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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研討會 活動閉幕
各位學者、專家大家好：
國立中正大學防制藥物濫用教育中心與台灣藥物濫用防治研究學會，在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
教育司之支持下，於 2020 年 10 月 20、21 日（週二、三）假國立中正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青少
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研討會」，以因應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之發展。
本次國際研討會主要聚焦於「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措施與輔導作為」，特別邀請教育部蔡清華
政務次長、法務部張斗輝常務次長、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鄭乃文司長、臺高檢涂達人主任
檢察官、古慧珍檢察官到場演講及指導，及廣邀台灣等地青少年藥物濫用與毒品防治專家學者參
加，透過會議之腦力激盪與經驗分享，提供有效的防治青少年藥物濫用對策，以減少毒品之危害。
本次研討會亦邀請多名國內藥物濫用防治領域之學者與實務專家舉辦綜合座談，期能藉由多方角度
探究青少年藥物濫用議題，進而提供國內相關政府部門參考以完善現有因應作為。

UNODC 相關訊息
2019 年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監測報告顯示
玻利維亞的古柯種植逐漸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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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斯／維也納，2020 年 7 月 29 日－

拉巴斯的永加斯區中，偵測到古柯種植成

根據最新的古柯種植監控報告指出，在 2019

長最多的區域為南永加斯省，在 2019 年增加

年，玻利維亞的古柯種植相較於 2018 年增加
了 10 %，種植區域實際上增加 2,400 公頃，
從 2018 年的 23,100 公頃至 2019 年的
25,500 公頃。此份報告由歐盟資助發展，並由
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UNODC）和玻利維亞
共和國政府今日於拉巴斯提交。
根據報告所述，拉巴斯的永加斯區、哥查班

了 597 公頃，古柯種植達到 10,374 公頃。哥

巴的熱帶地區（其中包括位於聖塔克拉斯與貝

查班巴的熱帶地區內，Carrasco 省的古柯種植

尼的產區）以及拉巴斯北部在國家的古柯種植

登記增加 720 公頃，2019 年的總種植區域是

區域占比分別為 64%、34% 與 2%。

3,842 公頃。

結合衛星影像的使用以及補充的田野調查

玻 利 維 亞 政 府 的 報 告指 出 ， 2018 年 至

資訊，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偵測到三個產

2019 年間，額定／根除區從 11,174 減少至

區的古柯種植區域皆有所增長：拉巴斯的永加

9,205 公頃。在 2019 年，79% 的額定／根除

斯區達到 16296 公頃，成長 9%，而哥查班巴

區位於哥查班巴的熱帶地區、16% 於永加斯和

熱帶地區的登記達到 8,769 公頃，成長 13%，

拉巴斯北部，而 5% 位於聖塔克拉斯與貝尼行

拉巴斯北部的古柯種植區則達到 468 公頃，成

政區。

長 44%。

自 2019 年起，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

Sacaba）2019 年的古柯葉交易量為 23,877 公

開始驗證玻利維亞政府提交的古柯種植額定／

噸，90% 的合法古柯葉來自 Villa Fatima 市

根除區資料。根據玻利維亞政府提交給聯合國

場，剩餘的 10% 則來自 Sacaba 市場。在 2019

毒品暨犯罪辦公室的報告，總計 8,121 公頃的

年，這兩個授權市場的古柯葉加權平均價是每

古柯種植額定／根除區中，有 1,598 公頃的抽

公斤 12.5 美元。

樣已經過驗證，其中 88% 是透過衛星影像識別，
8% 是實地考察（在政府的現場介入後），4% 則
是透過共同現場查驗。
報告中也指出，在 22 個國家保護區中，有
6 個區域種植古柯。這些保護區中，有 315 公
頃的古柯種植是確認位於三個產區中。受古柯
種植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公園是 Madidi，其後是
Amboró、 Apolobamba 和 Cotapata，Carrasco
則是唯一一個登記種植範圍減少的國家公園。

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的玻利維亞代表

此外， Isiboro Secure 和 Carrasco 國家公

Thierry Rostan 也強調一些改善古柯作物控

園中，經發現有 1,843 公頃種植古柯的區域原

管的建議，包括：

本是用於農業活動。
1.

強化控管措施的需求，避免古柯種植擴張

這些圖表反映出最新的古柯種植監控報告

至非授權區域，例如哥查班巴行政區環繞

在玻利維亞的主要調查結果。為了執行打擊販

Ayopaya 省邊界的區域、南永加斯省，以及

毒與減少玻利維亞共和國過剩古柯作物的策略

位於拉巴斯行政區的 Inquisivi。

性行動計畫，此報告在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
室的支持計畫架構內執行並由歐盟提供資金。

2.

繼續強化定額配給／根除的過程、合法種
植的社區控制與舒緩影響、促進古柯產地
的內部發展，並進而避免古柯作物因過量

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兩個授權市場（拉巴斯

生產而擴張。

行政區的 Villa Fatima 和哥查班巴行政區的

本報告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

https://www.unodc.org/unodc/press/releases/2020/July/the-2019-unodc-monitoring-report-shows-an-increase-in-cocacultivation-in-bolivia.html

UNODC 相關訊息
藥物、大腦與行為：成癮的學問
➢

藥物成癮者通常有一個或多個相關的健康

藥物使用是否會造成其他精神疾病或反之亦然？

問題，可能包括肺部或心臟疾病、中風、癌症或
精神狀態的問題。顯影掃描、胸部 X 光攝影和
血液檢測能顯示長期使用藥物對全身造成的有
害影響。例如：眾所周知煙草煙霧會導致多種癌
症、甲基安非他命會導致稱之為冰毒嘴的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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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使用通常與其他精神疾病共存。在某
些情況下，焦慮、抑鬱症或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
病也許會在成癮之前出現。但在其他情況下，藥
物使用也許會觸發或惡化精神健康的狀態，尤
其是對具有特定弱點的人而言。

牙科疾病，而鴉片則會造成服藥過量與死亡。此
外，某些藥物，例如吸入劑，會損害或損壞大腦

某些患有焦慮或抑鬱症的患者會企圖使用

或周邊神經系統（大腦與脊椎神經之外的神經

藥物減輕精神病的症狀，但長期下來只會加重

系統）的神經細胞。

他們的精神疾病以及增加成癮的風險，因此所
有症狀的治療應同時進行。

成癮與 HIV/AIDS 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
藥物成癮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藥物使用也會增加受感染的風險，分享注
射設備或不戴套性行為等不安全行為皆有可能

◼

心血管疾病

◼

B 型與 C 型肝炎

感染 HIV 與 C 型肝炎（一種嚴重的肝病）。藥

◼

中風

◼

肺部疾病

物注射也可能因接觸到細菌而感染心臟與動脈

◼

癌症

◼

精神疾病

（心內膜炎）以及皮膚（蜂窩組織炎）。

◼

HIV/AIDS

藥物使用除了對成癮者造成的有害後果外，

不吸菸者在通風不良的房間中暴露於高四氫大

也會對其他人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某些更嚴

麻醇的大麻煙一小時後，會出現輕度的藥物作

重的成癮結果是：

用；另一個研究在暴露後直接進行尿液檢驗，其

◼藥物使用對懷孕或哺乳期的負面影響：
母親在懷孕時期使用的物質或藥物可能會
導致新生兒在出生後需要進行藥物戒斷，也就
是所謂的新生兒戒斷症候群（NAS）。症狀會因

結果顯示為陽性。因此，如果吸入二手大麻煙，
儘管吸入者不太可能不通過藥物測試，但還是
有一定可能性存在。
◼增加傳染病的傳播：

所使用的物質而異，但許多會包括震顫、睡眠與

在 HIV 個案中，藥物注射占 1/10 的比

哺乳問題，甚至是疾病發作。某些藥物暴露兒童

例。藥物注射是傳播 C 型肝炎的主要因素，也

會有行為、注意力與思考上的發育問題。當前研

是心內膜炎與蜂窩組織炎的起因。但藥物注射

究正在探討這些對大腦與行為方面的影響是否

並非藥物使用在傳播傳染病上的唯一途徑，藥

會延續至青少年時代，進而導致持續性的發育

物誤用也可能導致中毒，阻礙判斷並增加危險

問題。此外，某些物質可能會進入母親的母乳中。

性行為的機會，例如不戴套的性行為。

科學家仍在瞭解那些透過哺乳暴露於藥物作用
的幼兒，他們所受到的長期影響。
◼二手煙的負面影響：

◼增加動力車輛事故的風險：
使用非法藥物或誤用處方藥會導致危險駕
駛，就如同酒後開車。藥後駕車會造成駕駛、乘

二手煙草煙霧會讓旁觀者暴露在至少 250

客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危險。於 2016 年，報導

種已知對人有害的化學品中，尤其是對兒童。對

顯示在受到非法藥物（包括大麻）的影響下駕駛

從不吸菸的人來說，非自願暴露於二手菸中會

的人約為 1,200 萬人，年紀約 16 歲或以上。

增加心臟疾病和肺癌的風險。除此之外，暴露於

大麻是繼酒精之後最常與駕駛能力減損聯想在

二手煙草煙霧的已知風險，喚起的疑慮是暴露

一起的藥物，研究顯示大麻對駕駛造成的負面

於二手大麻煙是否也會造成同樣的風險，但很

影響包括蛇行增加、反應時間不足，以及從道路

少有這方面議題的研究。然而，有份研究發現，

上分心。

本報告來自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https://www.drugabuse.gov/publications/drugs-brains-behavior-science-addiction/addiction-health

台灣毒品相關研究訊息
大麻之施用特性、歷程與市場交易研究 1
楊士隆、李志恒、曾淑萍、林鴻智、許俊龍

大麻於查緝上產生緝獲人數與數量不相當的狀況，顯見在施用者查緝上仍有相當的黑數未被
發覺。據此，本研究透過針對大麻販賣或種植者八位及施用者八位的個別深度訪談，來深入瞭解
大麻交易市場的現況趨勢、施用成因、施用認知及對大麻態度，並提出相關建議，以期突破查緝
上的困境與大麻防治政策的精進。結果發現：目前台灣大麻流行趨勢及聲量有逐年上升的跡象，
主要流行區域為北部大都會區，施用者以年輕族群、白領階級及具有相當社會地位者為主。初次
施用原因多為好奇、朋友推薦，大多不會混用其他種類毒品，通常施用地點以自家及具隱蔽性之
住宅內為主，且對大麻多抱持著正面支持看法。走私管道多元，交易通路較封閉且呈現階層式的
交易模式，以熟人間買賣轉讓方式居多，但並不會排斥於公開場合進行交易。依據上述研究結
果，針對台灣的大麻防制政策提出以下建議：(一)加強教育與政策法令宣導；（二）根據年齡分層
並增強危害宣導強度；（三）加強交易市場的監控與查緝；及（四）針對大麻不應合法化進行論述
宣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此項研究係臺灣高等檢察署(2019)委託專題研究計畫「大麻查獲量增加與大麻施用黑數產生原因之分析及防制對
策」之一部分，研究團隊成員包括楊士隆、李志恒、曾淑萍、林鴻智、許俊龍，研究結果與建議僅為研究團隊之意
見，並不代表高檢署之立場。

早年涉毒少年中止及持續犯罪之影響 1
葉碧翠 2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透過追蹤22年的縱貫性研究，以觀察臺灣未滿18歲之涉毒少年與觸法少年
的犯罪現象與特性，比較涉毒少年與觸法少年的犯罪發展與變化，以找出影響其犯罪中止或持續
之顯著因子。研究發現(1)以22年間遭警察逮捕之次數及頻率，175名涉毒少年之犯罪生涯，75名
(42.9%)為持續犯；另217名觸法少年之犯罪生涯，42名(19.4%)為持續犯，涉毒少年持續犯的比例
顯著高於觸法少年，少年早期施用毒品的經驗對於後續犯罪發展影響甚大。(2)觸法少年較涉毒少
年學校附著較強，而涉毒少年負向偏差友伴、早期自陳偏差與犯罪及官方犯罪紀錄皆高於觸法少
年許多，顯見涉毒少年的保護因子較少。(3)比較涉毒少年及觸法少年之差異發現，涉毒少年雖然
會受個人及家庭靜態因子的影響，但在生命早期施用毒品的少年，若有較佳的家庭與學校控制亦
會中止犯罪。最後根據分析結果，提出預防涉毒少年及觸法少年犯罪之政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研究分析資料係根據 1996 年中央警察大學接受青輔會委託之「少年偏差行為早年預測之研究」研究案，並持續 3
年追蹤研究樣本。主持人為許春金博士、協同主持人為馬傳鎮博士、研究員為陳玉書博士、謝文彥博士、蔡田木博
士、周文勇博士等，感謝青輔會對研究的支持及刑事警察局協助資料的蒐集，以及所有研究成員的參與。本研究的資
料分析與建議係根據客觀資料呈現，與委託單位政策的立場無關。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20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
輔導國際研討會」（2020 年 10 月 21、22 日），感謝與談人陳玉書博士對本文初稿內容提供的寶貴建議。
2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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