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 

112 年臺中市醫起護少陪伴計畫 

 

 

 

 

 

 

 

 

【單位名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單位負責人】曾梓展局長 

【專案聯絡人】陳又嘉、何姵嫻個管師（04-25265394＃5616、5612） 

 

 

 

 

 

 

 

 

 

 

 

 





目錄 

壹、 方案名稱 ........................................................................................................... 5 

貳、 方案目標、目的 ............................................................................................... 5 

參、 處境分析 ........................................................................................................... 5 

肆、 問題界定 ........................................................................................................... 5 

伍、 需求評估 ........................................................................................................... 7 

陸、 理論基礎 ........................................................................................................... 8 

柒、 方案服務/活動內容 ......................................................................................... 8 

捌、 倫理考量 ......................................................................................................... 13 

玖、 評估指標 ......................................................................................................... 14 

拾、 評估方式 ......................................................................................................... 14 

壹拾壹、 預期效益 .................................................................................................. 14 

 





112年臺中市醫起護少陪伴計畫 

壹、 方案名稱 

112 年臺中市醫起護少陪伴計畫 

貳、 方案目的及目標 

一、目的 

(一) 補助青少年戒癮治療費用，降低其就醫經濟負擔，強化其參與戒癮治療意

願。 

(二) 以醫療專業為核心，提供完善服務，增強青少年改變效能與接觸醫療之頻

率，協助改善青少年用藥行為與重建自我價值，降低毒品再犯風險。 

(三) 強化網絡合作機制，提升衛政、醫療、教育、警察及司法機關對於青少年

藥物濫用之關注，投入更多資源共同防範。 

二、目標 

112年 1月至 11 月預計服務 35人（含延續性治療）。 

參、 處境分析 

一、毒品市場趨勢 

根據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在「2020 全球毒品報告書」（World Drug Report 2020）指出

2018年估計有 2.69億人，約占全球 15至 64歲人口的 5.3%。 

在 2019 年 UNODC 調查 30 個以上的國家並探討全球施用毒品之盛行率，

結果發現，受測者在過去一年曾接觸毒品的排行以大麻為首，其次是 MDMA、

可待因、安非他命、迷幻蘑菇、苯二氮平類、處方用鴉片、K 他命及笑氣等。 

反觀臺灣，依據法務部 100 年至 109 年全國毒品緝獲量顯示仍以三、四

級毒品為國內最大宗；另依據臺中市政府 110 年警察局行政裁罰轉介施用或

持有第三、四級毒品個案，共 2,434 人，有 91.4%(2,226 人)施用或持有 K

他命，以男性佔多數(2,073 人,84.7％)，年齡分佈以 21-30 歲最多，高達 

65%。有鑑於此，如何降低藥物濫用問題為社會所重視。 

二、青少年施用二、三級毒品為主 

根據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在「2018 年全球毒品報告」中指出 12 至 17 歲之青少年是初

次接觸毒品之危險期，西方國家因大麻取得容易，且被認為傷害性低，使得

「大麻」成為青少年常見的入門物質。依據 2020 年衛生福利部 1 月至 11 月

「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學生藥物濫用以施用第二級毒品(如安非他

命、MDMA、大麻)為大宗，三級毒品(K他命、FM2、硝甲西泮)次之。 

三、臺中市青少年毒品現況 

運用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之「兒少施用毒品通報案件」統

計，110 年本市管轄施用毒品兒少共 117 人，其中男性居多(85 人,72.6

％)，施用毒品級別以三、四級較多(98人,83.8%)，值得注意的是，兒少施用

一、二級毒品有 19 人(16%)，顯示針對新興毒品認知宣導及戒癮治療仍有持

續加強辦理之必要性。 

另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在 110 年辦理「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中，針對

1,040 名學員進行問卷填答，，平均第一次使用年齡是 20.6 歲，值得注意的

是，有 35.0% (364 人)是在 18 歲以下就施用過毒品，自述為學生身分占 

27.0% (281 人)，；另調查初次施用毒品原因以「好奇」居多，佔 66.4%(691

人)、其次為「紓壓」，佔 12.3%(128 人) ，另有 7.9% (82 人)為同儕影響。

調查發現有 98.3% (1,023 人)知道毒品是危害人體的東西，但卻也有 

13.8%(144 人)認為毒品使用一次無妨、24.4%(254 人)將施用毒品作為放鬆方

式、13.0%(135 人)認為毒品可以逃避生活上問題，有鑑於此，施用毒品年輕

化之問題應及早向下預防，畢竟青少年染毒問題，往往非單一因素，可能受

個人內在、人際網絡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 

肆、 問題界定 

一、 青少年易受外在環境影響 

依據曾慧青(2008)所述，青少年時期需面臨來自人際關係、自我認同、

感情、學業與親子關係等各方面改變所帶來的適應問題，故可能因壓力加上

心理與社會等其他影響因素，導致成為藥物濫用者。Larson 與 Sweeten (2012)

也曾指出人類在逐漸成長的過程中，對於原生父母及手足的依賴程度將會下

降，此部分連結將由朋友和異性取代。根據上述，朋友和異性的影響，對青

少年來說會越來越大。 

另外，青少年缺乏毒品會成癮之認知，容易將藥物做為助興與解悶之工



具(李思賢等人，2009)；同時，青少年也低估藥物對生理產生之傷害嚴重性。

以 K 他命為例，K他命相較海洛因生理成癮性較低，且無明顯戒斷症狀，使青

少年認為 K 他命不會上癮而施用，但長期施用下易引起消化性潰瘍、穿孔、

急性膽囊炎、膀胱炎等(張志腹、沈朝賢，2011)。 

綜合上述，青少年時期正面臨人際、自我認同等發展議題，而同儕與異

性之影響也逐漸加大，但同時又缺乏正確的毒品認知，導致開始嘗試使用菸、

酒及三、四級毒品（如 K 他命）。由此可知藥物濫用問題在青少年族群中也是

屬於不容小覷之問題，過去研究認為，若能在生理成癮性較低、可塑性較高

的時候及時戒治，便能有效防堵毒品升級(李易蓁，2010；Tucker, Ellickson, 

Collins & Klein, 2006;Newcomb, Maddahian & Newcomb, Maddahian & Bentler, 

1986)，也因此在青少年時期及時介入是必要的，有助於降低青少年再犯與提

升自我戒癮動機。 

二、 新興毒品的危害易被青少年族群忽略 

新興毒品常混合二、三級毒品，製作成糖果、飲料等零食樣貌，在網咖、

遊藝場等青少年聚集之場所流通，藥頭又以各類話術讓青少年降低對毒品的

警戒，當下若個人好奇及同儕慫恿之下易施用毒品。再者，新興毒品常藉由

改變其化學結構規避各國毒品分級制度，導致法規難以規範，另受毒品檢驗

方法之限制，使得新興毒品不易檢出，以致嚴重低估其濫用現象。 

總而言之，因新興毒品樣貌多元、被誤導立即傷害低且檢出不易，造成

嚴重氾濫問題，在不明毒品混用下，對身體的危害難以估計，因此增強青少

年對毒品危害之認知及加強法治教育有其必要性。 

伍、 需求評估 

一、 國內對於施用非鴉片類施用者尚無有效治療模式 

目前國內、外對於非鴉片治療尚無有效且明確的對策，且非鴉片類施用

者過去曾主動求診的情形，更是少之又少，因此難以建立並發展有效的戒癮

模式，故希望透過本計畫，提供持續且長期性的醫療服務，以利協助青少年

盡早遠離毒害。 

二、 國內健保尚未給付藥癮戒治 

目前藥癮戒治尚無健保補助，而社會局之補助項目大多為緊急醫療補助

費用為主，對於青少年家境不好或家長無穩定收入者，難以負擔長期的治療



費用，綜觀國內外現今之趨勢，以朝向藥癮戒治服務為主，因此，如何讓他

們接受並長期參與醫療戒治，將是我們首要之目標。 

陸、 理論基礎 

一、 動機式晤談 

由於青少年施用 K他命成癮性低、無戒斷症狀，但透過運用 Miller（1991）

的「動機 式晤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有助於青少年建立與

提升 改變行為之意願，並作出承諾與行動的一種會談技巧，其理論模式是以

「個案中心治療（Person-Centered Therapy）」的輔導理論、再搭配認知治

療、系統理論、以及社會心理學中的「說服」技巧。在服務過程中，治療者

須有一定的目的與方向，且積極在適當的時機切入，將能逐漸增強個案改變

戒癮動機，以利增強治療之成效。 

二、 預防復發理論 

成癮的復發時至今日仍然令人感到相當棘手，本計畫心理治療採用

Marlatt與 Gordon（1985）「預防復發理論（Relapse Prevention model）」，

透過醫療專業介入，讓青少年在醫療中可相互分享及討論，並從中體認到毒

品對其身心的危害，以及未來若再遇到高危險情境時，應該如何即時因應，

有助降低毒品復發之可能性。 

柒、 方案服務/活動內容 

一、 服務對象（需符合下列兩項）： 

(一) 18歲以下之青少年為主；若仍就學中，得延伸至 23 歲以下或由少年法庭轉

介之個案。 

(二) 以施用非鴉片類毒品為主。 

二、 服務人數 

112年 1月至 11 月預計服務人數 35 人(含 111 年延續治療)。 

三、 服務機構 

本市符合衛生福利部指定藥癮戒治醫院。 



四、 輔導及治療計畫 

(一) 治療計畫流程圖 

 



(二) 治療期程：3 個月為一期，後續由轉介機關追蹤半年。 

(三) 治療方式： 

治療內容 次數 頻率 時間 驗尿 備註 

門診 4-7次 1-2次/月 30-60分 固定 含初診次數 

個管師會談 1-7次 1-2次/月 30分 無 

搭配門診時間 

視個案狀況而

訂定 

心

理

治

療 

個別 6次 1次/兩週 1小時 隨機 2 次 
視個案狀況而

訂定 
家族 6次 1次/兩週 1.5小時 - 

(四) 轉介流程 

1. 轉介單位：申請戒癮服務 

(1) 解釋本計畫目的、內容。 

(2) 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若為安置機構轉介則是機構負責人）須

簽署說明/同意書（附件 1）並願意陪同就醫，才納入收案標準。 

(3) 填寫轉介單與用藥史（附件 2）。 

(4) 填妥完畢請一併傳真至衛生局進行開案動作，正本由原單位留存。 

2. 衛生局：開案評估及回覆 

(1) 確認評估資料是否填妥及完整。 

(2) 將於 3 日內回覆轉介單位是否完成約診。 

(3) 以電訪安排個案及家屬初診時間，提醒家屬當天務必陪同前往。 

(4) 若 1 個月內通知 3 次皆未能聯繫上將不予開案，衛生局將填寫轉介回

覆單（附件 3）提供聯繫概況，發函至原轉介單位，並副知少年法庭

及少年警察隊。 

3. 轉介單位：接收轉介回覆單 

告知個案每次看診時，請攜帶健保卡或身份證以核對身份，並找醫院聯絡

人報到。 

4. 醫療院所：治療流程 

（1） 門診治療 

A. 初診：由醫師進行初診評估（附件 4）、個管師協助前測問卷（附件 5）

和驗尿，並擬定個案治療計畫。 



B. 複診：最後一次回診填寫後測問卷（附件 6）及結案摘要表（附件 7）

和驗尿。 

C. 初診評估、前測、後測問卷依核銷期程寄回衛生局建檔。 

D. 醫院窗口於治療後一週內將現況治療表（附件 8）回報予衛生局，以 

  利向轉介單位回報治療情形。 

（2） 治療計畫 

A. 定期回診：依個案狀況調整看診頻率，至少 4 次，最高上限 7 次，每

次回診須搭配驗尿。 

B. 個管師會談 

a. 個管師資格： 

從事藥癮醫療相關人員（如護理、心理、社工、職能治療等）。 

b. 服務對象： 

藉由回診時，由個管師先行與個案會談，評估治療動機，若有意願

接受個別心理治療再轉介心理師服務；若無意願接受心理治療或經

醫師評估後需持續會談者，故由主責個管師予以個別會談。 

c. 會談內容： 

以整體性評估個案問題（如健康、家庭、生活、工作等），必要時

提供社會福利及資源轉介等服務。 

d. 頻率：每次至少 30 分鐘，共 7 次。 

e. 每次會談結束後，須撰寫紀錄並與主責醫師討論個案進展情形，及

後續治療方式。 

C. 個別心理治療 

a. 服務對象：經醫師評估需接受個別心理治療者。 

b. 頻率：每次 60 分鐘，共 6 次。 

c. 每次會談結束後，須撰寫紀錄並與各主責醫師討論個案進展情形， 

及後續治療方式。 

d. 經醫師評估，個案有需長期性個別心理治療得以延長，最高補助 12 

次。 

D. 家族治療 

a. 服務對象：經醫師評估個案及家屬有此需求者。 



b. 頻率：每次 90 分鐘，共 6 次。 

c. 每次治療結束後，需撰寫紀錄並與主責醫師討論個案進展情形，及

後續治療方式。 

5. 醫院：結案標準 

（1） 結案標準： 

A. 連續通知 3 次未遇或未到且經探詢無正當理由者，予以結案。 

B. 若為少年法庭轉介個案先洽詢保護官意見，若結案後有其開案必 

要，則再次開案。 

C. 治療完成 3 個月者。 

（2） 由醫師填寫結案摘要表（附件 7），請於一週內傳真至衛生局。 

（3） 衛生局將結案評估摘要表知會轉介單位，後續由原單位追蹤輔導 3 個

月。 

6. 尿液檢測 

尿液結果並不影響司法判決且不提供給檢調單位，僅供醫療團隊或轉介單位

了解治療進展與整體計畫成效分析之用，請務必告知個案及家屬。 

五、 獎勵機制 

(一) 多元獎勵機制 

為鼓勵青少年持續參與戒癮治療，本計畫提供「立即性獎勵」，藉以增強個案

正增強；除此之外，也特別規劃「刺激增強法」，針對完成治療療程者，除肯

定個案努力改變外，將提供與健康休閒娛樂有關之票券，讓青少年可邀請重

要他人一同分享重生的喜悅。 

支付項目 獎勵項目 
會談 

次數 
獎勵費用 備註 

1.個管師會談 

2.個別心理治療 

3.家族治療 

提供商品卡、餐

券、點數等多元

商品。 

1 
約 100元/次

等值商品 

給予標準： 

1. 準時出席 

2. 會談時間達計畫規定 



完成治療療程 

提供與健康休

閒娛樂有關之

票券，如下午茶

券、電影票等多

元等多元商品。 

4 
約 600 元等

值商品 

給予標準： 

1.至少完成 4-7 次門診

2.個管師會談至少 2 次 

3.經醫師評估結案 

4.完成後測問卷 

(二) 為鼓勵積極轉介個案，協助更多青少年遠離毒品，請各網絡單位針對績優人

員從優敘獎，予以勉勵。 

六、 個案治療中斷或結束治療後續追蹤輔導流程 

針對治療中斷或結束治療者，衛生局將發函知會原轉介單位，續由原單位再持

續輔導。 

七、 聯繫會議與教育訓練 

邀集相關網絡單位，每年至少辦理 1 場聯繫會議及教育訓練，針對本計畫相關

議題或個案進行討論。 

捌、 倫理考量 

一、 基於研究倫理考量，不希望個案在戒癮治療中受到傷害，務必事先告知治療之

目的與治療過程，由個案決定是否願意參加。 

二、 治療過程提供安全、安靜的環境，在隱密且不受干擾的空間下接受治療，且療

程中若有任何問題與意見皆可隨時提出或終止。 

三、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推行，除參與本研究團隊者不可直接翻閱個案內容，以確

保個案隱私，並避免資料外洩。 



玖、 評估指標 

一、 減少使用非法藥物行為。 

二、 改善青少年身心及情緒狀況。 

三、 提升青少年對毒品危害之認知。 

四、 家人及青少年接受治療之滿意度提升 

五、 醫事人員服務滿意度調查。 

 拾、評估方式 

一、 採用問卷施測，進行前、後測。 

(一) 前測：初診時評估。 

(二) 後測：複診最後一次評估。 

(三) 個案回饋表（附件 9）：於回診時填答，以利即時了解當天醫事人員服務概

況，以利提供最適切之服務方式。 

二、 尿液檢驗報告：運用回診時進行 4-7次驗尿。 

三、 醫師需撰寫結案評估摘要表，以瞭解個案參與醫療治療之狀況。 

四、 治療期程結束後，由原轉介單位持續追蹤。 

五、 採統計分析之方式進行成效統計。 

拾壹、預期效益 

一、 經由戒癮治療經費補助，增加施用毒品之青少年接受醫療服務次數。 

二、 醫療專業介入，降低青少年使用毒品之頻率。 

三、 透過家庭及相關人員陪同參與，提升青少年戒癮動機，並延長參與治療之意願，

降低再次使用毒品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