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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布斯‧顗賚

黃振富

國內毒品氾濫情形相

當嚴重，導致吸毒

年齡層也正快速下降，令

人擔心的是連國、高中生

都已是「毒蟲族」，而在

近年來的畸型發展結果，

毒品在校園氾濫的程度，

甚至有國中生超越高中生

的趨勢，校園已嚴重遭到

毒害。

　針對毒品入侵校園情形，事實上少年施用毒品

數量可能是查緝到人數的十倍，轉讓毒品給少年

施用十九件十九人，其實就是藥頭。

　建議警察局，盡速向內政部、教育部反映，修

訂有關Ｋ他命等毒品相關法令，確保毒品遠離校

園。

盡速修訂毒品相關法令

花蓮縣一○五年九月至

一○六年三月與一○

四年九月至一○五年三月

比較，其中毒品犯罪件數

增加，查獲毒品數量減少

部分，係近期警方強力查

緝並落實「向上溯源、向

下刨根」策略，造成毒品

取得困難，連帶查獲毒品

數量下降。

　警察局已納入花蓮縣毒品防制中心犯罪預防組，

由該局負責「緝毒」、社會處負責「保護」、教育

處負責「宣導」、衛生局負責「防毒」及「戒毒」

等五大區塊工作，並透過花蓮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統合各機關反毒工作，經由相關局處共同努力之下

，必能有效防制花蓮縣毒品危害。

相關局處努力防制毒品

校園毒品氾濫有愈趨嚴重趨勢，身

為民意代表除關心縣政府之施政

外，對於毒品問題更需加強關切，讓社

會更健康更和諧。

　甫上任的花蓮縣警察局長李西河，拜會花蓮縣議會議長賴

進坤。賴進坤表示，台灣吸毒問題日漸嚴重！吸毒年齡下降

，希望有三十年刑事幹才資歷的局長李西河，能打擊毒蟲，

杜絕毒品進入校園。

　根據全國家長會長聯盟調查，台灣吸毒問題日漸嚴重！賴

進坤表示，吸毒年齡下降，「在校園毒品裡面，最可怕的就

是新興毒品，因為新興毒品，它其實只要稍微改變一點成分

的話，就很不容易再驗出來，它的包裝也跟正常的包裝，比

方說咖啡包、跳跳糖，這些包裝都很雷同，因此也造成學生

的困惑和不安。」希望李西河運用長達三十年的刑事警察資

歷，全力打擊花蓮當前毒品犯罪案件，以其刑事長才，全力

掃蕩花蓮縣不法分子、毒品及詐欺犯罪，讓花蓮治安更上一

層樓。

　根據資料顯示，目前吸毒人口中，以十八至二十四歲所占

的比例最高，其中一○％未滿十八歲，更有國小學生已經接

觸過毒品，顯示毒品問題的嚴重性。

　毒品吹進單純部落！花蓮新城警分局近日連續破獲大批海

洛因、安非他命運至花蓮販賣。警方發現近來毒品侵入部落

趨勢嚴重，全縣「在外列管」毒犯，逾五四．七％為原住民

，且竟有十六歲少女當起藥頭示範吸毒，不禁搖頭嘆氣說：

「花蓮到底怎麼了？」

　員警坦言，部落吸毒情形相當嚴重，尤其因毒品衍生援交

、竊盜及詐欺等犯罪行為增加，山地轄區的新城、鳳林及玉

里三個警分局已被要求加強「部落掃毒」，監控毒品人口，

但偏鄉警力吃緊，且毒蟲多利用通訊軟體交易，提高不少查

緝難度。

寄望縣警察局長李西河打擊毒蟲

校園毒品氾濫，不僅

僅是學校學生、老

師、教育處的事，也是家

長、警方的事，因此必須

老師與家長合作、教育處

與警察局攜手，大家一起

來防堵，才能夠有成效。

尤其是警察局更是任重道

遠，必須從加強緝毒方向

著手，把毒品來源有效斬

斷，校園自然無法取得毒品；在偏鄉的具體做

法：（一）加強掃蕩查緝毒品，避免毒品從都市

轉進鄉鎮。（二）加強臨檢電玩店、網咖等青少

年流連場所。（三）嚴格管控毒品人口，避免吸

收學生成為下線。（四）加強勒戒。

偏鄉須有具體做法反毒

校園毒品氾濫的情形愈

來愈多，校園毒品

氾濫絕對不是沒有原因，

學校這道唯一查毒防線，

搖搖欲墜。國中、高中推

動學生尿液篩檢，遭家

長、學生團體以違反人權

反制，大專院校又不實施

尿檢，校園圍牆外花花世

界誘因多，學校這最後一

道防線脆弱得令人憂心。其實，校園吸食毒品的

案件，多數學生是受到好奇心驅使，甚至只是校

園內一股短暫的次文化流行。警方年年都在拚治

安，為何青少年犯罪年齡層卻往下降，而且校園

毒品氾濫情況更加嚴重，值得相關單位、學校與

家庭省思。

學校查毒防線搖搖欲墜

警方應加強查察取締

青少年不當出入之

場所，持續執行全國及分

區同步掃蕩專案行動，加

強查察取締青少年不當出

入之場所，以有效預防青

少年涉及毒品等犯罪。並

實施尿液採驗，各分局與

學校之訓育組長、生教組

長、教官等共同執行校外

聯巡勤務，對特定學生通報教育單位通知其採尿

篩檢，協助濫用藥物學生接受輔導，以有效遏止

校園毒品犯罪蔓延。

持續執行同步掃蕩專案

防治青少年犯罪是社會

治安維護的最前置也

是最基礎工作，特別是煙

毒的氾濫情況與日俱增，

從吸食煙毒而可能延伸而

出的其他犯罪行為也時有

聞之，很多藥頭利用青少

年學子懵懵懂懂而誘使他

們吸食毒品上癮後，再加

以控制行為，因此在校園

防堵毒品入侵，是反毒最重要的第一線工作。

校園防堵是反毒第一線

針對

校園毒品氾濫

議員提出看法

新任縣警局長李西河

上任時，跟李局長

探討毒品危害問題，個人

除了要求警方加強稽查與

追蹤、防制之外，也認為

應該從學校教育與宣導著

手，學校要更主動通報，

同時結合家長會多關心、

宣導，協助，學生會濫用

毒品，原因很多，也可能

錯誤認知K他命等毒品不會上癮，我認為應該從教

育、法治、醫療、警政、社福等單位多管齊下，

才能遏止毒品進入校園。

　個人支持買毒、販毒要重罰提高刑度，才能遏

止並解決毒品問題。

買毒、販毒應該要重罰

個人認為警方應加強藥

物濫用監控，學校更

要配合校外聯巡及春風專

案工作，加強查緝在外遊

蕩學生，加強查緝並規勸

青少年離開不正當場所，

針對中輟之虞或流連不當

場所輟學學生，學校應主

動向校所在地派出所申請

支援，請求加強協尋或會

同協尋。

　學校應針對有使用藥物紀錄學生主動通報，同

時展開高關懷輔導，積極定期追蹤與輔導，有效

減少青少年涉足藥物濫用高危險場所機會。

　我支持將販毒刑度提高，才能遏止並解決毒品

問題。

警方加強藥物濫用監控

我認為政府應該更提

高販毒者的刑度，

以遏止並解決毒品問題。

也應該更突破網路蒐證的

限制，才能更早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希望政府在檢

警、社政醫療教育等單

位，投入更多資源向毒品

宣戰，展現更高的拒絕毒

品的魄力。

　學校也應該隨時掌握毒品危害新聞事件，利用

週、朝、集會時間，進行機會教育，同時利用學

校日或大型活動場合，加強家長藥物濫用防制認

知，從家庭、校園、社會一起建立反毒網絡。

　毒品百害無一利，如果台灣有漂亮的無毒成績

單，不只保護國人，也可讓國際矚目。

應該更提高販毒者刑度

毒品進入校園有增加的

趨勢，學生會濫用

毒品，原因可能相當多，

而主要原因可歸結為學生

透由毒品逃避心理低落或

情緒問題；錯誤認知因素

認為K他命等毒品不會上

癮；同儕影響在朋友鼓動

下，不吸食就怕被認為膽

小；環境因素因為K他命

容易取得，而藥頭初期往往透過免費吸食來吸引

學生，因此我認為應該從教育、法治、醫療、警

政、社福等單位多管齊下，才能遏止毒品進入校

園。我認為，政府應該投入更多的資源，整合各

領域的專責機構與資源，共同解決校園的毒品問

題!

各單位多管齊下來反毒

學子接觸毒品的兩個較

大因素，除了年輕人

好奇心重之外，中輟生問

題無法有效解決所衍伸的

校園安全問題更是令人擔

憂，特別是中輟生遊蕩在

外時間長，容易與校外幫

派或藥頭有所接觸、甚至

被利用，雖然學校與警方

常有作宣導，卻只能稍微

遏止，校園毒品氾濫問題仍然防不勝防。

　建議學校和家長在學期間的上放學時間要多注

意校園附近是否有可疑校外人士逗留，放假時

間，或是學生放學回家，家長也要多關心孩子的

生活作息有無異樣，還有注意交友狀況或孩子動

向。

家長應多關心孩子生活

要有效防制毒品在校園

氾濫，建議警察局與

學校合作，進入校園加強

宣導防制措施，建立師生

自我保護與辨別容易與巧

克力等零食混淆的毒品，

與同儕夥伴在外面飲食格

外小心，避免一時疏忽被

摻毒品的情形發生，學校

辦理相關毒品防制宣導

活動時，可邀請家長共同參與，家長不可置身事

外。學校或可辦理到警察局或是監獄參觀教學，

透過具體吸食毒品後造成身心靈的危害實例，以

及遭監禁失去自由的情況，給予學子當頭棒喝的

警惕效果。

建議警察局與學校合作

要做好校園毒品氾濫問

題的防制，除了學

校、家庭、政府相關單位

要一起合作之外，更重要

的是，健全青少年正確的

價值觀及生活方式。

　特別建議教育處與警察

局密切合作，安排警員進

入校園加強教職員與學生

對於毒品危害與防制的正

確認知，尤其是提升教職員初步辨識、判斷學生

疑似吸食毒品的表徵及相關處置能力，甚至學校

辦理菸毒防制工作時，也可將家長納入對象，請

家長多加注意孩子交友情形、關心孩子是否接觸

校外不良幫派人士而飽受威脅困擾情形？

健全青少年正確價值觀

警方與教育處落實宣導

與稽查檢驗工作方

面，過去學校進行抽驗學

生尿液，往往被人權團體

抗議，可是不良幫派、藥

頭無孔不入，為防制毒品

氾濫，學校除了加強宣導

工作之外，我堅持要落實

抽驗尿液的環節，甚至是

從國小到國中全面篩檢。

雖然過去有家長擔心孩子誤食毒品透過學校尿篩

被發現後，會發生名單外露、孩子被貼上標籤，

可是從現在吸食毒品的年齡明顯下降到國小生，

因為不肖毒梟或藥頭往往會透過包裹糖衣的方

式，降低學子的警覺性，讓學子吸食後上癮，唯

有全面篩檢，方能遏止毒品在校園氾濫的問題。

堅持落實抽驗尿液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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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燒 話 題

針對

校園毒品氾濫

議員提出看法

毒品入侵校園是很嚴重

的社會問題，一種是

學生在學校吸毒，另一種

是學生當藥頭（販毒），

不論是吸毒或是販毒都是

犯法的行為，吸毒對人體

有害處非常大，如果學生

吸毒，在身體、心理學習

方面都有巨大影響，若學

生處於叛逆期，也會因此

使師生之間的互動惡化。

　聯繫合作，積極防制毒品入侵校園活動，協請

學校教師、訓輔人員及軍訓教官配合警方進入校

園訪查、瞭解學生藥物濫用情形，並配合學校加

強落實執行春暉專案反毒教育宣導、清查及輔導

戒治。

聯繫合作才能積極防制

警察局應加強清查幫派

販毒，並和教育處合

作，聯手針對有加入幫派

傾向學生或中輟生及有吸

毒傾向學生，除通知學校

加強輔導戒治外，並清查

背後有否幫派分子以毒品

控制青少年、發展組織等

情事，以防制幫派入侵校

園販毒牟利。此外也應依

＜教育部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實施計畫＞規定：1、

經尿液篩檢確認呈毒品陽性反應或經輔導勒戒完

成一年以內之學生。2、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輟學

後復學之學生。3. 精神或行為異常，有施用毒品

傾向之在學學生等特定人員，通報教育單位，由

教育單位通知採尿篩檢，加強輔導。

確實實施尿液採驗計畫

校園毒品氾濫，老師

和家長都有責任，

老師要多多關心學生，老

師除了平常上課時要關心

學生，寒暑假更要多多關

心學生，因為這是學生最

容易誤交損友變壞的關鍵

時期，有老師真心關心，

才不會變壞去吸毒；至於

家長方面，也不要過度溺

愛，老師處罰犯錯的學生，家長要支持、而不是

護短。要遏阻校園毒品氾濫，老師、家長都一樣

有責任。

老師與家長都必須負責

煙毒氾濫情況與日俱

增，從吸食煙毒而

可能延伸而出的其他犯罪

行為也時有聞之，很多藥

頭利用青少年學子懵懵懂

懂而誘使他們吸食毒品上

癮後，再加以控制行為。

我們都知道唯有家庭教育

與學校教育密切配合、向

下扎根，才能有效防堵毒

品的侵犯校園，可是知道和確實去做有落差；除

了喚醒家長對孩子的教育問題的認知，多關心孩

子的身心靈成長，同時，因為孩子長時間待在學

校，學校應該加強心理建設與法治教育，不厭其

煩地灌輸正確觀念給下一代，讓他們清楚知道接

觸毒品、誤觸違法之事的嚴重性。

家庭與學校須密切配合

監獄裡面大部分的受

刑人約接近八成都

是跟毒品有關，剛開始的

時候只是購買自行使用，

到最後就變成販賣，因為

他們需要經濟的來源，或

者是其他犯罪行為，可能

都因為他需要一個經濟的

來源情況下，形成犯罪的

惡性循環。

　所以針對少年毒品防制

，新興毒品五花八門，年輕孩子若不小心很可能

誤觸陷阱，站在保護青少年的立場，只要家長同

意讓孩子驗尿，可與學校配合篩檢，並配合花蓮

縣衛生局在配合的藥局給予家長領取尿液篩檢試

劑，讓花蓮青少年能夠遠離毒品危害。

家長可同意讓孩子驗尿

國內毒品氾濫情形相當嚴重，導致吸

毒年齡層也正快速下降，令人擔心

的是連國、高中生都已是「毒蟲族」。

　在藥頭、不良幫派幕後唆使下，毒品藉由問題學生引進校

園，缺乏判斷能力的學生成為重要的消費族群，小小年紀就

飽受毒品的毒害摧殘，造成部分學生為了籌錢購買毒品，而

接連犯下搶奪、強盜等重大刑案，不僅毀了個人的一生，還

成了社會的一大負擔。

　在校園內販賣的毒品，大都是第三級或第四級等毒品，藥

頭向學生說吸食這些毒品都不必負刑責，且販賣這兩級毒品

的刑責也很輕，因此才會發展成學生毒蟲一個拉一個下海，

毒品快速在校園傳播的結果。

　校園淪陷成為毒品交易場，學生淪落成為毒蟲，為學校教

育埋下隱憂，由於這些吸毒青少年學子不會就醫，且學校、

家庭又未警覺，學生的錯誤行為未能被及時糾正，極可能就

此沉淪於毒海，甚至升級成為毒販，因此毒品入侵校園不能

等閒視之。

　花蓮校園毒品氾濫的情形越來越嚴重，理由之一是校園毒

品成了查毒防線的死角。國中、高中推動學生尿液篩檢，遭

家長、學生團體以違反人權反制，大專院校又不實施尿檢，

校園圍牆外花花世界誘因多，學校這最後一道防線顯然脆弱

得令人憂心。校園吸食毒品的案件多數學生是受到好奇心驅

使，甚至只是校園內一股短暫的次文化流行。警方年年都在

拚治安，為何青少年犯罪年齡層卻往下降，而且校園毒品氾

濫情況更加嚴重，青少年喜歡前往的場所，都成為他們接觸

煙毒的通路、管道，值得相關局處、學校與家庭省思，花蓮

縣政府相關局處應針對校園毒品氾濫的情況徹底檢討和正視

，並擬定計畫方案，絕對要將毒品趕出校園，還給教育和學

生一個清新健康的學習環境。

縣府局處應擬定出反毒計畫方案

唯有前方教育、抓緝毒

梟藥頭、以及輔導工

作等三個面向串聯合作，

方能讓防制毒品入侵校園

的工作真正見效。在過去

了解誤觸毒品的學生案例

中，多為家庭教育出現問

題及學習成就較弱者，學

生們會接觸毒品，除了好

奇心之外，因為上述兩個

因素造成他們的心理層面的需求，也需要家庭和

學校給予重視和解決。

　尤其是新興毒品多樣化，要有效防止藥頭將毒

手伸入校園，在前端的教育宣導工作上，除了以

學生為對象之外，也應該把家長納入宣導對象，

讓學生與家長清楚知道吸食毒品的嚴重後果。

必須三個面向串聯合作

孩子在求學期間，令人

擔心的就是外來影響

力，學生們因未成年對毒

品的警覺性不夠，容易受

誘惑，在校期間，老師扮

演的把關角色很重要，要

杜絕毒品進入校園，需要

警局、衛生局、教育處加

強校園宣導。

　教育單位、衛生單位、

學校應持續執行肅毒專案，持續與校外會、少年

法庭等聯繫合作，積極防制毒品入侵校園活動，

並配合學校加強落實執行「春暉專案」反毒教育

宣導、清查及輔導戒治。另外，家長也應該多注

意孩子的日常行為是否有異樣。

加強落實執行春暉專案

過去在議會質詢時即有

建議過，想要提高

校園防制毒品氾濫工作的

成效，建議在校長評比的

條件，把校園毒品防制工

作的執行成效項目列入其

中，或許校長或主任便會

更用心於落實尿篩等毒品

防制工作的執行成效。

　其次，毒品不僅容易被

糖衣包裹成食品，菸草也可能夾藏毒品在內，學

校在反毒宣導工作上，應該更嚴格把關校園禁

菸，且增加尿篩的頻率，因為有無吸食毒品，經

過尿篩即見分曉；同時，讓學子深刻明瞭吸食毒

品會造成身心的危害後果之嚴重性，多方面著手

方能有效遏止毒品氾濫的現象。

提高校園防制毒品成效

青少年族群應該是目前

毒品防制工作上首要

目標族群，包括警政、醫

療、心理輔導、教育、社

服單位應該要加強聯繫與

整合，以利推動防制毒品

進入校園工作。

　校園毒品或藥物濫用問

題一定要及早防制，對特

定學生應該要通報教育單

位通知其採尿篩檢，並列管協助濫用藥物學生接

受輔導，以有效遏止校園毒品犯罪蔓延。

　另外警方應該要積極清查幫派、販毒，警察局

各單位應針對有加入幫派傾向學生或中輟生及有

吸毒傾向學生，除通知學校加強輔導戒治外，並

清查背後有否幫派分子以毒品控制青少年。

各單位要加強聯繫整合

花蓮地區民風淳樸，檢

警調與教育界要攜手

防制毒品不要讓花蓮「中

毒」，共同建構青少年無

毒空間。

　搶奪及竊盜也都因購買

毒品所使然，希望警方加

強取締，希望警方擔任起

治安守護者，加強校園掃

毒、杜絕槍響、遏止校園

組織犯罪，營造友善治平的家園。

　近年來國內偏鄉毒品問題日益氾濫，腐蝕國家

根基，員警更要積極掃毒，保障年輕學子身心健

康，同時加強查緝在外遊蕩學生，並將巡查置重

點於網咖、電動玩具店、PUB、KTV、卡拉OK、啤

酒屋、搖頭俱樂部等場所。

要建構青少年無毒空間

近來毒品入侵校園的新

聞時有所聞，根據統

計，全國學生藥物濫用通

報件數2004年為153件，到

2010年已爆增至1559件，

短短7年就增加11倍，若以

濫用藥物的種類作區分，

吸食K他命的比例最高，計

有1271件，約佔8成。

　青年學生是國家未來

的希望，校園毒品的防治問題涉及醫療、心理輔

導、教育、警政、社服等多層面，唯有將這些領

域的專責機構進行串連合作，才有可能進一步解

決校園的毒品問題。

專責機構進行串聯合作

針對校園毒品氾濫，警

政單位應加強藥物濫

用高危險場所情境監控，

學務人員應配合校外聯巡

及春風專案工作，加強查

緝在外遊蕩學生。

　另外，針對中輟之虞或

流連不當場所輟學學生，

學校應主動向校所在地派

出所申請支援，請求加強

協尋或會同協尋。學校應建立優先關懷名單經篩

選評估後，展開高關懷輔導個案及藥物濫用高風

險個案基本資料，並擬定介入方案，進行追蹤與

輔導，另外在寒暑假期間，提供活動資訊或辦理

營隊活動，鼓勵學生踴躍參與，以減少其涉足藥

物濫用高危險場所機會。

學校建立優先關懷名單

我認為，減少校園濫用

藥物在策略上應該減

少危險因子、增加保護因

子，讓學生活得健康、適性

發展、無藥物濫用，一旦發

現危險個案要進行高危險群

篩檢，並實施介入方案，早

期發現，早期介入，預防藥

物濫用、成癮或嚴重危害。

　我認為一旦發現學生有誤

用藥物情況，要結合醫療資源，協助戒治，降低危

害、有效戒治；學校也應該經常性辦理各類育樂活

動，社團活動、體育活動，並鼓勵學生培養正當休

閒嗜好，以提供其精力與情緒宣洩管道。

協助誤用藥物學生戒治

個人反對毒品除罪化，

毒品除罪化會造成無

法監控施用人口、增加毒

品查緝困難、施用者治療

意願下降、戒毒執行率降

低、家庭經濟負擔與人際

衝突、毒品施用升級及氾

濫、國家生產力下降、健

保給付及其他犯罪增加等

九大問題。

　認識毒品危害應該從教育、法治、醫療、警

政、社福等單位多管齊下，才能遏止毒品進入校

園，政府應該投入更多的資源，整合各領域的專

責機構與資源，共同解決校園的毒品問題。

政府投入更多資源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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