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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自 1998年 5月施行「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後，對藥物施用者認定兼具

「病犯」角色，然而在醫療處遇及評估沒有先病人後犯人的規劃。本研究旨在瞭

解臺灣地區民眾對於藥物使用者之認知與藥癮處遇現況之看法。 

本論文採用「新興毒品減害措施」之民意調查資料進行二級研究資料分析。分析

了「新興毒品減害措施」之民意調查資料問卷原題項為第一題至第十題、第十四

題及第十五題，共十二題；並包含以下面向：使用藥物產生的主要傷害、是否贊

成藥物合法使用、藥癮戒治費用應由何者給付、愛滋相關知識題等。受訪對象必

須為年滿 20歲之民眾。參與對象以 2010年臺灣中華電信家用電話為母群體，以

電腦輔助調查系統分北中南東四區居住人口與性別比率進行配額隨機抽樣，抽出

號碼以網路電話進行民意調查。  

電腦輔助民調系統共計撥通 5,877通，扣除沒有空、未滿 20歲與拒絕回答

者，有 1,069位公民成功受訪，受訪率為 18.2％。分析回答結果，談論到「藥物

（毒品）」時，民眾直接聯想到的是安非他命（31％）、海洛因（20％）與大麻（11

％）。民眾認為使用藥物（毒品）的主要傷害前三項為導致精神疾病（28％）、身

體器官敗壞（25％）與上癮（9％）。受訪民眾對於成人使用大麻、安非他命與海

洛因的態度有 96％、99%與 99%表示不贊成。對於藥物成癮治療費用之態度，結

果有 68％認為要由藥物施用者給付費用，其次為政府與施用者共同給付（17.4

％），最後才是完全由公家給付（14.6％）。有 85%民眾表示沒有聽過政府辦理的

毒品患者愛滋減害計畫。在愛滋感染危險行為之認知，有 96％民眾表示了解共

用針具注射毒品可能會感染愛滋病。 

本研究發現民眾對於使用藥物（毒品）的主要聯想物質為大麻、安非他命

與海洛因；使用相關傷害為生理與精神疾病。本論文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政策擬

定與針對民眾實施衛生教育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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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ty of Heroin Users Is A Patient or A Prisoner? 

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Taiwan Citizens` Cogni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Drug Use. 

Method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public opinion in drug policy, we used 

the web-based telephone program to select random household numbers based 

on the 2010 Taiwan Chunghwa telephone databank to investigate public opin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drug use. The household survey were carried out on citizens 

20 years or older. 

Results: This telephone survey took about ten days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completing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was 18.2%.The results show that Taiwan 

people think the main harms associated with drug use are physical harms(28%), 

body organ damage(25%) and addiction(9%). The first 3 drugs that participants 

named were amphetamine (31%), heroin (20%) and marijuana (11%). And the 

public poll result to show that Taiwan citizens’ attitude about the charges of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and ever heard the harm-reduction program. About 68% Taiwan 

citizens’ think the drug user should pay the treatment charges by themselves. And 

the next was part of benefits(17.4%),and finally by the public benefits 

(14.6%).Most participants disagreed that adults should be allowed to use heroin, 

amphetamine, MDMA, ketamine and marijuana. About 85% never heard of harm 

reduction programs. About 96% knew that sharing needles can transmit HIV.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 citizens’ age and educational to understand of AIDS risk 

factor w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ducation and age 

were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HIV knowledge.  

Discuss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people for drug use (drugs) to associate 

substances as marijuana, amphetamines, and heroin. Produce the related injuries fo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illness. The results of this thesis can provide 

recommendation for th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  

 

Key words: Heroin, Narcotics Act (ANA), Telephon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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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章共分為五節，包含了第一節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第二節研

究目的、第三節研究問題、第四節名詞解釋以及第五節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藥癮者」在社會上是一群備受爭議且敏感的族群，新聞媒體

常報導藥癮者引起的負面事件，但是卻很少研究為何這群藥癮者會

去施用非法藥物？藥物濫用問題影響的層級廣大，無論在國際上的

各個國家、不同種族抑或是不同社經地位皆有使用影響精神藥物的

情況發生，探究其使用原因極為複雜，並無法視為單一因素。      

然而，藥癮者施用非法藥物後會產生許多疾病以及相關影響，

以公共衛生觀點來看藥癮者在身體上會引起器官功能敗壞，如：膀

胱及大腦功能損壞或者有感染愛滋的危險性等等。此外，藥癮者在

社會上也較難以找到穩定的工作以維持生活支出。 

    就在參與指導教授研究計畫的同時，我也所幸有這個機會可以

與藥癮者作更進一步的接觸與瞭解他們的生活圈。在那時，我才發

現到每一位藥癮者背後都有一段各自辛酸的故事，這些故事也常常

是促使藥癮者去施用非法藥物的原因。此外，我也透過指導教授的

指導後才瞭解到藥癮者通常施用非法藥物後，會一再的想再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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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通常是因為大腦功能已經無法正常運作，必須要透過施用非法

藥物才可以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這個觀念也是民眾較無法瞭解的

部分，因此，必須要透過宣導及政策制定方式加以宣傳使得更多人

理解到藥物濫用是一種慢性病，藥癮者是一個病人，且不要用歧視

的眼光去看待他們。 

    臺灣國內目前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做為我國管理非法藥物之法規，主要目的在於防制毒品危害，維護

國民身心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內

容詳細明訂非法藥物分級細項以及藥癮者相關處遇之規定，並且歷

經多次的增修。但反觀我國非法藥物使用率，無論是在新犯、初犯

抑或是再犯方面的情形依舊嚴重，且藥物濫用年齡有逐漸年輕化趨

勢，探究其原因較為複雜，此結果也顯現出我國在藥物濫用執行面

上尚有需要改進之處。 

舉例來說，目前我國在司法處遇上施行觀察勒戒與強行勒戒之

成效也有其限制，根據國內學者林健陽與柯雨瑞（2003）對於國內

外毒品戒治模式分析研究指出：司法之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等戒毒

處分僅能暫時隔絕藥癮者與原來之用藥環境接觸，在高度戒護矯治

機構內實施之毒品戒治模式，國內外研究大多效果不彰（林健陽、



 

3 

 

柯雨瑞， 2003）。而相較於美國在司法處遇上施行整合性社區戒治

計畫，除了藥癮者必須在第一階段住進機構式之「住宿型處遇中心」

之外，之後的戒毒階段，均是在社區之中進行處遇，並非如我國於

監獄內附設之。比較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雖制定「除刑不

除罪」此條款，但其執行戒治之處所，仍是在高度戒護之矯治機構

內，並無法充份結合社區資源，而導致海洛因成癮者戒遇效果較不

彰顯。 

也就是說，國內必須審慎檢視目前藥物政策及相關績效指標確

切落實程度以修改之。然而，決策者再修改相關藥物政策時，不僅

僅是考慮藥癮者本身，對於藥癮者家屬及臺灣民眾意見也都需要經

過審慎考慮的，故本研究旨在瞭解臺灣地區民眾對於藥物使用者角

色與我國處遇現況之看法，期望結果可作為相關領域與藥物施用防

制政策制定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灣地區民眾對於藥物使用者角色與我國處遇

現況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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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 瞭解民眾對於藥物使用之看法。 

二、 瞭解民眾對於藥癮處遇及各國政策現況的態度。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戒治處遇：因使用非法藥物之施用者，有繼續施用非法藥物傾向

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後進入勒戒所強制進行戒治，受勒戒者

進入監所時，勒戒所應詳細調查受勒戒者個人所學經歷、性行嗜好、

身心狀況、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社會關係及其他可供執行戒治處

分參考資料，建立其個人檔案；並按照：適應期、心理輔導期、社

會適應期等三階段，實施各期應有之課程及其考核，期間為六個月

以上且不得超過一年期限。 

2.毒品分級：根據「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施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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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及其製品。包括：（1）第一級：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與

其製品；（2）第二級：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

他唑新及其製品；（3）第三級：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洛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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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類製品；（4）第四級：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

製品等。 

3.戒治場所：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8 條之規定設立，其目的係

對於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第一級及第二級之毒品者，依

同法第 20 條規定，經觀察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完畢，認為其有繼續

施用毒品之傾向者，由法院令其進入勒戒處所，進行「心理勒戒」

之工作。戒治期間分為調適期、心理輔導期、社會適應期三階段進

行，以徹底完成治療「心癮」工作，達到遠離毒害之境界。 

4.公共衛生：提供預防、篩檢和治療疾病（三級預防），進而延長壽

命、增進身心健康、提高生活品質為主要目的。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資料以 2010 年中華電信家用電話登記進行電話訪問，

再進行民調數據分析與解讀，研究受限於以下限制： 

1. 本研究採用居住區域與性別比例之配額隨機抽樣，並非完全隨機

抽樣。 

2. 對於沒有電話，或是沒有納入中華電信家用電話的家庭，則無法

抽取到。 

3. 本研究民調因涉及非法藥物政策問題，其議題較為敏感，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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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拒絕回答，因此結果不能代表全體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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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將先針對國內藥物政策進行探討，第

二節針對國外藥物政策進行比較並分析其差異性，並於第三節針對

藥物成癮相關因素進行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內藥物政策 

藥物濫用後所帶來之個人層面及社會上危害影響廣大，因此

「反毒」目標便一直不斷被推行著。我國藥物政策大致可以分為四

個時期，（1）清朝鴉片使用時期（1730 年至 1895 年）；（2）日據時

代毒品使用時期（1895 年至 1945 年）；（3）（戡亂時期）肅清煙毒

條例（1955 年至 1998 年）（4）毒品危害防治條例（1998 年迄今）

及管制藥品管理條例（林建楊、陳玉書，2006）。 

藥物濫用所造成的危害最早開始於百年前清末之「鴉片戰爭」，。

日據時代期間，藥癮者大約占全國人民 6.3％（楊玉齡，2002），並

且鴉片收入每年都可以獲得將近 500 萬的獲益（杜聰明，1931），

但也因鴉片濫用問題嚴重，使得國內人民健康問題情形值得堪憂。 

如此看來，濫用所帶來的不良結果是需要被關注的。 

反觀現今，藥物濫用仍存在著，甚至更出現了許多新興俱樂部

藥物，且施用藥物之年齡族群更是逐漸有年輕化之現象。若整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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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觀面觀之，藥物濫用對於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都具有負面的影響；

至微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容易因為藥物濫用而產生家庭關係

不再緊密，並且極為可能導致家庭的破碎進而產生犯罪行為（楊士

隆、黃徵男，2004）。 

我國藥物政策條例早期主要以 1955 年「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

例」為主，此條例規定毒品禁止製造、運輸、販賣、轉運、持有、

施用及栽種煙毒等行為，若有上述行為者將被視為犯罪化。期間「戡

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透過修正條例與時任總統於 1991 年 5 月 1

日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故，於 1992 年 7 月 3 日

將「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正式更名為「肅清煙毒條例」。直至

1993 年國內藥物濫用情況日趨嚴重，於是我國政府招集各相關部門

組成「中央肅清煙毒協調督導會報」，並且制定反毒策略。1994 年

更將督導會報提昇至行政院層級，並成立「中央反毒會報」，讓政

府高層都能瞭解目前毒品使用現況，再以「斷絕供給」、「減少需求」

作為反毒目標，並細分成「緝毒」、「拒毒」、「戒毒」三個項目施行

（行政院衛生署、法務部、教育部，1995）。 

有鑑於國內藥物濫用情況嚴重以及「肅清煙毒條例」漸漸不適

用於目前現況，我國政府於 1997 年 10 月 30 日將「肅清煙毒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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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大幅修正並三讀通過正式更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 1998

年 5 月 20 日正式公布施行，將影響精神藥物與製造非法藥物之原

物料納入列管中（立法院，2003）。而在管制藥品部分則設有「管

制藥品管理條例」，該條例明訂管制藥品相關施行細項，因此，「毒

品危害防治條例」與「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即為目前我國主要非法

藥物依據法規。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於 1998 年 5 月施行後在藥癮政策觀念

上更是有所改變，採取「治療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之觀念，

並於條例中明訂若藥癮者為初犯施打毒品犯罪者，將以「有條件除

刑不除罪」判決之，予以進行觀察勒戒，若觀察勒戒後無繼續施打

毒品者，由檢察官予以不起訴。反之，若發現有繼續施打毒品現象

者，則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予以強制接受戒治以戒除心癮，倘若在

此階段戒治情形良好則可以免於進入監所執行徒刑。在此部分，矯

正機關對於施用毒品者則分為二部分:在監所中主要以進行生理勒

戒為主、在戒治所主要以進行心理戒治為主，因藥癮者在司法處遇

所面臨之改變，使得民國八十七年後在司法起訴與判決有罪人數上

有下降的趨勢（束連文，2006；楊士隆、黃徵男，2004）。 

以下就我國非法藥物依據法規：「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進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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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沿用迄今，歷經了幾次更改與增修，

主要為 2003 年、2006 年、2008 年、2009 年及 2010 年： 

一、2003 修訂： 

2003 年 7 月根據國內毒品使用現況進行調整及增減部分分級

及品項修正（於 2004 年 1 月 9 日施行），此次修法之重要內容大致

為：（1）簡化藥物使用者之刑事處遇程序（修正條文第二「毒品危

害防治條例」沿用迄今，歷經了幾次更改與增修，主要為 2003 年、

2006 年、2008 年以及 2009 年，十條及第三十條）：根據修正前「毒

品危害防治條例」之規定，施用毒品者之犯次原先分為「第一次犯」、

「五年後再犯」、「五年內再犯」及「三犯以上」，欲簡化施用毒品

者刑事處遇程序，而修正為「初犯」、「五年後再犯」及「五年內再

犯」；另在強制戒治期間也進行修改，由原先必須接受強制戒治須

執行滿三個月，即得停止強制戒治並交付保護管束。但因三個月執

行時間較短，對於戒治成效不彰顯，且再犯率居高不下。因此，經

修正後將強制戒治時間更正為六個月以上，直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

必要，期間為期一年時間，期望可以藉此改善強制戒治之成效（立

法院，2003；林建楊、陳玉書，2006）。（2）觀察、勒戒期間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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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個月：少年毒品施用者於觀察、接受勒戒期間，由原先一個月

時程，延長至二個月，期望經過修正後可加強其接受戒治之成效。

（3）觀察勒戒處所設立規定：勒戒處所必須經由法務部、國防部

於看守所、少年觀護所及所屬醫院內設置。（4）原 1998 年公佈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對於毒品刑罰僅規範為三級。有鑑於第四級

毒品遭受非法濫用，因此增訂第四級毒品之處罰規定，但此未對於

持有或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科以刑事罰。綜合以上，可以發現到

2003 年開始重視醫療及經費施行問題進行修正，對於在醫療衛生及

法規合作上奠定基礎。 

二、2006 年修訂： 

法務部於 2004 年 11 月提出反毒工作新策略，政府於是將 2004

年訂為「全國反毒作戰年」。而於 2004 年至 2005 年期間，臺灣愛

滋感染率大幅攀升，根據臺灣疾病管制局統計指出，愛滋感染人數

由原先 1581 人上升至 3381 人，其中約 70％為施用毒品者。政府為

了因應國內愛滋情況，於是在 2006 年推行「毒品愛滋減害替代療

法計畫」，其包含：美沙冬療法（Meth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簡稱 MMT）、清潔針具計畫（Needle Exchange Program,簡稱 NEP）、

衛生教育宣導與愛滋篩檢服務（疾病管制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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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8 年修訂： 

2008 年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 條條文修正案」，主要是

將試辦中的美沙冬藥癮病患替代療法予以法制化，檢察官可以依據

本條規定要求藥癮患者先進行戒癮治療，施行緩起訴處分，取代現

行觀察勒戒處分（立法院法律系統，2008）。 

四、2009 年修訂： 

國內新興藥物濫用盛行且施用毒品者年紀逐漸下降，原「毒品

危害防治條例」法規規定凡製造、運輸、販賣以及轉讓三、四級毒

品才處以刑責，單純持有以及施用則不予除以罰責，已經無法因應

國內現況，因此，立法院於 2009 年始施行條文修訂，由原先施用

第三、四級毒品不處以罰責改以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4 到 8 小時（法務部，2009）。此外，新增

輔導就業之規定，凡是接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者，於期滿

後，由就業輔導機關輔導就業。 

五、2010 年修訂： 

為了達到全面防制毒品之目標，行政院衛生署、法務部及教育

部共同推動「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於全台二十五縣市設置，提供

戒治轉介之服務。「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功能，主要分為「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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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保護扶助」、「轉介服務」、「綜合規劃」四組，提供有毒品

危害預防宣導、電話專線諮詢服務、個案戒毒管道的轉介服務等。

目前「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雖以法制化，但是在各縣市相關人事與

經費預算仍有所差異，自然而然，在業務上也會造成限制（詹中原，

2007）。 

國內目前戒治工作以矯正機構為主要承接者，但受限於矯正機

構人員專業度與國內藥物政策在心理諮商及心理輔導資源嚴重不

足，戒治工作無法從心理層面做起，這也顯示藥物治療問題無法徹

底解決。根據林健陽、陳玉書、廖有祿及曹光文等人於 2001 年「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後毒品犯罪者矯治成效之研究」一文探討中指

出，藥物施用者在面對戒毒處遇時，在心理輔導與自信心的建立方

面極為重要，顯示目前藥癮治療若無法從根本的幫助藥物施用者心

理問題，若只是單純的採取藥癮戒治，治療之成效是較不顯著的（林

健陽、陳玉書、廖有祿、曹光文，2001）。另外，國內藥物政策對

於藥物施用者治療缺乏相關的家庭支持性措施，研究指出家人情感

性支持與藥物施用者再犯率也有顯著的關聯性，若情感性支持降低，

則藥物施用者再犯率也較高（李思賢，2010b），如此一來，藥物施

用者接受藥癮戒治上成效必定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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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未來我國藥物政策制定施行方向能以提昇藥物施用者心

理方面與加強其家庭功能支持性，相信在藥物施用者再犯率方面會

有達到下降的趨勢，進而改善臺灣國內非法藥物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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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藥物政策 

藥物濫用是目前世界各國極為重視的社會問題，且各國因社會文

化、民情相異、政策理念而在政策上有不同的制訂結果，但主要皆採

取三大戒治模式：（1）戒絕（2）維持治療（3）戒毒機構協助，並從

生理解毒、心理復健、追蹤輔導三方面著手，以期望藥物施用者可以

早日脫離毒品的控制，回歸到社會並發揮其社會功能為主要目標。根

據聯合國（UNODC）分析各國禁毒立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1）

集刑事、行政、實體、程序為一體的司法處遇國家有:美國、德國、

瑞士、新加坡、日本、泰國等等（2）禁毒立法為專門性之禁毒法，

如：英國針對刑罰與相關程序之毒品交易法（3）個別國家禁毒法法

律規定散見於相關法律中，如法國。此外，聯合國（UNODC）並先

後制定了三個禁毒國際公約，其主要目的為防治濫用非法藥物與精神

藥物危及健康與影響社會情形，分別為「經修訂的 1961 年麻醉藥品

單一公約」、「1971 年精神藥品公約」、「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

醉藥品與精神藥品公約」等三項公約，其中「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

醉藥品與精神藥品公約」更促進 180 個國家加入簽署此公約。因非法

濫用藥物問題在各國間影響嚴重，各國無不對於此項問題嚴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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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對於藥物施用者的角色定位也不甚相同，以下分別對各國藥物施

用者角色進行比較： 

各國治療模式-藥癮者角色定位 

（一）將藥物施用者視為「病患」：將藥物施用者視為病患的國家，

在其藥癮戒治方式上傾向以醫療處遇為主，也就是說，期望透過醫

療的方法幫助其遠離成癮的結果。換句話說，也就是將藥物施用者

視為病患的角色給予治療，如 

1.荷蘭： 

荷蘭由 1976 年制定「荷蘭鴉片法案（the Dutch Opium Act）」，

法案中即明定將毒品分為軟毒品及硬毒品兩類，其中硬毒品即包含

海洛因、安非他命等等。荷蘭政府在藥癮處遇模式主張：「適當的

開放軟毒品施用會降低硬毒品所帶來之不良傷害」。換句話說，荷

蘭政府並不認為完全杜絕毒品是一項合理的藥癮政策，必須要透過

風險的角度來處理棘手的毒品問題。荷蘭的藥物政策主要以「寬宏

（liberal）」聞名，荷蘭政府並且認為毒品的問題主要是來自於本身

社會的狀況，而非國外引進毒品所引起。於是，荷蘭由 1970 年代

起，在毒品政策方面即採「減害取向」，實施減害計畫，施行期間

並且著重藥物施用者健康照護與預防，同時強力掃蕩犯罪，目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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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可以將毒品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荷蘭政府不將藥物施用者視為罪犯，而是將其視為

「有健康問題的病患」，因此，荷蘭政府認為必須提供良好且有效

的治療政策，才可以徹底的幫助藥物施用者。荷蘭的醫療處遇主要

包含醫院以及門診服務，其中住院治療主要是為了要完全杜絕藥物

施用者戒除藥癮所設置的服務；門診治療主要可以分為：美沙冬療

法、心理輔導、團體治療等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荷蘭的藥

癮治療計畫中，有一項名為「特別處遇計畫」，主要由荷蘭當地地

區性自願機構、當地警方、健康服務處聯合共同運作，對於藥物施

用者提供住宿，並且確保其有個安全的居住場地，而另一方面也可

以了解藥物施用者日常生活情形（Tops, 2003）。 

荷蘭雖與我國在戒治處遇上有所不同，但荷蘭主要所採取的政

策為「減害政策」，而我國目前雖有減害政策的施行，但僅限於「針

具交換」及「美沙冬替代療法」層面，無法施行完全，且對於藥物

施用者之心理、社會層面也需要提供協助，促使藥物施用者早日整

合於社會中（束連文，2006；李宗憲，2010；楊士隆，2005）。 

2.香港： 

香港對於毒品的觀點認為「吸毒是一種生病的行為，販賣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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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一種違法的行為」。因此，香港將藥物施用者的角色視為「病

患」。對於藥癮在司法處遇上的處理模式，是先以法定羈留的方式，

時間大約為2至12個月長短不等，羈留後必須接受 12個月的監管。

另一方面，在醫療處遇上主要由政府單位、民間機關與社區組織共

同參與，其中包含多重治療模式、美沙冬療法計畫、自願性住院戒

除藥癮治療計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禁毒處，2006），以

下分別進行敘述： 

（1）多重治療模式：此項為強制戒治計畫的一種，主要目的是在

協助藥物施用者戒除藥癮的困擾以及恢復健康。此外，香港政府也

會照顧藥物施用者重返社會問題，及就業與住宿問題等等。 

（2）美沙冬療法計畫：此項以衛生署為主要指導者，模式為採取

自願性門診治療模式，分別提供「代替使用」與「戒除藥癮」兩種

治療方式。 

（3）自願性住院戒除藥癮治療計畫：主要服務對象為自願性住院

之藥癮者，透過社區及民間組織結合，並且藉由宗教力量以及輔導

服務，以期成功幫助藥物施用者戒除藥癮。 

總合以上可以了解到香港將藥物施用者身分視為「病患」，並

且主要採取醫療處遇模式進行戒治，並融合社區及民間組織力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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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進行，為藥物施用者提供完整之協助。  

3.英國： 

英國在藥癮戒治部分其主要的負責單位為「英國健康部」。英

國政府對於藥物施用者角色定位在於藥物施用者是否具有犯罪行

為，倘若藥物施用者沒有發生違法的犯罪行為則不視為犯罪，但倘

若一旦經警政單位判定具有犯罪行為時則必須以司法處遇處理。而

藥物施用者在監禁過程中，英國政府會使藥物施用者接受藥物檢驗

並且會提供多項治療計畫，也會提供心理諮商藉以協助藥癮者。英

國協助藥物戒治主要可分為三大方向，包含監獄內的戒毒與相關藥

癮事務管理、法庭轉介服務以及民間機構提供藥癮戒治服務：（1）

監獄內的戒毒與相關藥癮事務管理：英國監獄曾經發生藥物施用者

進入監所後，在監所內有自殺或自殘等傷害自己之行為產生。因此，

受刑人仍在監所接受司法處遇時，便在監所內教導相關衛生教育，

如：相關醫療照護、持續接受治療及預防藥物過量之教育。（2）英

國法庭轉介服務：這項為英國首次建立多元化介入毒品濫用方案，

主要是根據藥物施用者所接受的判決方式，提供相關密集性治療及

復健方案。另外，除了提供上述協助外，也可以幫助藥物施用者進

行其他所需要之轉介服務。（3）民間機構提供藥癮戒治服務：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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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相關非營利政府組織最早於 1969 年成立，主要替藥物施用者

提供相關協助及出監後續規劃，英國政府期望可以藉由民間組織的

力量，為藥物施用者提供一個夠完整的服務支持。 

綜合以上，英國政府目前對於藥物施用者處遇政策結合醫療與

公共衛生兩項觀點，並以「降低藥物濫用對個人所造成之健康損害」

為主要目標，但藥癮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即可完全消除，必須要融合

各個不同的戒癮機構及相關政策配合，期待逐步控制藥癮問題，以

獲得最佳效益。 

（二）將藥物施用者視為「病患與罪犯（病犯）」雙重身分： 

1.新加坡： 

新加坡於 1973 年通過藥物濫用法規，強制施用非法藥物者進

行處罰，並將其視為「病患與罪犯（病犯）」。1975 年起，新加坡政

府宣布凡是在新加坡販賣海洛因等毒品最高將可處以死刑，若為持

有毒品行為則將可處以鞭刑。而至目前，新加坡在藥癮戒治方案上

施行方式改為多元化，司法處遇模式可分為戒毒所、機構性戒毒處

遇、社區性戒毒處遇等。而在醫療處遇模式上可分為矯治公司。分

別如下： 

（1）戒毒所：戒毒所主要的收容對象為初次施用非法藥物及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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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者。戒毒所藥癮戒治方案主要分為五個階段，包含戒毒期、復

元期、教育期、職前訓練期、職能治療期（束連文，2006）。其中

「戒毒期」主要是替五十歲以上之藥物施用者施用美沙冬去毒，其

餘施用者以「冷火雞（Cold Turkey）」法強迫去毒一星期，以降低

及戒除藥物施用者對毒品產生之依賴性；經過一星期的「戒毒期」

去毒後，而後進入「復元期」，此階段時間長短將視藥物施用者個

人身體狀況而定；緊接著進入「教育期」，約利用一星期的時間教

育藥物施用者有關非法藥物之知識以及相關法規等等；第四階段為

「職前訓練期」，透過嚴厲的管理及訓練藥物施用者各項技能，並

且加強與團體間溝通，以便加強藥物施用者回歸社會化功能；最後

則為「職能治療期」，藉由戒毒所職前教育以培養社會化技能，以

利藥物施用者順利重返社會。 

（2）機構性戒毒處遇：機構性戒毒主要透過職業訓練、宗教及社

會諮詢等，期待藥物施用者可以透過上述服務得到完整的戒癮支

持。 

（3）社區性戒毒處遇：社區性戒毒處遇主要包含提供社區居住方

案、中途之家戒毒方案、假釋居家戒毒計畫等等。此項計畫主要為

幫助藥物施用者免於居無定所的疑慮，而提供一個住宿的場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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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宿期間，也會給予藥物施用者相關支持性的服務。 

（4）矯治公司：新加坡矯治單位主要成立於 1976 年，內容為提供

藥物施用者生活技能及職業訓練並設置中途之家，提供就業安置等

等（李宗憲，2010）。  

綜合以上，新加坡政府在定位藥物施用者角色上與我國最為相

近，意即在刑罰基礎上給予戒癮處遇，但相較於新加坡藥癮戒治處

遇，我國則在提供藥物施用者充足的戒癮服務上則較不規劃完全。 

 

2.美國： 

美國自 1969 年代，即宣稱毒品為國家最大問題；1980 年後，

美國政府即採取嚴厲的反毒政策，當藥物施用者一旦被警方逮捕後，

隨即採取刑罰處遇，也就是說美國政府將藥物施用者視為「罪犯」

角色，且在當時並未整合其他戒治處遇方式，因而導致美國當地再

犯比例甚高。而在毒品政策上美國政府採取「零容忍（Zero 

Tolerance）」政策，並且投注大量經費在降低毒品所帶來之負面問

題。但因美國為聯邦共和體制的國家，各周都有其獨立之司法權力，

這也使得美國整體在藥癮戒治上有不同的治療實施方式。直至 90

年代後美國政府則將藥物施用者角色視為「病患與罪犯（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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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身分，其戒治司法處遇模式可分為矯正機構、治療性社區；醫

療處遇模式可分為美沙冬維持療法、門診戒毒治療、長短期居住處

遇、與醫療結合之司法處遇（賴擁連，2000）： 

（1）司法處遇模式：司法處遇模式主要以矯正機關提供藥癮戒治

服務，其中包含：生理解毒、團體協助、對藥癮者進行衛生教育、

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等（Mears,2002）。ONDCP 也提出矯正機構為

戒癮治療主要場所，且執行成效也較一般場域為佳之觀念（President, 

1999）。但美國政府研判藥癮者並沒有因為參與矯正機構之治療方

案而減少犯罪行為或者是施用非法藥物之行為，因此，美國政府當

局並與 Urban Institute 及 NIDA（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共同合作，確立以將醫療戒治方式融合於矯正機構中。目前美國政

府對於施用毒品者治療處遇主要有七大方式，分別為：美沙冬維持

療法（Meth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MMT）；那曲酮拮抗劑治

療法（Naltrexone Treatment）；門診戒毒治療；長期居住處遇；短期

居住處遇；醫療解毒；醫療與司法結合戒癮處遇（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ONDCP）。 

（2）治療型社區為戒治場所：美國對於藥癮治療，另一種採取的

方式主要是以治療型社區做為基礎，並且具有「以監獄為基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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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架構，其提供之治療方案有教育課程、衛生教育宣導以及自助

方案等等（President, 1999）。治療型社區主要為提供有戒斷症狀所

需之藥癮者居住場所，在此機構中會依照藥癮者個人情況而提供不

同的階段型治療，期望可以藉此增加個人治療的成效。另一方面，

由於藥癮者們一同居住於治療型社區中，便形成了同儕團體，也期

望可以透過同儕教育提供互相學習教育的機會。同儕教育主要是因

為對於同儕具有依賴性，針對同儕有強烈的學習模仿動機，因此利

用同儕教育學習同儕之相關正向經驗以利加強社會化之學習（Carr 

S, 1994）。 

    目前在美國藥癮戒治方案主要趨向多元化方式協助藥癮者進

行藥物戒治，期望可以協助非法施用藥物者遠離並且戒除非法藥物。

此外，透過聯合國（UNODC）於 2002 年也呼籲應將使用非法藥物

行為視為一種「慢性病」，除了協助藥癮戒治以外，也必須更加關

心後續情況，期待透過完整的藥癮戒治及後續追蹤與關心，能夠使

得藥物施用者順利重返社會。 

3.瑞典： 

瑞典政府的毒品政策目標為「期望達到一個無毒的社會（drug 

free society）」，因此，瑞典政府於 1965 年至 1967 年即實施「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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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處方自由計畫」，並視藥物施用者為「罪犯」，但此項計畫實施

效果不彰。於是瑞典政府由 1980 年另制定藥物特別法，並且於特

別法中融入強制治療觀念，而在特別法中則將藥物施用者角色視為

「病患與罪犯（病犯）」，但此時仍無法降低非法藥物使用情況

（McConnell, 1999）。直至 1995 年瑞典政府確立將毒品政策制定為

「不允許使用非法藥物且協助藥物施用者復健之服務」目標。換句

話說，凡是使用非法藥物者則必須接受嚴厲之司法處遇，進行強制

戒治。 

強制戒治是一項密集性且嚴格的計畫，一般來說主要期望藥癮

者可以藉由強制戒治使個體可以順利克服非法藥物所來之戒斷症

狀，以及提供後續之相關復健服務（Ekendahl, 2003）。 

綜觀以上，瑞典之無毒觀念施行後，則視施用非法藥物者為「病

患與罪犯（病犯）」，雖以嚴厲之強制戒治執行，但仍有關心後續

身心問題，以幫助藥物施用者順利重返社會。 

4. 中國大陸： 

透過歷史的角度來看，清代的兩次鴉片戰爭，中國受到西方影

響被迫導入鴉片類藥物，這也使得中國國家遭受到非法藥物的影響

甚多。直到 20世紀 40年代末，在中國的吸毒者人數增加了 2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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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約佔其總人口的 5％。中國大陸在過去主要以「強制戒毒」做

為藥癮戒治之主體，並且施行嚴峻的方法來處理與毒品相關的事務，

只要發現到施用非法藥物行為者則一律送至戒治所進行強制戒毒；

倘若發現「再犯」行為，則送至司法部門之「勞動教養所」進行戒

治，而在「勞動教養所」則進行嚴厲之行為矯正訓練（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安部，2001）。 

    有鑑於中國在藥物成癮及相關疾病日漸惡化的情況下，中國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新的藥物管制法-「禁毒法」，

且在 2008年 6月 1日正式生效。此項新的禁毒法訂定所代表的意

義已經與以往不同。以往吸毒在中國大陸一律是以法律條例處理，

而現今則是以醫療方式進行處遇，雖然新訂定的禁毒法與以往的藥

物管制法意義不相同，但是在實施中仍有困難（Yu Liu,2009）。 

    目前，中國中央政府已逐漸接受了減少傷害的思想和應用策略，

共同對抗日益惡化的愛滋。美沙冬療法目前已經在中國取得成功，且

有一定程度的維持。例如:在2007年年底有503間美沙冬診所服務

97,554位藥癮者(IHRD,2008；Wu,2008)，中國政府大量投資資金於美

沙冬療法。直至今天為止，同儕教育和美沙冬療法已經廣泛的運用在

中國的減害政策上。而針頭交換方案（NSPS）也開始運用在預防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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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上。直至2007年年底，中國大陸有775個針具交換點，總計已跨

越17個省市，其中定期參加的藥癮者有45,121位。 

    中國最新的禁毒法已經不再將使用非法藥物視為法律或道德

問題，而是將其視為一系列複雜的醫療問題且需要制定綜合治療策

略。中國現今對於藥物成癮的定義為成癮是一種慢性的變化腦血管

疾病，藥物政策上對於藥物施用者的角色已經從先前的罪犯身分轉

變為病患與罪犯的雙重身分。 

    但雖如此，目前在中國新通過的禁毒法中，對於如何判定藥物

成癮的診斷仍然處於模糊地帶，即使目前已將藥物成癮界定為是一

種慢性疾病，但是對於是否需要醫療專業人士參予藥物醫療服務，

意或是需要心理師、社工師參予協助，此部分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

規定，這也是中國目前在施行禁毒法中所遭受到的困難。 

 

5.丹麥： 

丹麥政府的毒品政策向來以「寬宏」的刑事政策聞名，但於 2003

年後改為著名的「向毒品宣戰（The Fight again Drugs）」政策，此

項毒品政策主要建立於「零容忍」的觀點上，並且包含了四大面向，

分別為：提供治療、控制施用非法藥物情況、預防毒品施用者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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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藥物與實施減害計畫。換句話說，丹麥政府認為除了必須要加

強處理毒品問題以外，對於藥物施用者相關治療也必須是執行的重

點之一（Asmussen, 2007）。 

丹麥政府在戒治處遇上主要區分為司法處遇以及醫療處遇；司

法處遇主要執行場所為監獄，並包含多樣化的毒品戒治方案，如：

進行無毒治療（drug free treatment），並且結合醫療處遇，由治療人

員（醫師、社工師、心理諮商師）進入監獄對於毒品施用者進行藥

癮治療及諮商服務。此外，丹麥政府為了要鼓勵藥癮者接受藥癮戒

治，提供了藥物施用者在進行戒治時的生活所需，期望可以藉此改

進丹麥國內毒品施用情況。 

綜合以上，丹麥國家對於藥物施用者在監獄所施行之藥癮處遇

與我國較為類似，皆在監獄進行司法處遇，並且結合醫療單位進行

藥癮戒治，但相較於丹麥國家，我國在藥物施用者進行藥癮戒治時，

則無法提供藥癮者相關生活所需資源，此項是否會影響藥癮者進行

藥癮戒治的意願，將值得再多加進行探討。 

6.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國家的非法藥物使用情形出現在 20世紀 60年代後期，

因為馬來西亞地處於金三角鄰近地帶，於是馬來西亞便成為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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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圖的市場。在馬來西亞中，海洛因仍然是最被廣泛使用的藥物，

經過統計顯示，馬來西亞中有三分之一的藥物施用者是海洛因使用

者，由此可見，海洛因對於馬來西亞境內影響甚遠。直至 1988 年

到 2006 年之間，馬來西亞共有三十多萬藥物施用者，約佔總人口

的 1.1％。另一方面，衛生當局也擔憂愛滋感染人數攀增不下。2007

年統計顯示馬來西亞有四分之三的藥癮者亦為愛滋感染者（NADA, 

2007），有鑑於此，馬來西亞境內便出現了非政府組織要求修正藥

物政策的聲浪（Suresh Narayanan, 2011）。 

    馬來西亞一直以來的藥物政策是採取「禁止使用非法藥物」的

核心理念，此時，當其他各國紛紛出現「減害理念」時，馬來西亞

國家的非政府組織便出現改革聲浪，但因決策者和穆斯林宗教領袖

對於非法藥物觀念已根深蒂固，因此，對於要在一個空間中提供給

藥癮者鴉片類藥物的替代品，在馬來西亞國家是難以推行的。但反

觀馬來西亞境內藥物施用者愛滋感染情況居高不下，非政府組織便

參考其他各國減害成功案例，於是，馬來西亞首先實施美沙冬療法

後，有更多的馬來西亞藥物施用者主動出來尋求幫助，因此，獲得

相當成功的結果，緊接著在 2005 年施行針具交換計畫，也替馬來

西亞藥物政策向前邁進一大步，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相關衛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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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示對於藥癮者在教育上的教導及大眾的努力是必須要連續而

不可間斷的。 

（三）將藥物施用者視為「罪犯」： 對於藥物濫用者以罪犯的角色

看待，針對藥癮處遇則採取司法處遇對待之，如： 

 1.日本： 

日本政府認為吸毒是一種不當行為，凡非法施用藥物者應一律

接受處罰，並視為「罪犯」看待之。在司法處遇模式上主要以監所

處遇為主。日本並在 2006 年設立「刑事設施及受刑人處遇法」，對

於藥癮者施行「指導」的方式處遇，此舉也與我國在「監獄毒品犯

輔導計畫」相類似（鄧學仁，2005）。日本政府所實施的「改善指

導」主要可區分為「一般改善指導」與「特別改善指導」兩種。其

中「一般改善指導」內容以增進藥癮者身心健康，培養健全以及正

確的觀念等為主；而「特別改善指導」乃由不同的犯罪類型給予不

同的改善指導。 

而在醫療處遇模式上，日本政府對於藥癮者之藥癮治療採取整

合型計畫治療，日本政府不僅是透過提供之藥癮戒治計畫，同時也

在社區參與中大量引用民間觀護志工參與，對於藥癮者提供輔導以

及藥物濫用衛生教育等等藉以協助藥癮者戒除藥癮戒除藥癮，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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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癮者回歸社會化。 

日本對於藥癮者角色定位為「罪犯」，在司法處遇上以「改善

指導」作為主要指導內容，此舉與我國「監獄毒品輔導計畫」並無

太大差異，我國雖與日本藥癮者使用藥物類型較不相同，但仍可參

考日本施行藥癮戒治成效及內容，以做為我國藥癮政策之參考（束

連文， 2006；李宗憲，2010；楊士隆，2005）。 

近年來聯合國（UNODC）主張各國應將非法藥物成癮視為慢

性病，並呼籲各會員國提供治療與減害措施建議，如此一來，對於

藥物濫用者的角色定位為「病人」將是一項未來的趨勢與可實行之

目標，期望往後除了對於藥癮者提供醫療戒治的同時，也更應著重

於心理諮詢及社會適應方面，以利藥癮者重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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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綜合上述資料及參考國內相關研究資料（束連文，2006；

李宗憲，2010；林健陽、陳玉書、廖有祿、曹光文，2001；楊士隆，

2005），簡要整理表列如表： 

一、藥物施用者身分視為「病患」： 

藥癮者身分視為「罪犯」 

國家 毒品政策 司法處遇 醫療處遇 專責機構 法律 

荷蘭 寬宏政策 風險角度

處理 

門診戒毒計

畫、美沙冬

計畫及住宿

或就業救助 

  

香港 減害觀點 強迫戒毒

計畫 

美沙冬計

畫、自願住

院戒毒、社

區志工 

司法部門 綜合法律 

英國 1.若無犯

罪行為非

犯人 

2.單純使

用藥物為

病人 

監獄實施

戒毒、法

庭轉介 

「公共衛

生」觀點 

衛生部門 專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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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物施用者身分視為「病患與罪犯」雙重身份： 

藥癮者身分視為「病患與罪犯」雙重身份 

國家 毒品政策 司法處遇 醫療處遇 專責機構 法律 

新加坡 藥物濫用

法規 

戒治所、社區

處遇 

矯治公司、

中途之家就

業安置服務 

司法部門 綜合法律 

美國 零容忍 

政策 

治療性社

區、藥物法庭 

醫療結合司

法處遇 

衛生部門 綜合法律 

瑞典 藥物特別

法規 

強制戒治 美沙冬替代

療法 

司法部門 專門法律 

中國 

大陸 

禁毒法 強制戒治勞

改、社區處遇 

社區美沙冬

療法 

司法部門 綜合法律 

丹麥 零容忍 

政策 

多樣化毒品

治療 

醫師、護士

施行健康治

療及提供生

活所需資源 

司法部門 綜合法律 

馬來西亞 減害理念 藥物法庭 美沙冬療法 司法、衛

生部門 

綜合法律 

 

三、藥物施用者身分視為「罪犯」： 

藥癮者身分視為「罪犯」 

國家 毒品政策 司法處遇 醫療處遇 專責機構 法律 

日本 強制戒治

（冷火雞） 

監所為主

搭配「改

善指導」

方案 

整合型計

畫治療 

司法部門 綜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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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藥物濫用相關因素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969 年對於藥物濫用（drug abuse）

的定義為：藥物過度使用，且其使用量也超過一般醫療上的用量（林

憲，1982）；美國「總統麻醉藥物及藥物濫用諮詢委員會」 （The 

President`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Narcotic and Drug Abuse ）指出

藥物濫用行為應包括：個人非依專業人員處方而逕自服用藥物、個

人以違法方法取得藥物、用藥程度到達傷害個人健康或社區安全程

度；此外，美國「全國大麻與藥物濫用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Marijuana and Drug Abuse）也對藥物濫用定義為：非基於醫療上

的需要或者未依醫師處方而使用，綜合上述論述，可以發現到所指

違法方式取得「藥物」並非單純指的是醫藥上之藥品，同樣的也概

括了非醫療用途上的藥物，即指非法藥物（illicit drugs）。 

影響藥物濫用的因素是複雜且多面的，但綜合相關研究可以歸

類出個人、家庭及同儕朋友及社會文化四大相關因素。以下分別就

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及討論： 

一、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可以包含出性別個人的生理體質、心理動機、人格特

質、壓力因應等因素有關；心理因素則包含焦慮、憂鬱、品行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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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動性格及受暴經驗等因素。 

（一） 性別因素 

    施用藥物原因是由許多複雜因素組成，並在性別方面也有所差

異，以往研究指出施用非法藥物上以男性為較多數，但根據統計資

料顯示，女性藥癮者有逐漸增加的情形。李思賢（2008）研究發現

到女性海洛因成癮者使用藥物原因是因為伴侶大多有用藥的情況，

而女性藥癮者因為認定伴侶附出感情而不捨分離，因而有藥物濫用

行為發生（李思賢，2010a，2010b；盧幸馡、李思賢，2008）。此

外，研究也發現到在使用藥物後感染愛滋的情況其中以女性具有較

高的危險性，通常發生在使用藥物的性伴侶、共用針頭的行為、未

保護的性行為與為了藥物而發生性行為（李思賢，2010a，2010b；

盧幸馡、李思賢，2008）。另一方面，根據李思賢（2010）於研究

指出到若女性在青少女期間接觸藥物，其大多表示使用藥物的原因

是因為在意身體意象，這項結果也與國外其他研究結果相似（李思

賢，2010a）。 

（二） 心理動機及壓力因應因素 

心理動機與壓力因應因素通常在施用非法藥物上具有重要關 

鍵性，通常在心理因素方面被認為是藥物濫用行為的預測因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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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滿足個人欲望、幻想、逃避現實壓力與焦慮等原因。李思

賢（2009）研究發現到藥頭在面對青少年時，藥頭會主動察覺青少

年心情，並對青少年主動邀約，使青少年習慣採用濫用藥物來解決

心裡沮喪或逃避現實，進而進行藥物兜售，使得青少年形成藥物濫

用上癮（李思賢、林國甯、楊浩然、傅麗安、劉筱雯、李商琪，2009）。 

二、家庭因素 

    家庭是人類最重要的初始團體，因此，家庭因素被認為是造成

藥癮者使用藥物的重要因子，其中家庭結構因素包含家庭型態、社

經地位、家庭凝聚力、家人物質使用情況；相關研究指出父母、兄

弟姊妹之藥物濫用經驗與個人是否會有藥物濫用行為動機有明顯

的關係，若家人有物質使用的情況，則會增強個人產生藥物濫用的

行為；研究發現到家人中有使用藥物的經驗，則青少年使用藥物的

頻率也會出現（Policy, 2006；李思賢、林國甯、楊浩然、傅麗安、

劉筱雯、李商琪，2009；李景美、葉美玉，1999；陳嘉玲，2006）。

此外，研究也指出若原生家庭為貧窮、破碎家庭抑或為隔代教養家

庭，由於在年少時較缺乏父母親關愛，並且在生活當中可能會遭受

到許多輕視，其產生藥物濫用行為相較於正常家庭的小孩則會有較

高的危險性；國外研究 Simcha-Fagan（1986）指出，若家庭中為具



 

37 

 

備良好氣氛並且具有適宜之管教方式，將可以減少產生藥物濫用的

機會；關於家庭中教養方式，國內研究也發現到若父母親雙方管教

態度不一，將會使得家庭中氣氛較不和諧，且易產生爭執，進而助

長濫用藥物之行為（Simcha-Fagan, 1986）。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由結果瞭解到，發生藥物濫用行為與家庭

因素具有重要的關係，並且是由在青少年期間就會產生重要影響，

因此，如何建立重要的家庭支持性，使家庭成員產生家庭凝聚力，

相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也是值得我們加以探討並注意的部

分。 

三、同儕朋友 

    同儕朋友在藥物濫用使用上亦是一個重要的預測因子，如：透

過模仿學習、同儕朋友相處間壓力及非正式同儕的影響。國內研究

林健陽、陳玉書（2006）指出，毒品犯於進入戒治所之前，其不良

友伴越多，則再犯次數亦會越多；不良友伴對於施用毒品再犯也具

有顯著的影響性，每增加一位不良友伴人數，再犯比率增加之比例

為 2.8％（林建楊、陳玉書，2006）。另外，張鈺珊（1995）以高雄

市地區個案做為研究對象發現到兩項原因：「自我因應缺失」（如失

眠、情緒低落、失去興趣等）以及「人際互動缺失」（如無固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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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吸毒朋友往來）是影響再度使用非法藥物的主要問題來源（張

鈺珊、余伍洋、李家順、陳明招、楊寬弘，1995）。胡萃玲（1996）

研究也發現到藥癮者開始使用毒品的原因最先是由於有機會接觸

用藥的朋友，並且受到團體認同的壓力上，毒品流行而易得，更因

為具有好奇、好玩且對毒品缺乏警覺性等，也會增加使用毒品的危

險因子（胡萃玲，1996）。  

    國內外研究也發現到，原先非藥物施用者若在同儕朋友間接觸

到藥癮者，則會因為尋求在團體中的認同與支持感，進而增加使用

非法藥物的機會。也就是說，當非藥物施用者開始使用非法藥物後，

則會逐漸被該用藥次級文化團體所認同，進而認同該組織，並且逐

漸劃分出吸毒者及非吸毒者，而排斥其他非吸毒者（蔡德輝、楊士

隆，2000）。 

四、社會文化因素 

    許多關於藥物濫用研究發現到，藥癮者在人口資料特性上顯示

出，社會因素與施用非法藥物的行為具有關聯性。就一般而言，年

輕的成年人、少數民族、男性、與大城市都會區的居民對於藥物濫

用的抵抗力似乎較薄弱，而為何會形成此種情況產生？探究其原因

可以發現到可能是不健全的社會條件所導致，諸如：貧窮、種族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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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教育不足、以及缺乏教育機會等（health, 2006）。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到藥物濫用的因素是複雜且多重性的，

並不是單一方面的原因。因此，欲了解藥物濫用的原因必須要從多

層面進行探討，並且針對不同年齡層進行不同的衛生教育宣導及提

供相關照護，期望透過結合政策及相關法制單位可以使得藥癮者達

到穩定接受醫療服務的現象，以達到自身的健康狀況的維持與穩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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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五節，分別為理論基礎、資料收集方法及研究對象、資料

分析處理、研究品質分析與研究倫理考量。 

第一節 理論基礎 

     本研究主要以「減害理論」做為研究之基礎架構，並以健康 

促進理論六大範疇作為搭配。「減害理論」的主要目的是在政策、

方案與執行上，降低藥物濫用對於個人、身心健康、社會與經濟方

面所帶來的傷害；也就是說，若要求藥癮者禁止施用非法藥物是較

為艱難的，因此，若可以藉由減少傷害便可以預防無法彌補的損傷，

對於藥癮者家庭與其在社會上的功能也都能達到改善，但前提必須

在執行前要考量到可行性、有效性、安全性及符合成本效益才有利

推行（Association, 2010；李思賢，2008）。 

    國內學者李思賢（2008）針對減害概念提出下列五點： 

一、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在他們的生命中值得去給予協助，並 

讓他們能擁有身心健康的權利，對於藥癮者減少傷害部份，可以提

供針具交換達到減少愛滋與 C 肝傳播的危險性。 

二、 在減少傷害部份，不要再將藥癮者視為「罪犯」，應以病人的

角度去看待他們，因為目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無法根絕使用毒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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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所以我們需以三級預防的層面去做介入，讓新的藥癮者不要產生，

而已經成癮者給予相關衛教資訊，並提供各種治療方法。 

三、透過替代療法取代海洛因對身心、社會的傷害，再搭配改變行為

的心理治療，讓藥癮者可以漸減遠離毒品的危害，因為海洛因所造成

的成癮性與依賴性並非光靠藥物即可改善的。 

四、如何讓藥癮者可以懂得減少傷害的概念，是需要政府由上而下加

強宣導並提供相關資源，讓民眾與藥癮者可以瞭解整個實施的目的，

再由下而上的自發性的參與或提倡，才能有效的推動各種減害計畫。 

五、以低門檻標準實施美沙冬替代療法，相較於傳統高價位的治療相

比，將可讓更多的藥癮者參與整個治療，提供更多選擇與便利性（李

思賢，2008）。 

    而健康促進理論六大範疇主要分為：政策（ policies）、健康教

育與活動（health curriculum and activities）、 

物質環境（ physical environment）、心理環境（psychosocial 

environment）、社區關係（community relations）及健康服務（health 

services）等。以下分別進行論述： 

一、 政策（ policies）：運用減害理論為基礎，以減少藥癮者傷害為

目的，透過制定藥癮減害政策，並增強後續心理輔導與心理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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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之計畫，期盼能夠使更多藥癮者受惠，因而改善非法藥物施

用情形。 

二、 健康教育與活動（health curriculum and activities）：舉辦關於非 

法藥物施用之健康教育活動及課程講座，透過宣導使更多人瞭解

到相關藥物知識以及對於海洛因藥癮者應以病人的角度被看待之，

因為「藥物成癮」是一種大腦性的疾病，藥物濫用後導致大腦神

經元產生變化因而降低相關行為的自主控制能力。倘若能夠讓社

會大眾對於藥癮者有更深入的認識，相信藥癮者在社會上也會減

少被歧視的看待，進而促使藥癮者願意接受醫療服務，降低社會

上不必要支付出成本。  

三、 物質環境（ physical environment）：透過提供藥癮者一個安全 

的醫療環境，使其願意持續性接受醫療相關服務，進而減少身體、

生理或心理上所造成的傷害，達到一個穩定的狀態。 

四、 心理環境（psychosocial environment）：期望往後可以在藥癮政 

策上增加對於藥癮者心理方面的重視度，藉由心理諮詢與心理諮

商，協助其持續且固定的接受相關醫療及替代療法；此外，也期

望可以增強藥癮者的家庭支持性，彼此可以建立互相關懷與信任

的環境，進而降低藥癮者再犯機會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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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區關係（community relations）：藉由社區關係的合作與結盟，

提供給藥癮者一個支持性的環境。另外，醫療院所也可以與社

區機構如成長協會、公益團體進行結盟，提供所需資源給藥癮

者，維持良好的醫病關係，達到減少傷害的目標。 

六、 健康服務（health services）：大多數的藥癮者都需要數次的療 

程，才可以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目前台灣所施行的藥物治療可

以分為兩種，分別為由醫療院所開設美沙冬使用處方及接受美沙

冬替代療法，但卻缺少藥癮者社會心理層面之問題，因此，後續

健康服務應著重此層面，期望可以減少造成藥癮者傷害的目標。 

    透過以上結合「減害理論」及「健康促進理論」之概念，希

望運用在往後藥癮政策執行面或評估面時將可以提供更好的建議

與參考，並且期望可以使社會大眾瞭解到藥物成癮是一種疾病，

不應該以歧視或異樣的眼光看待之，並期待藥癮者後續可以藉由

醫療服務以及心理諮詢服務建立起良好的生活方式與健康的社會

關係。 

第二節 資料收集方法及研究對象 

    本論文採用二級研究資料進行分析，資料來源為行政院研究考

核委員會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李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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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與其團隊進行「新興毒品減害措施」計畫之民意調查部分（李

思賢，2011）。民調題目由研究團隊參考國外文獻，再統整國內專

家與藥癮者之質性焦點與個別訪談的分析結果，進行民調題目的編

擬。 

研究參與對象以 2010 年中華電信家用電話為母群體進行隨機

抽樣電話民意調查，受訪對象為成年之民眾。隨機抽樣標準主要是

依據（Fowler, 2002）對於樣本規模已超過 1000 人，且主要調查項

目之可能比率分配，設定 95%的信心水準，其調查結果誤差範圍是

±3%以下。本研究實際執行時依照各縣市男女人口比例分配，電訪

過程因為考慮到上班族，所以電訪時間從上午十點開始至晚上十點。

由於本研究議題相當敏感，故事先有進行兩場訪員訓練、一場模擬

電訪與各題項回應之溝通。 

    施測時間共計十天，共撥通 5,877 通，成功完成電訪 1,069 通，

成功受訪率為 18.2％。  

第三節 資料分析處理 

    待民意調查資料回收後，資料經譯碼、鑑入並重複核對，利用

SPSS17.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行資料分析。 

1. 描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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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數百分比（Frequency＆Percentage）呈現研究對象的各項

基本資料。 

（2） 描述性統計計量（Descriptive）呈現民眾最容易想到的藥物

種類、民眾認為藥物造成的主要傷害為何、民眾認為會直接

或間接造成最多人死亡的毒品、民眾對於藥癮戒治費用給付

等分佈情形。變項與變項間的關係，類別變項採取卡方檢定

測試其相關。 

2. 交叉推論分析 

    進一步瞭解性別、世代、教育程度、居住地區以及之前是否

聽過毒品愛滋減害計畫做交叉分析，以瞭解目前國內藥癮政策宣

導是否在各年齡層、世代關係以及教育程度上產生影響力。 

第四節 研究品質分析 

    本研究採用標準化的資料收集過程來確保資料的品質與完整性。

所謂標準化資料收集過程包含文獻資料的分類、民調訪談人員的訓

練、資料收集的再確認、資料輸入電腦的步驟與輸入錯誤的檢查、

資料輸入對照本（codebook）等。 

第五節 研究倫理考量 

    因本研究涉及敏感性議題，故限制十八歲以上民眾才可接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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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訪問，且基於保護研究對象的個人資料及隱私曝光，須確實執行

保密原則。研究過程中由電話訪問員詳述本研究目的、流程及相關

問題，使研究對象了解研究過程，並且選擇是否參與研究，過程中

保證研究對象資料不外洩，採不記名原則，說明僅提供學術用途，

研究對象在進行電話訪問過程中可以隨時終止其意願。另外，本研

計畫經過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研究倫理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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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為兩節，包含了第一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及第二節研

究對象對於物質使用認知、態度與知識調查結果 

第一節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民調題目包含基本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度、居住區域）、

民眾對於毒品與毒品引發的傷害與治療之想法、對於政府推動之毒

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的瞭解與態度。以下針對受訪者的基本特性進

行敘述： 

表一為調查對象之基本特性分析，由統計結果可以發現性別分佈

比例，其中男性為 526 人（49.7%）、女性為 532 人（50.3％）。而在

教育程度上，完成教育程度回答的人數有 1058 人，其中以高中/高職

人數占最多 340 人（32.1%）、其次是大學/研究所以上則占 319 人

（30.2%），占最少比例的則是小學或以下 119 人（11.2%）。 

另一方面，年齡部份共有 1061 人回答，其中在 60 歲以上回答人

數最多共有 254 人（23.9%）進行回答，回答人數最少為 20-29 歲共

有 155 人（14.6%）進行回答。 

此外，因本研究電話訪談時間為早上十點至晚上十點，白天時段

大多以家庭主婦或年長者在家居多，而晚上下班時間過後，才遇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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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上班族之民眾。在居住分布統計發現到，以北部為最多數 477 人 

（44.6%），其次則為南部 302 人（28.3%）、中部 263 人（24.6%），

而東部則為最少 27 人（2.5%）。 

 

表一、本研究調查對象之基本特性分析 

註：經卡方檢定後，**p<.01. ***p<.001. 

 

 

 

變項名稱 
男生 女生 總和 

χ
2
 

n % n % n % 

教育程度(N=1058)        14.4
**

 

小學或以下 50 9.5 69 13.0 119 11.2  

初中/國中 79 15.0 63 11.8 142 13.4  

高中/高職 157 29.8 183 34.4 340 32.1  

專科 60 11.4 78 14.7 138 13.0  

大學/研究所以上 180 34.2 139 26.1 319 30.2  

年齡(N=1061)       18.7
***

 

20-29歲 80 15.1 75 14.1 155 14.6  

30-39歲 74 14.0 90 16.9 164 15.5  

40-49歲 106 20.0 142 26.7 248 23.4  

50-59歲 116 21.9 124 23.4 240 22.6  

60歲以上 154 29.1 100 18.8 254 23.9  

居住分布(N=1069)       0.3 

北部 233 43.8 244 45.4 477 44.6  

中部 133 25.0 130 24.2 263 24.6  

南部 152 28.6 150 27.9 302 28.3  

東部 14 2.6 13 2.4 27 2.5  



 

49 

 

 

第二節 研究對象對於物質使用認知、態度 

與知識調查結果 

    圖一為談論到「毒品」時，民眾最常想到哪三種物質？根據統

計結果顯示到，有 31％民眾最常想到的藥物依次分別為安非他命、

其次為海洛因（20％）、大麻（11％）。另外，由圖一也顯示出僅有

少數民眾認為香煙與酒為非法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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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香菸 

02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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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止痛藥 

05大麻 

06K他命 

07搖頭丸 

08安非他命 

09海洛因／鴉片 

10嗎啡 

11古柯鹼 

12強力膠＆速氏康 

13藥品就是毒品 

15一粒眠＆FM2 

999不知道、不清楚、未回答、拒絕回答 

圖一、說到「毒品」時，民眾會想到的三種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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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為談論到「毒品」時，民眾會想到使用毒品的主要傷害是

甚麼？根據統計結果顯示到，民眾會想到使用毒品所造成的主要傷

害為產生精神疾病（28％），其次為造成身體器官敗壞（25％），最

後則為藥物使用上癮（9％）。 

透過此結果可以發現到民眾對於藥物濫用造成的傷害主要為

產生精神疾病，並非為傳統觀念上的犯罪行為等等；此外，也發現

到臺灣民眾想到的另一項傷害為藥癮者產生身體器官敗壞問題，綜

合以上，可以瞭解到民眾對於使用藥物產生的傷害已經由傷害行為

轉變為身心疾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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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談到「毒品」時，請問會想到使用毒品的主要

傷害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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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為民眾認為直接或間接造成最多人死亡的毒品為何種？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出民眾認為造成最多人死亡的毒品為海洛因／

鴉片（23％），其次為安非他命（16％）及大麻（11％）。值得注意

的是，現今因俱樂部藥物濫用盛行率提高，民眾也認為 k 他命對於

健康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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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民眾認為直接或間接造成最多人死亡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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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為民眾是否贊成成人可以合法使用藥物嗎？經由統計結

果指出有超過九成的民眾表示不贊成成人使用非法藥物，由此可以

顯示出衛生教育於藥物教育上的進步與成效。 

表二、請問下列藥物中，您會贊成成人可以合法使用嗎？ 

 

 

 

 

 

藥物種類 
不贊成 

不太贊

成 

還算贊

成 

贊成 

n % n % n % n % 

大麻(n=1054) 991 94.0 20 1.9 20 1.9 23 2.2 

K他命(n=1052) 1042 99.0 4 0.4 2 0.2 4 0.4 

搖頭丸(n=1058) 1049 99.1 3 0.3 2 0.2 4 0.4 

安非他命

(n=1061) 

1050 99.0 5 0.5 1 0.1 5 0.5 

海洛因(n=1060) 1050 99.0 4 0.4 3 0.3 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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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為民眾對於藥癮戒治費用之態度與是否聽過減害計畫之

調查， 經由統計結果發現到民眾認為關於藥癮戒治的醫療費用應

由誰支付部份，有約 68％的民眾認為應該要由藥癮者本身給付，其

次為部份給付（17.4％），最後才是由公家給付（14.6％）。此外，

詢問民眾藥物濫用相關知識題，分別為「是否瞭解使用毒品可能造

成用藥過量而死亡」，有 97.8％的民眾表示他們瞭解用藥過量會造

成死亡；以及「是否知道共用針具注射毒品會感染愛滋病？」，有

96.7％的民眾表示他們瞭解共用針具是感染愛滋病的危險因子；詢

問是否瞭解目前政府單位推行藥物濫用相關防治計畫，如：「毒品

病患愛滋減害計畫」，有 85.2％民眾表示他們不知道政府目前正在

推行的「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而有 9.2％的民眾表示聽過毒品

病患愛滋減害計畫但不清楚內容施行的細項為何？而只有 5.6％的

民眾表示他們有聽過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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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民眾對於藥癮戒治費用之態度、藥癮相關知識與 

是否聽過減害計畫之結果 

民眾認為藥癮戒治

的醫療費用應由誰

給付(n=1016) 

公家給付 自行給付 部份給付 

n 
％ 

n 
％ 

n 
％ 

148 14.6 691 68 177 17.4 

民眾對於使用毒品

可能造成用藥過量

而死亡之概念

(n=1056) 

 
知道 

 
不知道 

 n 
％ 

 n 
％ 

 

1033 97.8 

 

23 2.2 

民眾對於共用針具

注射毒品會感染愛

滋之概念(n=1045) 

 
知道 

 
不知道 

 n 
％ 

 n 
％ 

 
1011 96.7 

 
34 3.3 

民眾是否知道政府

正在推行「毒品病患

愛滋減害計畫」

(n=1069) 

知道 聽過/但不清楚 不知道/沒聽過 

N 
％ 

n 
％ 

n 
％ 

60 5.6 98 9.2 911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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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為民眾教育程度與愛滋病知識交叉分析結果，經過統計結

果發現到教育程度與是否了解共用針具注射毒品會感染愛滋病有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教育程度為小學或以下且表示知道有

98位（92％），表示不知道有 8位（8％）；教育程度為初中/國中且

表示知道有 128位（92％），表示不知道有 11位（8％）；教育程度

為高中/高職且表示知道有 325位（97％），表示不知道有 10位（3

％）；教育程度為大學(專)/研究所以上且表示知道有 415位（99.3

％），表示不知道有 3位（0.6％）。 

表四、教育程度與愛滋病知識交叉分析 

 您是否知道共用針具注射

毒品會感染愛滋病？ 

  

教育程度 知道 不知道 總和 χ
2
 

    ＜.001*** 

小學或以下 98 8 106  

初中/國中 128 11 139  

高中/高職 325 10 335  

大學(專)/

研究所以上 

451 3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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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經卡方檢定後，**p<.01. ***p<.001. 

    表五為民調民眾年齡與愛滋病知識交叉分析結果，經過統計結

果發現到年齡與是否了解共用針具注射毒品會感染愛滋病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年齡為 20-39歲且表示知道有 316位（99.3

％），表示不知道有 2位（0.6％）；年齡為 40歲及以上且表示知道

有 487位（95.5％），表示不知道有 32位（4.5％）。 

表五、年齡與愛滋病知識交叉分析 

 
您是否知道共用針具注射毒品

會感染愛滋病？ 

  

年齡 知道 不知道 總和 χ2 

    
＜.001*** 

20-39歲 316 2 318 
 

40歲及以上 687 32 719 
 

註：經卡方檢定後，**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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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臺灣地區民眾對於藥物施用者角色與我國

處遇現況之看法。資料收集以 2010年中華電信家用電話登記進行

電話訪問，總計撥通共 5877通，成功完成電話訪問有 1069通，成

功受訪率為 18.2%。透過統計分析之後，本研究結果有以下發現： 

一、民眾對於物質使用認知：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民眾最常想到的影響精神藥物依次分別為

安非他命、海洛因、大麻；而酒、香菸、安眠藥、止痛藥等四種物質

民眾則較少認為是藥物，探究其原因可能因為我國政府政策將菸酒販

賣權限開放給統一菸酒公司經營，且香煙與酒精必須要經過長時間才

會顯現出對於健康的傷害，也就是說香煙與酒精所造成危害並非為立

即性的，故使得民眾認為香煙與酒並非會對身體造成傷害。但根據

Nutt（2007）針對 20 種合法與非法物質進行危害風險評估後，發現

香菸、酒雖然是合法的物質，但是它們在人體潛藏的傷害不亞於海洛

因（Nutt, 2007）；此外，Hall（1999）等人也針對大麻、香菸、海洛

因以及酒精等四種藥物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到此四種藥物所造成的傷

害中酒精是最危險的一項，使用酒精後所產生的危害如：交通事故、

肝硬化、精神疾病、成癮、影響到胎兒等等（Hall, 1999），但民眾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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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低估酒精所造成的傷害及嚴重性。綜合以上可瞭解到，香煙與酒

精的所造成的成癮性高，且對於人體所造成的危害與非法藥物（海洛

因、安非他命、大麻）相較後同為嚴重。因此，民眾應須加強香煙與

酒精類物質衛生教育知識及瞭解使用後所造成的嚴重危害。 

二、藥物產生的主要傷害觀念轉變： 

（一）民眾角度： 

根據研究結果指出，民眾想到使用影響精神藥物所造成的主要

傷害為產生精神疾病，其次為造成身體器官敗壞，最後則為藥物使

用上癮。其研究結果與傳統觀念上使用非法藥物常發生犯罪行為的

想法已相異，由此也可以瞭解到民眾對於使用藥物所產生的傷害已

由法律上的犯罪、偷竊行為逐漸轉變為醫療相關疾病。根據 1998

年 5 月 20 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正式公布施行後，與先前「肅

清煙毒條例」相較有很大幅度的改變，最大差異是在對於藥癮者身

分上的界定，除了將其視為「犯人」之外，亦將藥癮者視為「病人」，

且對於藥癮者之處置不再僅以處以徒刑，進而以「觀察勒戒」及「強

制戒治」取代之。也就是說對於藥癮者採取「有條件除刑不除罪」

的刑事政策，讓他們執行不起訴處分，也因為此項政策施行，當時

的毒品犯獲不起訴案件從 10％提升到 40％，而原本起訴案件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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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降至 22％（法務部，2007）。   

    根據國內學者李思賢教授於其研究中提出，以往我國對於藥癮

者執行處遇大多以監禁為主要執行策略，但檢視施行結果後卻都發

現到未能有效的減緩使用人口以及非法藥物所衍生的相關問題（李

思賢，2008）。而對於使用非法藥物的問題極為重視，並且於2002

年提出應將藥物濫用視為一種慢性疾病（Crime, 2002）。而我國亦

於2006年反毒報告書指出，關於藥癮者使用非法藥物成癮行為復發

現象，這不只是單純為滿足難以戒斷的生理需求，其背後存在的複

雜原因，使我們必須將非法藥物使用視為一種慢性復發的疾病，然

而藥癮者接受治療的過程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與需要長期定期追蹤

的過程，且在進行「治療」的過程中，須透過各種專業領域的共同

合作，才能協助藥癮者重返社會，遠離毒品（教育部、法務部、行

政院衛生署，2006）。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瞭解到民眾對於使用影響精神藥物所造成

的傷害觀念已經與以往不同，但即使如此，我國政府政策卻依然在

藥癮治療上沒有更進一步的規劃屬於藥癮者的之醫療處遇；也因為

如此，藥癮者目前在接受醫療處遇上仍然沒有一個完整的規劃及相

關補助。根據相關研究指出，若可以成功的治療藥癮者，將可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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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政府花費在社會上將近一半的成本，有鑑於此，政府相關單位必

須要更加審慎仔細規劃藥癮醫療處遇，如此一來，將可以降低社會

上所花費的成本資源，也更可以將需要的資源帶給更加需要的民

眾。    

（二）衛生政策角度： 

    目前我國在衛生政策上主要以「全民健康保險法規要輯」作為 

施行準則，其主要目的在於消除民眾就醫時的經濟障礙，達到保障 

全體國民身心健康之目的。其中與藥癮者密切相關的細則為：全民 

健康保險法規第三十九條指出藥癮者接受藥癮治療者，則不在全民 

健康保險補助範圍以內（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2003）， 

此條規定也與聯合國提倡將藥癮者視為慢性病患者之觀念相牴 

觸；換句話說，藥癮者接受藥癮治療時必須全額自付，亦即醫 

療費用自行負擔，無形中造成了藥癮者在經濟層面的負擔。由於藥 

癮者通常屬經濟弱勢族群，且染上毒癮後其經濟狀況也會受到影 

響，因此，沒有多餘的經費負擔醫療費用，如此一來，藥癮者欲想 

接受醫療相關服務時，在費用部分，必會成為藥癮者考量的部分。 

而在詢問民眾對於藥癮戒治費用應該由何者進行支付？將近有68

％的民眾認為應該由藥癮者本身自行給付，僅有將近不到2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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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表示應該由公家給付或由部份給付，但探究此結果發現到，

民眾仍認為使用非法藥物為其個人選擇，應由個人負起責任，而

不應該讓全民買單，但也有少部份的人認為，政府是必須有責任

要負擔這些藥癮治療的支出。再者，也有部份的人認為必須要將

政策因素考慮於其中，也就是政府必須要訂定良好的反毒策略及

制定完整的校園反毒宣導，增強學生及民眾面對非法藥物時拒絕

的能力。 

比較「個人行為」此概念，就好比慢性病病患，在接受醫療

處遇時費用仍由健保給付，卻很少人追溯其引發慢性病原因。例

如：吸菸者選擇吸菸行為因而發生的副作用如產生高血壓、心臟

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與呼吸器官疾病等等；且根據研究顯示，

因為吸菸而致死的人數，遠大於因愛滋病、使用影響精神藥物、

車禍的死亡人數（美國CDC菸害網站，2012）。綜合比較，都是因

為個人選擇沒有執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會罹患疾病，因而需要就

醫。然而吸菸者一方面可以獲得健保補助，減少經濟壓力負擔；

一方面接受相關替代療法費用也比藥癮者花費的金額來的便宜。

例如：衛生署補助的戒菸門診，尼古丁替代療法平均一天花費約

八十五元，一年平均約花費30600元（董氏基金會，2009）。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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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藥癮者在接受醫療處遇（如：美沙冬替代療法）時，無法獲得

健保補助，且初診費用約4600元，而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一年平

均約花費45000元。 

綜合上述，探究原因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實施中，幾乎沒

有納入司法和醫療合作的規範訂定，只針對毒品使用行為進行解

釋，因此，缺少了對藥癮醫療處遇的整體性規劃，故我國政府單

位必須要再加強對藥癮醫療處遇的重視性，並且適當規劃對藥癮

者接受醫療處遇時的完整性，以利藥癮者順利接受醫療服務。 

三、藥癮相關知識探討：  

詢問民眾藥物濫用相關知識題，分別為「民眾是否贊成成人可

以合法使用藥物嗎？」，有超過九成的民眾表示不贊成成人使用非

法藥物。研判此部份可能與民眾認為使用非法藥物以後所產生的負

面危害，例如：產生精神疾病、身體器官敗壞、搶奪等等甚至是造

成死亡之行為。另外，詢問「是否瞭解使用毒品可能造成用藥過量

而死亡」，有 97.8％的民眾表示他們瞭解用藥過量會造成死亡；「是

否知道共用針具注射毒品會感染愛滋病？」，有 96.7％的民眾表示

他們瞭解共用針具是感染愛滋病的危險因子。 

當民眾面對藥物時，必須要學會拒絕的技巧，因此，加強國內



 

63 

 

民眾衛生教育知識是必須且迫切。2005年臺灣新增愛滋感染人數

3380位，2005年也是臺灣愛滋感染人數最高峰。因此，政府及相

關單位立刻於同年初實施愛滋衛生教育介入，束連文（2011）於研

究中發現到衛生教育介入對於降低愛滋感染率是相當重要的部分，

如:針具交換方案。針具交換方案搭配了衛生教育服務，藉由藥癮

者回收針具的同時，進行衛生教育諮詢及衛生教育宣導(Lyn 

Su,&Chen,2011)。而於 2008年統計發現到回收針具檢驗的陽性感

染率有明顯的下降，由 2007年初的 18.0％降至 9.4％。此外，政

府於同年年底施行減害計畫，內容為加強愛滋防治，以降低愛滋感

染情況。減害計畫主要有三個組成的部分，分別是資訊、教育、溝

通交流。詳細內容為：（一）愛滋病毒篩檢、教育服務。（二）擴大

戒毒者 HIV監測計畫。（三）清潔針具交換計畫。（四）替代療法。

（五）諮商與教育。根據統計指出，經由衛生教育介入及減害計畫

施行後，至 2006年底新增愛滋感染人數為 2918位，總計至 2011

年，愛滋感染人數為 22020位，其中因注射藥癮而感染愛滋人數為

6574位，男性為 5717位，女性為 857位。 

此外，另一項重要的發現為美沙冬替代療法開始在世界各國開

始施行後，海洛因使用率開始下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愛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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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下降是在政府施行減害計畫之前。由此可以了解到，愛滋感

染率的降低最主要的原因為衛生教育諮詢及教導的成功，這也顯示

出了政府及衛生教育人員宣導藥物濫用相關知識已經成功的邁向

一大步（ Lyu,Su＆Chen，2012）。 

再者，詢問民眾是否瞭解目前政府單位推行藥物濫用相關防治

計畫，如：「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有 85.2％民眾表示他們不知

道政府目前正在推行的「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而有 9.2％的民

眾表示聽過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但不清楚內容施行的細項為何？

而只有 5.6％的民眾表示他們有聽過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此結

果也顯示出政府應加強在藥物推行計畫上的宣導，並且針對施行內

容加以詳細說明，使得更多民眾瞭解藥物施行計畫及內容，這樣不

僅有利於計畫推行上，無形中也可能使得藥物濫用者在接受愛滋減

害計畫時更加順利。 

四、愛滋相關知識了解程度 

    透過分析可以發現到教育程度及年齡與是否了解共用針具注

射毒品會感染愛滋知識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自 1980年代發現

愛滋起，即帶給公共衛生一項極大的挑戰。且根據過去研究指出，

我國民眾對於愛滋的認識較為不足並存在著迷思（丁志音、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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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更對於愛滋的傳染途徑及危險因子有著錯誤的知識（李思

賢，2001、2003）。此外，愛滋感染者及其家屬更受到歧視及烙印

化的負面影響生活著，無形中也增加了政府宣導愛滋預防的困難度。

有鑑於此，各國紛紛針對愛滋危險族群及民眾進行藥癮知識衛生教

育，期望可以藉此增加民眾對於藥癮愛滋知識及瞭解程度。而世界

衛生組織更在 2002年及 2003年中將愛滋宣導重點放在去除愛滋病

患及其家屬歧視與烙印化重點上。但經由本篇文章發現到，經過政

府宣導及愛滋衛生教育後我國民眾對於愛滋病相關知識相較於之

前進步了許多；另一方面，我國政府相關單位也為了降低使用非法

藥物年輕化現象，積極的在學校單位上宣導及推廣愛滋衛生教育。

推測以上原因亦使得我國民眾在愛滋知識上了解許多。雖即如此，

愛滋汙名化的現象仍然無法徹底消除，這也使得相關藥物政策（如：

減害計畫）在推動上顯得困難重重，此部分將值得加以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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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節，包含了第一節結論及第二節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我國於 1998 年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正式公布

施行後，在戒毒政策在基本思維上有重大改變，對於毒品使用者採取

「治療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之理念(教育部.法務部.行政院

衛生署, 2006)，並將藥癮者身分認定兼具「病人」與「犯人」雙重

特性之「病犯」。但雖如此，對於藥癮者急需協助的醫療處遇及相關

補助卻仍然沒有妥善的規劃。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回顧了荷蘭、香港、

英國、美國、新加坡、瑞典、中國大陸、丹麥、馬來西亞及日本等十

個國家，比較其毒品政策以及對於藥癮者身分特性認定。 

本研究資料採用二級研究資料進行分析，資料來源為行政院研究

考核委員會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李思賢

教授新興毒品減害措施之民意調查部分（李思賢，2011）。民調題目

由研究團隊參考國外文獻之結果，再統整質性焦點與個別訪談的主題，

進行民調題目的編擬。研究參與對象以 2010 年中華電信家用電話為

母群體進行隨機抽樣電話民意調查，受訪對象為成年之民眾。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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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得資料提供主要發現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 我國雖然已修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中的「第 24 條修正案」，正式將醫療戒治法制化，讓海洛因成癮者於

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期間，得以緩起訴處分（六法全書，2011），但

是在司法處遇上仍以刑事為主，並非將藥癮者視為慢性病病人予以治

療，顯示於藥癮者醫療處遇上尚未確切落實。 

（二） 關於民眾對於物質使用認知中，民眾最常想到的藥物依次分別 

為安非他命、海洛因、大麻；而酒、香菸、安眠藥、止痛藥等四種物

質民眾則較少認為是藥物。探究文獻發現到，其中酒更是最具傷害性

的物質，但民眾往往低估酒所造成的威脅性。目前民眾對於安非他命、

海洛因、大麻等影響精神藥物已具有一定程度的認識，但對於酒、香

菸、安眠藥、止痛藥等物質必須加強其衛生教育以增加其潛在威脅性

知識。 

（三） 藥物產生的主要傷害觀念轉變（民眾角度）：民眾對於使用 

影響精神藥物所造成的危害已轉變為醫療相關疾病，顯示醫療藥癮

相關服務為目前急迫且須妥善規劃部份。 

（四） 藥物產生的主要傷害觀念轉變（衛生政策角度）：「全民健康 

保險法」為我國目前施行衛生政策的準則法規，其規定藥癮者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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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民健保之保險對象，這也使得原本屬於經濟弱勢的藥癮者，對

於醫藥費支付更是另一項負擔；無形中也使得藥癮者對於接受醫療

服務產生抗拒，這也顯示出了我國於藥癮醫療處遇上的費用補助須

改進之處。       

（五） 藥癮相關知識探討：民眾對於藥癮相關知識與先前比較有較 

進步的趨勢，也都瞭解到共用針具行為是感染愛滋危險因子之一。

而於研究中瞭解到衛生教育介入為民眾增加相關藥癮知識進步的

原因之一，這也顯示出了政府及衛生教育人員宣導藥物濫用相關知

識的進步及衛生教育介入的重要性。 

（六） 藥癮計畫宣傳不佳：民調結果顯示民眾不了解政府目前正在推 

行「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實施內容為何？顯示政府應加強於推行

計畫上的宣導，並且針對施行內容加以詳細說明，使得更多民眾瞭解

藥物施行計畫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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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上述結論，認為我國對於毒品相關執行面及法規部份

上有需要改進之處，故提出下列建議： 

一、 落實「醫療先於司法」觀念 

我國於 2008 年 4 月 30 日修訂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中「第 24 條修

正案」，於文中提出應正式將醫療戒治法制化，使得海洛因成癮者接

受美沙冬替代療法期間，得以獲得緩起訴處分。但目前我國對於藥

癮者處遇在執行面上仍然以「刑事」為主，並非將藥癮者視為慢性

病人予以治療。另一方面，由於海洛因成癮是大腦慢性病，如果只

是進行觀察勒戒與戒治，則藥癮者再使用海洛因機率非常高，最終

也會進入監獄服刑，此情況更造成監獄人滿為患的狀況。有鑑於此，

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落實「醫療先於司法」觀念，也就是說海洛因

成癮者在接受處遇時的執行面或理念上都必須秉持一致的觀念。 

二、 衛生教育介入之重要性 

民眾於物質使用認知中，最常想到的藥物為安非他命、海洛因、

大麻；而酒、香菸、安眠藥、止痛藥等四種物質民眾則較少認為是藥

物。但研究指出，酒對身體形成的傷害往往容易被民眾低估，研判是

因酒、香菸等合法物質統一開放給菸酒公司販售，故民眾往往忽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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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潛在威脅性。因此，建議透過專業衛生教育評估、規劃及設

計相關課程，以增加民眾對於合法物質認識及瞭解，以達成健康促進

目標及健康生活狀態。  

三、妥善規劃醫療處遇相關服務 

聯合國（2002）提出應將藥物使用視為慢性病的一種，目前我

國對於藥物施用者雖有「先病人後犯人」的觀念，但現階段對於藥

物施用者處遇仍以司法為主。反觀國際上許多國家，如：荷蘭、香

港、英國等對於藥物施用者已視其為「病患」並以醫療處遇進行相

關藥癮治療。另一方面，由民調結果發現到民眾認為使用影響精神

藥物所造成的傷害為醫療相關疾病，由此顯示醫療藥癮相關服務亦

為目前急需規劃之部份。然而，目前我國對於藥癮醫療處遇此議題

尚有疑慮，探究其原因為民眾大多對於「海洛因成癮為大腦慢性病」

此觀念不瞭解，並且對於之後是否會引起更多人使用毒品的疑問也

產生諸多懷疑。故臺灣欲達到「將藥物施用者腳色視為病患」目標

仍需要透過諸多的研擬及規劃，因此，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對於「海

洛因成癮為大腦慢性病」此觀念向民眾進行相關衛生教育，並且評

估適當配套措施，以補足當前醫療藥癮服務缺少之需求。 

四、藥癮醫療補助方案應統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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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提倡應將藥癮視為慢性病作為治療，目前

我國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作為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的減害

計畫是以醫療處遇作為思維所制定的。醫療處遇是以疾病的觀點，針

對藥癮的病因、藥癮的病態行為及對疾病的瞭解來發展藥癮治療，以

幫助藥癮個案的方式，經由改善藥癮個案，達到減少藥物濫用的問題

的專業工作。然而我國政府於推行減害計畫時卻沒有將慢性病概念詳

細加以宣導，而使得民眾不了解藥癮慢性病治療之概念。所謂慢性病

治療為需透過長期治療觀察，以及合併藥物使用，以擁有健康生活型

態養成的治療。建議我國應透過各種管道：媒體、教育宣傳等，宣導

癮為慢性病之概念，並且將使用影響精神藥物納入「精神疾病」的一

部分。再者，當藥癮者及其家屬、民眾了解到藥癮為慢性病時，對於

藥癮者治療藥癮的目標將會以控制病情及不復發為目的，而並非是治

療好疾病。如此一來，對於我國於藥癮戒治上的成效將會有提升之效

果，並且也有利於減少社會上付出不必要之成本。 

另一方面，現階段所實施的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除了藥費免

費以外，其他所需費用則依照各縣市補助條件相異而有所不同，例如：

衛生署對於愛滋患者實施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與沒有罹患該病的

患者所補助之費用即有所差異。再者，藥癮者接受治療時若須全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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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即醫療費用自行負擔，無形中造成了藥癮者在經濟層面的負擔。

由於藥癮者通常屬經濟弱勢族群，且染上毒癮後其經濟狀況也會受到

影響，因此，沒有多餘的經費負擔醫療費用，如此一來，藥癮者欲想

接受醫療相關服務時，在費用部分，必會成為藥癮者考量之一部分。 

綜合以上，建議縣市費用統一補助標準，以免收費情況不一。此

外，建議藥癮醫療補助方案統一整合，政府相關單位編列預算，透過

健保特約服務機構，簡化各類病患身分之收費方案，若成功藥癮者重

返社會化及穩定藥癮者病情，將可以降低社會成本支出，亦可解決藥

癮者當前的經濟障礙。 

五、「減害觀念」加強宣導 

本研究民調中顯示有九成民眾對於使用影響精神藥物可能產

生的危害都具備正確的觀念，這也顯示出政府及衛生教育人員宣導

藥物濫用相關知識的進步及衛生教育介入的重要性。但民眾對於藥

癮處遇之減害概念表示較不瞭解。因此，建議建立專業的的訓練課

程，並且與第一線的醫師、心理師、藥師、社工師與護士等等成立

完整團隊，使得衛生教育人員於執行介入前先接受專業訓練，並且

於衛生教育時宣導及傳達給民眾正確的減害觀念，相信透過專業宣

導後，民眾會更加認同政府計畫，另一方面政府在執行計畫時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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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的順利。 

六、加強宣導及說明「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計畫」 

政府相關單位應加強宣導現正推行之減害計畫，並且透過全面性

的考量，如：藥癮者可近性、可便利性等資源，以增加藥癮者、藥癮

者家屬及民眾接受並施行減害計畫之方案。再者，藥癮及替代治療人

力不足也是急需解決問題，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多培訓此方面專業人

才。此外，政府暨相關單位應於計畫推動期間加強說明其計畫內容，

使得更多民眾瞭解減害計畫相關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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