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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108年度『毒品防制』 

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計畫書 

主辦單位：花蓮縣衛生局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花蓮縣政府 107年  月  日府行研字第            號函辦理。 

二、未來毒品防制預測： 

(一)毒品濫用造成的危害廣及個人健康、社會安全及國家發展： 

毒品濫用來自於生理、心理、社會及經濟等不同層的複雜因素，依據聯合國

毒品暨犯罪辦公室(UNODC)公布之2017年『世界毒品報告書(World Drug 

Report)顯示，2015年全球平均有2.55億人口(占所有5-64歲人口的5.3%)過去

一年曾使用非法藥物。而我國濫用人口近年有年輕化趨勢，依2016年『藥物

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年報顯示，各機關(構)通報藥物濫用個案計近3萬

人次，其中首次濫用藥物年齡以20-29歲最多(占43.9%)，已續連三年排名第

一位。又近年來新興濫用藥物致死新聞案例時有所聞，因新興濫用藥物名稱

新奇、型態種類多變加上善於偽裝，常以毒咖啡包、毒奶茶包、果凍、餅乾

等形式，吸引年輕人嘗試或誤食，奇能導致其成癮與濫用。藥物濫用顯然已

是不容忽視的公共衛生議題。 

 

（二）毒品犯罪率提升增加社會成本 

隨著社會風氣開放，毒品危害社會並衍生其他犯罪，如竊盜、搶奪等，影響

國家社會秩序甚為嚴重。目前我國毒品罪新入監受刑人人數占全體新入監受

刑人人數達3 成，為各監獄最主要之收容人，可見藥物濫用問題已是國內重

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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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分析及問題評析： 

    本縣位於台灣東部，地處偏遠、地形狹長(為全國最狹長的縣)，發展腹地因受 

    地形影響而深受限制，東西寬僅27~43公里，南北卻長達142公里，土地面積約 

     4,629平方公里，佔臺灣地區13%，面積居各縣市之冠。根據內政部全縣人口 

     截至106年12月底統計為329,237人(如圖一)，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為71 

     人。居民之族群可分為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及新住民等，多元化族群 

     並散佈各鄉鎮市。 

 

 

 

 

 

 

 

 

 

 

 

 

 

 

 

 

 

 

 

 

 

 

 

吉安鄉 

總人口83,747人 

藥癮人口數134人，比率為
0.16% 
 
 

卓溪鄉 

總人口6,066人 

人口密度6/㎞2(最低)  
藥癮人口數8人，比率為
0.13% 

秀林鄉 

總人口15,889人 

藥癮人口數39人，比率為0.25% 

萬榮鄉 

總人口6,384人 

藥癮人口數12人，比率為
0.19% 
 

豐濱鄉 

總人口4,383人 

藥癮人口數3人，比率為0.07% 

光復鄉 

總人口12,888人 

藥癮人口數18人，比率為0.14% 

新城鄉 

總人口數20,185人 

藥癮人口數48人，比率為0.24% 
 

壽豐鄉 

總人口18,043人 

藥癮人口數24人，比率為0.13% 

鳳林鎮 

總人口10,861人 

藥癮人口數25人，比率為0.23% 

花蓮市 

總人口104,380人(人口密度
3,595/km2(最高) 
藥癮人口數134人，比率為
0.13% 

 

瑞穗鄉 
總人口11,653人 
藥癮人口數12人，比率為0.10% 

玉里鎮 
總人口24,345人 
藥癮人口數62人，比率為0.25% 

富里鎮 
總人口10,413人 
藥癮人口數14人，比率為0.13% 

圖一:花蓮縣各鄉鎮市人口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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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藥癮者現況分析： 

    1、106年全國各縣巿列管人數人口比：本縣列管人數人口比為，排名第 8(詳 

        見表一、圖二) 

 
縣巿 藥癮者人數 總人口數 藥癮者比率 (‰) 

基 隆 市 1374 371,458 3.7  
嘉 義 縣 1613 511,182 3.2  
新 竹 縣 1702 552,169 3.1  
雲 林 縣 2073 690,373 3.0  
屏 東 縣 2355 829,939 2.8  
臺 東 縣 597 219,540 2.7  
嘉 義 市 721 269,398 2.7  
花 蓮 縣 838 329,237 2.5  
新 北 市 9055 3,986,689 2.3  
苗 栗 縣 1234 553,807 2.2  
臺 南 市 4099 1,886,522 2.2  
宜 蘭 縣 967 456,607 2.1  
桃 園 市 4186 2,188,017 1.9  
南 投 縣 935 501,051 1.9  
高 雄 市 4940 2,776,912 1.8  
臺 中 市 4831 2,787,070 1.7  
連 江 縣 19 12,880 1.5  
臺 北 市 3665 2,683,257 1.4  
新 竹 市 599 441,132 1.4  
金 門 縣 160 137,456 1.2  
彰 化 縣 1454 1,282,458 1.1  
澎 湖 縣 94 104,073 0.9  

 

 

 

 

圖二：106 年度全國各縣市藥癮人口比 

表一：106 年度全國各縣巿藥癮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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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縣藥癮者列管人數統計： 

       近四年本縣藥癮者人口統計(表二)，與 105年度相比 106年度增加 38人(人 

 口涵蓋率增加 0.01%)。近年人口成長比較(圖三)，106 年增加人數有趨緩 

 情形。 

 
 

花 

蓮 

縣 

新收個案人數 藥癮者涵蓋率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363 342 450 513 551 0.11% 0.10% 0.14% 0.15% 0.16% 

 

 

 
 

    3、花蓮縣各鄉鎮新收案藥癮者人數、涵蓋率分析： 

       106年新收案藥癮者人數前三高的鄉鎮(圖四)，以吉安鄉(134 人)、花 

蓮市(133 人)及玉里鎮(62 人)個案居多。又 102-106 年新收案人數趨勢 

(圖五)，新城、吉安、鳳林及玉里有上升情形。 

 

表二:花蓮縣近三年總列管個案人數統計 

圖三:花蓮縣近五年新收個案人數統計趨勢圖 

 



5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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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6度收案各鄉鎮之性別比例統計圖 

圖四:106年花蓮縣各鄉鎮藥癮者新收案例統計 

圖五:花蓮縣各鄉鎮巿 102-106年新收藥癮人口比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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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 年花蓮縣新收案藥癮者族群分析(圖六)： 

       106年度新收個案族群分析以閩南人居多佔 51%，其次為原住民佔 31%。 

 

（十二）  

    5、106 年新收案性別比、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分析： 

       106年度新收個案之性別比例分析(圖七、八)，男性為 452 人(82.03%)， 

       女性 99人(17.97%)，其中以成年男性為主，為 419 人(81.7%)，成年女性 

       94人(18.3%)，未成年 38 人(6.9%)。教育程度(圖九)除不詳外，依序為 

       高中職畢(肄)業 205 人(37.2%)、國中畢(肄) 業 141 人(25.5%)；婚姻狀 

       況(圖十)除未填寫外，以未婚(含同居)為居多共 161 人(29.2%)，其次為 

       已婚 67人(12.1%)。 

圖七、106年總收案人數性別比例分析 圖八、106年總收案人數性別比例分析 

圖六、106年新收案個案族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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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106年總收案列管個案教育程度比例統計 圖十、106年總收案個案婚姻狀況性別比例統計 

    6、106年新收案轉介來源分析： 

       106年度新收個案轉介來源(圖十一)仍以出滿期監為居多計 328 人(佔 

       59.5%)，其次依序為地檢署轉介個案計 45人(佔 8.1%)、假釋 44 人(佔 

       7.9%)、三、四級裁罰個案計 40 人(佔 7.2%)。 

       分析 103-106 年轉介來源三年之比較(圖十二)，除期滿出監仍持續上升 

       外，因應新世代反毒策略的推動，地檢署轉介執行緩起訴個案由 12 人(105 

       年)提升至 45 人(106年)，地檢署轉介個案 106年較 105 年增加 3.75倍 

       (33人)。 

 

 

圖十一:106年度收案轉介來源分析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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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103-106年轉介來源統計表 

    7、106年新收案初、累犯個案分析： 

       106年度新收個案初、累犯個案(圖十三)，以初犯個案居多計 336人(佔 

       61%)，累犯個案相較於 105年人數有下降趨勢(表三、圖十四)。 

 

 

 

 

 

 

 

 

 

 

 

 

 

 

 

 
圖十三:106年收案之初犯或累犯人數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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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3-106年初、累犯人數統計表 
 

 初犯 累犯 總計 

103年 136(39.8%) 206(60.2%) 342 

104年 239(53.1%) 211(46.9%) 450 

105年 310(60.4%) 203(39.6%) 513 

106年 337(61.1%) 214(38.8%) 551 

 

圖十四:103-106年收案之初犯或累犯人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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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6年藥癮者施用毒品種類分析： 

  106 年度新收個案施用毒品種類(圖十五)，仍以安非他命為居多(佔 77%)， 

  其次為愷他命(11%)、海洛因佔 4%。綜觀 102-106 年，安非他命有逐年上 

  升的趨勢。 

 

 

 

 

 

 

 

 

 

 

 

 
 

圖十五:106年收案個案施用毒品種類分析表 

 

 

 

 

 

 

 

 

 

 

 

 

圖十六:102-106年藥癮者使用毒品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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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花蓮縣學生藥物濫用現況分析： 

  106 年度學生施用毒品人數相較於 105 年有下降趨勢(圖十七)，國中由 

  12人(105年)下降至 6 人(106 年)，則高中職維持不變(10 人);使用種 

  類以二級毒品居多(較 105 年有上升趨勢)，其次為三級毒品(k 他命)居 

  多，相較於 105年有下降趨勢(圖十八)。 

 
圖十七: 97-106年學生藥物濫用施用人數分析圖 

 
圖十八: 97-106年學生藥物濫用毒品種類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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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未成年個案 106年毒品查緝現況及歷年統計分析：  

  (1)、106年度未成年個案毒品查緝人數計 24 人(圖十九)，以男性居多佔 

     79%(19 人)，女性佔 21%(5 人)。近三年查緝人數以男性居多(圖二十)。 

19, 79%

5, 21%

106年毒品查緝未成年個案人數性別統計分析

男

女

 

圖十九:106年毒品查緝未成年個案人數性別統計圖 

 

圖二十:104-106年未成年個案毒品查緝人數性別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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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年度未成年個案毒品查緝年齡分佈(圖二十一)以 17 歲居多佔 

       41.6%(10 人)，其次為 14 歲佔 25%(6人)、16 歲佔 20.8%(5 人)，13 

       歲有 1 人。近三年各年齡層皆有下降趨勢(圖二十二)，仍以 17 歲年齡 

       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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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毒品查緝未成年個案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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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106年未成年個案毒品查緝人數性別統計圖 

 

圖二十二:104-106年未成年個案毒品查緝人數性別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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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 年度毒品查緝未成年個案就學情形(圖二十三)，以國中在學及高中 

   職畢(肆)業居多各佔 34%(9 人)、其次為高中職在學佔 23%(6人)。近三 

   年仍以國中在學及高中職畢(肆)業居多(圖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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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毒品查緝未成年個案就學狀況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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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106年未成年個案毒品查緝就學狀況統計分析圖 

 
圖二十四:104-106年未成年個案毒品查緝就學狀況統計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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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6 年度未成年個案毒品查緝犯罪態樣(圖二十五)，以施用二級毒品居 

   多佔 62.5%(15人)，其次為轉讓三級毒品佔 12.5%(3人)。近三年犯罪 

   樣態仍以施用二級毒品居多(圖二十六)。 

 

圖二十五:106年未成年查緝毒品種類犯罪態樣分析 

 

圖二十六:106年未成年毒品查緝犯罪態樣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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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6 年度毒品查緝未成年個案犯罪地點分析(圖二十七)，以住宅居多佔 

   62.5%(15 人)，其次為山林效外佔 12.5%(3 人)，特殊營業場及交通場所 

   各佔 8.3%(各 2人)。近三年犯罪地點仍以住宅居多(圖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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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106年未成年個案犯罪地點統計分析圖 

 

圖二十八:104-106年未成年個案犯罪地點統計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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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106 年毒品查緝人數統計概況： 

    106年度查獲案件 1135 人(圖二十九)，以第二級毒品居多佔 87%(1180 

    人)，其次為一級毒品佔 11.7%(159 人)。近 5年統計分析顯示，二級毒 

    品有逐年上升情形，一級毒品有下降趨勢。 

 

圖二十九:102-106年查獲各級毒品案件統計分析圖 

(二)問題評析： 

  1、105 年反毒報告書提到近年新興毒品層出不窮，各式毒品在包裝及販賣手段 

     上趨於多變，綜觀本縣各項分析數據，反毒工作亟需家長、社區及娛樂場所 

     共同攜手，強化防制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宣導，尤其是殘害青少年健康問題最 

     嚴重的三級毒品，施用原因多為好奇誤用，而教育宣導及阻斷源頭為主要防 

     制策略。 

  2、針對第一級毒品提供美沙冬替代方案戒治機構共有 3 家，第二級毒品除地檢 

     署轉介緩起訴個案強制接受自費心理戒癮治療外，並未針對第一、二、三級 

     毒品提供心理諮商補助服務，從「健康平等」角度看，本縣幅員廣大造成資 

     源分配不均、就醫耗時，交通費用亦受影響，更讓本縣整體生活環境處於不 

     利之處境。 

  3、本縣地形南北狹長約二百公里，造成中區、南區毒品防制各項業務推展相對 

     北區困難，而藥癮者個案及其家屬絕大部分消極不願積極面對，往往影響到 

     個案掌握及轉介協助等，極待反毒政策能提供良好支持環境，以有效推展毒 

     品防制計畫，故需各單位的業務、資訊、研究的整合機制，從點、線、面發 

     揮毒品防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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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針對本縣地形偏遠、多元族群及中央政府挹注之人力及經費資源分配不均等

因素，期能透過計畫，持續推動毒品防制三原則：讓青少年懂得拒毒、強化

藥癮者戒毒信念，建立社區民眾反毒理念，亟待從學校、家庭到社區，朝向

無毒家園，透過點、線、面推動花蓮成為無毒城市，達成「攜手反毒 健康幸

福」之目標。 

一、目標說明：依計畫之規劃投入足夠的毒品防制資源及人力，預估計畫執行完

竣可達到下列目標： 

  (一)短程目標(108-109 年) 

1、延續107年計畫繼續推動初級預防工作，透過網站及社區諮詢小站的平台， 

   進行毒品危害宣導，並提供民眾及相關單位最新毒品防制訊息，以期提高對 

   毒品危害的認知。 

   2、運用多層次及多元化健康傳播行銷，結合社區、學校、職場不同面向，共 

      同創造社會共識，提升民眾對毒品的認知、落實拒毒、戒毒、反毒決心。 

3、加強人力資源運用，強化反毒宣導志工、陪伴型志工訓練及培訓在地陪伴志 

   工支持團體教育訓練，執行關懷藥癮者服務協助工作計畫之推動，以創造毒 

   品危害防制全面性效益。  

   4、因應本縣毒品危害裁罰講習出席率狀況，提供彈性之講習時段、地點及 

設計多元化課程，並針對參與者適時提供托嬰(幼兒)照顧服務，以提升講 

習出席率。另因應初、再犯個案性質不同，採分流方式，辦理不同的課程 

以增加其教育效果。 

5、針對本縣 3、4 級毒品再犯個案進行團體心理諮商輔導措施。期望透過諮商 

   團體心理治療直接服務個案，使其有效降低使用二、三級毒品之個案再犯 

   率。 

   6、透過部分補助參與美沙冬替代及丁基原啡因治療個案，鼓勵個案持續接受替 

      代療法服務，期望透故鼓勵措施，提升本縣替代療法留置率及出席率，強化 

      其戒癮治療意願。 

   7、結合產官學、民間團體及志工組織互動交流平台，並進行資源盤點及整合， 

      以共同推動毒品防制相關健康議題，已期擴大計畫層面。 

 

(二)中長程目標(110年-111年) 

   1、持續結合各單位資源，合力推動毒品防制，進行繼續教育訓練及服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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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持續運用多層次及多元化健康傳播行銷，結合社區、學校、職場不同面向，共同創 

      造社會共識，提升民眾對毒品的認知、落實拒毒、戒毒、反毒決心。 

   3、持續運用已建構之毒品防制工作人力衛教資源，以提升民眾反毒意識。 

   4、結合產官學、民間團體及志工組織互動交流平台，並進行資源盤點及整合， 

      以共同推動毒品防制相關健康議題，已期擴大計畫層面。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條件 

(一)藥癮者接觸毒品因素複雜，毒品防制工作需長期抗戰方見成效： 

    藥癮者本身特質及家庭結構，學校及所處環境有其密切關聯，如藥癮者無法 

    脫離影響因素，都可能造成民眾接觸毒品，或藥癮者再次吸食毒品，故反毒 

    工作及陪伴藥癮者戒治路程非常漫長。 

(二)地處偏遠、地形狹長，南北長達142公里，因受地形影響而在追蹤輔導個案上 

    深受限制，需要花更多人力、時間及交通資源的浥注。使得有些推動反毒政策 

    上窒礙難行。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一)持續推動毒品防制工作，強化青少年及社區民眾反毒意識，並使積極參與反

毒宣導行動，以提升對毒品危害的認知。 

(二)增加諮詢及轉介服務平台，以提供民眾諮詢之便利性，並整合本縣公部門、

民間團體等協力單位，加強藥癮者復歸社會轉介制度，期能穩固個案戒癮信

心，促進生活型態之轉變，進而減少復發可能性。 

(三)透過資源整合共同創造社會共識，提升民眾對毒品的認知、落實拒毒、戒毒、 

    反毒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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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既有相關策略、政策及方案之執行檢討： 

一、既有相關策略、政策及方案內容如下(圖三十)： 

    以渥太華宣言五大行動綱領為基礎 

 

 

 

 

 

 

 

 

 

 

 

 

 

(一)建立全縣性毒品防制政策： 

藉由跨領域政策推動，結合公部門、民間團體相關資源，制定毒品防制策略，

以降低社會成本、社會危害，並喚起民眾反毒意識。 

(二)創造支持性環境： 

結合公部門、民間團體、醫療院所，營造無毒之支持性環境，提供反毒新知、

轉介服務等，提供準確、友善之服務。 

(三)發展個人技巧： 

召募並成立青少年及社區宣導志工團，並培力志工團及個案管理師專業能

力，將最基本、友善的健康服務，普及到縣內各角落。 

(四)強化社區行動力： 

加強社區部落活動及媒體宣導，結合民間團體辦理相關性活動，並提供反毒

資訊及健康相關資訊。 

(五)調整健康服務方向： 

未來加強偏遠地區關懷據點群體服務，強化公平性之資源服務，以利增進民

眾及藥癮者反毒、戒毒之成效。 

建立健康

公共政策 

強化社區

行動力 

 

發展個人

技巧 

建立支持

性環境 

調整健康

服務方向 

毒品防制 

工作策略 

圖三十:毒品防制工作策略 



21 

 

二、執行檢討： 

(一)本縣幅員遼闊、地形狹長，人力及資源大部份集中於北區，因此，每當要積

極追蹤輔導個案或辦理相關宣導活動，都要考量經濟、時間、效益，使基層

毒品防制工作備感壓力，針對此部分除了定期招募志工外，需建立良好志工

管理機制，而進行追蹤輔導關懷藥癮者過程，需要更多人力及時間挹注，以

期能提升藥癮者追蹤輔導品質。 

(二)針對第二、三級毒品戒治處遇部分，現今中央政策僅開放醫療院所申請「非

鴉片類藥癮者醫療戒治補助計畫」，而花蓮醫療院所無申請相關補助，讓藥癮

者減少了戒治之選擇性，因此，除了需要整合資源運用外，亟待需要更多資

源及經費之挹注。 

肆、 實施計畫策略及方法 

一、計畫內容：依據毒品防制計畫推動 

二、107年實施策略如下(圖三十一)：  

 

 

 

 

 

 

 

 

 
 

 

 

 

 

 

 

 

 

 

 

結合社區、學校、監所、

職場等平台宣導毒品防

制工作 

 

設置毒品防制資訊網路

平台及反毒展覽室、 

推廣拒毒標章認證 

 

辦理前進社區反毒健

康傳愛委辦計畫案以

案拓增反毒宣導 

建立毒品防制策略 
*結合內外資源 

創造支持性環境 
*多面向健康促進環境設置 

發展個人技巧 
＊強化個人反毒健康促進知識 

強化社區行動力 
＊提升個人學習動機 

調整健康服務方向 
＊強化反毒概念並落實 

評估縣內毒品相關問題 

結合藥局、便利商店、特

殊場所張貼毒品防制宣

導海報 

 

提供替代療法、心理

諮商之戒治補助服務

及辦理多元化的三、

四級裁裁罰講習課程 

辦理社區、職場、學

校、監所等反毒宣導 

提供替代療法、心理諮商

之戒治補助服務 

 

定期召開相關會議，調

整毒品防制策略 

定期辦理個案管理師

精進課程 

結合網絡單培力不同

性質的反毒志工以擴

增服務面及量能 

 

加強列管個案追蹤輔

導及轉介服務機制  

 

運用社區藥局，提供社

區民眾毒品危害相關

知識、辦理社區、職

場、學校、監所等反毒

宣導 

 

圖三十一: 工作執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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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項目： 

  (一)建立全縣推動毒品防制健康促進工作政策。 

  (二)整合毒品防制相關資源，並積極建置藥物濫用諮詢服務據點。 

  (三)建構毒品防制健康促進工作人力衛教資源，培力反毒宣導志工、陪伴型志 

      工。 

  (四)運用多層次及多元化健康傳播行銷，共同創造社會共識 

  (五)適時調整毒品防制方針，整合因地制宜之毒品防制策略。 

四：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 

期別 年度 實施內容 執行單位 

短期 108年 (一)、建立全縣健康公共政策（政府部門） 

1、跨領域政策推動：為有效達成全面性政策執行與推動，

藉由每月縣長主持的社區治安會議及每季毒品危害防制

工作小組會議平台，進行跨領域政策協商，以利策動相

關單位配合癌毒品防制執行。  

2、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家諮詢委員會』，由各領域

專業人員，依中央製訂目標及配合在地毒品使用現況，

每季及不定期召開工作小組及委員會議，適時調整毒品

防制策略，以有效達成各項指標。 

3、規劃參訪縣外毒品防制策略，透過實地訪查當地毒品制 

   政策及用藥者復歸社會之運作模式，作為未來雙方進一 

   步經驗交流，引進毒品防制策略模式具體做法，作為本 

   縣毒防工作之政策參考。 

(二)整合毒品防制相關資源，並積極建置藥物濫用諮詢 

服務據點 

1、結合產官學、民間團體及志工組織互動交流平台，並進

行資源盤點及整合，以共同推動毒品防制相關健康亦

突，已期擴大計畫層面。 

2、強化各單位之橫向聯繫，促進各領域學識、經驗交流，

積極辦理相關研討會、聯繫會議，提升追蹤輔導個案效

益，並促進個案管理師知能。 

3、提升各鄉鎮戒毒諮詢小站服務能量，以達防毒資訊普及

化。 

(三)建構毒品防制健康促進工作人力衛教資源，培力社區 

   反毒宣導志工團、陪伴型志工。 

花蓮縣衛生

局、花蓮縣各

鄉鎮衛生

所、花蓮縣政

府各單位、花

蓮縣各組

織、機構、社

區、協會等民

間機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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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人力資源運用，成立社區宣導志工團，強化反毒宣

導志工團、陪伴志工訓練，培訓在地陪伴行志工支持團

體教育訓練，賦予志工家庭訪視關懷活動，執行關懷藥

癮者服務協助全縣毒品防制健康促進工作計畫之推動。 

2、培力社區宣導志工團為衛教種子講師，並透過結合社區

或部落各項集會活動進行毒品危害防制宣導。 

3、結合民間團體招募及培力戒癮者個案加入反毒志工團並 

  走入社區，針對青少年及一般民眾分齡方式於不同場域 

  進行毒品危害現身說法，及提供老人或弱勢群體到宅關 

  懷服務。 

(四)運用多層次及多元化健康傳播行銷，共同創造社會共

識 

1、加強初級預防工作，建立毒品防治資訊聯繫平台及維

護，透過架設網站，運用網路、媒體進行毒品危害宣導，

並提供縣民及相關單位最新毒品防制現況。 

2、結合社區、學校、監所、職場等平台宣導毒品防制工作。 

3、結合縣府觀光處、教育處於特殊八大營業場所、補習班

及學校張貼拒絶毒品標章，以推廣無毒環境的營造。  

4、持續推動拒毒標章認證計畫，並針對認證通過之職場進

行輔導。  

(五)適時調整毒品防制方針，整合因地制宜之毒品防制策

略。 

1、針對本縣3級毒品再犯個案進行團體心理諮商輔導措施

及疑似用藥個案及青少年進行及早介入心理諮商措施。 

2、透過部分補助參與美沙冬替代及丁基原啡因治療個 

案，鼓勵個案持續接受替代療法服務，並減緩替療個案

經濟壓力。 

3、因應地理幅員遼闊，針對經濟困難者，提供戒癮治療所

需的交通費及醫療掛號費或入住戒治機構生活補助費，

以提升藥癮者戒治意願及減緩經濟壓力。 

4、針對藥癮者復歸社會就業服務，除落實轉介平台外，提

供藥癮者求職時因交通不便的的交通補助費，並藉此激

勵藥癮者勿再使用毒品。 

5、針對疑似用藥青少年提供免費毒品尿液快速篩檢服務，

以儘早得知用毒情形，並及早介入，給予適時協助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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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 108 

-109 

(一)持續結合各單位資源，合力推動毒品防制，進行繼續

教育訓練及服務技能。 

(二)持續運用已建構之毒品防制工作人力衛教資源，以提

升民眾反毒意識。 

(三)強化藥癮者家庭支持結構，以使藥癮者復歸社會。 

 

 

伍、 資源需求 

一、所需資源說明： 

(一)專業資源：毒品防制的相關專家及醫療院所支持與輔導。 

(二)府內資源整合：毒品防制關於全縣民眾健康需要縣府全力配合宣導和經費 

    協助。 

(三)社區資源:除公部門支持外涉資源的投入和結合才更能提高計畫執行成效。 

二、財務需求方案 

(一)財務需求方案                                    單位：千元 

  年 度 

用途別 
預算科目 

以前年度已列預（概）算數累(A) 

未來年度 
總  需  求 

(A＋B) 
備 註 

108 109 110 
小計

(B) 

  

 
 1,000 1,000 1,0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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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年經費需求之計算：單位：千元 

計畫 

名稱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按件計資酬

金 
戶 960 0.12 115.2 陪伴志工關懷訪視費(每月 60戶*12月計 720次) 

按日按件計

資酬金 
年 1 264 264 

個管師在職教育訓練及培力志工訓練課程講師費

(外聘 1600*50時)、種子講師社區宣導課程講師費

(內聘 800*50時)、心理諮商輔導費(外聘 1600*40

時)、個案或青少年疑似用毒心理諮商費(外聘

1600*50) 

按日按件計

資酬金 
人 51 2 102 

諮詢委員會(11)、個案研討會(6*2)及五組會議專

家委員(4*2)出席費、行動心理師出席費(20人次) 

按日按件計

資酬金 
人 100 0.5 50 藥癮者替代療法補助 

一般事務費 年 1 114 114 

海報、海報設計、印刷、教育訓練手冊、邀請卡、

獎狀、獎品、宣導品、看版、紅布條、茶水、誤餐

費、攤位設計、佈置費、廣告、電視台及廣播節目、

學術合作撰寫研究計畫、網站維護及諮詢小站業務

等雜支。 

物品 年 1 50 50 電腦耗材、文具紙張及周邊相關設備等。 

通訊費 年 1 50 50 業務連繫郵電費等雜支 

材料費 年 1 20 20 毒品尿液快速篩檢試紙 

其它 年 1 100 100 

針對諮詢小站服務進行評比及獎勵措施計畫，宣

導、陪伴志工服務獎勵措施，個管師增能訓練課程

報名費。 

其它 年 1 100 100 
1、藥癮者接受戒治治療交通補助費及掛號費等                          

2、藥癮者入住戒治機構補助費 

保險費 年 1 5 5 辦理毒品防制相關各項活動民眾意外團體保險費 

差旅費 年 1 29.8 29.8 
辦理毒品防制相關業務研習、會議、輔導、在職訓

練講師及行動心理師等交通及住宿費 

    1,000  

 備註：各項費用可互相勻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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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預期效果 

1. 培力更多社區團體、組織、部落，投入毒品防制宣導行列，以降低毒品對社

會危害。 

2. 藉由毒品防制推動，增加合作篩檢之服務單位及轉介平台，提供便利性、準

確性轉介服務。 

3. 藉由毒品防制推動，以營造花蓮成為友善、無毒、優良之無毒城市。 

二、計畫影響 

為維護本縣縣民健康，以多層次及多元文化健康傳播觀點推動毒品防制計畫，

最終目標即以促進健康為主。本計畫主運用在地化措施以反毒新策略，進而降

低毒品對社會危害，透過跨局處、民間組織及學術單位的合作，及運用各種媒

體、仲介方式，以傳播健康訊息，能增進民眾反毒認知，及藉由協助民眾倡導

身體力行，以增進健康促進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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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則：有關機關應配合事項： 

配合事項 配合方法 應完成時間(年月) 配合機關 

跨領域公共政策推

動-毒品防制工作計

畫 

以政策執行制定毒

品防制工作策略，邀

請相關單位共同協

助。 

108-110年 縣府各局處室 

花蓮縣議會 

各鄉鎮公所及地方

機關、各級學校、各

公私立機構單位、各

鄉鎮衛生所(含藥

局)、醫療院所、學

術單位 

建構毒品防制健康

促進人力衛教資源 

培力毒品防制宣導

種子教師及志工，邀

請相關單位共同參

與。 

108-110年 府內各局處 

各鄉鎮市公所 

部落社區組織 

退休人員 

 

 

 

 

 

 

 

 

 

 

 

 

 

 

 

 

 

 

 

 

 



28 

 

 

花蓮縣政府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先期作業計畫）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107年 5月 31日 

填表人姓名：黃瑪娜                職稱：技士 

電話：03-8311486              e-mail：wan06@ms.hlshb.gov.tw 

身分：▇ 業務單位人員    □ 非業務單位人員 ，請說明：____________ 

填  表  説  明 

1、 本府各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於提報先期作業計畫時，皆應填具本表。 

2、 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之意見；計畫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

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至少預留 1週的填寫時間），參酌其意見修正計畫內容，並填

寫「第三部分－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3、 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資料可至本府網站中，性別主流化專區之性別平等人才資料庫

（http://sa.hl.gov.tw/files/15-1037-34807,c6626-1.php ）或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

(http://old.taiwanwomencenter.org.tw/sp.asp?xdurl=profRecommend/profList.asp&ctNode=3

25)參閱。 

壹、計畫名稱 花蓮縣食品安全衛生品質提升計畫 

貳、主管機關 花蓮縣政府 主辦機關 花蓮縣衛生局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訂頒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勾選（可複選） 

3-1 政治參與、社區參與、國際參與領域  

3-2 勞動、經濟、福利領域 ★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 

3-7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公共建設(或工程)   

3-9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計

畫

之

4-1-1計畫背景

與內容 

針對本縣地形偏遠、多元族群及中

央政府挹注之人力及經費資源分

配不均等因素，期能透過先期計

簡要說明計畫之背景與內容。 

http://sa.hl.gov.tw/files/15-1037-34807,c6626-1.php
http://old.taiwanwomencenter.org.tw/sp.asp?xdurl=profRecommend/profList.asp&ctNode=325
http://old.taiwanwomencenter.org.tw/sp.asp?xdurl=profRecommend/profList.asp&ctNode=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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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況

問

題

與

需

求

概

述 

畫，持續推動毒品防制三原則：讓

青少年懂得拒毒、強化藥癮者戒毒

信念，建立社區民眾反毒理念，亟

待從學校、家庭到社區，朝向無毒

家園，透過點、線、面推動花蓮成

為無毒城市，達成「攜手反毒 健

康幸福」之目標。 

4-1-2執行現況

及問題之

分析 

1、105年反毒報告書提到近年新

興毒品層出不窮，各式毒品在包裝

及販賣手段上趨於多變，綜觀本縣

各項分析數據，反毒工作亟需家

長、社區及娛樂場所共同攜手，強

化防制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宣導，尤

其是殘害青少年健康問題最嚴重

的三級毒品，施用原因多為好奇誤

用，而教育宣導及阻斷源頭為主要

防制策略。 

2、本縣地形南北狹長約二百公

里，造成中區、南區毒品防制各項

業務推展相對北區困難，而藥癮者

個案及其家屬絕大部分消極不願

積極面對，往往影響到個案掌握及

轉介協助等，極待反毒政策能提供

良好支持環境，以有效推展毒品防

制計畫，故需各單位的業務、資

訊、研究的整合機制，從點、線、

面發揮毒品防制功能。 

1.業務推動執行時，遭遇問題之原

因分析。 

2.說明現行法規或相關配套措施是

否不足、須否配合現況或政策調

整。 

4-1-3和本計畫

相關之性別

統計與性別

分析 

本計畫於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以男

性個案居多(佔 82.03%)，女性佔

17.97%。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途徑

蒐集既有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顧及

不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者

之年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4-1-4建議未來

需要強化與

本計畫相關

的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

及其方法 

無 

 

4-2 解決問題可能方案 裁罰講習課程之安排，針對女性個

案適時提供托嬰(幼兒)照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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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提升講習出席率。 

4-3配套措施及相關機關

協力事項 

無涉及性別平等議題值配套措施與

相關機關協力事項。 

配套措施諸如人力、經費需求或法

制整備等；相關機關協力事項請予詳

列。 

伍、計畫目標概述 本計畫針對毒品防制宣導與一般

民眾實施並未設性別之分 

請概述計畫目標，併同敘明性別目

標。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

方法 

無涉及性別平等議題值配套措施

與相關機關協力事項。 

請說明計畫於研擬、決策、發展、

執行之過程中，不同性別者之參與

機制，如計畫相關組織或機制，性

別比例是否達 1/3。 

柒、受益對象 

1.若 7-1至 7-3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 8-9及「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如 7-1至 7-3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逕填寫「第

二部分－程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9-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

則需修正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 8-9。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7-1 以特定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為受益

對象 

 否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以

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或個

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評定為

「是」。 

7-2 受益對象無區

別，但計畫內

容涉及一般社

會認知既存的

性別偏見，或

統計資料顯示

性別比例差距

過大者 

 

是 
 

裁罰講習課程之安排，針

對女性個案適時提供托嬰

(幼兒)照顧服務，以提升

講習出席率。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

群，但計畫內容涉及性別偏見、性別

比例差距或隔離等之可能性者，請評

定為「是」。 

7-3 公共建設之空

間規劃與工程

設計涉及對不

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

者權益相關者 

 

 
否 

評定原因同上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

涉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使用便利及合理性、區位安全性，或

消除空間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需求

者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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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1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列

或調整預算配置，以回應性

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裁罰講習課程之安排，托

(幼兒)照顧服務，以提升 

講習出席率。編列服務人力 

經費(以時薪計算)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

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8-2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小

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差異之迫切性與需求

性。 

承 4-1-3，本計畫無法透過

相關既有性別統計進行性

別分析。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以回應性別

需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8-3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

如何顧及弱勢性別資訊獲

取能力或使用習慣之差異。 

承 4-1-3，本計畫無法透過 

 相關既有性別統計研擬性 

 別差異之宣導策略。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所採用的方

式，是否針對不同背景的目標對象採

取不同傳播方法的設計。 

8-4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

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之友善措施或方案。 

裁罰講習課程之安排，針對

女性個案適時提供托嬰

(幼兒)照顧服務，以提升

講習出席率。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或方案。 

（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5落實

法規

政策：  

8-5-1 

落實憲法、法律

對人民之基本保

障 

本計畫重視各性別工作權。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政策之基

本精神，如符合世界人權公約、消除

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APEC、OECD或

UN等國際組織相關性別核心議題

者，亦請一併說明，相關資料可參考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http://www.gec.ey.gov.tw/）。 

8-5-2 

符合相關條約、

協定之規定或國

際性別、婦女議

題之發展趨勢 

本計畫與性別議題無關。 

8-6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計

畫如何預防或消除性別隔

離。 

承 4-1-3，本計畫與預防或

消除性別隔離無關。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化對

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限

制或僵化期待。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畫

如何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

源機會。 

承 4-1-3，本計畫受益對象

無性別差異，故無法研擬

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源機

會之機制。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

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

會。 

8-8空間與工程效益：軟硬體

的公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

工程設計，在空間使用

本計畫與公共建設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無關。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生

的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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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安全性、友善性上之

具體效益。 

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8-9設立考核指標與機制：計

畫如何設立性別敏感指

標，並且透過制度化的機

制，以便監督計畫的影響

程度。 承 4-1-3，本計畫無法設立性

別敏感指標。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計畫如

何訂定相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

準（績效指標，後續請依「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

點」、「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

評核作業要點」納入年度管制作業

計畫及辦理施政計畫評核）。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年齡、

族群、地區等面向。 

 

＊ 請填表人於填完「第一部分」後，徵詢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完成「第二部分－程序參與」，

再依據「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主要意見，由填表人續填「第三部分－評估結果」。 

 

玖、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並填寫

參與者的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民間專家學者資料本府網站中，性別主流化專區

之性別平等人才資料庫

(http://sa.hl.gov.tw/files/15-1037-34807,c6626-1.php）或台灣國家婦女館網

站

(http://old.taiwanwomencenter.org.tw/sp.asp?xdurl=profRecommend/profLis

t.asp&ctNode=325)參閱。 

（一）基本資料 

9-1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107年 6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17  日 

9-2參與者姓名、職稱、

服務單位及其專長領

域 

李雪菱 

副教授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家庭教育、質性研究 

9-3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v書面意見  

9-4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

料 

相關統計資料 計畫書 
計畫書含納其他初評

結果 

v有 □很完整   

 v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補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 

   且具性別目標 

v有， 

   但無性別目標 

□無 

□有， 

  已很完整   

v有， 

  但仍有改善空間 

□無 

http://sa.hl.gov.tw/files/15-1037-34807,c6626-1.php
http://old.taiwanwomencenter.org.tw/sp.asp?xdurl=profRecommend/profList.asp&ctNode=325
http://old.taiwanwomencenter.org.tw/sp.asp?xdurl=profRecommend/profList.asp&ctNode=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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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

度 

v有關          □無關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任一

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若 7-1至 7-3均可評定「否」

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益

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9-6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

宜性 

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前後數據並不一致，請透過

相關資料庫收集既有性別統計與分析，或於 4-1-4提出建議未來

需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及分析。 

另，計畫中 21至 50歲男女吸毒為最高族群，但計劃又特別針對

青少年。宜加以說明。 

目前問題需求評估之分析尚且不足，各地區的吸毒人口與人口比

例資料較為缺乏。 

9-7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本計畫的目標雖未設性別之分，但吸毒的男性與女性比例相差約

近 4:1。以男性為主，但女性吸毒者並不少。女性吸毒影響家庭

極大，建議了解男性與女性吸毒原因，並分析各地區吸毒者的年

齡性別家庭狀態，以幫助本計畫更能貼近差異需求，並惠及不同

性別與家庭型態受益者。 

 

9-8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之合宜性 

請說明計畫與決策發展執行過程中不同性別的參與機制。如計劃

相關組織或機制性別比例是否達三分之一。 

9-9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7之 1否 

本計畫書獲益對象包括男性與女性。 

7之 2是 

建議改為是。獲益對象無性別差異。然相關文獻指出，吸毒男性

女性其接觸毒品原因不同且複雜。計畫內容並未看見性別與毒品

接觸原因之分析，及再犯率的性別差異。建議補助相關統計資料 

9-10 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8-1建議在性別目標提出後，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別

差異來回應性別需求 

 

8-4所提出性別友善措施，合宜。 

 

9-11 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效益評估建議參照備註之說明，填寫之。 

9-12 綜合性檢視意見 本計畫資料稍嫌不足。研究文獻指出，初次施用毒品的男性與女

性其食用毒品的原因，女性吸毒者因伴侶、同居人介紹與提供、

為求其認同、增強社交行為。而男性吸毒者往往與面子的尊嚴問

題相關。此外，毒品在涉率男性遠大於女性，其中，一級毒品再

涉率，男性遠大於女。 

女性吸毒對家庭影響極為深遠，本計畫若能參酌相關研究，並搭

配花蓮目前吸毒的性別比例統計分析，將更有助於貼近受益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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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使其獲益更大，進而達成本計畫毒品防治之目標。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合宜。且建議增加相關統計資料，以幫助本計畫達成。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李雪菱 

＊ 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皆評定為「否」者，若經程序參與後， 9-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

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 如徵詢 1位以上專家學者，請將本表自行延伸。 

 

    【第三部分－評估結果】：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拾、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第二部

分、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

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10-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1、計畫中 21至 50歲男女吸毒為最高族群，但計劃又特別針對青少

年：毒防中心列管人口雖皆為成人個案，惟成人藥癮者並非在成

年之後才用藥，又近年來新興濫用藥物致死新聞案例時有所聞，

新興濫用藥物名稱新奇、型態種類多變加上善於偽裝，常以毒咖

啡包、毒奶茶包、果凍、餅乾等形式，吸引年輕人嘗試或誤食，

奇能導致其成癮與濫用。因此特別針對青少年族群，將毒品防制

教育向下紮根，以降低毒品新生人口。 

2、2、各鄉鎮人口及藥癮人口比已呈現於現況分析-各鄉鎮新收案藥癮者

人數、涵蓋率分析表及圖內(計畫書 P2、4、5)。 

3、有關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未來依委員建議將分析各地區吸毒

者的年齡性別家庭狀態，以幫助本計畫更能貼近差異需求。 

4、受益對象之合宜性，已依委員建議進行修正，另再犯個案之性別

差異，因毒防中心案件管理系統只能區分初、再犯率之統計，尚

未針對初、再犯率男女差異作分析，此部份將於今年列管人口總

資料庫另增加欄位建檔，以利日後分析。 

10-2 參採情形 

 

 

10-2-1說明採納

意見後之

計畫調整 

依委員建議調整計畫內容。 

 

10-2-2說明未

參採之理

由或替代

規劃 

 

 

 

10-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請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請勿空白）： 

已於 107年 06 月 29 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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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 9-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無關」者，「第三部分－評估

結果」10-1至 10-3免填；否則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完整填列「第三

部分－評估結果」10-1至 10-3，包括對「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

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傳真      ■e-mail      □郵寄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