但是有跡象表明整體呈現平穩的趨勢。然而，流行率低的

一些國家最近報告大麻濫用程度提高，而在大麻濫用率較高的一些國

家，有證據表明此類濫用逐步下降。在歐洲聯盟 15-24 歲的人中開展的

調查發現，大麻濫用的終生流行率、上一年流行率和上個月流行率在 2004

至 2011 年期間總體下降，但流行率在 2011 至 2014 年期間上揚。2014 年

6 月，15-24 歲的上一年大麻濫用流行率為 17%，高於 2011 年的 14%。該

次區域與大麻濫用有關的趨勢整體狀況因可用“產品＂類型日益多樣化

                                                 
22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71.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23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77-78.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24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86.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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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變得愈加複雜，其中包括強藥效的大麻藥草和合成大麻類產品。25 2013

年歐洲查獲的新型精神活性物質達到創紀錄的數字，這對公共健康的挑

戰讓人深感憂慮。2014 年 6 月歐洲聯盟對 15-24 歲青少年進行的調查發

現，此類物質濫用終身流行率從 2011 年 5%增至 2014 年的 8%，增加最為

顯著、達到兩位數的國家是愛爾蘭（從 16%增至 22%）、西班牙（從 5%增

至 13%）、斯洛維尼亞（從 7%增至 13%）、法國（從 5%增至 12%）、斯洛伐

克（從 3%增至 10%）和聯合王國（從 8%增至 10%）。據報告歐洲死亡人數

與各種新型精神活性物質消費有關，包括 4，4＇-DMAR（甲米雷司的對甲

基衍生物）、AH-7921（合成類鴉片）、亞甲基二氧吡咯戊酮（合成卡西酮

衍生物）、MT-45（類鴉片）和 methoxetamine（作為氯胺酮替代品銷售），

這些是歐洲員警組織和歐洲毒品和毒癮監測中心近期報告的重點。而在

聯合王國，與氯胺酮和甲氧麻黃酮有關的新治療案例近年來有所增加，

其中青年治療案例占 10%，成人治療案例為 2%。26 

 

四、防制措施分析 

臺灣近年來，毒品犯罪一直佔所有犯罪類型的最大宗，毒品犯在監

獄之受刑人也高居所有受刑人之首位。政府於 1994 年 6 月 3 日召開「全

國反毒會議」，正式提出「向毒品宣戰」的決心。同年將「肅清煙毒條例」

進行大幅的修改，更名為全新面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例」，1998 年 5 月

20 日由總統府公佈施行「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法務部即設置觀察勒戒所

與戒治所推行觀察勒戒與強制戒治。2001 年 1 月行政院將反毒議題併入

較高層級的治安會報「行政院強化社會治安專案會議」中。我國反毒策

略於 2006 年 9 月「行政院毒品防制會報」跨部會工作會議決議，由過去

                                                 
25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91.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26Report 2015，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11.2016/5/1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5ChineseAR_2015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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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絕供給、降低需求」，調整為「首重降低需求、平衡抑制供需」，加

強反毒之預防工作，並建立「防毒」、「拒毒」、「戒毒」及「緝毒」之四

大工作區塊，行政院為執行反毒新策略，於毒品防制會報下分設「拒毒

預防組」、「毒品戒治組」、「國際參與組」、「防毒監控組」、「緝毒合作組」

等 5個分組。27 

關於先驅化學品，麻管局注意到，在一些國家，可能仍然沒有制訂

或充分實施必要的立法和管制措施。由於一國政府的國內監管制度也是

能夠在化學品離境之前向進口國通報該化學品出口情況的，故而請各國

政府採取和執行國家管制措施，以便有效監測先驅化學品的動向。此外，

一旦查明任何薄弱環節，請各國政府進一步加強現有先驅管制措施，通

過實施這些措施，各國將能減少被販毒者視為目標的風險。28 

依 2007 年 6 月 22 日行政院修訂「預防少年兒童犯罪方案」。該方案

以「一般預防」、「特別預防」及「再犯預防」等 3 級預防策略擬定各項

具體措施與工作項目，以「降低少年及兒童之犯罪人數」為量化的具體

目標。依據行政院於 2006 年擬定之「毒品防制政策整體規劃報告」，拒

毒預防係以「多元拒毒」為防制理念，核心工作項目含括教育、輔導、

早期介入的預防藥物濫用核心理念，與青少年藥物濫用防制，這是我國

目前較明確之青少年藥物濫用防制策略。 

                                                 
27法務部、衛福部、教育部，《2014 年反毒報告書》(臺北：法務部，2014 年)，頁 5。 
28Report 2014，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PP.91.2016/2/13 摘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4ChineseAR_2014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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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與臺北市青少年毒品濫用現況 

 

當代各國莫不重視青少年成長生涯所面臨的各種問題，而青少年犯

罪問題已逐漸成為各先進國家首要關切的議題，尤以近年來青少年藥物

濫用，嚴重戕害身心健康，衝擊青少年犯罪，影響社會健全發展，已儼

然形成各國犯罪防制的核心議題。受到「毒品無國界」的全球性影響，

我國近年來亦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嚴峻的青少年藥物濫用所帶來的各項

棘手問題，更隨著新興濫用藥物不斷推陳出新，據「行政院衛福部食品

藥物管理局」通報案例分析，愷他命的使用正以驚人的速度逐年激增，

不僅用藥年齡逐年下降，青少年濫用藥物的總人數正以大幅的速度逐年

成長。施宇峰、範兆興彙整相關文獻，指出我國近年來毒品氾濫趨勢符

合國際化、專業化、多元化、年輕化的世界性共同特徵。29 

 

一、臺灣青少年毒品問題 

 

(一)名詞定義 

1、青少年：依兒少法規定「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為少年，未滿 12 歲

以下為兒童。」 但受限於衛福部為藥物濫用之統計方

式，本研究所定義之青少年為 20 歲以下之民法規定未成

年人。 

2、藥物濫用：舉凡不是以正當醫療用途為目的，且在未經醫師處方

或指示的情況下，過度使用某種藥物，而可能造成個

                                                 
29吳吉裕、陳巧雲，〈青少年販毒組織架構及其網絡分佈之初探〉，《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

期刊》，第 1期(2014 年)，頁 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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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健康危害，即稱為「藥物濫用」。 

 

(二)臺灣青少年藥物濫用趨勢 

 

依據我國衛生福利部 2014 年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結果顯示，2014 年藥

物濫用盛行率為 1.29%，低於 2009 年藥物濫用盛行率 1.43%。其中以年

齡層區分:12~14 歲盛行率為 0.3%、15~17 歲盛行率為 0.7%、18~24 歲盛

行率為 1.9%，而且 18~44 歲為藥物濫用最多之年齡群，其中 35~44 歲以

使用安非他命為主，18~24 歲則以愷他命居多。 

另 2014 年藥物濫用使用排名，第一名為安非他命、第二名為愷他命、

第三名則為大麻，而 2009 年另一次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結果前一、二名濫

用藥物種類不變，第三名則改為 MDMA。而這些藥物濫用者中首次藥物

濫用動機以「好奇」(66.7%)為主，其次依序為「放鬆自己/解除壓力」

(14.2%)、「因為朋友有用」(13.0%)及「娛樂助興」(11.7%)。取得濫用

藥物來源主要集中在娛樂場所，約占 44.4%。另一項則為對藥物濫用成癮

之觀感調查，主要以調查民眾對日常生活中聽到「使用毒品」之看法，

是認為使用毒品是一種犯法的行為?是一種生病的情形?是一種生病的情

形，也是犯法的行為?抑或使用毒品是個人選擇，既不犯法也不是生病?

而調查結果顯示國人已漸漸將藥物濫用成癮視為一種慢性疾病，是需要

接受治療的。 

學者周碧瑟曾經以橫斷面的研究來追蹤不同的藥物使用者其盛行

率，研究顯示出我國在校青少年用藥盛行率在 1.0％~1.4%之間（調查期

間分別為 1992、1993、1994、1996、1997、1999 年），陳為堅於 2003 年

2005 年三年間研究中的全國青少年非法藥物使用調查中，指出 2003 年為

1.5％、2004 年盛行率為 1.41%、2005 年高中為 1.28％，高職 3.04％，

陳為堅發現的盛行率相較之下，使用非法藥物的青少年盛行率在高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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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較高傾向。柯慧貞在全國大專院校學生藥物使用盛行率及其相關社

會心理因素研究中，發現大學生於 2004 年盛行率為 1.9％、2005 年為 1.7

％及 2006 年為 2.1％。李思賢於 2008 年隨機抽樣全國高中高職二年級學

生，發現日間部使用非法藥物盛行率 0.8%，夜間部 4.5%，其中愷他命、

安非他命與搖頭丸分別為使用藥物種類前三名，由幾位教授研究中看出

在學學生在非法藥物使用的盛行率似乎還算穩定，但是有逐漸上升的現

象。30 

另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 2010 至 2011 年委託科技研究計劃數據揭

示，全國青少年調查發現，使用過非法藥物的粗盛行率，國中一年級與

三年級分別為 0.45%和 0.79%；高中一年級和三年級分別為 0.52%和

0.62%；高職一年級和三年級分別為 1.35%和 1.11%。31顯見這不僅是學校

師長、家長，更是社會及國家都需重視的議題。 

此外衛生福利部 2014 年度醫療院所通報藥物濫用個案件數共計

17,896 件，根據通報資料所做趨勢分析，19 歲以下年齡層使用藥物種類，

以愷他命所占比例最高(48.3%)、(甲基)安非他命(36.5%)次之、MDMA 

 (12.8%)則排名第三(參見表 4-1)。若從 2014 年法務部受感化教育少年

數據資料分析:少年輔育院新入院受感化教育學生 786 人，較上年 865 人

減少 79 人(9.1%)；若依性別分，男性 683 人占 86.9%，女性 103 人占

13.1%。而新入院學生中，觸犯刑罰法令行為者 669 人占 85.1%，刑罰法

令之虞犯者 117 人占 14.9%。在觸犯刑罰法令者 669 人中，以毒品罪 209

人占 31.2%最多，其次為竊盜罪 184 人占 27.5%。而若以 2014 年底在院

學生 1,104 人，較上年底 1,270 人，減少 166 人(13.1%)。在院學生中，

                                                 
30李思賢、林國甯、楊浩然、傅麗安、劉筱雯、李商琪，〈青少年毒品戒治者對藥物濫用

之認知、態度、行為與因應方式研究〉，《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期刊》，第 1期(2009 年)，

頁 3-4。 
31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2010-2011)，〈青少年藥物濫用預防教育指標建構及介

入研究〉，委託科技研究計劃，研究計劃編號:DOH99-FDA-61212、DOH100-FDA-61204。

轉引自吳吉裕、許華孚，〈青少年販毒組織之研究-一個質性研究的分析途徑〉，教育部

編，《104 年反毒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15 年，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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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犯刑罰法令行為者 957 人占 86.7%，虞犯行為者 147 人占 13.3%。在觸

犯刑罰法令行為者 957 人中，以毒品罪 283 人占 29.6%最多，其次為竊盜

罪 271 人占 28.3%。 

依據教育部校安中心數據，2014 年學生藥物濫用通報人數 1,700 件，

較 2013 年 2,021 件略為下降(參見表 4-2)，其中以疑似施用第三級毒品

人數為最大宗，並以高中職 1,031 人(60.6％)為主，國中 582 人(34.2％)

次之(參見表 4-3)。以毒品分級統計部分：三級毒品(愷他命、FM2、一粒

眠)占最多(計 1,453 件，占 85.5%)，二級毒品(安非他命、MDMA 搖頭丸、

大麻)次之(計 241 件，占 14.2%)。32 

據上述教育部校安通報數據顯示，學生最愛濫用的藥物以三級毒品

愷他命為主，與衛福部醫療院所通報藥物濫用個案件數及法務部歷年查

緝當量呈現趨勢一致傾向，顯見我國青少年對三級毒品濫用情形激增，

且對藥物成癮危害及法律規範認知之不足，確實值得相關單位共同來面

對及關注，相關毒品問題未獲得良好的控制問題，仍持續考驗政府的決

策智慧。 

                                                 
32教育部、法務部、衛生福利部、外交部，《2015 年反毒報告書》(臺北：教育部，民國

2015 年)，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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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3 年各機關通報藥物濫用個案之各年齡層之濫用藥物種類順序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表 4-2:98 年至 103 年學生藥物濫用類別分級統計表 
 

資料來源:教育部校安通報。 
 
 

表 4-3:99 年至 103 年不同學制學生藥物濫用歷年通報人數表 

資料來源:教育部校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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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北市青少年涉毒情形 

 

依據學者周碧瑟等人於 1999 年研究:在大臺北地區執行的青少年外

展調查計畫發現，每七個有逃學經驗的受訪者當中，即有一個使用過非

法藥物( 15 %-18%) 而沒有逃學的人則為 3%。33劉淑芬等於大臺北地區進

行成癮物質使用調查結果發現，臺北縣、市 12 歲以上居民的非法藥物濫

用盛行率為 1.6%，首次使用原因皆為好奇，影響其用藥主要關鍵人為朋

友，另菸、酒、檳榔為非法藥物入門物質，使用入門物質者有較高機率

傾向會使用非法藥物，尤其有吸菸、嚼檳榔者；首次使用非法藥物年齡

為 20 歲;使用非法藥物種類前三名為「安非他命」、「大麻」、「強力膠」

等。34顯見有菸、酒等物質濫用習性的青少年，值得家長好好關注。 

另以全國員警機關 2011-2015 年查獲 6-17 歲毒品嫌疑犯數據來看，

近 5年來嫌疑犯數據迭有增減，但以 2015 年查獲之 1,941 人最多，2011

年 1,320 人最少(較 2015 年減少 32.0%)(參見表 4-4)；而以臺北市政府

刑事員警大隊公佈之 2011-2015 年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兒童少年嫌

疑犯人數亦呈逐年增減情形，其中以 2013 年 154 人為最多，2014 年 82

人為最少(較 2013 年減少 46.8%)(參見表 4-5)。 

 

 

 

 

                                                 
33周碧瑟，〈臺灣地區在校青少年藥物使用流行病學調查研究〉，行政院衛生署 88 年度委

託研究計畫，研究計劃編號: DOH88 -TD-1064。轉引自劉宜廉、徐秋君、陳聘琪、楊

佩君、林誠、薛素美，〈宜蘭地區青少年非法藥物使用及其防制策略之研究〉，《健康管

理學刊》，第 2期(2009 年)，頁 167。 
34劉淑芬、李品珠、呂孟穎、蔡文瑛、李志恒，〈大臺北地區成癮物質使用調查〉，《台灣

衛誌》，第 4期(2006 年)，頁 27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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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全國員警機關查獲 6-17 歲毒品嫌疑犯人數(單位：人) 

 

總計 總計(人) 男(人) 女(人) 

2011 年 1，320 989 331 

2012 年 1，658 1，345 313 

2013 年 1，520 1，254 266 

2014 年 1，386 1，098 288 

2015 年 1，941 1，523 418 

資料來源:警政署。 

 

 

表 4-5:臺北市兒童少年嫌疑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單位：人) 

 

總計 總計(人) 男(人) 女(人) 

2011 年 92 78 14 

2012 年 89 74 15 

2013 年 154 122 32 

2014 年 82 69 13 

2015 年 106 80 26 

資料來源:警政署。 

 

 

表4-6:教育部2011-2015年不同學制學生藥物濫用通報人數表(單位:人) 

 

 

 

 

資料來源:教育部校安通報。 

 

年度 國小 國中 高中 合計 

2011 3 598 1，174 1，775 

2012 8 855 1，503 2，366 

2013 10 641 1，257 1，908 

2014 8 582 1，031 1，621 

2015 7 600 1029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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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臺北市2011年至2015年各學制藥物濫用學生通報統計(單位:人) 

 

資料來源:教育部校安通報。 
 
 
 

而以教育部 2011-2015 年校園學生藥物濫用通報數據分析(扣除大專

人數): 數據亦是呈現迭有增減，但以 2012 年通報之 2,366 人最多，2014

年 1,621 人最少(較 2012 年減少 31.5%)；以臺北市近 5年數據而言，以

2012、2013 年通報之 224 人最多，2015 年 171 人最少(較 2012、2013 年

減少 23.7%)(參見表 4-6)。若以臺北市學生占教育部全國高中職以下學

校濫用藥物個案數比例看，2011-2013 年大致呈比例增加傾向，2014-2015

年則呈逐年所佔比例減低情勢(參見表 4-7)。若單以人數增減趨勢相比，

顯示臺北市與全國發現之趨勢相符，並無太大差異。而以學制分析，同

樣是高中所佔人數最多，顯見高中職階段是濫用藥物之高風險時期，而

我預防毒品教育更需預先實施於國中時期，以增加青少年藥物濫用預防

之相關知能及拒絕技巧。另以臺北市高中職日、夜間部加以細分，則發

現夜間部學生情況嚴重於日間部學生，由於夜間部學生屬於晚間上課，

加上白天可能有工讀或工作，接觸分子較為廣泛且複雜，導致接觸毒品

機會亦提高許多。由於學生大都於校外場合施用毒品，且發生場合多為

群聚性場合，通常在面對團體大部分人都在使用的壓力或不好意思拒絕

下，而第一次使用毒品，不肖藥頭常會透過開轟趴或耶誕節、跨年等節

慶歡樂氣氛下，透過青少年一同開趴同歡，藉機提供一些中樞神經興奮

年度 國小 國中 高中 總計 

2011 年 0 38 101 139(7.83) 

2012 年 0 50 174 224(9.59) 

2013 年 0 33 191 224(11.74)

2014 年 2 27 152 181(11.17)

2015 年 1 13 157 171(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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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藥物，炒熱場合氣氛，讓不知情的青少年因而成癮，間接也形成了類

似群聚性感染般，一人吸毒後，周遭同儕慢慢也會淪陷。 

國內目前藥物濫用已呈多元化趨勢，以北市校園內青少年而言，早

期發現的濫用藥物學生個案，若同時具家庭親子間溝通不良因素者，經

常也是使用愷他命的高危險群，藥物濫用通常亦由此時開始，若同儕間

有藥物濫用者，常因藥物取得容易，進而促使其開始嘗試使用毒品，身

心也因此將嚴重受到傷害；同時，筆者在教育現場觀察，愷他命濫用者

在使用一段時間後，部分青少年會進階使用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甚或再

進階至涉及販賣及施用一級毒品海洛因，因此為避免愷他命成為學生之

入門毒品，加強校園學生對毒品危害的認識，及建立正確用藥觀念與拒

絕毒品的能力實為當務之急。 

分析臺北市校園學生藥物濫用發現主要原因如下 

(一)夜間部學生因環境複雜，易受影響而用藥 

夜校學生一般於夜間或週末上課，修畢學分即可取得相當於高中或

職業學校畢業之畢業證書，學生組成年齡層較為廣泛，學生在外顯

行為上多有言語粗暴不雅，破壞校內環境、設備及校園打架、恐嚇，

在內顯行為上常見的非社會行為有表現消極、自我封閉、沒精神、

翹家、逃課等。夜校平均留校時間短於日間部學生，大多僅半天時

間，學校接觸學生及控管時間較少，且多數學生家庭背景及經濟狀

況不佳，學生因經濟壓力需要工作賺錢，導致其社會化程度較高，

易造成學生價值觀念偏差，肇生管理上困難。 

(二)非法物質容易取得（安非他命、愷他命及新興毒品） 

因現今聲光娛樂場所、網咖、ＫＴＶ、飯店開轟趴等公眾場地普及，

年輕人在好奇心驅使、同儕邀約或追求刺激等因素使然，易吸引青

年學子流漣其間，藥頭利用部分學生對毒品危害及濫用藥物的認知

不足，一方面利用其年幼無知，易受同儕慫恿好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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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青少年藥物濫用原因 

 

國外研究早已論證青少年藥物濫用極可能持續到成年，並會增加未

來為上癮者或從事其他犯罪的機會。35因此如以社會整體防治犯罪成本考

量，針對藥物濫用青少年如越能及早於青少年時期予以防治，勢必越能

節約成本並加大成功機率。研究結果指出，青少年淪為吸毒及販毒的主

要因素，在於學校與家庭生活的雙重挫敗，青少年在無法附著於學校和

家庭的情況，導致個案輟學與離家，在染上毒癮和不良夥伴牽引下結識

藥頭，為支應吸食毒品龐大花費，最終淪為販毒的藥頭。36長時間藥物濫

用，使青少年出現多種犯罪行為，影響公共秩序與社會安寧，甚至造成

許多社會問題；而藥物濫用成癮者針對社會而言，亦造成沉重的社會經

濟負擔。整體毒品防制工程，實應及早施行於青少年，因為個人一旦成

為毒品成癮者，縱然事後輔以矯治、戒治等龐大刑事司法和醫療資源，

其成效依舊有限。分析目前青少年藥物濫用原因如下: 

(一)心理因素 

青少年吸毒或藥物濫用以「朋友的引誘或影響」的因素為最多，

同儕在青少年階段是具有影響力，若再加上少年們「好奇心的驅使，

想試試使用藥物的感覺」那麼就更容易踏入毒品的陷阱裡。青少年

除了常因好奇或受同儕引誘外，通常會藉由吸食毒品來突顯自我，

向外界宣示自己已可以獨立自主，或是想凸顯自己比別人勇敢，而

這往往也顯現青少年行事考慮不周全、不顧後果的衝動性格。由於

取得管道的容易使得青少年有高度機會接觸毒品，青少年為強調自

                                                 
35吳吉裕、陳巧雲，〈青少年販毒組織架構及其網絡分佈之初探〉，《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

期刊》，第 1期(2014 年)，頁 38。 
36吳吉裕、陳巧雲，〈青少年販毒組織架構及其網絡分佈之初探〉，《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

期刊》，第 1期(2014 年)，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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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勇敢，常相互言語刺激，因此施用毒品變成認定勇敢與否的象

徵。 

從社會學的意義來說，少年期是從依賴的兒童期進入獨立的成

人期之過渡階段，在這過渡階段中表現出一種地位不連續的危機。

處於此過度時期的青年，常常無法明確判斷，某種行為是屬於兒童

還是成人的舉止，少年往往會藉由參與同儕團體活動，逃避這種不

確定感，漸漸學習一個獨特性質的少年社會模式。37因此迫於團體的

壓力，青少年群體的盲目從眾行為，都可能促使其易受毒品的誘惑

而使用毒品，而少年施用毒品的原因有其階段性，先從好奇、同儕

之間的刺激，進而有一點點的成癮、爾後依賴、最後變成習慣。使

用原因有其階段性，因此防制作為，首要先判斷少年目前所屬哪一

階段甚或什麼樣的動機來施用毒品，並據以進行防制。38 

 

(二)環境因素 

特定的外部環境因素在某種程度上對毒品濫用起著推波助瀾的

作用。這些因素包括，毒品是否容易獲得、周圍的人群是否大多吸

食毒品，選擇吸食毒品是否與某種特定的社交活動緊密聯繫等。39 

1、娛樂社交環境 

國內毒品問題延伸至公眾娛樂場所已久，尤其青少年接觸這些娛

樂場所的機會越多，隨意進出機率頻繁，藥頭借機利用毒品誘惑

青少年施用，相關娛樂場所管理制度混亂，如再加上警察機關查

處力度小，青少年接觸的機會就越大，受毒癮影響就越深，遭受

                                                 
37周國雄、施威良，臺北縣近七年來少年犯罪趨勢調查(2000-2006 年)，臺北縣少年輔

導委員會九十六年自行調查報告，調查單位:臺北縣政府警察局少年隊、臺北縣少年輔

導委員會，民 96 年，頁 7-8。 
38馬耀中、林志鴻，〈少年施用毒品現況研究少年員警隊員警之觀察〉，《青少年犯罪防治                  

研究期刊》，第 5卷第 2期(2013 年)，頁 128。 
39畢穎茜，〈娛樂場所青少年毒品濫用成因及對策分析———以歐盟國家為例〉，《法制與

經濟》，第 353 期(2013 年)，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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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犯罪被害的危險性亦會大幅度增加。娛樂場所管理混亂，青

少年群體進出娛樂場所的自由度較大，若加上員警等相關執法部

門查處力度小，青少年群體受毒品等次文化影響就較大。青少年

時常出入聲光娛樂效果場所，其遭受犯罪被害情境和進行毒品犯

罪活動的機率會大幅度增加。另現下青少年用藥原因，不似以往

以逃避個人身心痛苦為主，反而以追求享樂與高度消費物慾居大

多數，因此在娛樂場所一旦從好奇進階成社交行為，進入成癮的

可能已大幅提高，更可怕的是毒品在少年族群擴散的速度將高度

提昇，對於初施用毒品的罪惡感也將消失殆盡甚至合理化吸毒行

為。40
在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某些藥物的濫用可能不再侷

限於少數處於邊緣地位的青年，而正在成為主流青年次文化中生

活的主要部分。有證據表明，一些使用藥物的方式有時被描繪成

與成功、時髦和富裕的生活方式聯繫在一起。41因此對於身心正在

發展的兒童與青少年，在毒品尚未造成永久性傷害之前，實施預

防教育是必要的。 

2、家庭環境因素 

青少年對家庭觀念與對父母的權威感在新世代青少年的觀念裡，

已經逐漸淡化，有些青少年在與父母意見不同時，聽從父母的意

見不再是唯一的選項，因其自我的觀念已逐漸成形，再加上剛好

處於叛逆期，青少年不想被拘束的現象已具體呈現。 

以往我們總認為犯案少年必出自單親家庭、隔代教養、低收入戶

家庭中，但依近年來犯案少年家庭狀況分析，雙親家庭與單親家

                                                 
40馬耀中、林志鴻，〈少年施用毒品現況研究少年員警隊員警之觀察〉，《青少年犯罪防治

研究期刊》，第 5卷第 2期(2013 年)，頁 137。 
41聯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四屆會議(2001.3.20-3.29)。藥物濫用特別是兒童和青

少年中藥物濫用的世界情勢會議摘要。2016/2/7 取自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V00/598/87/PDF/V0059887.pdf?OpenEle
ment。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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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犯案少年有遞增或遞減之相對趨勢，近年來雙親家庭的少年犯

罪比例有略提升的傾向，甚至已超過單親家庭，且大部分家庭經

濟狀況皆為小康，並非我們一般認為的家境貧困。顯見現今家庭

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家庭是個人自出生最開始接觸的環境，也

是成長生活中，佔據最多時間的地方，社會因著環境的快速轉變，

家庭教育型態也隨之轉變，有管教專制型、放任教育型、溺愛過

寵型、破碎家庭型等，在親子缺乏良好的溝通下，子女通常容易

將父母的關懷或管教，視為是一種壓力來源或不合理的要求，回

饋給父母的通常是叛逆或對立；另一個影響因素則是家庭環境與

氣氛，在父母吸毒的家庭，其親戚、朋友和陌生人也吸毒的可能

性相對增大，使兒童可能遭受情感和身體傷害。此外，使得此種

環境的兒童更有可能從事犯罪、吸毒和產生少年違法行為。42可見

家庭環境對青少年有著深遠的影響，青少年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得

到應有的關懷與溫暖，偏差行為與觀念也未被及時正確引導，在

藥物濫用行為產生之初未被發現並加以制止，等到想予以嚴加管

教時為時已晚，可見藥物濫用行為與不良的家庭環境是唇齒相依

的，其影響作用作為家長的不可低估。 

3、學校環境因素 

不當的家庭常導致親子關係的緊張，甚至不和諧、不完整的家庭

亦會影響青少年在學校課業或活動的投入，造成正值就學年齡的

他們對學業無法適應、師生關係緊張、學生心中困擾無處傾訴、

再加上同儕團體等因素影響，造成學生輟學或失學等現象，讓許

多青少年在街頭遊蕩。這些學生通常長期與父母疏離、對升學感

到無望、對未來找不到出路，且他們與不良同儕相處時間較多，

                                                 
42國際麻醉品管制局，2013 年報告，維也納: 麻管局，2013 年，頁 6。(2016/2/13 取自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13/Chinese/AR_2013_
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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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在校園中得到的是負面的對待，及與同學有不好的關係，導

致他們對於校外不良同儕的團體投入越多，各種犯罪的情境與信

念動搖漸漸籠罩他們，不法分子便借機利用毒品為犒賞或毒品有

較高的利潤來誘惑青少年從事毒品犯罪活動。 

 

(三)法治觀念缺乏 

青少年犯案觸法時往往因對自我行為未深思熟慮，更因未有足

夠的法律常識與觀念保護自己，容易因一時的憤怒、貪心、無知而

觸犯法律，例如:大部分青少年認為，偶而請同學或朋友抽一支愷他

命香菸並不違法，或施用三級毒品根本不須負法律責任，顯示在大

部分青少年的法律常識仍顯不足，顯見青少年法律常識是需特別加

強。 

但若法律的宣導僅是硬生生的法條，缺少趣味的呈現方式，要

求青少年願意學習及聆聽法律規範，當然會有少年因無知而犯法，

無法產生守法態度與易發生偏差行為。所以在推動青少年法令宣導

時，宜以貼近時下青少年生活型態，藉由輕鬆、生活化方式，以較

淺顯易懂或設計生動活潑的宣導方式，再結合以時下流行的用語，

相信必能讓青少年在寓教於樂的情境中吸收，並且將反毒種子深植

於他們的心中，以克服預防犯罪之首要之屏障。 

筆者曾經參與反毒宣導劇團到校園為學生推廣宣傳反毒知識，

藉由舞臺上演員誇張、逗趣的表演方式，從青少年角度結合時下流

行語言和青少年對話，從頭到尾絕無冷場、笑聲不斷，且還有與學

生互動問答，帶動學生對拒絕毒品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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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青少年毒品防制政策 

 

各國政府均為其國家毒品問題施行各種政策以防制毒情蔓延，對青

少年的毒品防制方面，更是提供各種保護、教育和預防措施，以免他們

於青少年時期就有成癮情況產生，其方式雖因各國文化、政治、經濟而

有所不同，但皆是需依賴國家各部門及各類人員之間共同協調合作，方

能達到成功的目標。 

 

一、法律與執行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例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與講習辦

法，「無正當理由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成年者處行政罰，

少年者處保護處分，分述如下： 

 

行為 處遇政策 相關規範 

無正當理由

施用第三級

或第四級毒

品者 

成年 

行政罰： 

處新台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

鍰，並應限期令其接受 4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毒品危害防制條

例第 11-1 條第 2

項員警機關查處

第三級、第四級

毒品應注意事項少年 

保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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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少事法虞犯之規定) 

 

我國現行對於非法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之處遇政策，因其成癮性較

第一、二級毒品為低，兼以其濫用情形多屬為娛樂而暫時施用，並無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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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犯罪化及施以觀察勒戒或強制戒治戒斷毒癮保安處分之必要，故以行

政罰為手段，使其知所警惕。少年者則依教育先行政策先予以輔導，若

輔導無效或遭警查獲則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屬少年虞

犯範疇，依行為之嚴重程度由少年法庭裁定，給予訓誡、假日生活輔導、

保護管束處分、勞動服務、安置於福利機構或令入感化教育處所。 

    故針對非法施用三級毒品者處強制勒戒與現行法令不符，且三、四

級毒品成癮性較低，其心癮遠大於身癮，戒斷症狀亦不明顯，雖勒戒處

分有助於個案暫時停止用藥行為，惟其心理層面若未能輔以協助建立正

確觀念及認知，再接觸毒品的機率仍非常高，若藉由司法強制力或刑罰

手段處罰第三、四級毒品施用者，恐將導致在學少年學業中輟及白領階

級工作中斷等負面影響，尤其少年涉世未深，多受同儕、環境影響而接

觸毒品，宜優先以醫療模式處遇之。若使用刑事制裁方式處罰此種本質

上屬於病人之毒品施用者，違背刑罰之最後手段性，混淆第一、二級毒

品與第三、四級毒品之分類，更將造成刑案前科之標籤與汙名效應，嚴

重影響個案未來生涯發展，因此，現行相關法令未修正前宜維持相關處

置作為，並整合社會資源健全藥物濫用個案輔導機制及作法，協助其戒

除藥物濫用行為。 

毒品反濫用措施實行困難，是由於新興合成藥物之化學結構可能改

變一個化學鍵，即可脫於法律列管範圍外，往往法律的規範來不及市面

的潮流，造成一直在補破洞的狀況，因其具有不可確定性，不易掌握等

阻礙，故法律層面或執行面向均有鑽研討論之必要。 

 

二、行政措施 

 

2009 年 5 月 20 日修正公佈之毒品危害防制條例增訂第 11 條之 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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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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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對施用或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行為之處罰。其

立法目的，係為建立相當罰則，強制實行藥物衛生安全講習，建立毒品

危害身心共識。因其成癮性較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為低，兼以其濫用情

形多屬娛樂暫時施用，並無予以犯罪化及施以觀察勒戒或強制戒治、戒

斷毒癮保安處分之必要，故以行政罰為手段，並令毒品施用者參加毒品

危害講習，使其萌生警惕，知所悔悟。43 

 

三、毒品教育宣導 

我國反毒策略之拒毒預防中，主要由教育部統合各中央機關、地方

政府及社會團體，運用各種管道，持續進行反毒宣導。近年教育部與法

務部、衛生福利部等有關機關，針對反毒宣導辦理整合性的宣導計畫，

每年度舉辦反毒才藝競賽、培訓反毒宣講志工及開發反毒影音教材，以

增進拒毒預防宣導成效。 

為帶動全民反毒意識，教育部自 101 年 6 月 2 日起推動象徵「健康、

反毒、愛人愛己」的「紫錐花運動」。44希望以「紫錐花」為反毒之意象

與代表，運用「紫錐花」傳達拒毒的觀念，讓「紫錐花運動」成為國內

反毒工作的代名詞。其反毒宣導工作同時結合各類活動，辦理反毒創意

舞蹈大賽、漆彈比賽、反毒小學堂有獎徵答、文宣海報及漫畫比賽…等，

鼓勵青少年多從事健康休閒娛樂，以提升身心健康，加強拒毒、反毒之

決心。 

校園學期間更每學年至少辦理一場反毒教育宣講，加強對學生宣導

                                                 
43許春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濫用與防制之研究〉，教育部，2015 年反毒學術研討會，

臺北:2015.6.2，頁 5。 
44教育部、法務部、衛生福利部、外交部，《2015 年反毒報告書》(臺北：教育部，2015

年)，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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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反毒觀念；另外也針對家長及教師，運用各校導師會議及家長日時

機，舉辦防制學生藥物濫用知能研習，提升教師與家長對毒品的認知與

查察能力，持續強化教師及家長藥物濫用防制知能。 

另教育部、法務務、內政部及衛福部等單位製拍反毒宣導短片，運

用傳統媒體、網際網路、便利商店電視、LED 戶外大型電視牆、電影院

等多元管道，對青少年及一般民眾擴大宣導。 

我國反毒教育透過學校藥物教育還是停留在傳統式的演講教育宣導

階段，僅著重藥物知識的傳授，而忽略了情意、技能的培養，也忽視了

反毒教育宣導評價與反毒教育內容正相關的關聯性，楊士隆等由反毒報

告書內容可以發現，對於拒毒預防仍以「反毒宣導」及「尿液篩檢」為

核心，並未紮根推展至學校、家庭、社區、社會教育的充權（empowerment）

與連結網絡，以及高危險族群的特別預防教育及輔導追蹤。整體而言，

臺灣對於青少年藥物濫用的防制工作仍視藥物濫用行為為偏差違法行

為，較忽略了藥物濫用問題背後所隱含的青少年人格成長、心理發展、

家庭問題、校園與社會適應問題。45 

 

四、醫療與戒癮 

 

聯合國2014年世界反毒日以「希望訊息:藥物成癮是可預防與治療的

(A message of hope : Drug use disorders are preventable and treatable.)」為主

題，呼籲對於已成癮者提供戒癮醫療與多元社會復健服務，並強化兒童

及年輕族群預防工作，宣導施用毒品的風險及危害。另根據世界衛生組

織與醫學證據顯示，藥癮為慢性、復發性疾病，長期施用毒品會對腦部

功能造成破壞，即便停止施用毒品，生活環境中與吸毒行為有關的細微

                                                 
45楊士隆、吳志揚，〈青少年藥物濫用防制策略評析〉，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2010 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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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索，仍會再次挑起對毒品使用的慾望，透過完善的藥癮治療與心理社

會復健，可以強化藥癮者對成癮行為的控制力，預防復發。46 

所以，國內目前對鴉片類藥癮者以美沙冬替代治療為主，使其減少

靜脈注射藥物，降低傳染愛滋病，目前查獲人數已大幅減少，但第二、

三、四級毒品施用之人數仍呈增加趨勢。國內目前 18 所少年觀護所內附

設有觀察勒戒處所，觀察勒戒人可於內接受會談及評估，並輔以反毒及

毒品危害知能。另法務部矯正署設有 7 所強制戒治所，戒治人在所內接

受各項戒治處遇，並協助為其復歸社會做準備。 

法務部 2012 年鼓勵檢察官針對施用毒品個案，採用附命完成戒癮治

療之緩起訴方式，以勵自新。2013 年將二級毒品成癮者納入緩起訴處分

附命完成戒癮治療之範圍。實務上，即由檢察官為欲戒癮之被告填寫轉

介單，讓其至地區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並由其告知指定評估之醫療院所，

如適合戒癮治療時，即進入戒毒程式。如被告因故未配合心理治療或社

會復健治療或藥物治療，或緩起訴期間，經檢警機關尿檢毒品呈陽性反

應，則撤銷緩起訴，並提起公訴。2014 年與 2013 年相較，無論第一級或

第二級毒品施用者，適用緩起訴戒癮治療制度之比例皆有下降趨勢。47 

而對於學校自行尿液篩檢發現之藥物濫用個案，學校運用校內輔導

資源，並邀家長共同參與，一起成立「春暉小組」，為藥物濫用學生討論

適合其輔導的方案，由校方與家長共同參與，給予學生 3 個月適當之輔

導，以防再次施用毒品；若學生經發現仍有施用毒品情形，則結合家長

將個案轉介至衛福部認可之藥癮治療機構，協助戒治。 

 

 

                                                 
46教育部、法務部、衛生福利部、外交部，《2015 年反毒報告書》(臺北：教育部，2015

年)，頁 126。 
47教育部、法務部、衛生福利部、外交部，《2015 年反毒報告書》(臺北：教育部，2015

年)，頁 13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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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我國近年來毒品氾濫趨勢符合國際上各國發展的趨勢，如:合成毒品

新興化、施用年齡年輕化、毒品濫用社交化、青少年防治重點化的共同

特徵，針對社會整體防治毒品成本考量，針對藥物濫用青少年如越能及

早於青少年時期予以防治，勢必越能節約成本並加大成功機率，家庭是

個人自出生最開始接觸的環境，也是成長生活中，佔據最多時間的地方，

如能掌握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與黃金契機，青少年在成長過程中得到應有

的關懷與溫暖，在藥物濫用等偏差行為行為產生之初即時被發現並加以

制止，加深對毒品危害的認識，及建立正確用藥觀念與拒絕毒品的能力；

即使已染上毒癮者，透過完善的藥癮治療與心理社會復健，讓家人溫暖

的懷抱再次接納與協助，可以強化藥癮者對成癮行為的控制力與戒癮意

志力，預防復發，協助其早日復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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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青少年毒品防制困境與防治策略 

 

當代各國莫不重視青少年成長生涯所面臨的各種問題，而青少年犯罪問題已

逐漸成為各先進國家首要關切的議題，尤以近年來青少年藥物濫用，嚴重戕害身

心健康，衝擊青少年犯罪，影響社會健全發展，已儼然形成各國犯罪防制的核心

議題。1國外研究並早已論證青少年藥物濫用極可能持續到成年，並會增加未來

為上癮者或從事其他犯罪的機會2。政府在整體反毒政策規劃中，應要特別加強

「青少年毒品防制工作」，藉由從根源斷絕國內青少年施用毒品，以免成為終身

遭毒品綁架之成癮者。青少年毒品預防策略，應從源頭查緝作為與基層宣導工作

雙軌併行，方能達到「標本兼治」的目標，以求發揮反毒最大之成效。犯罪預防

的矯治工作必須及早介入，個人防治工程若能愈早啟動，所投注的國家社會資源

就會愈少，而相對獲得的成效愈能彰顯。若我們將上揭犯罪預防的成本概念，運

用在青少年藥物濫用的防治問題上，亦能獲得相同的驗證，不應等一個人一但成

癮後，才要投以資源輔佐其做戒癮治療，而是應防範於未來，著眼於青少年，在

其未成癮前即能協助其戒治，以免即使日後有再多的資源與醫療投入，終極的治

療成效依舊有限。 

 

第一節  青少年毒品防制面臨困境 

 

由於青少年藥物濫用問題經常只是其他問題的呈現，往往背後隱含著種種複

雜的因素交錯，加上其未成年尚需監護人及法律同意及保護才能對其有處遇作

為，使得青少年毒品防制往往面臨多重困境。 

                                                 
1吳吉裕、陳巧雲，〈青少年販毒組織架構及其網絡分佈之初探〉，《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第 1期(2014 年)，頁 37。 
2吳吉裕、陳巧雲，〈青少年販毒組織架構及其網絡分佈之初探〉，《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第 1期(2014 年)，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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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教育失能 

 

現代人生活步調快速，且事務繁多，轉眼間，時間即飛快流逝，然眼前仍有

許多事務留待解決。社會緊湊的生活節奏，再加上 3C 產品及網路世代的產生，

通常家庭不當的家庭教育或缺失，常常會導致家庭關係緊張，有時甚至會造成正

值接受學校教育年齡的青少年輟學、退學等。而由於受教育程度低、缺乏技能等，

通常他們的就業層次也比較低，生活艱難，遠離家庭和學校的關懷與照顧，也沒

有家庭、學校外一些社會組織的監督和管理，缺乏社會網絡的有效支援和社會資

源，大多被封閉在不健康的次文化圈子裡，因此他們被社會嚴重邊緣化了。相比

在校學習的青少年群體，他們無論在經濟、文化，還是在生理、心理等方面，都

存在著多重的脆弱性。加上這一關鍵人生階段家庭教育的缺失，他們很容易沉迷

於夜店、KTV、酒吧等娛樂場所。往往藥物濫用事件僅是外顯的徵兆，藥物濫用

青少年通常合併著行為偏差、人際關係不良、學習意願低落、學業成就不高、師

生關係衝突，藥物濫用僅是其凸顯問題的事件。 

 

二、教育政策與學校角色 

 

近年來國家致力於教育改革，諸如「九年一貫課程」、「教科書一綱多本」、「多

元入學方案」、...、「12 年國民教育」等，各項政策的工作因應及社會所賦予教

師多元角色期望，除了使教師之工作負荷過於繁重之外，再加上家長過度干預學

校及教師教學活動，不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導致教師長期以來飽受壓力，產生

身心不平衡狀況，甚至情緒失調的問題，但同時又必須完成學校行政與家長所賦

予的任務和要求。 

伴隨著國內經濟快速發展、社會不斷進步，我國社會同時邁入激烈的社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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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階段，社會各種傳統價值備受挑戰與質疑，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及矛盾不斷

產生。隨著社會價值觀不斷的轉變和民眾生活觀念日益開放，以前最牢固的學

校、師長等組織及角色，對青少年的管教和規範力量出現了嚴重的弱化，經由自

我權益的聲張，遭扭曲為過度自我保護或家長過度干預學校行政作業，近年來，

學校對青少年在某些角色已無法有效發揮。 

校長要面對議會刁難，民代施壓，學校從選書到福利社賣什麼，都有民代介

入，老師則要面對恐龍家長指點教學，還要討好學生，因為得罪學生，說不定哪

天就上了媒體頭條；網路以「米蟲」稱呼老師，酸他們暑假加寒假，退休領更多，

還三不五時拿 18 趴出來說嘴；學生動不動就高吼要道歉；在這種文革式的批鬥

氛圍中，早走早超生，「10 個老師 8個不想幹」可能較合乎實情。3
 

加上補習班的蓬勃發展，象徵著學校教學功能的衰微，可是，在多元入學方

案的要求下，學校又必須要發展其他的功能。為了要讓學生具有多方面的才藝，

老師不得不配合家長，替學生製造各種表現機會。有些國中為了使學業成績好的

同學符合推甄條件，就想盡各種辦法，給學生「發獎狀」。有些學校從國二開始，

就讓學生輪流擔任幹部，而且設置各科「小老師」；到了國三上學期，一班三十

多位同學都有一學期以上的幹部紀錄。 

當然，在商業利益掛帥下，這樣的功能也不是不可以取代。有些補習班為了

因應多元入學，甚至推出「推甄考前衝刺班」、「推甄保證班」。而且還可以協助

學生，取得推甄資格的證明；例如與里長、社區社團合作，為學生取得公共服務

的紀錄。學校的教學功能逐漸喪失，教改花招層出不窮，教師們在疲於奔命之餘，

一方面痛心職業尊嚴喪失殆盡，一方面又擔心政府財政日益艱難，勢必要逐步縮

減公教人員福利，於是紛紛申請辦理退休。 

除此之外，道德和社會公德也對其青少年行為有一定影響和指導，但近年

來，道德和社會公德的指導和約束力量也出現了很大程度的弱化和下降，鄰里之

                                                 
3李艷秋（2015 年 9 月 10 日）。媒體評論－讓老師、軍人重返榮耀。中國時報。2016 年 5 月 6日，

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910000503-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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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守望相助的功能也不再像以前那樣對社區成員或鄰里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社

區監控能力下降，而青少年日常約束能力也降低。 

三、傳統價值受到挑戰 

現今青少年的行為普遍反映著社會的病態面，由於青少年處於發展的不穩定

性及尚未成形的思維模式，其行為往往充滿不可理解與矛盾，青少年處於邁向成

人的階段，思想和行為都不如成人般成熟，在自由展現自己的同時，對很多事都

是不加思考，尤其在接觸毒品的時候，對很多事物皆無法認真的考慮。 

由於青少年對於挫折忍耐度低，自我控制力也相對薄弱，時常會順著自身的

衝動行事，為自身在家庭及學校所受到的挫折或情感的不滿足找一個宣洩處，因

此藉由群聚性的毒品轟趴，追求一時的刺激，沉溺於玩樂中，而越是想追求，就

會顯得越不安，也會更加空虛，讓自己不斷陷於毒品的深淵中。 

目前的教育太過於尊重個人，導致部分青少年的思想都是以自我為中心作為

思考，只想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情，事情對自己有利就好，就算錯了，也要繼續做

下去，覺得老實會是一件吃虧的事。 

在盲目、衝動追求自己的快樂時，對於自身行為所產生的責任一點也不在

乎、不關心，認為考慮過多將來的事，是沒有必要的，有時不想做決定時，乾脆

跟從群體，反正別人都在做，自己做了應該也沒關係，喪失判斷的能力。而當自

己行為的責任須面對法律時，一切的責任與過錯都歸咎於他人與環境。 

顯然這些特徵與傳統價值賦予我們的，有著背道而馳的想法，以往教導我們

需先盡義務再講求個人權利、對自己及團體負責任、盡了責任後才能講求自由、

團體利益大於個人利益…等，已慢慢被淡忘，隨著社會上網路及 3C 產品普及狀

態下，斷絕了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情感的交流，同時增加了不安和無力感，更追

求慾望的立即滿足，進一步輕視了秩序和責任，讓青少年缺乏生活或生命中可遵

循的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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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乏跨單位整合平臺 

青少年毒品問題時常隨著社會環境的發展，家庭結構的轉變以及個人價值觀

的變化而有不同的樣態，政府向來極為重視少年青少年毒品問題，對青少年毒品

之防制資源各單位皆有主責承辦及推動，然相關部會對於個案時常會產生資源重

複挹注之問題，或個案在相關單位轉銜、承接間產生間隙而落地之狀況，故推動

跨部會整合平臺，將相關資源綜整並可將各方收集關於個案之資料做一彙整，如

此便可完整個案之處遇。由於青少年毒品服務資源網絡由數個不同專責單位負

責，可能因部門間任務與分工，使得急待協助的多重問題個案，如離開校園之毒

品施用學生，當考量教育行政先行，由學校彙集相關輔導資源成立「春暉小組」

輔導，其在司法單位有可能無任何觸法紀錄產生，當學生中途休學離開校園，有

可能無法得到應有的資源服務，顯示在推動這一區塊資源整合上顯得困難重重。 

學者楊士隆從相關的統計資料觀察，在針對青少年族群所進行之藥物濫用調

查中，以連續性研究為例，周碧瑟 1992 年、1994 年至 1997 年及 1999 年，共 6

年對「青少年用藥盛行率與危險因數之探討」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地區在校青少

年用藥盛行率約為 1.0％～1.4％。鄭泰安在 1994 年至 1997 年「青少年藥物濫

用之流行病學研究」與 1998 年至 1999 年「青少年藥物濫用之追蹤研究」研究結

果顯示，國中生（國一、國二）之藥物濫用盛行率為 0.9％～1.5％，與周碧瑟

研究結果相近，但國三學生之藥物濫用盛行率在 1994 年至 1997 年之研究為 11

％，1998 年至 1999 年之研究為 3.56％，差異較大。陳為堅 2004 年至 2005 年 2

年內對「臺灣地區青少年藥物濫用調查」結果發現，國中生藥物濫用盛行率分別

為 0.75％與 0.77％、高中生為 1.28％與 0.74％。整體而言，在學學生藥物濫用

盛行率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十餘年的拒毒預防工作對在學學生影響並不大。然而

在陳為堅 2004 年至 2005 年對「臺灣地區青少年藥物濫用調查」結果發現，高職

生藥物濫用盛行率為 3.04％與 2.3％，上課時間在街頭遊蕩之青少年，男性藥物

濫用盛行率為 11.65％，女性為 8.85％，技職體系藥物濫用盛行率是一般高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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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 2～3倍，未繼續升學或就業的青少年藥物濫用盛行率更高達 10 倍，我國拒

毒預防工作侷限於校園環境，是毒品防制工作一大缺口。4顯見中輟生及未繼續

升學之青少年是我青少年毒品防制的一大重點，然筆者在實況中看到許多青少年

在高中、職就讀期間，染毒後或遭警查獲後，父母擔心學校知情，而先行辦理休

學離校，喪失學生身分後，其資料雖依規定轉銜至其他單位，但礙於法規，其強

制力並不足，讓許多藥物濫用青少年不僅無法追蹤，其在外藥物濫用率只增加而

不會減少。 

因此目前確實缺乏一跨部會之負責單位及資源整合平臺，針對藥物濫用問題 

個案處遇政策有一貫性，並讓各單位資源能有效率使用。 

 

 

 

第二節  青少年毒品犯罪防制模式 

 

現階段青少年毒品犯罪日益嚴重，在研究了青少年毒品犯罪面臨的困境後, 

我們必須進一步瞭解現階段在家庭、學校、社區、社會採取的毒品犯罪防治模式

與作為，為讓毒品真正遠離青少年，我們有必要瞭解現有的防範模式的局限性。 

 

一、家庭 

就作為青少年毒品犯罪防範第一線的家長而言，由於他們本身具備的毒品相

關背景知識不足、危害性認識不夠，使得他們無法發揮第一線的教育功能與防制

作為，同時家長們更深怕自己跟孩子提的越多，好像就會讓小孩毒品接觸的越

多，因此紛紛避而不談，採取鴕鳥心態來逃避。殊不知當家長越逃避時，只會讓

                                                 
4楊士隆、吳志揚，〈青少年藥物濫用防制策略評析〉，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2010 年，

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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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更好奇、更躍躍欲試，反而得到反效果。在西方，社會學家對採取這種恐嚇

式毒品犯罪防範模式普遍評價很低。不少研究者認為，這種大驚小怪的做法往往

反而會引起青少年的好奇心，並有可能與青少年的自身體驗或從朋友那裡瞭解到

的「事實」不相吻合，從而降低了對教育內容的信任，強化了青少年的叛逆情緒。 

 

 二、學校 

目前臺灣的毒品預防教育主要是由國中、小教師透過「健康與體育」課程、

高中職教師透過「健康與護理」課程，融入防制學生藥物濫用議題，並配合課程

內容施以 1堂課以上反毒認知教學，而教師們也會利用其進修時間或終身學習機

制，辦理或鼓勵教師每年參加至少 1-2 小時防制藥物濫用研習課程，如此才能適

時補充新知，傳授學生更多、更新的毒品預防知識；校方也會透過訂定每學期開

學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規劃辦理以反毒、反黑及反霸淩為主軸的相關系列

活動，其理念主要是以學生為主體、結合師親生共同參與推動，讓全校皆能動起

來。另外就是透過法官、藥師、戒毒人士利用演講方式，建立學生對藥物正確的

認知，使毒品能遠離他們生活的環境。 

在整體校園毒品犯罪防範中，大多數老師因從小環境單純，對於毒品的認識

與瞭解不多，在主觀上認為校園與毒品之間應不會連結，且由於毒品犯罪涉及的

範圍相當廣泛如幫派問題、司法問題、醫療問題、心理問題、性問題、道德問題

等多面向，如不花時間瞭解，課程內容容易流於空洞與形式，相對效果必然大打

折扣。 

遑論大多數教師甚至都沒看過毒品原物，在教學上要引起共鳴，又要介紹毒

品對身體的危害，使得教師在課堂上開展防毒教育工作變得有心無力，只能無奈

照本宣科，既無法發揮效果，又消耗其熱忱；另外針對學生所舉辦之活動多為宣

講或靜態式活動，例如:播放反毒影片、張貼反毒海報及標語、建立反毒教育專

刊、介紹毒品藥物常識、舉辦有獎徵答活動等，較無法引發學生參與興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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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升學的學校對這部分課程亦不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容易使得青少年毒品犯

罪防範流於形式化。 

再者，往往需做毒品犯罪防制教育的學生，都不是乖乖到校上學的孩子，高

風險或藥物濫用個案其出席率通常不佳，形成防制作為無法針對重點學生強化作

為。 

 

三、社區 

政府機關常常投入大量資源與經費，鼓勵社區辦理各項宣導與犯罪預防工

作，讓社區民眾共同來參與社區安全維護工作，增加對社區的投入與向心力。但

往往民眾都抱持著事情又不會發生在我頭上或我家的心態，以致毒品犯罪防治網

絡就無法緊密，加上青少年往往喜歡在住家附近的公園聚集滋事，部分居民抱持

事不關己、視而不見的態度，社區文化及環境極易形成犯罪溫床。 

社區成員大都缺乏藥物濫用預防之觀念，即使政府機關主動要求加強宣導，

派遣師資協助，其大部分也都以消極的方式因應。 

另外就是針對社區高風險家庭的通報，許多青少年由於自身高風險家庭的情

況，導致家庭功能不健全、家庭破碎、甚至家中就有藥物濫用成員，這同時也會

提高其家庭成員用藥的機率。 

 

四、社會 

社會上常見的毒品犯罪防範是以運用大眾傳播方式進行反毒知識的教育為

主，例如在電視、廣告看版、電影、報紙、雜誌、大眾交通工具公益廣告版面等

都可看見對反毒的宣傳，使社會大眾透過大眾傳播媒介能吸收反毒相關知能，但

往往缺乏互動及趣味性，不易引起民眾興趣。 

另外就是透過司法制度來對毒品犯罪青少年做處置，我國在處理青少年犯罪

案件時，是處於保護青少年的角度，考量其思想未成熟，較無自制力，容易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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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人影響等，並沒有要求其負擔全部責任，而是以輔導教育或教育先行之角度

做處理，諸如:法官訓誡、保護管束、感化教育、至少年監獄服刑等，使得不少

犯罪集團時常利用未成年學生從事毒品犯罪行為。 

另也有以邀請藝人擔任反毒大使，借其形象來吸引青少年學子共同關注毒品

議題，然其形象代言人往往形象難以維持或不易尋找，一旦不小心沾染毒品，反

而變成青少年的負面教材。再者就是，毒品防制問題涉及相當多的單位，但資源

及資訊通常難以整合在一起，以致形成多頭馬車，有時各部門都管，但有時卻是

三不管地帶。 

 

 

第三節  防制策略與建議 

 

依 2007 年 6 月 22 日行政院修訂「預防少年兒童犯罪方案」。該方案以「一

般預防」、「特別預防」及「再犯預防」等 3級預防策略擬定各項具體措施與工作

項目，以「降低少年及兒童之犯罪人數」為量化的具體目標。依據行政院於 2006

年擬定之「毒品防制政策整體規劃報告」，拒毒預防係以「多元拒毒」為防制理

念，核心工作項目含括教育、輔導、早期介入的預防藥物濫用核心理念，與青少

年藥物濫用防制相關內容包括： 

（一）整合評量、檢驗、通報及輔導體系 

包含發展「藥物濫用危險評估工具」；對中輟生或非法出入娛樂場所之學

生通報檢驗及預防教育；加強對藥物濫用者進行諮商輔導及協助戒治轉

介之能力。 

（二）因對象制宜，發展拒毒宣導之多元模式 

包括對未施用者一般預防教育課程，增進其克服同儕壓力之知能、方法

與必要協助管道；對高危險族群給予特別預防教育及輔導追蹤，提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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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持之管道與資源；對毒品施用成癮者提供戒癮治療與毒癮復發預防

教育課程，以協助其戒治毒癮。 

（三）聯結「學校、家庭、社區、社會」網絡，認同健康概念 

包括推動健康社區觀念，逐步建立「學校、家庭、社區、社會」多元聯

繫及通報管道；反毒觀念及行為納入社區健康中心共同推動宣導；強化

社區之輔導諮商機制及培訓社區輔導人才。由上述政府各項預防及防止

再犯等多項防治對策已是鉅細靡遺，然而目前少年毒品數據仍節節高

升，應檢討該對應政策是否落實。有研究發現依據反毒報告書與行政院

毒品防制會報指示事項，各機關辦理情形彙整資料所載，並未見聯結「學

校、家庭、社區、社會」網絡的執行成果。 

另外高危險族群之預防與輔導追蹤，則著重於特定人員清查與使用毒品篩

檢，對毒品防制政策所規劃的核心工作並未能完全落實。對施用非一、二級毒品

之青少年戒癮治療與輔導，亦未見著墨。 

 

一、加強心理戒治與持續性處遇 

 

青少年藥物濫用成癮者，生理依賴皆能依靠其他替代方法或醫療方式加以治

療，惟最難戒除的屬於心理依賴，成癮少年常因意志力薄弱無法摒除誘惑而再

犯，因此加強心理層面之建設與輔導乃成為處遇之重點。5 

唯鑑於成癮青少年因意志力薄弱無法摒除誘惑而再犯，因此加強心理層面之

建設與輔導乃成為戒治處遇之重點。輔導、治療應注意:1.把握治療之契機、愈

早愈好，2.提供長期、持續性之診斷治療，3.處遇分階段性，以磨練青少年心性

並培養責任感。此外，亦可借重已戒除毒癮、悔改向上之出獄人及宗教人士協助

推動各項輔導工作。例如美國麻醉藥品成癮者匿名組織(Narcotics Anonynous)、
                                                 
5蔡德輝、楊士隆，《少年犯罪:理論與實務》(臺北：五南出版，2003 年)，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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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納農組織(Synanon)以實際之行動主動協助毒品勒戒、輔導工作，以及我國基

督教福音戒毒中心牧師以及戒毒成功者不定期赴煙毒專業矯治機構現身說法，以

激發受刑人戒毒意志及決心即為最佳之例子。 

鑑於藥物成癮之再犯可能性甚高，因此當其經勒戒、矯治後仍須予以追蹤輔

導，甚至進行密集式之觀護監督，以確保這些少年不致再度嗑藥。除專業之輔導

人員進行嚴密監督外，另宜對少年之家長、輔佐人及其重要關係人托以更大之責

任，並鼓勵民眾、大專學生等參與輔導藥物濫用成癮者之行列，致力於消除促成

少年藥物濫用之不利因素，達成免除毒害之目標。6 

在早期的研究中 Harding,Safer and Kanvanagh 於 1998 年針對美國地區 719 

位六至九年級的在學青少年為樣本進行了一項「酒精及藥物濫用校園防治政策成

效評估」的追蹤式研究。研究把受追蹤樣本區分為未接觸酒精及非法藥物群、非

頻繁接觸群、頻繁接觸群等三群，研究結果顯示：不同群體組別的研究樣本對不

同的酒精及藥物濫用防治計畫有不一樣的成效評估，未接觸酒精及非法藥物組之

樣本比頻繁接觸組樣本更為支援由警方介入，以懲戒為處理目的之 Project DARE

計畫；但是頻繁接觸酒精及非法藥物組織樣本則對於以軟性校園處置以及強調學

生參與為方針的 Captain Clean 計畫有較高的支持率以及較好的評價。7 

青少年傾向於認同較為軟性的、強調教育預防、醫療戒癮層面的處遇。如同

在歐美地區的先行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推想，目前在臺灣地區的青少年一樣也希

望能夠用比較寬容、醫療戒治、教育宣導的方式來設計適用於他們的毒品戒治政

策。其中像是設立戒毒成功專線、各縣市設立戒毒中心等，讓有戒癮需求的青少

年能夠在保密、匿名、以及離家不遠、地理方便的情境下，依據其自由意志，且

在不留下任何紀錄的情況下戒除毒癮，這樣的戒毒作法設計較能夠獲得青少年認

同並且達到最大的戒毒效果。另外在藥物濫用戒治成功關鍵因素評估部分，高危

險群青少年樣本普遍認為「家人的支持」、「遠離吸毒的朋友」以及「堅定自己的

                                                 
6蔡德輝、楊士隆，《少年犯罪:理論與實務》(臺北：五南出版，2003 年)，頁 282。 
7戴伸峰、曾淑萍、楊士隆，〈台灣地區非法藥物濫用高危險群青少年對現行毒品防治政策成效及                  

戒毒成功因素評估之實證研究〉，《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期刊》，第 2期(2011 年)，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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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是最重要的三項成功因素。由此分析，搭配青少年藥物濫用的三大原因:

好奇、無聊、朋友引誘等，可以發現：影響青少年用藥的契機以及持續用藥的關

鍵因素，主要來自於青少年自我意志的控制力強弱以及來自外在環境的不良引

誘、正確監督功能弱化。青少年正處於對萬事都好奇探索的青春期，這時候來自

於家庭的適當督導以及教育為避免青少年對藥物過度好奇而接觸的重要控制力

量。這時更要避免外在環境或是吸毒朋友的引誘，如此方可針對青少年之非法藥

物濫用問題作有效處理。 

 

二、生活技能提升(壓力調適、拒絕技巧)  

 

青少年非法藥物使用之行為主要有為想逃避現實心理壓力或焦慮；受到家人

及同儕、朋友影響，因此當其所處的時空環境中同學或朋友有藥物濫用行為，青

少年可能由於好奇，加上一時情緒不佳，不知如何排解，恰巧又不知如何有效拒

絕朋友之邀約，或他人慫恿下免費施用，而一腳踏入藥物濫用不見底的深淵。 

一般學校教育中，包含家庭教育鮮少將如何拒絕別人視為是一種應教授的課

程或能力，尤其中國人普遍強調「以和為貴」，以維持融洽和諧關係為主，遇到

別人邀請一起嘗試施用藥物，當你不願意，怎麼回絕呢?何謂拒絕技能?就是:能

夠有效的拒絕別人，在對與錯的抉擇中，必須考慮到事情的後果，並勇敢的拒絕

不合理的要求。重點是能做出雙贏且能滿足和表達個人的需求和關切是和他人共

事時的一項關鍵因素。 

目前學校教育方面，與藥物濫用防制相關的仍舊以傳統知識建構的方式來教

導學生毒品的知識，缺少實際演練，欠缺與生活實際連結。而其他現行的藥物預

防教育的相關宣導品來看，多數都以靜態為主，實際上對於青少年族群的影響力

有限，因此需要一套具備生活技能融入的藥物濫用防制教育策略。WHO 將生活

技能定義為每個人日常生活中需具備之能力，應要從小開始建立，才能在生活中



 

121 
 

做出適當的決定、解決問題，並且運用創造力以及批判思考的能力，與人進行有

效溝通，建立健康的人際關係。何謂生活技能？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生活技能

是適應性強、積極向上的行為舉止所需具備的各種能力，這些能力將使個人能夠

有效處理、對待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情境的需求和挑戰。8 

《生活技能訓練》課程是美國康奈爾大學著名教授、心理學家 Gilber t J. 

Botvin 和他的研究小組針對青少年不良的健康行為，尤其是吸煙、飲酒、藥物依

賴等成癮問題行為而開發設計的。在工業發達國家中美國青少年的成癮行為問題

是最嚴重的，而從全國的調查資料來看這種趨勢還在發展。自 1991 年以來學校

的八年級、十年級和十二年級學生的成癮行為越來越嚴重。據美國有害物質濫用

監視中心的一項調查表明，在一個學年中，有將近 1,300 萬年齡從 12～17 歲的

中學生首次嘗試香煙、酒精以及非法藥物；當學生中學畢業並取得高中文憑後， 

70%的學生吸過煙，81%的學生喝過酒精飲料，50%的學生用過大麻，24%的學生使

用其它非法藥物，包括毒品。專家們認為，成癮行為新的流行又開始了。針對這

種情況，學校應當提供有效的教育課程和干預計畫，但遺憾的是許多學校既沒有

開發自己的課程，也沒有採納其他機構所開發的適宜的干預計畫，有的學校甚至

在使用一些已經過時，經過評估不適用的干預方案。Gilbert J. Botvin 教授主持開

發的青少年生活技能訓練課程及時地滿足了學校在這方面的需要，因而得到廣泛

的接受。目前世界上除美國之外，還有英國、加拿大、澳大利亞等 30 多個國家

都採納了這一課程。1993 年，世界衛生組織出版了《學校生活技能教育》的指

導性課程，使生活技能訓練課程更加規範、系統、模式化。聯合國兒童基金會也

將生活技能教育作為對青少年進行健康教育的課程開發思路，向全世界推薦。9國

外研究發現:泰國針對愛滋病病毒感染將生活技能納入小學五六年級必修課——

生活經驗(Life Experience)課。哈薩克將生活技能作為中學生的八門必修課之一，

                                                 
8郭鐘隆，以生活技能為基礎融入藥物濫用防制課程之再研發、推廣與長期追蹤 I＆II：兩年總

成果報告，行政院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2011 年，計畫編號: D O H 1 0 0 - F D A 

-61202，頁 9。 
9蘇立增，〈美國青少年《生活技能訓練》課程特點與策略〉，《學科教育》，第 9期(2003 年)，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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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青少年問題行為的干預方面取得較好的效果，特別是在預防與煙草、酒精

和毒品有關的物質濫用方面。10 

在世界衛生組織（縮寫 WHO）2003 年所出版的「以技能為基礎的衛生教育」

一書中列舉 14 種生活技能，並可將其分為以下三大類： 

(一)認知技能：含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創造性思考（Creative thinking）、

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與做決定（Decision making）。 

(二)人際技能：同理心（Empathy）、有效溝通（Effectivecommunication）、人際

關係技能（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kills）、自我肯定技能

（Assertiveness skills）、協商技能（Negotiation skills）與拒絕技

能（Refusal skills）。 

(三)情緒因應技能：自我察覺（Self-awareness）、情緒調適（Copingwith emotions）、

抗壓能力（Coping with stress）與自我健康管理/監督的技能

（Healthy self-management/monitoringskills）。 

臺灣對於青少年的反毒預防工作長期以來還是以學校的教育和預防為主，包

括對一般學生的反毒預防教育，讓學生增加反毒訊息及健康生活的具體方式，以

增強其保護因數之強度，另外就是對於高風險特定人員的關懷及尿液篩檢，有效

發覺誤觸藥物之青少年學生，防止青少年上癮成性。再來則是針對藥物濫用學生

的輔導工作，有效結合學校、家長及春暉志工等輔導資源，共同協助學生戒除藥

物成癮問題。但學校若能在教育課程內容中，適當融入生活技能課程，期藉由此

課程幫助學生培養自我管理能力，處理壓力、社交及拒絕技巧，提升青少年自我

效能，以降低使用非法使用藥物之可能性。 

現今的反毒教育青少年看到的通常是一堆負向宣傳的照片，有一些纖維化的

膀胱、吸食愷他命鼻穿孔、吸毒死亡的屍體的形象。透過對毒品恐怖的描繪以達

到嚇唬青少年不去吸第一口的目的，這種恐嚇式的教育對那些沒有機會接觸吸毒

                                                 
10餘曉潔，〈初中學生生活技能現狀及幹預研究〉，(雲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與管理研究所，碩士

論文，2014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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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青少年來說，是具有一定警示作用的；但是，對於那些走近吸毒圈子的青少

年來說，這樣的描繪與他們所看到的實際情形會產生太大的反差，因此反而給毒

品次文化的反宣傳留下了太大的空間，使青少年更容易輕信毒品次文化的宣傳。

諸如「偶爾吸一口沒什麼關係的」，「你看我用這麼久都沒事，還不是好好的」等

等。由於毒品的種類很多，依賴程度也各不相同，因此僅僅用吸毒的後果來做宣

傳的版本，並不能使青少年真正識別毒品陷阱和藥頭層出不窮的販毒招數。當一

個看上去和常人沒什麼差別的吸毒者用自己捕繪的「飄飄欲仙」的體驗來作宣傳

時，由於青少年無法從他們身上立刻看出毒品危害的結果，反宣傳的效果就很容

易顛覆正面教育的效果。面對愈演愈烈的毒品次文化滲透，如果教育不能改變板

著臉說教的形式，不僅對青少年缺乏吸引力，甚至會激起青少年的逆反心理和好

奇心理，喪失對毒品的警惕。11 

 

三、提升家庭及社區對毒品防制知能 

 

成癮物質濫用預防是各國公共衛生的一大挑戰，成癮物質使用行為受個人、 

家庭及社會環境（如同儕使用、物質可獲得性）等相互影響，學者歸納出許多種

藥物濫用的預防模式，包括社會發展、生態學、心理社會、同儕資源、社會脈絡、

及發展資產模式等，如部分研究以社會生態學模式來探討用藥行為，強調物質濫

用預防策略應透過個人、家庭、社區等層面共同介入，增強青少年發展的保護因

素與降低危險因素，如結合學校與社區媒體等資源來增進民眾認知，增強社區的

準備度、增加家長的督導及參與、增進與學校連結及對社區正向觀感、及降低入

門物質的使用等。12 

                                                 
11夏國美，〈青少年濫用毒品的成因與禁毒教育模式的轉換〉，《禁毒研究》，第 2期(2006 年)，頁

61。 
12李景美等，〈陽光少年計畫-社區青少年藥物濫用預防介入模式研究〉，《學校衛生》，第66期(2015

年)，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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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家庭結構隨著社會急速的變遷而產生了多元的變化，雙薪家庭、單親

家庭、失怙家庭、新住民家庭及隔代教養家庭日益增加，親子間互動低落，關係

疏離，加上不良的溝通模式，使家庭失去原本具有的教養功能，易導致子女產生

偏差行為。加上學生就學後，放學回家後之活動，事實上是學校難以完全控制的。 

家庭本是作為社會制度的基本單位，家庭對個人擔當著舉足輕重的控制和教

養的重要角色，若家庭功能失能或失調，家長本就責無旁貸，因此需先從父母著

手，讓其明白照顧子女的責任不是交給學校、安親班或家中的傭人就可以了，在

忙著改善家中經濟的同時，別忘了自己孩子在品行、行為上的發展。因此考量學

生居家時間遠多於在校時間，為使藥物濫用防制能夠在校園及家庭間無縫接軌，

應將反毒教育落實至家長，讓家長具備對施用毒品者的初步查察技巧，以便一同

參與反毒工作，確保學生身心健康，使藥物濫用防制工作能更加落實。 

現代社會家長勤於工作，忽略親職關係及相處之道，青少年非上學期間的時

間，多半與同儕群聚於社區中，社區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非常重要，建議可採取

下列作法落實社區反毒教育: 

(一)運用社區社團，村里民會議，落實社區安全宣導。 

(二)社區反毒教育成效，納入地方視導評鑑項目。 

(三)運用社區聯巡機制，阻斷毒品交易管道。 

(四)發揮社區凝聚力量，強制推動特定行業張貼拒毒標誌。 

(五)加強特定行業管理及負責人講習。13 

目前在臺灣確實並未見社區在防制藥物濫用發揮強大作用，尤其國中學生大

都具有社區化及在地化特質，根據筆者接觸個案經驗發現，多數高中職藥物濫用

個案學生，其實在國中階段已有藥物濫用行為，社區如能結合學校對於中輟在外

遊蕩學生，對學生放學後較常聚集之公園、河堤或學生施用毒品處等場地，結合

社區里長、警力、學校、社區居民及當地環境特色，列出高風險場所，或學生於

上課時間卻四處在外，無所事事；甚而如有藥頭隱身一般民宅中，時常有不良分

                                                 
13王福林，〈學校、家庭、社區及社會之拒毒教育〉，《研考雙月刊》，第 6期，2007 年，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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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出入頻繁，皆可協助通報，共同將毒品逐出社區，以維繫社區整體生活環境之

純淨。 

另外可借助退休教師人力再造，施以藥物輔導諮商訓練，協助社區諮商輔導

工作，並納編社區醫療、醫藥、訓輔、心理治療、諮商輔導行業與宗教機構人才，

以義工方式投入，重建互助整體力量，透過村里幹部調查及協助弱勢家庭，輔導

協尋高關懷學童及脫離校園 15 至 18 歲未升學、未就業之青少年，納入社區諮商

輔導對象，定期追蹤輔導，注入社區關懷。14 

愷他命的濫用純粹在施用者日常生活層面與社交圈子進行，吸食愷他命後不

會產生特別引人注意的舉動，也不需要特定的場地吸食。因此在學校、公園，從

事一些單調及需要等待的工作的年輕人就比較喜歡在工作時間吸食來打發時

間。可以說愷他命比傳統毒品更能融入吸食者的原來生活。由於年輕人並不需要

放棄本來的身份，在身份認同上，他們也好像沒有承受到太大的衝擊(不同於鴉

片、海洛因吸食者)。的確不少吸食愷他命的青少年並沒有放棄常規生活、學業

或工作，但身份認同是一種群眾互動的社會過程，例如鄰里，在與吸食愷他命的

青少年互動時，無法把其從未施用毒品者中區分出來，亦是吸食愷他命未帶有「吸

毒者」外顯特癥的原因。這些特點都加強了年輕人對愷他命的接納，助長「正常

化」。15 

學者研究建議也可透過社區愛心志工媽媽培訓，定期舉辦預防青少年成癮物

質使用研習活動，以提升愛心媽媽們對預防青少年成癮物質使用的知能；另外就

是強化社區居民的共識與警覺，持續增強社區民眾對青少年物質使用問題的警覺

度，對於青少年使用非法藥物能主動通報，以創立無毒家園。16 

 

                                                 
14夏國美，〈青少年濫用毒品的成因與禁毒教育模式的轉換〉，《禁毒研究》，第 2期(2006 年)，頁

61。 
15李勁華、陳靜宜、羅志堅，〈吸毒“正常化"與香港防治毒品政策之轉變——以青少年吸食氯胺

酮為例〉，《山東員警學院學報》，第 1期(2013 年)，頁 105。 
16李景美等，〈陽光少年計畫-社區青少年藥物濫用預防介入模式研究〉，《學校衛生》，第66期(2015

年)，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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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參考中國「行政拘留」作法 

 

台師大衛教系教授郭鐘隆曾在2014年10月接受台灣醒報記者杜胤廣專訪時

提到建議參考中國的「行政拘留」作法，來用於施用三級毒品的學生，這樣好處

是不會影響到課業，也是學生能承受的範圍，又能收到嚇阻的作用，再者不會留

下前科，社會接受度也較高，累犯者也可以持續勒戒與警惕。17在中國，行政拘

留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條例》的規定，對於違反治安管理條例

的人給予的一種治安行政處罰，屬於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被拘留的人不是罪

犯。是在一定時限內對人身自由的剝奪，適用於嚴重違反行政管理但不構成犯

罪，而警告、罰款處罰不足以懲戒的情況。18在拘留期間，被拘留人的伙食費由

自己負擔，不能繳納的，用勞動代替。行政拘留的時間最少為半日以上，十日以

下；加重處罰不得超過十五日。在這個範圍內，裁決拘留多久時間就是多久時間。 

 

 

小結 

青少年毒品預防策略，應從青少年接觸毒品之初即能協助其戒癮治療，並針

對家庭、學校、社區、社會、生理、心理、醫療等層面及早介入，日後所投注的

國家社會資源就會愈少，而所能獲得的成效才能愈彰顯，因應目前藥物濫用問題

嚴重，更是彰顯親職教育的重要性，甚至應將親職教育列入國小學童與家長所共

同必修習之科目，強制形成制度；另針對學生生活技能培養，除應提前於國中階

段實施外，更應針對高風險學生加強課程，幫助學生培養自我管理能力，處理壓

力、社交及拒絕技巧，提升青少年自我效能，以降低使用非法使用藥物之可能性；

另外建議司法機關應研議加重施用三、四級毒品之處分，應修正為參考中國做法:

                                                 
17杜胤廣（2014 年 10 月 27 日）。郭鐘隆：校園反毒 有困境也有出路。台灣醒報。2016 年 5月

18 日，取自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1027/13467026.html. 
18張金明、馮豔梅，〈行政拘留若干問題探討〉，《遼寧警專學報》，第 4期(2012 年)，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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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三、四級毒品者裁予拘留處分」。施用毒品嚴重者，將產生精神異常的情

事並影響身體健康，故建議遭查獲三次以上施用三、四級毒品，顯已成癮之青少

年，應協助進入醫療體系，並施以心理治療療程，以協助青少年回歸穩定生活，

毒品防制本就需多層面配合與作為，才能綿密防堵網絡，漏了任一環節即會造成

疏漏，讓防護網破洞，任憑其他人再努力都徒勞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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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媒體曾以「21 世紀新鴉片戰爭」來描寫目前國內的毒品現況，甚至不惜以

毒品會「動搖國本」來形容，吸毒人口年輕化，讓染上毒癮的青少年帶著毒癮成

長，從未成年延續至成年，致使國家生產力及勞動力下降，國家必須每年花費鉅

額的經費在毒癮戒治，更遑論在緝毒、犯罪防治等環節上都得耗費鉅額的預算和

社會成本，每年舊的毒品人口無法戒除，一再累犯回籠，新增毒品人口不斷累加，

形成惡性循環，所造成的問題將成為影響社會、國家的不穩定因素，嚴重者甚至

會影響國家的安全。 

因筆者從平日工作實務中發現，毒品不僅影響了青少年的情緒、智商、記憶、

傷害身體各系統、認知障礙等，且很多傷害都具有不可回復性，更甚而可能導致

為吸毒進而販毒的現象，使青少年輟學、犯罪，嚴重影響年輕一代的教育及健康，

其需要付出的成本與代價無法計算，所造成的問題將成為影響社會、國家的不穩

定因素，因此如何防制青少年的藥物濫用便成為當務之急。 

本論文主要從三個問題出發，一、全球青少年毒品使用變化與發展為何？

二、影響臺灣青少年使用毒品的因素與項目有哪些？三、臺北市青少年毒品問題

與防制困境？青少年使用毒品問題深受各國重視，紛紛投入龐大資源與人力於社

會及校園中，力求反毒種子紮根於兒少，不讓毒品戕害下一代健康。本論文研究

之目的，即是藉由毒品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影響，對國家安全的危害，進而推導

出政府須重視現下青少年使用毒品問題，再由對近 5年臺北市青少年各級毒品使

用現況與相關性探討，以有系統的歸類、分析，期望結合及彙整青少年毒品危害

防制措施、探究其將會產生多種併存問題及發生情形、供日後政府制定藥物濫用

防制策略參考。 

研究方法則是藉由文獻分析法，針對聯合國 UNODC 關於的青少年毒品報告，

以及 UNODC 其他辦事處的研究資料進行分析，進而蒐整臺灣目前青少年毒品使用

趨勢，比對臺北市校園學生毒品使用者濫用情形，再導入治安、經濟、社會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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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議題，以文獻分析法試著推導出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經由 UNODC 報告中發現，臺灣毒品犯罪與國際犯罪存在著共同趨勢: 

一、注射毒品引發愛滋病傳染:全球在注射毒品者中，估計有 1,650 萬人是

愛滋病毒感染者，從預防、治療和護理吸毒病症及其對健康的後果方面

來看，這給公共衛生體系帶來了沉重的負擔。臺灣也是有相同的問題存

在，但自重從有了美沙酮替代療法後，此情況得到了控制與改善。目前

世界各國皆面臨戒癮醫療資源有限的情形，且有些成癮行為往往又跟其

他精神疾病共病，願意投入戒癮治療的意願有限。 

二、提供戒癮治療的醫療資源有限:目前世界各國皆存在著鄉情的情形-藥

癮人口運用醫療資源情形不足，相對來說，各國醫療投入戒癮治療的

資源與人力相對也不多。 

三、毒品盛行有其地域性:各國毒品盛行的藥種因國情及國家所屬區域有其

差異性，例如:歐美國家還是以大麻為主，東南亞國家則以安非他命及

愷他命為主。 

四、對新精神活性物質研究有限:雖說各國盛行藥種有其些微地域差異性，

但一致的情況是各國對新型毒品濫用程度皆有嚴重趨勢，加上其對身

體的傷害度、摻入成分與比例皆不明，加上各國對其研究目前皆不足，

確實造成相當的風險。 

五、臺灣毒品犯罪亦趨向國際化:近來的媒體皆不斷報導本國人民於境外走

私、製造毒品等新聞，甚至目前臺灣已高居菲國國外毒品犯罪人口第 2

名，檢警機關也不斷破獲跨國走私等新聞，故實符合臺灣毒品製造技

術往外流之趨勢。 

六、施用人口年輕化:目前各國共通的趨勢皆是毒品施用年齡層下降，有年

輕化趨勢，這是各國普遍頭痛的問題點所在，進而也造成國家競爭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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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降。 

而就青少年藥物濫用的原因分析，除了青少年除了常因好奇或受同儕引誘

外，通常是藉由吸食毒品來突顯自我，向外界宣示自己已可以獨立自主，或是想

凸顯自己比別人勇敢，而這往往也顯現青少年行事考慮不周全、不顧後果的衝動

性格，加上國內毒品問題延伸至公眾娛樂場所已久，尤其青少年接觸這些娛樂場

所的機會越多，隨意進出機率頻繁，藥頭借機利用毒品誘惑青少年施用，相關娛

樂場所管理制度混亂，如再加上警察機關查處力度小，青少年接觸的機會就越

大，受毒癮影響就越深，遭受其他犯罪被害的危險性亦會大幅度增加。 

以往我們總認為犯案少年必出自單親家庭、隔代教養、低收入戶家庭中，但

依近年來犯案少年家庭狀況分析，雙親家庭與單親家庭犯案少年有遞增或遞減之

相對趨勢，近年來雙親家庭的少年犯罪比例有略提升的傾向，甚至已超過單親家

庭，且大部分家庭經濟狀況皆為小康，並非我們一般認為的家境貧困，顯見現今

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再者正值就學年齡的他們對學業無法適應、師生關係

緊張、學生心中困擾無處傾訴、再加上同儕團體等因素影響，造成學生輟學或失

學等現象，讓許多青少年在街頭遊蕩，這些學生通常長期與父母疏離、對升學感

到無望、對未來找不到出路，且他們與不良同儕相處時間較多，覺得在校園中得

到的是負面的對待，及與同學有不好的關係，導致他們對於校外不良同儕的團體

投入越多，各種犯罪的情境與信念動搖漸漸籠罩他們，不法分子便借機利用毒品

為犒賞或毒品有較高的利潤來誘惑青少年從事毒品犯罪活動，青少年犯案觸法時

往往因對自我行為未深思熟慮，更因未有足夠的法律常識與觀念保護自己，容易

因一時的憤怒、貪心、無知而觸犯法律。 

目前國內青少年毒品防制困境有以下因素: 

一、社會緊湊的生活節奏，再加上 3C 產品及網路世代的產生，通常家庭不

當的家庭教育或缺失，常常會導致家庭關係緊張，有時甚至會造成正

值接受學校教育年齡的青少年輟學、退學等。而由於受教育程度低、

缺乏專業技能等，通常他們的就業層次也比較低，生活艱難，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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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離家庭和學校的關懷與照顧，也沒有家庭、學校外一些社會組織的

監督和管理，缺乏社會網絡的有效支援和社會資源，大多被封閉在不

健康的次文化圈子裡，因此他們被社會嚴重邊緣化了。相比在校學習

的青少年群體，他們無論在經濟、文化，還是在生理、心理等方面，

都存在著多重的脆弱性。加上這一關鍵人生階段家庭教育的缺失，他

們很容易沉迷於夜店、KTV、酒吧等娛樂場所。往往藥物濫用事件僅是

外顯的徵兆。 

二、隨著社會價值觀不斷的轉變和民眾生活觀念日益開放，以前最牢固的

學校、師長等組織及角色，對青少年的管教和規範力量出現了嚴重的

弱化現象，透過自我權益的聲張，通常被扭曲為過度自我保護或家長

過度干預學校行政作業，近年來，學校對青少年在某些角色已無法有

效發揮。 

三、隨著社會上網路及 3C 產品普及狀態下，斷絕了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情

感的交流，同時增加了不安和無力感，往往會追求慾望的立即滿足，

進一步輕視了秩序和責任，讓青少年缺乏生活或生命中可遵循的信念。 

四、政府一直以來極為重視青少年毒品問題，對青少年毒品之防制資源各

單位皆有主責承辦及推動，然相關部會對於個案時常會產生資源重複

挹注之問題，或個案在相關單位轉銜、承接間產生間隙而落地之狀況，

故如能推動跨部會整合平臺，將相關資源綜整並可將各方收集關於個

案之資料做一彙整，如此便可完整個案之處遇。 

以目前全球青少年毒品使用的趨勢，國外研究並早已論證青少年藥物濫用

極可能持續到成年，並會增加未來為上癮者或從事其他犯罪的機會，並有以下特

點: 

一、新興毒品氾濫趨勢符合年輕化、娛樂化、多元化的世界性共同特徵，毒

品施用人口年紀愈來愈下降，毒品漩渦更無孔不入地快速席捲年輕單純

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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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興合成毒品價格相對低廉，原料來源和製取相對容易且毒性和成癮強

勁，在青少年中泛濫的傾向日趨明顯。在許多國家，青年的藥物濫用率

高於普通人，這種情況幾乎是由所有國家共有的各種因素造成的，且某

些藥物的濫用可能不再侷限於少數處於邊緣地位的青年，而正在成為主

流青年次文化中生活的主要部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與醫學證據顯示，

藥癮為慢性、復發性疾病，長期施用毒品會對腦部功能造成破壞，即便

停止施用毒品，生活環境中與吸毒行為有關的細微線索，仍會再次挑起

對毒品使用的慾望，透過完善的藥癮治療與心理社會復健，可以強化藥

癮者對成癮行為的控制力，預防復發。 

三、青少年傾向於認同較為軟性的、強調教育預防、醫療戒癮層面的處遇。

例如運用「生活技能課程」的教導，學會正確的拒絕技巧，讓學生做正

確的決定，何謂生活技能？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生活技能是適應性強、

積極向上的行為舉止所需具備的各種能力，這些能力將使個人能夠有效

處理、對待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情境的需求和挑戰。 

而臺灣與臺北市青少年濫用趨勢: 

一、我國內近年來整體毒品氾濫趨勢符合國際化、年輕化、娛樂化、多元

化的世界性共同特徵，毒品施用人口年紀愈來愈下降，毒品漩渦更無

孔不入地快速席捲年輕單純的孩子。 

二、很多藥物濫用的個案都是被家庭、學校放棄的孩子，家庭教育的影響

作用作為是家長不可低估的，孩子染毒，父母有責任，青少年戒毒要

靠家庭的力量，唯有父母、親人肯接納孩子，有家庭的支持孩子才有

戒掉毒癮的機會。 

三、新興毒品的危害性與戒斷症狀確實不像傳統毒品那樣明顯，讓人產生

了一種不會成癮，可以隨時不施用的錯覺。但是目前新興毒品咖啡包，

內含多種合成類毒品，經變裝後放於即溶包裝中，由於很多新興化學

成分並不清楚其毒性與對人體的危害狀況，可供檢驗之技術亦尚未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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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若在不知情情況下飲用，嚴重者有致命之可能。 

 

第二節  未來研究建議 

新興毒品濫用是當前世界各國面臨的共同形勢，該趨勢在我國流行趨勢亦出

現，國內相關對於新興毒品的規範皆尚未成形，包含法令規範不及、檢驗技術無

法配合，皆會造成新興毒品對社會危害及可能進一步增長的趨勢，尤其需要關注

青少年新興毒品的濫用問題，以避免危害擴大。 

目前市面上流行的新興毒品多以多種化學合成藥物混合成咖啡包飲用，正以

一種不同以往的全新方式造成威脅，內含成分均不固定，時常也有興奮劑混合抑

制劑，造成施用者情緒起伏過大，有時難以負荷，青少年每天喝上幾包，不慎可

能會造成意外死亡狀況，近來愷他命價格飆漲，甚至超過安非他命，無良的藥頭

甚至在愷他命內加入安毒，使施用者上癮，不得不一再購買施用，而在醫院臨床

上已發現目前咖啡包大量濫用狀況，且在尿液篩檢技術上並未來的及跟上腳步，

已造成防制上的漏洞。 

另青少年毒品濫用問題應儘量避免處理網絡出現漏洞問題，以國內目前國中

中輟在外而又涉及藥物濫用學生而言，除非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否則以其中輟在

外無人可掌握去向狀況下，藥物濫用問題可協助處理單位幾乎沒有，形成防治之

死角。要重視對青少年毒品戒癮的研究，毒品犯罪是一個法律問題，更是一個社

會問題，一方面要十分重視戒癮工作，防止已吸毒人員「再犯」;另一方面要盡

可能防止新增人員吸毒。 

所以從非傳統安全看我國青少年毒品問題，可用兩句話來總結:「毒品問題

不會消失，輕視將可動搖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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