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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論壇於三年前重新啟動，其來有

自。國衛院成立以來，最為獨特的重要的任務是協助政府解決迫切且重

要的醫藥衛生問題，提供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重要衛生政策建

言，亦即國衛院為任務導向的研發機構，除致力探索醫藥科學新知、

研發藥物與疫苗、支援生物醫藥資源與產業發展，仍需受政府委託解

決民生重要問題。例如2016年政府委託國衛院，在臺南、高雄成立「國

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與地方政府、疾管署、環保署及多位學

者專家協力合作，發揮科學防蚊的功能，符合社會的期待，即為最好的

例子。而衛生政策是一個不斷籌劃、執行、檢討、修正的過程，亟需跨

機構跨領域的專業人員共同合作共同努力，這項跨機構跨領域的團隊屬

性，以論壇的機制群策群力，可在較短的時間內達成最大的效益。 

科學探索與防疫任務之外，少子化與人口老化是臺灣現階段迫切

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改變、疾病型態的

變化、人口老化的加速、社會安全的保障及長照服務需求的提升，行政

院於2013年正式將衛政與社政組織整併成立衛生福利部，主責公共衛生

醫療及社會福利兩個重大社會民生事務。衛生福利部為維護全民健康與

福祉，以「最值得民眾信賴的部會」為願景，廣納各方意見，以專業及

實證研究成果為基石，擬定整合連續性之公共政策，讓人民對政府施政

有感，完善政府與民眾溝通管道，朝向促進全民健康與福祉使命邁進。

2015年臺灣的新生兒出生率僅1.07%，為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臺灣老

年人口比率在2018年將超過14％，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25年將超

院長 

前瞻性衛生福利政策建言
――為衛生福利決策者與大眾健康福祉指引康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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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20％，成為「超高齡社會」。2025年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提到

「依據實證醫學研究結果，訂定有效與無效醫療指標，以提升病人照護

效果與品質，減少醫療浪費」，是使醫療品質同時達到醫療效益的做

法。而行政院於106年5月11日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預計未來四年

（106-109）投入100億經費，目標透過全面防治來降低毒品需求及抑制

毒品供給。 

各界對國衛院論壇有著多面向的期待，過去論壇也有不少的成果。

論壇廣納政府部門及醫療政策專家意見，以厚實的學術研究能量，協調

整合相關領域的智慧思考，扮演專家學者與政府、產業界及學術界等多

方之間搭橋的角色，期以健康納庶政（Health in All Policies），達成全

民都健康（Health for All）。論壇並透過社群網站、電子報、出版品及

研討會，將具實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Reach Out）；藉由國

際交流合作，與日本東北大學合作輪流舉辦國際研討會，積極推動學習

型醫療照護循環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s）。同時倡議衛生議題，

以廣闊的思維在大數據時代涵納當前最急迫的議題，發揮論壇的智庫功

能與價值，今年度已出版《兒虐議題之資訊整合與政策建言》、《醫

療體系在高齡化社會的因應策略》、《醫療與福利服務產業化評估研

究》、《建立學習型健康系統的大數據基礎》、《醫療資源使用之效益

評估》、《探討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預期前

瞻性的建言，能為衛生福利決策者與大眾健康福祉指引康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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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攸關國計民生，尤其是公共議題，與民眾福址息息

相關，更需戒慎，故而先進國家每每仰仗具學養背景之學者組成研議型

之智庫，針對議題充分辯證、討論，待形成共識，再進一步凝聚民意所

趨，逐一媒合，以求去蕪存菁，爾後方陳達於公部門，訴諸立法機構制

訂政策。是知，專業性智庫乃改善政策系統與其環境，為推動、制訂政

策不可或缺的中介機制。

國衛院論壇之設立，乃參考美國IOM（Institute of Medicine）知名

之國際智庫，並以如上運作模式，邀集各領域專家就議題發表討論，再

聚焦形成共識。論壇做為國家級醫藥衛生之智庫，理當扮演溝通之橋

樑，以實證為基礎，提供辯證爾後適合國情的具體政策建言。唯前瞻性

之政策建言必須引領民眾的認知與支持，因而，論壇之運作非僅於專家

學者的「案頭」研議，而是跨出學界大門，主動透過各種方式，將具實

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無論所傳輸之媒介為研討會、傳媒會

議、新聞稿披露、網路資訊傳播等，期藉此引起民眾關注，同時以正確

之觀念教育民眾，以為政府政策之施行善盡教育佈達的功能。

準於此，過去二十年國衛院論壇已出版六十本多項醫藥衛生議題報

告書，更於2013年衛生福利部成立後，重啟國家級衛生福利論壇，除醫

衛之外，進一步擴大加入福利議題，且舉行數場國際暨國內研討會，希

望藉論壇為聲喉達拋磚引玉的效果，甚而引起更廣泛的跨界討論，幫助

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達成衛生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真

正發揮智庫之效能。論壇重啟之後，每年約執行5〜6個議題，期間出版

「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

總召集人 

序   

國家級衛生福利智庫
――國衛院「論壇」建構全民健康福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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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政策」、「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氣候變遷

與健康」、「兒童虐待之現今困境與解決之道」、「醫療體系在高齡化

社會的因應策略（一）」、「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政策建言」、「兒童

發展遲緩論壇報告書」等，當前國內具急迫性、重大性或前瞻性議題。

IOM於2013年出版的政策白皮書，提出「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持續學習，不斷改進的醫療體系建言，其目的為使科學研究

的實證資料，回饋到民眾有感的照護改善。國衛院論壇於2015年起，

以學習工作坊之方式將研究成果導入LHS轉譯醫學的觀念，希望激勵更

多、更廣泛的人員來領導推動相關衛生福利體系之改善，未來更企盼促

動政策提供獎勵，聚焦衛生福利體系無論是病患、廣泛醫護人員以及民

眾福利的互動連結，輔以可量化的大數據資料，來改善醫療照護文化及

社會福利制度，期許建立讓民眾更好照護、更有效支出之衛生福利體系

願景。

政策之施行莫不期待民眾有感，是知政策之導引，必須獲致民眾

的支持與關注。國衛院論壇以厚實的衛生福利智庫經驗，相關的專家網

絡，結合國衛院及各大學的研究團隊，前瞻未來需求及國際視野，積

極、主動挖掘醫衛體系暨民眾福利之重要議題。藉助論壇其智庫型態之

運作，幫助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企盼提供友善環境的誘

因，來增進產業界為衛生福利資源之投入，以獲致民眾之關注，進而改

變民眾健康幸福的觀念。如此，不唯民眾有感，論壇此衛生福利智庫所

展現之價值，更於提升全民健康權益，為民眾之社會福址創造標竿，實

質地為我國衛生福利體系與民眾健康幸福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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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長期以來一直是臺灣及世界各國所面臨之健康與社會問

題；特別是在時代急遽變遷下，新興毒品的種類日趨多元，藥物濫用型

態更是日新月異，除了危及國人的健康與生命外，亦衍伸出許多犯罪行

為。新政府也於2017年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與行動綱領；然而，過往的

藥物濫用策略，多半著重於非法藥物，對於影響健康甚鉅的止痛鎮定安

眠等濫用問題較少著墨。故106年度國衛院論壇議題之範疇，除了非處

方藥外，特別融入處方藥議題，並訂定三大目標： (1)分析我國藥物濫

用對健康與社會衝擊之現況；(2)研議社區及臨床之藥物管理與安全使用

方針；(3)建立醫療、法律、衛生政策、教育等各界討論平臺，彙整各界

意見，提供符合國情的有效方案，並提出立法與政策之建言。

為此，我們邀集政府相關單位、民間組織代表及專家學者與藥物濫

用者代表，針對藥物濫用議題進行討論，並研析可行之政策建言。本報

告主要內容涵蓋近五年國內外有關的期刊書籍、政策報告、網站資源等

議題召集人

序   

毒佈全球，防治亟需「網網相連全面啟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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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藥物濫用的成因與臨床表徵，處方藥及非處方藥（或毒品）

濫用問題及處遇，國內外藥物濫用防治政策之回顧與前瞻及政策建言。

本報告綜觀藥物濫用問題現況與可行建議，提出全面性、選擇性、指標

性三大策略與十大要點，期能藉由具體可行的方向，作為政策擬定之參

考。藥物濫用問題由輕到重是一連續性問題，其防治從預防到戒治及社

會復歸，亟需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行政與專家之協調合作，透過

網網相連，面面俱到的理念，全面啟動方能奏效。

最後，由衷地感謝所有參與「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

與對策」議題之委員、政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等人員，共同為此議題

努力。期待本報告能夠提供各界運用之外，亦能做為政府相關部門在研

擬藥物濫用政策之參考，共同為營造一個無毒、健康與友善的家園而邁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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諶立中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

簡希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技正

專家學者

束連文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科主治醫師

李志恒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教授

林滄耀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成癮治療科主任

林靜蘭    成大醫學院護理學系所副教授

洪翠妹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護理科主任

姜丹榴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技正



紀雪雲    開南大學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教授

唐心北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孫維仁    臺大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臺大醫學院教授

陳亮妤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

陳錫中    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臺大醫學院助理教授

陳嘉新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張祜銘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醫師

張淑慧    臺大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執行長

張家銘    林口長康醫院 復健及社區精神科主任

張紉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張鳳琴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商志雍    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臺大醫學院副教授

楊士隆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兼犯罪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主任

熊昭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

蕭斐元    臺大藥理學院臨床藥學所副教授

簡志誠    國泰醫療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主治醫師／副院長

蘇淑芳    高雄市衛生局心理衛生中心主任

其他參與人員

田月枝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周紅紅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副專員

連婉吟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研究助理

陳筱蕙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研究助理

黃兆志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研究助理

林怡文   （前）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研究助理 
賴苓蕙   （前）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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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探討目前臺灣的藥物濫用現象對健康與社會造成的重要問

題，同時分析當今迫切需要的防治對策為何。藥物在醫師處方的安全劑

量內使用謂之藥、超出安全劑量或非法使用則謂之毒，藥物濫用是一條

從誤用、濫用、依賴、到成癮的連續進程，每個階段都可能因合併精神

心理共病症狀，造成個人身心問題與社會重大衝擊。本報告先回顧近五

年國內外有關的期刊書籍、政策報告、網站資源等文獻與資料，接著說

明藥物濫用的成因與臨床表徵，並整理處方藥（含管制藥品）及非處方

藥（指非法藥物或毒品）濫用問題及處遇，再將國內外藥物濫用防治政

策做一回顧與前瞻。最後，在總論一章，綜觀藥物濫用問題現況與可行

建議，提出全面性、選擇性、指標性三大策略與十大要點，期能藉由具

體可行的方向，作為政策擬定之參考。

摘要

摘要

吳佳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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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前言

    （吳佳儀副教授）

藥物濫用（drug abuse）的範圍很廣，從一般常聽到的海洛因、古

柯鹼、搖頭丸等非法或非處方藥物，到處方藥物像是鴉片類止痛劑、鎮

靜安眠藥、史蒂諾斯……等，都可能導致濫用、依賴或成癮的情形，而

藥物濫用的種類又多以成癮性高的物質為主，例如海洛因或鴉片類藥

物。處方藥與非處方藥濫用的情況，已是不可忽視的重大社會問題，世

界衛生組織（WHO）將濫用（abuse）定義為「與醫療行為不相關或是

不一致的持續性或零星的藥物使用過量行為」，將成癮（addiction）定

義為「強烈渴望或急迫地使用某特定物質、對使用某物質之控制能力降

低、以及出現戒斷症狀」。由於藥物濫用及成癮皆為慢性疾病，過去對

於這些藥物濫用者多以「犯人」角度進行審視，其實他們也都是臨床上

處置困難的「病人」。本報告著重在探討藥物濫用的連續進程，將藥物

濫用視為一條連續線（如圖1-1），從誤用、濫用、依賴、到成癮，不

同階段對個人健康與社會安全皆可能有所危害，該連續線的一端是正確

使用藥物亦無毒害，也就是不因各種身心健康問題而尋求非醫療管道所

取得的藥或毒；然而，當民眾開始誤用處方藥或非處方藥（例如：跟家

人拿藥自我處置失眠、使用K他命緩解工作壓力），便可能逐漸因濫用

藥物而產生藥物依賴、成癮疾患或其他精神疾病症狀，走向該連續線的

另一端，嚴重者就如同思覺失調症病患一般出現幻視、幻聽或妄想，合

併藥物成癮及多種精神疾患共病。

至今國內對於藥物濫用的議題，多著墨於毒品問題之影響，處方

藥濫用部分的社會關注較少；然而，考量現實生活中案例層出不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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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處方藥物之濫用情形不再少見，且此問題也已受到國際間高度重

視。根據美國國家藥物濫用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

調查14歲以上民眾物質濫用之情形，處方藥濫用已經位居非法藥物（如

大麻）之後，成為第二大民眾濫用之物質，足見處方藥的濫用情形比起

許多非法藥物更加盛行，雖然臺灣止痛藥濫用問題不如美國盛行，但鎮

靜安眠藥的長期處方是一個潛藏於冰山底下的重大隱憂。因此，無論處

方或非處方藥物，都是目前臺灣藥物濫用議題中必須同時考量的重要問

題。本報告蒐集近五年藥物濫用相關期刊文獻、國內外政策報告、計畫

書等，並將處方及非處方藥物分節論述，期能對臺灣政府在打擊藥物濫

用及成癮問題的政策面上，以及維護民眾身心健康的醫療服務面上，提

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圖1-1   藥物濫用的連續進程圖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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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國內外藥物濫用重要文獻與網站資源

    （吳佳儀副教授）

當今有關藥物濫用的議題已是世界各國所重視的問題，舉常見

的濫用物質―在美國為大麻及鴉片類止痛處方藥（prescription opiate 
analgesics），大麻合法化的問題可能演變為醫師開立之大麻處方被濫

用的議題；在臺灣則越來越多民眾可能誤用（misuse）鎮靜安眠藥或自

行購買成藥，進而導致濫用或成癮。所謂濫用合法或非法藥物的分類界

線，已逐漸模糊（Levin et al., 2016）。因此，以合法或非法來定義藥物

種類，已無法反映出現今真實的藥物濫用現象，本章以「處方」或「非

處方」來區分兩類藥物濫用問題，採取標題關鍵字之策略搜尋相關文

獻，以下分段列述各類搜尋之結果。

 

第一節   藥物濫用期刊論文回顧

本節以「藥物濫用」及「drug abuse」分別作為中文資料庫（華

藝）及西文資料庫（Embase & Pubmed）之關鍵字，於標題（title）搜

尋近五年國內外與藥物濫用有關的期刊文獻。以下分段列述：

一、中文期刊總彙整

毒品與藥物濫用為全球一致關注的議題，亦是我國一個嚴重的社

會問題。近年來，國內有越來越多研究以藥物濫用為主題，除了對毒品

施用者進行研究、探討藥物濫用對家庭及社會的影響，更提出防毒與戒

毒之改善建議。本節以藥物濫用為關鍵字在華藝中文期刊文獻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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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選出國內27篇相關研究整理如表2-1，以利了解近年來的研究趨

勢。

表2-1  國內藥物濫用期刊文章發表彙整

編號 作者 年份 標       題 期刊

1 李蓉蓉

邱惟真

江湧益

2017 中學生藥物濫用輔導策略與方法

――以春暉輔導成功個案為例

學生事務與輔

導

2 黃于真

林永豐

2017 臺灣國民小學階段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課程之探究與規劃

藥物濫用防治

3 柯政宏

游家權

陳巧雲

2017 青少年藥物成癮與暴力行為的相

關性

藥物濫用防治

4 邱獻輝 2017 俱樂部藥物濫用者的生命敘說探

究

藥物濫用防治

5 楊士隆

許福生

鄭凱寶

等

2017 三、四級毒品裁罰講習成效評估

研究――以新北市為例

藥物濫用防治

6 陳玉書

吳姿璇

林健陽

2017 女性毒品受刑人矯正處遇與需求 臺灣藥物濫用

防治

7 鄭凱寶

游明仁

2017 第一、二級與第三、四級毒品施

用者的施用相關經驗比較研究

臺灣藥物濫用

防治

8 陳巧雲

柯政宏

游家權

2016 以腦波檢視社會排斥對藥物濫用

青少年之影響

藥物濫用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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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楊士隆 
張梵盂

曾淑萍

2016 青少年非法藥物使用進階之實證

調查:以收容少年為例

藥物濫用防治

10 廖容瑜

林宗毅 
許曉霈

等

2016 青少年非法藥物輔導的看法及需

求評估之研究

藥物濫用防治

11 曾寶民 
邱獻輝

2016 青少年K他命使用者的心理探究 藥物濫用防治

12 張瑜真

張鳳琴 
李景美

等

2016 某科技大學網路多媒體教材藥物

濫用預防介入研究

學校衛生

13 王伯頎

劉育偉

2016 女性非法藥物濫用及其戒治歷程

之實證研究

藥物濫用防治

14 張惠玲 2016 臺灣桃園地區2008年至2013年濫

用海洛因死亡案件分析

臺灣法醫學誌

15 楊宗鍵

顧以謙

許華孚

2016 毒品施用除罪化之民意研究――

以經濟、司法、犯罪及處遇因素

為例

藥物濫用防治

16 楊士隆 
馬躍中 
鄭凱寶

等

2016 涉毒少年以行政先行替代司法處

遇之可行性研究

藥物濫用防治

17 劉子瑄

楊士隆

2016 毒癮司法戒治效果之性別差異研

究

藥物濫用防治

18 鄭凱寶

游明仁

2016 第一、二及與第三、四級毒品施

用者的停、復用經驗比較研究

藥物濫用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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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陳志哲

容瑜

張萩琴

黃久美

郭鐘隆

2016 應用理論建構以3D虛擬實境為

特色之教育介入對高中職濫用K
他命學生的成效

數位學習科技

期刊

20 林育陞 2016 藥物濫用生理、心理狀態之探究

――以青少年藥物濫用為例

諮商與輔導

21 林俊杰 2016 緩起訴替代療法執行成效之實證

研究：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

署為例

藥物濫用防治

22 楊士隆 
戴伸峰  
曾淑萍 
等

2015 2015收容少年之非法藥物使用調

查研究――以新北市、臺中市、

高雄市為例

青少年犯罪防

治研究期刊

23 李景美 
張鳳琴 
苗迺芳

等

2015 陽光少年計畫――社區青少年藥

物濫用預防模式

學校衛生

24 蔡佩真 2006 藥癮與社工：社會工作者的職

責、處遇與反思

東吳社會工作

學報

25 韓意慈 2006 探究藥癮者之社會支持網絡樣

貌――以某戒治所之男性個案為

例

東吳社會工作

學報

26 吳岳秀 2005 藥物濫用役男諮商介入成效認知

之研究

青少年犯罪防

治研究期刊

27 龍紀萱

李依臻

施勝烽

2005 臺灣藥癮者健康行為模式與健康

服務取向

東吳社會工作

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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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近年來國內27篇藥物濫用期刊，其研究對象大致可歸納為五個

族群（如表2-2），分別為青少年、接受司法矯治者、毒品施用者、男

性、社工。另外，有少數研究以生命歷程觀點出發，探討藥物濫用使用

經驗與轉變過程。由表2-2得知，研究探討的對象著重於青少年族群，

共計13篇，內容包括中學生藥物濫用輔導策略與方法、藥物成癮對攻擊

行為之影響、國小階段反毒教材的規劃與發展歷程、3D虛擬實境動畫

對學生用藥行為意圖之影響、負向調節能力與拒絕敏感度之研究、使用

合法物質與非法藥物之相關性、非法藥物使用者之看法與需求評估、從

接觸到使用K他命之歷程、「網路多媒體教材藥物濫用預防教育」介入

對大學生藥物濫用意向之影響、先以行政替代司法處遇之研究、藥物濫

用對生心理狀態之影響。其中有一篇研究是透過「陽光少年計畫」發展

社區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介入模式，藉以營造無毒安全的社區氛圍，協

助社區青少年拒絕使用俱樂部藥物及其他成癮物質。另有一篇針對收容

少年之非法藥物使用進行盛行率調查研究，發現最多人持有之毒品為K
他命，其次為安非他命，第三為咖啡奶茶（袋裝混合新興毒品），第四

則是搖頭丸。

表2-2  國內藥物濫用期刊文章主題分析

主題／族群 編號 (參表2-1) 排名

青少年 1、2、3、8、9、10、11、12、16、19、

20、22、23
1

接受司法矯治者 6、7、17 2

毒品施用者 1、18 3

男性 25、26 3

社工 24 4

生命歷程觀點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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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類為接受司法矯治者，共計3篇，內容包括了解強制戒治之

有效性與其限制、探討不同等級毒品施用者的經驗差異、透過跨國比

較分析女性受刑人的處遇狀況。第三大類為毒品施用者，共計2篇，內

容包括調查第三、四級毒品施用者的人口特性及施用與再施用等相關經

驗、了解不同等級毒品施用者的停用與復用問題。

有幾篇研究以男性觀點進行探索，包括了解男性藥癮者社會支持網

絡的支持功能、探討服役中藥物濫用役男的輔導機制與接受諮商輔導成

效。另外，有1篇文章透過社會工作者之反思，期待能促進更多實務者在

藥癮問題的處遇上更積極參與。有2篇研究以生命歷程觀點進行探討，

內容包括訪談一位俱樂部藥物濫用者的使用藥物歷程、以訪談法探討女

性非法藥物濫用者內在心理因素與外在環境因素，以及藥物成癮過程。

其他類的研究內容，包括分析毒品施用除罪化之民意狀況、檢視

「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之成效、針對藥物濫用死亡者進行資料

分析、以及探討推動社區化藥癮戒治方案的成效與困境。

二、西文期刊總匯整

本段落以「drug abuse」為標題之關鍵詞，查詢近五年內所有英文

期刊文獻，分2013-2014以及2015-2017年兩部分分析，並列出常見的前

五名研究主題內容及說明。經彙整後發現，近五年共有433篇英文文獻

在此期間發表（不含本報告此章節後的參考文獻），其中2013-2014有

196篇、2015-2017年有237篇（詳表2-3），主題涵蓋藥物濫用神經生理

探討、藥物濫用共病或後遺症（如愛滋病、中風、失眠、嚴重精神症狀

等）、介入措施之成效研究等；其次，若以「prescription drug abuse」
和「intervention/prevention/policy」作為搜尋策略，我們發現多數西

方文獻著重在止痛藥處方之濫用議題，亦有許多美國與歐洲針對處方

藥濫用政策規劃的文章發表，如處方藥物監測計畫（Prescription Drug 
Monitoring Program, PDMP）。茲將出現頻率最高的前五大類主題文

獻，分為兩個年代期間，整理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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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2013-2017年藥物濫用主題相關之英文期刊文獻分析

篇數（排名）

2013-2014 2015-2017

  1 毒品篩檢／評估工具     9篇     7篇

  2 併發症相關   19篇  38篇（2）

  3 預防相關研究   28篇（2）   45篇（1）

  4 介入措施研究   20篇（4）   26篇（5）

  5 藥物研究     9篇     7篇

  6 共病     4篇     7篇

  7 神經生理   19篇（3）   29篇（3）

  8 藥物濫用費用    2篇     6篇

  9 流行病學*   50篇（1）     7篇

10 親子研究     4篇   31篇（4）

11 處方行為   17篇（5）     3篇

12 其他**   13篇     9篇

13 回顧性文獻 -     8篇

總計 196篇 237篇

*	 流行病學一類含人口特性分析、危險因子及其他相關影響因子等多種研究。

**	其他類別涵蓋:各國藥癮文獻的比較、吸毒者的牙周健康觀察、重新製藥後的

藥物與藥物不良反應事件關係、男女雙胞胎藥物遺傳性研究、藥物濫用死亡

數據正確性、藥物濫用者的器官能否供移植使用、在毒品影響下的駕駛和交

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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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2014年前五大類文章主題

1. 第一名是流行病學（50篇）

此類別內容包含有高風險群人口特性分析（性別、教育程度、社

經地位、婚姻）、藥物濫用盛行率，以及藥物濫用危險因子及其他相關

影響因子等研究。依年齡層區分，可分為青少年、中年、老年研究，內

容著重在調查不同族群藥物濫用的情形。依國家區分，可分為韓國、法

國、約旦、臺灣以及義大利，內容提及韓國最受歡迎的非法藥物為精神

藥物，大多數非法藥物為精神興奮劑，包括甲基苯丙胺與搖頭丸；法國

非法藥物濫用硫酸嗎啡情形的犯罪數據（Peyriere et al., 2013）；法國老

年止痛藥濫用（Guimarães et al., 2014）；約旦的成藥濫用（Wazaify et 
al., 2014）；2002～2011年針對臺灣毒品濫用情形進行調查研究（Hsu 
et al., 2014）等。另外，義大利調查其國家毒物控制中心（National 
Poison Control Center, NPCC）於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

資料，分析該資料庫中之藥物，特別是精神作用藥物（psychotropic 
agents）濫用情況，研究結果顯示米蘭的毒物控制中心處理了1,992個

個案，佔全國人口2％，出現在急診室的患者之年齡介於18-39歲，而

藥物濫用的危險因子多為家庭藥癮史與環境中高風險因子，包含有社

會剝奪 (social deprivation）（Kendler et al., 2014）、兒童期的社經地

位（socioeconomic status）（Kendler et al., 2014）、社會壓力（social 
stress）（Miczek et al., 2013）。危險因子的研究除了人類研究，還包含

動物實驗結果。為了解藥物濫用是否與環境有關，研究者給予老鼠挫折

經驗（Carola et al., 2013）並與在優渥環境中生長的老鼠做比較（Bardo 
et al., 2013），測試老鼠是否會因挫折而使用較多的興奮劑，結果指出

童年時期環境上的富足，可能可以保護個人免於使用興奮劑。

2. 第二名為預防相關研究（28篇）

此類別之內容主要著重在預防相關的政策研究，包含調查管理

監測系統的建置，以及與學校家庭教育預防計畫相關之研究兩大面

向。第一大類為管理監測系統的建置研究，包括法國非法藥物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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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 Observation of illegal drugs and misuse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OPPIDUM）調查監測系統（Frauger et al., 2013）以及藥物濫用線

上監測網絡和流行病學網路開發的平臺Prescription drug abuse online 
surveillance and epidemiology（PREDOSE）（Cameron et al., 2013）之

介紹。然而，另外有研究提到處方模式的監視研究，主要對藥物濫用所

引起之相關不良事件（abuse-related adverse events）的監視（Hauben et 
al., 2014）。第二大類為家庭與學校教育計畫之相關研究（Crowley et al, 
2014; Rynes et al., 2014），包括對高中生及青少年做講座並進行藥物濫

用相關知識的宣導（Kelleher et al., 2013）；對14-16歲的西班牙青少年

辦理酒精保護課程（Hernández-Serrano et al., 2013）；社區推廣家庭正

確放藥計畫（Pham et al., 2013）；良好行為遊戲（good behavior game, 
GBG）（Kellam et al., 2014）；預防非處方藥鴉片類使用的家庭與學校

計畫 （Crowley et al., 2014）等。

3. 第三名是神經生理情況（19篇）

此類別多在描述藥物濫用的神經生理機制，可區為兩大類。第一

大類為成癮機制研究，包含有海馬迴（Flagel et al., 2014）以及多巴胺

受體的研究（Taalab et al., 2013），藉由觀察老鼠的大腦以證明海馬迴

是成癮機制中易感的器官。第二大類為戒斷機制研究，包括藥物濫用的

神經生理模式（Nikulina et al., 2014）以及抑制與藥物濫用有關的行為

（Kreple et al., 2014）等研究。

4.第四名為介入措施研究（20篇）

 此部分著重在藥物濫用行為後的介入措施，內容分為三大方向，

包括替代療法、治療方案、與處遇方式。第一類為替代療法，內容為

安慰劑替代療法（McClure et al., 2014）；第二大類為治療方案，內容

為藥癮家庭處遇計畫（Additional Family-Based Program）（Crowley et 
al., 2014）、家庭行為治療（Family Behavior Therapy, FBT）（Donohue 
et al., 2014）、簡短策略性家庭治療（Brief Strategic Family Therapy, 
BSFT）（Rynes et al., 2014）、治療社區模式（Therapeut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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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ani et al., 2014）、瑜珈的療效（Reddy et al., 2014）、接受承諾

治療的療效（Villagrá Lanza et al., 2013）等。第三大類為處遇方法，內

容為入監後的藥癮防治計畫，像是信仰為基礎之長期治療方案（Faith-
Based and Secular Treatment Programs）（Chu et al., 2014)，以及離開藥

癮的時間相關因素與影響復發的因素（Guardia et al., 2013）等研究。

5. 第五名為處方藥相關研究（17篇）

此部分強調與處方藥有關的內容，包含有兩大方向。第一類為處

方藥管理部分，內容為討論媒體對於藥物濫用行為的影響，像是Twitter
平臺的使用討論處方藥觀察處方藥使用情形，對於藥物濫用行為的影響 
（Hanson et al., 2013）。第二大類為血液相關研究，內容為2006-2009年

於瑞典對病患服用處方藥後的血液抽查結果（Tjäderborn et al., 2013）。

（二）2015-2017年前五大類文章主題

1. 預防藥物濫用之相關研究（45篇）

內容主要包含美國的處方藥物監測計畫（PDMP）適用性與建議 
(Norwood et al., 2016; Chandler et al., 2016）；特殊族群如黑人（Stevens-
Watkins et al., 2015）、大學校園藥物濫用計畫施行之影響因子（Pereira 
et al., 2016）、矯正機構中鴉片類藥物使用（Norwood et al., 2016）與回

歸社區議題（Hien et al., 2015）等。非法藥物預防研究主要探討社會、

家庭環境因子的影響，以及改善後可以降低藥物濫用的發生率（Kendler 
et al., 2015），並針對大學生提供影片衛教以修正其錯誤認知（Cie et al., 
2015）。

2. 藥物濫用併發症的相關研究（38篇）

此類別內容多包括藥物濫用造成的感染（Berman, 2017）、靜脈瘤 
（Qiu et al., 2016）以及其他周邊器官（如泌尿道）的功能影響（Daelen 
et al., 2016）。並包含一些特殊案例的個案報告，如藥物濫用導致腎臟

梗塞的案例（Malhotra et al., 2015），其主要目的在呈現一般臨床人員

在處理這類個案時應有對藥物濫用的警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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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經生理與基因研究（29篇）

其主要在看與藥物濫用相關的神經傳導物質與生理因子，以期能

找出藥物濫用的生物標記（biomarkers）（Porter-Stransky et al., 2017; 
Robinson et al., 2017; Maes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16），也有研究與

描述使用毒品後的神經影像學（Roussotte et al., 2015）與生理的變化。

本大類研究主要目的期望能以神經生理學的方式找出治療間藥物成癮的

最佳治療方式。

4. 藥物濫用的發生率（29篇）

發生率的研究主要在看藥物濫用其人口學、社會學特徵與藥物濫用

類型的相關性（Al-Diwan et al., 2015; Demirci et al., 2015; Nyabadza et al., 
2017; Sullivan et al., 2017）或是趨勢（Buccelli et al., 2016; Klupczynska 
et al., 2016; Jia et al., 2015），以做為未來政策施政或是介入措施的著手

點建議。大部分除國家資料庫研究外，亦針對特殊族群如孕婦產前用

藥（Almeida, 2016）、黑人的藥物濫用盛行率（Stevens-Watkins et al., 
2015）。另外也會針對藥物濫用導致的併發症，如高膽色素血症（Roy-
Chowdhury et al., 2017）、非自然死亡（Lev et al., 2016）等進行調查。

5. 非法藥物的介入措施（26篇）

介入措施主要談到新興介入措施，如認知行為療法（Czaja et al., 
2016）、磁奈米治療其適用性與成效（Sagar et al., 2016），以及影響措

施成效的因子與滿意度（Disney et al., 2015）。另外政策方面的研究，

包括Prescription Opioid Addiction Treatment Study（POATS）及其施用成

效 （Weiss et al., 2015）。

第二節   政府政策報告書暨相關書籍

研究團隊進一步收集了國內外國家政策報告或指引，其中，國內

過去有關非處方藥物政策指引共有2份，國外政策/調查資料共搜尋到13
份，包括紐西蘭、英國、美國等國之藥物濫用報告書；國內部分涵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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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報告書5份、政府計畫／手冊9份、以及衛福部藥物濫用相關計畫報告

（2014-2017） 24份。以下分段列述：

一、國內非處方藥濫用之政策指引

國內過去有關非處方藥物濫用政策指引共有兩份，一為國衛院2014
年論壇成果報告、一為衛生署2008年白皮書，本團隊參考衛生署2008年

白皮書所提「成癮物質使用政策目標與因應策略」，整理成表（詳表

2-4）。

二、國外藥物濫用政策與調查報告

近年來，藥物濫用為全球高度重視的議題，各國間存有不同的問

題，亦有各自的防治政策與處遇策略。本文整理各國（包含聯合國、歐

盟、美國、英國、加拿大、紐西蘭、香港、澳門）之政策與調查報告，

相關整理請見表2-5。針對各國政策報告之重點族群，分析表2-6，大致

來說可分為青少年、全民、家庭三個主題重點。最大宗的政策與調查報

告主題著重在青少年族群，共有6份，內容包括：(1)香港保安局於2014
年至2015年針對學生的服用藥物情形進行調查 (2)美國於2016年針對公

私立學校學生進行物質使用之調查 (3)加拿大政府於2016年分析男女性

青少年成癮狀況，並提出未來的建議 (4)歐盟於2015年針對歐洲國家的

學生進行物質使用調查與數據收集，並提出政策建議，以改善歐洲學生

物質使用之行為與態度 (5)澳門政府於2014年調查在學青少年的藥物濫

用情況，指出學生藥物濫用的多方問題，並提出相關建議 (6)美國目前

的藥物濫用國家政策強調以定期的大型調查研究，以掌握特定族群藥物

濫用趨勢，以下A～E簡介幾個現行的計畫：（參https://ppt.cc/f5hpax 之
NIDA網站資料）

A. 社區流行病學工作坊建置之藥物濫用資料庫- （Drug Abuse Data 
from the Community Epidemiology Work Group, CEWG）

本計畫是由社區流行病學工作坊 （CEWG）提供藥物濫用相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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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次目標 因應策略 執行單位

具成癮性之處方籤用藥

防止國內處方

籤管制藥品之

濫用

◎減少領用管制藥

品數量異常之民

眾。

◎減少各年齡層不

當使用管制藥品

人口。

1. 進行臺灣地區管

制藥品用藥之種

類、範圍、程度

與濫用者人口學

特質調查，以瞭

解濫用現況。

2. 聯合警政單位，

加強查緝偽藥。

3. 與健保局合作，

請其對就醫領用

管制藥品異常之

個人加強輔導。

4. 運用政府與民間

資源，並結合媒

體、網路，多元

化管道，辦理宣

導管制藥品濫用

之危害的民眾教

育。

執行：衛生署管

制藥品管理局

協辦：警政署、

衛生署醫事處、

醫師在職教育相

關學會、工會、

中央健保局

貫徹各級學校

藥物教育，加

強學校內外處

方籤藥物濫用

的敏感度與處

理能力

◎加強宣導教育，

提升學生認知程

度。

◎減少學齡青少年

使用非處方藥比

率。

1. 將「具成癮性之

處方籤用藥之類

用」列入教育部

「 春 暉 專 案 」

之「藥物濫用防

制」認知檢測題

庫中。

2. 加強由學校輔導

到醫療介入的轉

介管道。

教育部

表2-4  成癮物質使用政策目標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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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管理管制

藥品處方，擬

定使用準則，

以規範相關處

方行為

◎新增或修訂「合

理管制之處方藥

使用準則」。

◎減少醫師不當處

方 管 制 藥 品 情

形。

1. 收集各先進國家

如美國、日本之

使用規範，並與

專業團體合作，

新增或修訂「合

理處方藥使用準

則」。

2 . 與 警 政 機 關 合

作。

執行：衛生署管

制藥品管理局

協辦：警政署、

中  央健保局、

衛生署醫事處、

衛生署藥政處

評估政府單位

在處方籤用藥

濫用的角色與

地位，進而調

整介入方法與

管道

◎加強藥物管理，

審核具成癮性之

處方籤用藥與常

備 藥 物 分 類 基

準。

政府須檢視常備藥

物的可能危害，並

建 立 相 關 監 管 機

制，對其通路加以

管制，針對不正常

銷售與進貨量進行

監控。

執行：衛生署藥

政處、衛生署管

制藥品管理局

協辦：中央健保

局、衛生署醫事

處

非法藥物之政策目標

緝毒 ◎各項非法藥物供

    應(drug availability)
    改變，緝獲量、

市場價格、純度

和世界各國間連

動情形。

◎非法藥物相關犯

    罪率（drug-related 
crime）。

◎毒品犯之非毒品

犯罪情形。

◎法務體系中心進

入非法藥物使用

的人數及比率。

配合非法藥物濫用

的通報監測系統資

料、普查等相關資

料庫，以全面掌握

毒品濫用情形。

執行：法務部

協辦：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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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毒 ◎用藥行為的預防

課程執行率。

1. 建立發現高危險

族 群 及 宣 導 機

制 ， 針 對 高 危

險群如輟學、幫

派、用藥高危險

場所出入等的介

入方式。

2. 無 毒 區 塊 ／ 學

校／社區（drug 
free zone/school/ 
community）的

建立。

執行：教育部、

衛福部心口司

協辦：警政署、

法務部

戒毒 ◎醫療系統提供藥

癮者醫療服務量

對藥癮者所需醫

療服務量達特定

比值（如20％）

以上。

◎藥癮治療應納入

醫療支付體系。

   足夠的替代藥物

供應及開放。

◎法務矯正體系應

具符合標準之醫

療服務，並與藥

癮醫療的合作。

◎成癮者離開法務

體系，仍能有接

續性醫療服務。

1. 藥癮治療的專業

化及正常化。成

癮醫療專業的建

立，專業人員訓

練及養成、證照

制度。

2. N G O民間戒毒

組織的認證及管

理。

3. 藥癮治療納入全

民健保或是國家

特別預算科目，

以維持正常醫療

運作機制。

4. 持續執行替代療

法計畫的財務支

援機制。

5. 非法藥物使用人

口在法務矯正機

構內的處遇應予

分級和個別化處

執行：衛福部食

藥署、衛福部心

口司、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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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務和醫療

合作，必須能針

對個案有完整的

評估，並擬訂個

別化介入方式。

表2-5   國外相關政策、調查報告彙整

編號 作者 國家 年份 標題

1 U.S. Government 美國 2017 NIDA website: 
https://ppt.cc/f5hpax

2 Home Office, UK 英國 2017 Drug Strategy 2017 

3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聯合國 2016 UNODC-2016世界毒品報告

4 保安局禁毒處 香港 2016 二○一四／一五年學生服

用藥物情況調查

5 Monitoring The Future 美國 2016 Teen Drug Use 

6 Teen Challenge Canada 
National Office

加拿大 2016 Teen Challenge Canada 
Annual Report 2016

7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

美國 2016 SAMHSA-Key Substance 
Use and Mental Health 
Indi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2015

8 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for Drugs and 
Drug Addiction

歐盟 2015 THE 2015 ESPAD REPORT-
Results from the European 
School Survey Project on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摘自行政院衛生署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2008）



32         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

9 Ministry of Health 紐西蘭 2015 National drug policy 2015-
2020

10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美國 2015 NIH-National-Overdose-
Deaths 2015

11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聯合國 2015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Drug Use Prevention

12 李德、蔡天驥、馬岩

等人

澳門 2014 2014調查報告――澳門在學

青少年與藥物 

13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美國 2014 NIH Research Report Series 
Heroin 2014

表2-6  國外相關政策、調查報告主題分析

族群 編號（參表2-5） 排名

青少年 2、3、4、6、10、12 1

全民 5、7、9 2

家庭 13 3

其他* 1、8、11

*	 其他類包含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2016報告書、美國2015藥物濫用

死亡者調查、以及美國2014海洛因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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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工作坊例行舉辦半年一次的會議，網路成員會討論藥物濫用當前

和新出現的問題。在工作坊裡面，CEWG成員介紹了各種城市、州、聯

邦和其他來源的藥物濫用情況，並且透過人類學研究、焦點團體、訪談

等其他資料蒐集，為藥物使用趨勢提供寶貴的見解。

B. 國家藥物早期監測系統 （National Drug Early Warning System, 
NDEWS）

上述監測系統於2014年8月開始運作，由馬里蘭州立大學負責。

NDEWS是從NIDA的社區流行病學工作小組（CEWG）創建一個更廣

泛的網絡，監測新出現的藥物問題。NDEWS會監測許多來自前哨網

站的毒品趨勢，也包含從CEWG的數據，也會同時報告美國各地的藥

物趨勢，並且將這些訊息公布在網站上面。並與美國毒物控制中心 
（AAPCC）合作，針對社區進行實地考察，觀察這些社區正在出現的

毒品問題或毒品使用趨勢的變化。

C. 未來監控調查（Monitoring the Future Survey）

本調查是美國中學生大型監測研究，主要調查大學生和年輕人對藥

物濫用的態度以及價值觀。每年共調查約5萬名8年級、10年級和12年級

學生的考察（1975年以來的12年級學生，1991年以來的8年級和10年級

學生）。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下的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資助，並且在

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調查研究中心進行。

D. 青少年風險行為監控系統（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System）  

上述系統 （簡稱YRBSS）監測六種導致青年和成年人死亡或殘疾

之主要原因的健康風險行為，包括：(1)意外傷害和暴力的行為 (2)意外

懷孕與性傳播疾病的相關性行為 (3)酒精與其他藥物使用行為 (4)菸草使

用 (5)不健康的飲食行為 (6)身體活動的不足。

E. 全國藥物使用和健康調查（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

本調查（簡稱NSDUH）針對12歲以上、非機構化的美國人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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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酒精、菸草以及非法藥物使用和相關心理疾患的盛行率。

其次，第二大類國外政策主題，則是針對全體人民提出政策建議

與調查研究，共有3份，內容包括：(1)紐西蘭政府於2015年集合相關機

關（如衛生局、司法部等），針對民眾的藥物濫用情形提出目標，試圖

強化大眾的防毒教育與減少藥物濫用情形 (2)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

公室於2015年提出預防藥物使用的國際標準，包括預防藥物的處遇與政

策、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研究關注毒品的預防、建置有效的預防系統 (3)
美國於2015年針對12歲以上之青少年與成年者進行全國性之物質使用與

健康調查。

而第三類則是著重於家庭與社區政策報告（僅1份），英國政府於

2017年發表了「2017國家藥物策略」（Drug strategy 2017），其內容包

含有：(1)減少需求（reducing demand）(2)限制供應（restrict supply）

(3)建立恢復（building recovery） (4)全球行動（global action）（Home 
Office, 2017）。英國於2010-2015年執行的「藥物誤用與依賴國家政

策」亦包含多項重要策略：(1)防止青少年誤用藥物 (2)協助藥物依賴者

復元 (3)幫助藥物濫用的犯罪者獲得治療 (4)強化藥物濫用研究的最佳

實證基礎 (5)限制非法藥物之供應鏈，該報告中提到藥物濫用資金投注

於青少年族群的重要性（例如：2014-2015年英國分配2億英鎊資金給

地方政府執行早期預防青少年誤用藥物之計畫）（參考網站https://ppt.
cc/fSkwRx，2012-2015 Government policy: drug misuse and dependency, 
published on 2015.5.8）。

其他類別的內容，包括：(1)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於2016年

報告書提出使用毒品的人數與趨勢，並指出監獄中使用毒品的情況亦是

一大嚴重問題 (2)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針對藥物濫用死亡者進行調

查，發現2002至2015年因使用海洛因而死亡者有逐年增高的趨勢 (3)美
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於2014年的報告中提出相關數據，說明使用海洛

因所帶來之後果，以及接受治療所面臨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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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福部相關計畫報告書

藥物濫用問題已是政府極度關注之議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於2014至2017年間委託相關單位進行研究，整理成報告書。本報告

將24篇計畫報告整理成表2-7。綜觀近年衛福部食藥署之24篇計畫報告

書，針對研究對象進行整理，共分為4大族群，包括縣市／社區（群）

之民眾、毒品嫌疑犯、全國民眾，以及死亡者，研究主題著重於影響評

估、防治對策、資料庫整合、使用情形分析（表2-8）。

近年來衛福部相關計畫書之研究對象，主要著重於縣市／社區

（群）之民眾，其內容包括：(1)瞭解在地藥物濫用情況，制定適合縣市

藥物濫用防制政策 (2)輔導縣市整合及分析其既有藥品濫用族群資料庫

之能力，以瞭解其轄區內藥物濫用情況 (3)提升社區民眾成癮物質使用

高風險族群之反毒知能、建立社區反毒教育支持網絡 (4)促使臺北地區

民眾了解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知能，避免因不當使用而造成依賴，甚至

成癮 (5)研析強化反毒教育資源中心動能，發展以民眾為宣導對象之多

元化、在地化、分眾化之教材 (6)研擬建制一個以社群網站使用者為監

測調查對象的藥物濫用預警監測調查系統，並於該系統中建置轉介、後

送服務相關資訊之機制 (7)建構民眾完善的用藥環境，落實地方施政單

位的政策，推動在地化的藥事照護服務，提供在地化的居家藥事照護與

社區式照護服務，提升民眾用藥安全品質。

第二大類針對「死亡者」進行研究，內容為：(1)收集及研析近年我

國因藥物濫用所引發相關死因資料，與國外藥物濫用流行病學資料相比

較，據以評估國內藥物濫用問題及作為國內藥物濫用防制政策擬定參考 
(2)掌握國內歷年藥物濫用流行趨勢及藥物濫用造成之事故型態，並與過

去及現有藥物濫用流行病學資料相比較，以作為國內藥物濫用政策擬定

之參考 (3)透過收集與建立國內藥物濫用相關致死案例之流行病學資料

庫，提供國內濫用相關流行病學分析資料，並適時提出預警建議。

第三大類乃分為「高風險族群」與「毒品嫌疑犯」。「高風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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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相關計畫彙整

編號 年份 計畫名稱

1 2017 處方藥等藥物濫用之公共安全危害影響評估

2 2017 建構藥物濫用高風險及高關族群之風險辨識預測模式

3 2017 藥物濫用之健康成本效益分析

4 2017 工作場域藥物濫用防制教育之推動與成效研究

5 2017 縣市運用藥物濫用分析指標之成效評估研究

6 2017 新興藥物濫用與意外傷害致死案件分析研究

7 2016 新興藥物濫用有關之死因分析研究

8 2016 在地化藥物濫用族群之資料庫整合及分析研究

9 2016 新興藥物濫用預警監測模式研究

10 2016 職場藥物濫用防制教育模式的建立與評價之研究

11 2016 藥物濫用巨量資料與社福資訊整合

12 2016 藥物濫用趨勢分析及前瞻性風險辨識

13 2016 藥物濫用之公共安全危害影響評估

14 2015 防制藥物濫用與正確使用管制藥品議題結合社區相關

網絡辦理教育行銷之研究

15 2015 強化新興藥物濫用流行病學調查體系研究--與藥物濫

用有關之意外事故及死因分析研究

16 2015 大臺北地區民眾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知識、態度、行

為之研究調查

17 2015 GIS技術應用於藥物濫用領域之探討

18 2014 防制藥物濫用與正確使用管制藥品議題結合社區相關

網絡辦理教育行銷之研究

19 2014 發展網路濫用藥物預警監測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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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4 發展全國藥物濫用通報體系及國內新興濫用藥物機制

研究

21 2014 特定族群之尿液監測調查研究

22 2014 物質濫用之監測、防制、危害及戒治研究

23 2014 提升全國正確用藥知能活動

24 2014 國際間藥物濫用預防宣導模式研究

25 2014 臺灣地區特定族群濫用藥物情勢分析

26 2014 2001-2013年法醫解剖鑑定案件中藥物濫用相關死亡案

例之意外事故型態及性別差異分析

27 2014 建立用藥高關懷族群藥事照護模式與服務計畫

表2-8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計畫研究主題分析

族群 編號（參表2-7） 排名

縣市／社區（群）之民眾 5、8、14、16、18、19、27 1

死亡者 6、7、15、26 2

高風險族群 2、3、11 3

毒品嫌疑犯 17、21、25 3

全國民眾 20、23 4

勞工 4、10、 4

其他 1、9、12、13、22、24*

*	 其他類包含文獻回顧法、各國藥用濫用資料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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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內容包括：(1)對藥物濫用者直接或間接所造成的健康危害風險、醫

療服務使用量及相關的醫療成本支出等進行分析研究，提升藥物濫用防

治效益 (2)建構藥物濫用高風險及高關懷族群風險辨識預測模型，提供

相關單位擬定藥物濫用防制政策之參考 (3)將各部會之藥物濫用巨量資

料與社福資訊做一整合，瞭解高關懷個案使用非法藥物之情形，從中找

出影響因素，並針對高關懷個案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進行評估。「毒

品嫌疑犯」內容包括：(1)建置毒品嫌疑犯之各級毒品地圖資料庫，提供

政府針對藥物濫用較嚴重區域進行監測與防治之依據 (2)採取系統性隨

機抽樣方式，抽驗濫用藥物檢驗機構之涉嫌毒品案件尿液檢體，以了解

藥物濫用情形 (3)傳統藥物濫用之比例有遞減趨勢，新興藥物濫用比例

則比往年高，顯示新興藥物逐漸取代傳統藥物，因此除了防範傳統藥物

濫用，更需監控新興藥物之流通狀況。  
第四大類包括「全國民眾」與「勞工」之研究。「全國民眾」的研

究內容為：(1)分析彙整國內相關通報系統資料及收集國際相關資訊之結

果，建議持續加強管制藥品稽核管理、個案通報資料需與相關單位進行

確認、檢視並修正通報單品項、加強青少年藥物濫用教育宣導防治 (2)
以正確用藥認知與藥事服務為主軸，擴大到全民安全用藥的宣導，並透

過系列活動提升國民正確用藥知識，嚇阻不正確的用藥行為，保障民眾

之用藥安全。「勞工」的研究內容為：(1)提升工作場域負責人與員工對

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與防制藥物濫用之知能與自我健康維護意識，使相

關防治知識能在工作場域環境中深耕 (2)針對不同職場進行藥物濫用防

治危險因子評估，分析藥物濫用風險性，並藉由篩選工具研編及教材發

展，據以加強預防，有效將多元化防制教育模式，推廣於社區及職場各

角落。

其他類的部分，有4篇以文獻回顧法進行研究，內容包括：(1)蒐集

及探討國內外處方藥等藥物濫用導致之公共危害，以及陸上運輸從業人

員藥物濫用資料等相關資料，瞭解處方藥及成癮性藥物濫用對社會公

眾安全危害情形、關連性及嚴重度 (2)藉由新興濫用藥物通報預警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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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蒐集及探討國內、外藥物濫用資料，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的藥物濫用

流行病學資料相比較，作為未來藥物濫用政策擬定的參考及強化防制宣

導工作的執行 (3)透過邀集國內物質濫用防治領域的專家群共同合作，

針對近年常見濫用物質，就其藥理作用、毒性反應、濫用情形等加以彙

整，系統性呈現我國物質濫用趨勢、預防教育、戒治與治療體系及各濫

用物質個論，並整合比較國內外物質濫用管理制度，以提供專業人士從

事教學、戒治及輔導之參考 (4)蒐集國內、外藥物濫用防制與預防教育

宣導方面相關文獻資料，以客觀的角度檢視過去事實的資料，作為未來

政策擬訂之參考。另外，有兩篇研究分析各藥物濫用資料，內容包括: 
(1)透過資訊雲之科技分析藥物濫用巨量資料，有助於瞭解國內各年齡層

藥物濫用流行趨勢 (2)收集研析國內外毒藥品相關部會及公共安全危害

事件（如交通事故）資料，分析因藥物濫用使用而所造成公共安全危害

之個案其社會人口學資料、用藥型態、用藥種類等流行病學資料。

四、政府反毒報告書

綜觀歷年反毒報告書之目錄，皆將其章節分為序言、反毒策略及組

織分工、防毒監控篇、拒毒預防篇、緝毒合作篇、毒品戒治篇、國際參

與篇、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篇、結語。以下將政府報告書內容分

年描述如下（參表2-9）。

2015年的內容，在預防機制的部分主要強調強化新興濫用藥物監測

機制。拒毒預防的部分為：(1)響應紫錐花運動，多元普及全民反毒宣

教，落實特定人員清查，綿密篩檢輔導措施 (2)統整區域反毒資源，建

構拒毒諮詢網路。緝毒合作的部分為：(1)緝毒的工作現況，緝毒的電信

業務隊緝毒工作之協助 (2)查獲毒品之銷毀，與毒品案件之統計分析。

毒品戒治的部分為：(1)毒品戒治的現況，觀察勒戒與強制勒戒現況 (2)
緩起訴個案戒癮治療過程 (3)教育部各級學校辦理藥癮戒治成果 (4)國防

部辦理國軍官兵藥癮戒治狀況 (5)內政部辦理替代役男藥癮戒治轉介與

輔導狀況 (6)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執行成果 (7)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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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政府反毒報告書彙整

編號 年份 單位 書名 內容

1 2015 法務部 104年反毒報告書 本年度將新政府執政後所提出

的「反毒」列為重點項目，除

了「預防」和「掃蕩」的觀念

外，亦強調「治療」、「教

育」與「輔導」的概念。

2 2014 法務部 103年反毒報告書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毒品犯出

獄後再犯率為9成，新興毒品

的種類日新月異，因此政府更

加強調反毒策略，並與學校、

家庭及民間單位共同合作。

3 2013 法務部 102年反毒報告書 政府於本年度完成並精進藥物

濫用資料庫，強化毒品原料與

藥物管理及新興毒品之管控，

在戒毒方面亦不斷提供有效戒

斷毒癮之新策略，提升戒毒成

效。

4 2012 法務部 101年反毒報告書 本年度，政府運用各種媒體管

道，擴大拒毒與反毒的宣導效

果，另外亦於防治工作上加強

新興藥物之鑑驗，在毒品防制

工作上持續推動春暉方案，協

助更多青少年遠離毒品。

5 2011 法務部 100年反毒報告書 本書之內容，包括「防毒監控

篇」、「毒品戒治篇」、「拒毒

預防篇」、「緝毒合作篇」、

「國際參與篇」，透過相關概

念與數據資料，讓民眾了解反

毒之重要性。另外，欣逢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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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毒品戒治現況與成果。

2014年的內容，防毒監控的部分為：(1)彙整藥物濫用通報資料，

掌握流行趨勢 (2)管制藥品施用管控，防杜流於非法 (3)健全先驅化學品

管制系統 (4)監控興濫用藥物流行趨勢，發揮預警功能。拒毒預防的部

分：(1)相關政策則有有效運用媒體，建立反毒共治 (2)落實篩檢工作，

綿密輔導網路 (3)提升反毒知能，強化三級預防 (4)推廣志願服務，深植

拒毒教育。緝毒合作的部分為：(1)緝毒的工作現況，教育訓練以及經驗

交流，電信業配合緝毒之情況 (2)查獲毒品之銷毀，以及全國毒品犯罪

統計概況。未來展望的部分為：(1)國際與兩岸緝毒合作的持續強化，以

及邊境及關區毒品查緝之效能提升 (2)緝毒合作之團隊之緊密結合 (3)以
司法協助毒癮戒治方案之持續推動。毒品戒治現況的部分為：(1)有強化

藥癮戒治體系及戒癮醫療服務之辦理情形 (2)替代治療模式執行現況 (3)
減害計畫的相關執行現況 (4)觀察勒戒與強制勒戒現況 (5)緩起訴個案戒

癮治療現況及成果 (6)教育部辦理藥癮戒治成果 (7)國防部辦理國軍官兵

藥癮戒治現況 (8)內政部辦理替代役男藥癮戒治轉介與輔導現況 (9)勞動

部協助藥癮者就業輔導與媒合現況。國際參與的現況包含：(1)國際性或

國內學術性毒品防治相關會議參與及成果 (2)2013年國際緝毒合作成效 
(3)海關、機場國際緝毒合作 (4)結合在地文康活動辦理外籍人士反毒宣

導 (5)兩岸合作打擊毒品的犯罪情形 (6)加強與美國、日本、東南亞各國

緝毒執法機構合作建立國際反毒合作機制 (7)積極採用先進器械與工作

並部屬緝毒犬隊，提升查緝效率及效能 (8)打擊跨國毒品犯罪之策略 (9)
加強兩岸共同打擊毒品犯罪合作機制，兩岸緝毒成效。縣市政府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部分，主要呈現績效與成果，並提出現行運作狀況與未

100 週年，特別撰寫「我國反

毒歷史回顧與展望」一章，用

以呈現我國歷年來反毒重大事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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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展望。

2013年的內容，防毒監控部分為：(1)彙整藥物濫用通報資料，掌

握流行趨勢 (2)管制藥品施用管控，防杜流於非法 (3)健全先驅化學品管

制系統 (4)監控新興毒品濫用趨勢，發揮預警功能 (5)加強區域反毒策略

聯盟。拒毒預防篇的部分為：(1)有效運用媒體，建立反毒共識 (2)落實

篩檢工作，綿密輔導網路 (3)提升反毒知能，強化三級預防 (4)推廣志願

服務，深植拒毒教育。緝毒合作的部分為：(1)緝毒現況，緝毒策略，教

育訓練與經驗交流 (2)緝毒案例介紹 (3)電信業配合之緝毒辦理情形 (4)
查獲毒品之銷毀 (5)毒品案件之統計分析 (6)未來展望為追查販毒不法所

得，斷絕製毒原料來源，防杜非法走私管道，塑造專業能力，營造緝毒

成效 (7)強化海關查緝效能 (8)加強對漁業從業人員反毒宣導。

2012年的內容，防毒監控的部分為：(1)加強藥物濫用通報，建立

反毒基礎資料庫 (2)管制藥品施用管控與早期預警機制之建立 (3)健全先

驅化學品管制系統 (4)加強區域反毒策略聯盟。緝毒合作的部分為：(1)
機場及碼頭緝毒之策略及作法 (2)緝毒案例介紹，有關電信業務配合緝

毒工作至2011年底之辦理情形 (3)查獲毒品數量、保管及銷毀 (4)毒品案

件之統計分析。未來展望的部分為：(1)國內緝毒資源之整合，加強國際

合作與情資交換工作，以科技化裝備加強巡防工作 (2)運用先進之查緝

器械輔助海關緝毒工作 (3)提升毒品證物保管與處理 (4)強化軍中毒品查

察工作 (5)毒品戒治現況，戒斷治療，替代治療，日間型藥癮者社區復

健，民間團體社會復健 (6)法務部辦理毒品戒治現況及成果，觀察勒戒

與強制戒治現況 (7)緩起訴個案戒癮治療成果，法務部督導各地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推動相關戒毒措施。

2011年的內容，防毒監控的部分為：(1)加強藥物濫用通報，建立反

毒基礎資料庫 (2)管制藥品施用管控與早期預警機制之建立 (3)健全先驅

化學品管制系統，加強區域反毒策略聯盟。拒毒預防的部分為：(1)有
效運用媒體，建立反毒共識 (2)落實篩檢工作 (3)建構輔導網絡，提昇反

毒知能，豐富宣教模式 (4)推廣志願服務，強化親職教育。毒品戒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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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1)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現況 (2)替代療法執行現況及成果 (3)國軍

醫療單位辦理毒品戒治現況及成果，濫用藥物役男進行轉介治療及輔導 
(4)深入校園將個案轉介治療 (5)預防再犯，提供急難扶助，協助更生受

保護人就業，使其回歸社會 (6)強化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功能 (7)國
內緝毒的相關工作現況，以及國際參與的工作現況。

五、臺灣藥物濫用防治手冊

我國政府針對藥物濫用議題，編製相關防治手冊，提供社會大眾或

相關輔導工作者使用，以淺顯易懂方式，讓民眾能一目了然。以下彙整

衛福部及教育部所編印之手冊9本，並整理成表格（參表2-10），進一

步依據手冊內容之主題進行分析（參表2-11），手冊編制之目標族群可

分為學生、教師及社工，其中最大宗為教師，共計4本，內容包括：(1)
提供大專導師相關輔導知能，如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系統 (2)以「春

暉輔導專案」為例，提供教育工作夥伴藥物濫用觀念、預防、查察、輔

導、問題解決及資源尋求等知識，營造優質的教學環境 (3)以「以藥物

濫用學生輔導課程為例」，提供學校具體實用的輔導教材，供第一線輔

導教師參考使用 (4)內容主要協助學校輔導工作者相關輔導知能，以提

升學生的戒治動機、對相關法令的了解、培養學生拒絕使用藥物的態

度，以及戒治的自我效能。

第二大類為「學生」與「社工」，分別各有2本。在「學生」族群

部分，內容包括：(1)針對好奇而使用毒品的學生，提供相關之防毒資

訊，如拒絕毒品的方式、控制壓力的方法等 (2)針對經常使用毒品的學

生，提供相關之戒毒資訊，如濫用毒品的後果、尋求解決問題的管道。

在「社工」族群部分，內容包括：(1)提供家庭領域之社會工作者一指

引方針，如建立關係、執行團體工作、與家長溝通協調及資源連結 (2)
提供兒童及青少年領域之社會工作者一指引方針，如建立關係、生活技

能教導及處遇服務等，另收錄兒少所需之相關法規，供一線社工人員參

考。其他類部分，共計1本，由衛福部編撰之藥物濫用防治指引手冊，



44         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

表2-10   政府藥物濫用手冊彙整

編號 單位 書     名

1 教育部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指導手冊――大專導師版

2 教育部 春暉小組輔導工作手冊

3 衛福部 輔導藥物濫用兒少家庭社工實務手冊

4 衛福部 輔導藥物濫用兒少社工手冊

5 衛福部 藥物濫用防制指引

6 教育部 藥物濫用學生輔導（好奇誤用版）――教師手冊

7 教育部 藥物自學手冊（好奇誤用版）

8 教育部 藥物濫用學生輔導（經常使用版）――教師手冊

9 教育部 藥物自學手冊（經常使用版）

表2-11   政府藥物濫用手冊內容族群分析

族群 編號（參表2-10） 排名

教師 1、2、6、8 1

學生 7、9 2

社工 3、4 2

全民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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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藥物濫用概況、防治策略、相關法令、各種濫用物質及危害等

資料，以供社會各界參考運用。

六、藥物濫用相關書籍

在藥物濫用相關書籍方面，目前只針對重要相關的的7本，將其整

理成表格（詳表2-12）。綜觀國內外7本藥物濫用相關書籍，從各章節

歸納出幾點相同之處，整理如表2-13。最多書籍提到「藥物濫用的預防

策略」，如青少年藥物濫用之環境暴露因素及防治策略、青少年販毒組

織與防治輔導策略、各國及各地域之拒毒教育方案、臺灣在學學生藥物

濫用預防與輔導工作、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模式與國際預防準則、青少

年藥物使用防治諮商、物質濫用概況及防治策略，以及針對香港青少年

的藥物濫用預防方案。

第二大類提到「藥物濫用之輔導策略」及「戒癮治療」。「藥物

濫用之輔導策略」內容包括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輔導、青少年藥物濫用之

心理輔導與生活技能教育、青少年藥物成癮之諮商與心理治療、青少年

藥物濫用之輔助療法與薩滿醫藥輪預防輔導、疼痛醫療、物質濫用之成

癮治療及諮商服務。「戒癮治療」之內容包括青少年藥物濫用之戒癮治

療、醫療與介入、疼痛醫療與物質濫用之成癮治療及諮商服務、藥物濫

用處遇制度模式與成效、青少年物質使用之評估與治療方案。

第三大類提到「藥物濫用的意涵與影響」，其內容包括青少年

藥物濫用之意涵與影響、非法藥物（毒品）之現況及其影響、藥物濫

用之意涵與影響。另外，在《Youth Substance Abuse and Co-occurring 

Disorders》一書中，有極大篇幅主要提到青少年使用藥物所帶來的影

響，如自殺行為、賭博問題、精神分裂症……等。第四大類提到「藥物

濫用與毒害症狀」，內容包括青少年藥物濫用之類型與毒害症狀、常見

濫用物質之作用及其危害、藥物濫用與成癮之危害與相關因素。

其他章節提到之重點，包括「藥物濫用現況」、「社會復歸」、

「藥物濫用與法律責任」以及「流行病學」。「藥物濫用現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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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年份 作者 書        名

1 2017 楊士隆等人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2 2016 Yifrah Kaminer Youth Substance Abuse and Co-occurring 
Disorders

3 2014 財團法人國家衛

生研究院

藥物成癮防治策略論壇

4 2014 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組

2014物質濫用：物質濫用之防治、危

害、戒治

5 2012 楊士隆、李思賢

等人

藥物濫用、毒品與防治

6 2012 Shek, DT; Sun, 
RCF; Merrick, J

Drug Abuse in Hong Kong: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Prevention Program

7 2008 衛福部 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

表2-12   國內外藥物濫用相關書籍彙整

表2-13   國內外藥物濫用相關書籍歸納

編號 書目主題分析 章節內容（書目）

1 藥物濫用的預

防策略

1.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環境暴露因素及防治策略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2. 青少年販毒組織與防治輔導策略《青少年藥

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3. 各國及各地域之拒毒教育方案《青少年藥物

濫用預防與輔導》

4. 臺灣在學學生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工作《青

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5.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模式與國際預防準則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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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少年藥物使用防治諮商《青少年藥物濫用

預防與輔導》

7. 預防與教育《藥物成癮防治策略論壇》

8. 物質濫用概況及防治策略《2014物質濫用：

物質濫用之防治、危害、戒治》

9. The Project Astro and Drug Prevention for 
High-Risk Youths in Hong Kong (Drug Abuse 
in Hong Kong: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Prevention Program)

2 藥物濫用之輔

導策略

1.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輔導《青少年藥物濫用預

防與輔導》

2.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心理輔導與生活技能教育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3. 青少年藥物成癮之諮商與心理治療《青少年

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4.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輔助療法與薩滿醫藥輪預

防輔導《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5. 疼痛醫療、物質濫用之成癮治療及諮商服務

《2014物質濫用: 物質濫用之防治、危害、

戒治》

3 戒癮治療 1.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戒癮治療《青少年藥物濫

用預防與輔導》

2. 醫療與介入《藥物成癮防治策略論壇》

3. 疼痛醫療、物質濫用之成癮治療及諮商服務

《2014物質濫用：物質濫用之防治、危害、

戒治》

4. 藥物濫用處遇制度、模式與成效《藥物濫

用、毒品與防治》

5.  Screening,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ptions 
for Youths With a Substance Use Disorder 
(Youth Substance Abuse and Co-occurring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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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物濫用的意

涵與影響

1.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意涵與影響《青少年藥物

濫用預防與輔導》

2. 非法藥物（毒品）之現況及其影響《藥物成

癮防治策略論壇》

3. 藥物濫用之意涵與影響《藥物濫用、毒品與

防治》

4. Youth Substance Abuse and Co-occurring 
Disorders

5 藥物濫用與毒

害症狀

1.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類型與毒害症狀《青少年

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2. 常見濫用物質之作用及其危害《2014物質濫

用: 物質濫用之防治、危害、戒治》

3. 藥物濫用與成癮之危害與相關因素《藥物濫

用、毒品與防治》

6 藥物濫用現況 1.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國際趨勢與國內現況《青

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2. 藥物濫用現況與監測《藥物濫用、毒品與防

治》

7 社會復歸 1. 重建與社會接納《藥物成癮防治策略論壇》

2. 藥物濫用者之社區處遇與社會復歸《藥物濫

用、毒品與防治》

8 藥物濫用與法

律責任

1.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法律責任《青少年藥物濫

用預防與輔導》

2. 物質濫用與刑事司法《2014物質濫用：物質

濫用之防治、危害、戒治》

9 流行病學 1. 物質濫用流行病學調查及預防教育《2014物

質濫用：物質濫用之防治、危害、戒治》

2.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nd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Youth Substance 
Abuse and Co-occurring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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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青少年藥物濫用之國際趨勢與國內現況、藥物濫用現況與監測。

「社會復歸」的內容包括重建與社會接納、藥物濫用者之社區處遇與社

會復歸。「藥物濫用與法律責任」的內容包括青少年藥物濫用之法律責

任、物質濫用與刑事司法。「流行病學」的部分，提及物質濫用流行病

學調查及預防教育、物質使用障礙與精神病合併症之間的關係。最後一

大類，則為「藥物濫用的成因分析」，內容主要說明青少年藥物濫用之

成因分析。

另外兩本為《Drug Abuse in Hong Kong: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Prevention Program》與《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前者主要以香港

之藥物濫用狀況為撰寫主軸，內容包括香港高風險青少年的預防項目、

社會工作者對藥物濫用預防方案的評估、香港青少年物質使用的縱貫研

究……等；而後者為2008年由衛生署（今衛福部）委託國衛院編輯之臺

灣健康政策建言書，以2020健康國民為目標，針對支持性社會環境與健

康生活型態兩大面向的健康架構提出建議，且區分不同的焦點群體，彙

整族群現況、健康需求及策略重點。

 

第三節   國內外藥物濫用網站資源

一、前言

本節簡介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機構（NIDA）之網站資訊，作

10 藥物濫用的成

因分析

1.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成因分析《青少年藥物濫

用預防與輔導》

11 Drug Abuse in Hong Kong: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Prevention Program

12 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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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報告後續章節討論之基礎。NIDA是美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下面的一個研究單位，致力於促進成癮物質的

原因與後果之學術發展，以及研議如何運用這些知識來改善個人及大眾

健康。所謂藥物濫用，在此將分為處方藥及非處方藥兩類進行介紹。

處方藥或成藥濫用（prescription drug abuse, or over-the-counter, OTC 
abuse）是一個嚴重且逐漸惡化的全球性議題，由於取得的便利性，導

致此類藥物濫用情形快速的增加，再加上人們相信此類藥物相對於非

法藥物較為安全，忽視其危險性，使得濫用情形更為嚴重。常見導致

濫用的處方藥物大致分為三類：鴉片類藥物、鎮靜安眠藥、精神興奮

劑。這些藥物濫用的情形已成為全美14歲以上成人第二大常見之濫用

物質，僅次於大麻。另一方面，非處方藥物濫用（non-prescription, or 
illicit drug abuse）被定義為誤用（misuse）或過度使用（overuse）非醫

師所開立的藥物或物質，此類藥物自1960年以後開始普及化，多屬非

法，透過音樂及大眾媒體進入社會各層面，常見大麻（marijuana）、海

洛因（heroin）、古柯鹼（cocaine）、安非他命（amphetamine）等濫用

物質。目前全球最普遍的非處方藥物濫用物質為大麻，根據聯合國2008
年的報告指出，全球15歲到64歲的人口中有3.9％的人濫用大麻，全美

2015年針對非處方藥物調查則指出26歲以上的人一生中曾使用過非處方

藥物的比率，高達50.1％，18到25歲之間甚至高達57.5％。

由此可知，現今無論是處方或非處方藥，這些藥物濫用的問題已十

分嚴峻。對此，NIDA針對藥物濫用問題，除了內部進行研究外，也積

極與外部相關單位進行研究合作。此外，NIDA網站亦提供了簡要的教

育宣導內容 （easy-to-read），將科學知識透過線上媒介做更有效的資

訊傳播。希望藉此能有效地降低藥物濫用的情勢，使藥物濫用問題能逐

漸消失。

二、 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機構（NIDA）簡介

NIDA是一個研究藥物使用及後果的美國聯邦機構。NIDA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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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進科學研究，增進人們對藥物或毒品使用和成癮的原因與後果之了

解，並透過知識應用來改善個人健康和公共衛生，以下為NIDA主要的

工作方向：

1. 在策略上支持和進行基礎和臨床研究在藥物使用（包括尼古丁）

及其後果以及潛在的神經生物學、行為學和社會機制。

2. 確保科學研究成果能有效翻譯、實施和傳播，以改善對物質使用

障礙的預防和治療，提高公眾對成癮為一種腦部疾病的認知。

策略導向以研議有關全球複雜性藥物使用現象及其健康後果為

優先，將藥物濫用者分為偶爾使用、有問題的使用者（problematic 
user）、和物質使用障礙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SUDs）者。其中，

SUDs的發生與多種環境及社會因素有關，這些因素強烈影響個人的行

為與神經系統。目前有關藥物濫用的研究技術和資訊正快速發展，未來

五年NIDA的策略旨在利用這些發展將我們對大腦和行為科學的理解，

轉化為更有效的預防和治療介入措施，最終可以減少藥物濫用對社會的

負面影響。為實現這個使命，NIDA的策略目標分為下列四個重點：

目標一：辨識生物學、環境、行為和社會方面的藥物濫用原因，以

及藥物使用和成癮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後果。

目標二：針對其相關預防藥物濫用及其後果的策略進行改進，制定

新策略。

目標三：發展及改進治療方法，幫助物質使用障礙者能實現和維持

有意義且持續的復元。

目標四：增加NIDA研究計畫成果對公共衛生的影響。

以下依本議題之分類將NIDA網站所列常見濫用物質說明如下：

（一）處方藥／成藥（Over-The-Counter, OTC）濫用

NIDA網站中有關本節之相關說明列於下方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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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rugabuse.gov/drugs-abuse/prescription-drugs-cold-
medicines

此類藥物濫用已成為全美14歲以上成人第二名濫用藥物種類，僅次

於大麻。常見的處方藥物濫用有三類，包含鴉片（opioids）類（止痛）

藥物、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如sedative/ hypnotics，為焦慮及睡眠障礙

患者用藥）、及興奮劑（stimulants，如ADHD 及narcolepsy患者常用藥

物）。處方藥物由於可以改變精神狀態，容易產生濫用問題，其主因為

不依照醫囑服用以及透過非正當醫療方式獲取，例如：重複性醫療行為 
（doctor shopping）。

美國最常被濫用的處方藥物包含：鴉片（opioid）類型止痛藥，

例如Vicodin® 及 Oxycontin®；治療ADHD的興奮劑，例如Adderall®、

Concerta®及 Ritalin®；以及用於舒緩焦慮症的中樞神經系統（CNS）

抑制劑，例如Valium®及Xanax®。而最常被濫用的OTC藥物則是含有

dextromethorphan的咳嗽及感冒藥物。人們常認為處方藥物及OTC藥物

相對非法藥物來得安全，因此輕忽其危險性，變得更容易對其產生濫用

問題，並造成不良的影響，例如：過量服用（overdose）等，此情況常

被發現與酒精併用。因此，當醫護人員在開藥之前，需謹慎評估患者的

健康狀況及過去的服藥情形，進而降低患者產生處方藥物濫用的風險，

以保障患者的利益。

常見的處方藥物種類及相關資訊（參考網站：https://www.drugabuse. 
gov/drugs-abuse/commonly-abused-drugs-charts)

1. 鴉片類型藥物：

• Codeine (various brand names)
• Fentanyl (Actiq®, Duragesic®, Sublimaze®)
• Hydrocodone or Dihydrocodeinone (Vicodin®, Lortab®, Lorcet®, 

and others) 
• Oxycodone (OxyCo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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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ymorphone (Opana®)
• Propoxyphene (Darvon®)
• Hydromorphone (Dilaudid®)
• Meperidine (Demerol®)
• Diphenoxylate (Lomotil®)
• Methadone (Dolophine®, Methadose®)
• Morphine (Duramorph®, Roxanol®)

短期興奮劑藥物濫用會減緩疼痛、嗜睡、噁心、便秘、欣快、混

亂、呼吸減緩甚至是死亡。長期濫用的效果還無確切的研究。且伴隨著

共用針具和稀釋液，恐導致感染愛滋病毒（HIV）及肝炎等血液傳染疾

病。懷孕時可能會導致流產、新生兒體重過低、新生兒藥物（毒品）戒

斷症候群。老年人意外濫用或是濫用風險較高，由於許多老年人向不同

門診就醫，產生多種處方，增加藥物交互作用的風險，此外藥物分解作

用也隨老化問題而降低，且許多老人家被開立鴉片類型處方藥治療疼

痛。與酒精同時服用時，會導致心跳劇烈下降及呼吸劇烈減緩導致昏迷

甚至死亡。戒斷反應有失眠、肌肉及骨骼疼痛、腹瀉、嘔吐、打冷顫、

腿部抖動。

替代藥物療法上有美沙冬（m e t h a d o n e）療法、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及那屈酮（naltrexone）。在行為治療上則可參考

治療海洛因（heroin）的相關行為療法，包含權宜管理（contingency 
management）與激勵措施 （motivational incentives）以及12步輔助治療

（12-step facilitation therapy)。   
2. 中樞神經類型鎮定劑藥物：

• Barbiturates: pentobarbital (Nembutal®), phenobarbital 
(Luminal®)

• Benzodiazepines: alprazolam (Xanax®), chlorodiazepoxide 
(Limbitrol®), diazepam (Valium®), lorazepam (Ativan®), 
triazolam (Hal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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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ep Medications: eszopiclone (Lunesta®), zaleplon (Sonata®), 
zolpidem (Ambien®)

短期鎮定劑藥物濫用會產生嗜睡、言語不清、無法集中精神、頭眼昏

花、運動及記憶障礙、血壓下降及呼吸減緩。長期濫用的效果還無確切的

研究。安眠藥也常被用作約會強暴藥，且伴隨著共用針具和稀釋液，恐導

致感染愛滋病毒（HIV）及肝炎等血液傳染疾病。與酒精同時服用時會

導致血壓大幅下降甚至造成死亡。戒斷通常會要有配合的醫療照護者，

巴比（barbiturates）戒斷可能會導致嚴重戒斷綜合症，甚至是癲癇發作。

藥物治療上目前尚無美國食藥局核准的治療興奮劑成癮的藥物。且

若以降低劑量逐漸戒除的方式，須在醫療照護者的幫助下實行。在行為

治療上需更多研究來確立相關的行為療法。

3. 興奮劑藥物：

• Dextroamphetamine (Dexedrine®)
• Methylphenidate (Ritalin® and Concerta®)
• Amphetamines (Adderall®, Benzedrine®)

短期興奮劑藥物濫用會提高警覺、注意力及精力，增加血壓、心

跳，血管狹窄，血糖上升及呼吸道擴張。短期大量服藥可能造成體溫劇

烈升高、不規則的心跳、心臟衰竭及癲癇發作。長期濫用則會導致心臟

問題、精神上的疾病、易怒及偏執。且伴隨著共用針具和稀釋液，恐導

致感染愛滋病毒（HIV）及肝炎等血液傳染疾病。與酒精同時服用時會

抑制酒精作用，導致飲酒過量，且會導致血壓增加及身體不正常抖動。

戒斷反應有抑鬱、疲倦及睡眠上的問題。

藥物治療上目前尚無美國食藥局核准的治療興奮劑的藥物。在行為治

療上則可參考治療可卡因（cocaine）及甲基安非他命 （methamphetamine）
的相關行為療法。

 
（二）非處方藥物濫用

非處方藥物濫用是相對處方藥物濫用而言，由於各地區法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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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非法或合法可能難以分辨，故已處方藥物及非處方藥物來區分。非處

方藥物濫用包含：死藤水（ayahuasca）、古柯鹼（cocaine）、DMT、

迷姦藥水（GHB）、致幻劑（hallucinogens）、海洛因（heroin）、吸

入劑（inhalants, 如強力膠）、K他命（ketamine）、巧茶（阿拉伯茶, 
Khat）、鴉片類（kratom）、迷幻劑（LSD）、大麻（marijuana）、

搖頭丸（MDMA, ecstasy/molly）、仙人掌毒鹼（mesaline）、結

晶甲安（methamphetamine）、感冒藥（over-the-counter cough/cold 
medicines, dextomethorphan or DXM）、天使丸（PCP）、迷幻蘑菇

（psilocybin）、FM2（羅解藥、迷姦藥，rohypnol, flunitrazepam）、

salvia、類固醇（steroids, anabolic）、合成大麻（synthetic cannabinoids, 
K2/spice）、浴鹽（bath salts, synthetic cathinones）。非處方藥物濫用常

見有大麻、海洛因、古柯鹼（cocaine）、安非他命（amphetamine）、

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俱樂部藥物（club drugs）、搖頭

丸（MDMA）、浴鹽（bath salts）等。

常見的非處方藥物種類及相關資訊  （參考網站 :  https:/ /www.
drugabuse.gov/drugs-abuse/commonly-abused-drugs-charts）

1. 大麻 
大麻是指乾燥過的大麻植物的葉，花，莖和種子。該植物含有改變

思維的化學式δ-9-四氫大麻酚（THC）和其他相關化合物。提取物也

可以從大麻植物製成。大麻是一種迷幻劑――會扭曲心靈對所處世界的

感知。大麻中的化學成分THC創造出扭曲的感知。也是美國最常用的非

法藥物。它的使用在年輕人中普遍存在，在2015年，超過1100萬年齡在

18至25歲的年輕人在過去一年中使用了大麻。根據調查顯示，過去幾年

中，中學生的大麻使用率下降或趨於平緩的增長。 但是，相信大麻使

用是危險的年輕人正在下降

2. 海洛因

海洛因是由嗎啡製成的鴉片類藥物，是從亞洲罌粟植物的種子莢中

取得的天然物質。海洛因可以是白色或棕色粉末，或稱為黑色焦油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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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黑色粘稠物質。非常容易上癮的違禁藥品，全世界有數百萬的成癮

者，無法克服急切想要持續吸食的慾望，一旦停止吸食，他們就得面對

恐怖的戒斷症狀。

3. 古柯鹼 
古柯鹼是一種強力上癮的興奮劑藥物，由原產於南美洲的古柯植物

的葉子製成。雖然醫療保健提供者可以將其用於有效的醫療目的，如局

部麻醉手術。但目前在美國，古柯鹼是一種非法藥物。作為一種街頭藥

物，古柯鹼看起來像一塊細小的白色水晶粉末。藥頭經常將其與玉米澱

粉、滑石粉或麵粉等物質混合以增加利潤。 它們也可能與其他藥物如

興奮劑安非他命混合。

4. 甲基安非他命 
甲基安非他命是一種興奮劑，通常為白色、帶有苦味的粉末或藥

丸。水晶甲基安非他命為常見的形式，看起來像玻璃碎片或有光澤、藍

白色的岩石。它在化學上類似於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極易使人上

癮，燃燒完身體的資源後，會引起強烈的依賴性，只能靠使用更多的毒

品來減輕。

5.俱樂部藥物

俱樂部藥物往往被青少年和年輕人用於酒吧、夜店、演唱會和派

對。俱樂部藥物包括GHB、Rohypnol®、氯胺酮、MDMA（搖頭丸）、

甲基安非他命和LSD。

6. 搖頭丸

搖頭丸是一種改變情緒和感知（對周圍物體和條件的認識）的合成

藥物。它在化學上類似於興奮劑和致幻劑，能產生更多的能量、快樂、

溫暖的情感和扭曲的感覺和時間感。

搖頭丸是非法的。美國緝毒署把它歸類為一級管制藥品，是一種

危險的毒品，其治療價值存疑。其他屬於一級的管制藥品還有海洛因和

LSD。可悲的是，搖頭丸是時下年輕人最流行的毒品。聯合國毒品及犯

罪局（The 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估計全世界共計搖頭丸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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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約有九百萬人。絕大部分是青少年及年輕成人。

   三、全球相關網站簡介

搜尋全球與藥物濫用議題有關的網址，共找到17個網站，分別來自

全球、歐盟、歐洲、東歐及南歐、美國、英國以及澳洲，詳細介紹（請

參表2-14）。

全球的部分，包括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International Doctors for Healthier Drug Policies 
（IDHDP）以及Mentor，此4個機構主要針對毒品與犯罪問題、醫療行

為與健康問題，提出全球性的策略建議。

歐盟的部分，代表機構為Addiction and Lifestyles in Contemporary 
Europe Reframing Addictions Project（ALICE RAP），主要藉由增強科學

研究之證據，刺激大眾及政府去討論及制定成癮相關事宜。歐洲部分的

代表機構為EUROPAD與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for Drugs and Drug 
Addiction（EMCDDA），此2個機構致力於歐洲毒品問題的科學研究，

並試圖改善藥物濫用對家庭及社會之影響。另外，東歐及南歐的代表機

構為South Eastern European and Adriatic Addiction Treatment Network，主

要提供與藥物或有害物質相關之簡要實證資訊。

美國的部分，包括NIDA、American Society of Addiction Medicine 
(ASAM)、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Opioid Dependence 
（AATOD)，以及The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SAMHSA)，此4個機構服務內容多半著重於藥物成癮及

治療方法的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言。

英國的部分，包括Intervene、Drug Science，以及Substance Misuse 
Management Good Practice（SMMGP），此3個機構主要致力於成癮治

療與藥物濫用的科學研究。

澳洲的部分，包括Arrow Health與Australasian Profession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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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   國外藥物濫用議題相關網站整理

機構 地區 官網 簡         介

國家藥物濫用

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

美國 https://www.
drugabuse.
gov/

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是

美國聯邦政府研究機構，是國家

衛生研究院（NIH）下的一個研究

所，其任務是「引導國家以科學力

量對抗藥物濫用和成癮」。該研究

所根據行為和社會因素深入研究成

癮。且支持許多治療方法，如尼古

丁貼片，並對愛滋病和其他藥物相

關疾病進行研究。 

聯合國毒品和

犯罪問題辦公

室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全球 https://
www.unodc.
org/unodc/
index.html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位

於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成立於

1997年。由聯合國藥物管制規劃署

與國際預防犯罪中心合併而成。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全球 http://
www.who.
int/topics/
substance_
abuse/zh/

世界衛生組織在精神活性物質使用

領域的職權包括：預防和減輕精神

活性

1. 物質的使用對健康和社會造成的

不良後果。

2. 減少對非醫療使用精神活性物質

的需求。

3. 評估精神活性物質，以便就管控

這些物質向聯合國提供建議。

American 
Society of 
Addiction 

美國 http://www.
asam.org/

ASAM成立於1954年，是一個專業

社群，代表成癮醫學領域的4300名

醫生，臨床醫師和相關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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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ASAM致力於增加獲取和提高成癮

治療質量的教育。

Intervene 英國 http://www.
intervene.
org.uk/

減少對非醫療使用精神活性物質的

需求，提供成癮相關研究內容，且

藉由網站提供治療建議及工作機會

(需登入)。

Addiction and 
Lifestyles in 
Contemporary 
Europe 
Reframing 
Addictions 
Project 
(ALICE RAP)

歐盟 http://www.
alicerap.eu/

歐盟的研究項目(2011-2016)，藉由

增強科學證據，刺激大眾及政府去

討論及制定成癮相關事宜，如替代

療法、法規等。彙整歐盟對於成癮

藥物的法規、政策、成癮藥物對社

會的影響等。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Opioid 
Dependence  
(AATOD)

美國 http://www.
aatod.org/
about-us/
opioid-
epidemic/

針對鴉片類成癮為主的治療執行相

關計畫，與全美的相關機構合作，

例如與The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合作，提供與鴉片類治

療相關的教育訓練及相關研究，固

定舉辦研討會，並針對鴉片類成癮

藥物治療方式提出政策建言。

The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美國 https://www.
samhsa.gov/

The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是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內的機

構，負責公共衛生工作，以推進國

家的行為健康。SAMHSA的使命

是減少藥物濫用和精神疾病對美國

社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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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ow Health 澳洲 http://www.
arrowhealth.
com.au/

這是一個全面的成癮恢復計畫，為

吸毒者及其家屬提供治療，康復和

長期支持。

Australasian 
Professional 
Society on 
Alcohol & 
other Drugs  
(APSAD)

澳洲 https://www.
apsad.org.
au/

以科學研究傳播為主，促進相關的

研究、發展及認識。

EUROPAD 歐洲 http://www.
europad.org/

改善鴉片類藥物濫用及其家庭的生

活，減少非法吸毒對整個社會的影

響。 致力於在歐洲開發鴉片成癮

治療，但也旨在對全球成癮治療的

知識和態度作出重大貢獻。

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for Drugs 
and Drug 
Addiction 
(EMCDDA) 

歐洲 http://www.
emcdda.
europa.eu/

以 科 學 研 究 為 主 ， 且 針 對 毒 品 
(illicit drug)。為歐盟及其成員國提

供有關歐洲毒品問題的實際情況，

並提供堅實的證據基礎來支持藥物

辯論。今天，它為決策者提供了製

定知情藥物法律和戰略所需的數

據。它還幫助在該領域工作的專業

人員和從業者確定了最佳實踐和新

的研究領域。

Drug Science 英國 http://www.
drugscience.
org.uk/

以期刊方式提供與藥物濫用相關科

學研究、政策及法律研究等。

International 
Doctors for 
Healthier 
Drug Policies 
(IDHDP)

全球 http://idhdp.
com/en/
home.aspx

由醫師所組成，推廣藥物濫用相關

知識，且著重在人類的健康問題

上，增強替代療法的使用，並著重

在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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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lcohol & other Drugs（APSAD），前者為全面的成癮恢復計畫，為

吸毒者及其家屬提供治療，後者則以科學研究傳播為主，促進相關的研

究、發展及認識。

四、國內相關網站簡介

綜覽國內藥物濫用相關網址，共找到5個網站，包括政府部門（衛

福部、教育部、法務部）及民間單位所設立之網站，詳細介紹請參表

2-15。

衛生福利部為我國公共衛生、醫療與社會之最高主管機關，具有監

督各縣市政府衛生與社會局（處）之職責。多年來，在藥物濫用議題上

投入相當之經費與資源，透過舉辦論壇議題、研討會等多元方式，集合

South Eastern 
European 
and Adriatic 
Addiction 
Treatment 
Network

東歐

及南

歐

http://www.
seea.net/

提供與藥物或有害物質相關之簡要

實證資訊，例如Ketamine治療憂鬱

症、Cannabis回顧等。

Substance 
Misuse 
Management 
Good Practice 
(SMMGP)

英國 http://
smmgp.org.
uk/

科學研究發布，提供相關治療方式

的研究，且提供平臺給藥物濫用者

提供意見。

Mentor 全球 http://
mentorin
ternational.
org/

針對年輕人藥物濫用預防之全球性

非政府組織，以資源提供、賦權、

啟發及激勵等方式使年輕人遠離藥

物濫用，偏重實質協助，科學研究

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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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專家學者、政府官員、民間團體與社會大眾之寶貴意見，促使我

國藥物濫用政策能更符合國際潮流也能因應社會大眾之需求，達到充分

管制及預防之目標。

食品藥物管理署為衛生福利部所屬機關，負責食品和藥品的管理監

序號 機   構 官   網 簡         介

1 衛生福利部 https://www.
mohw.gov.tw/

中華民國公共衛生、醫療與社

會福利事務之最高主管機關。

於藥物濫用議題方面，多年來

有許多努力與成果。

2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反毒資源館

https://
consumer.
fda.gov.tw/
AntiPoison/List.
aspx?code=6010
&nodeID=374

衛福部食藥署所設立之網站，

內容包括新型態毒品的介紹、

毒品所造成之影響、新世代反

毒策略，提供主題專欄與媒體

文章，並開放線上課程供民眾

使用。

3 教育部防治學

生藥物濫用資

訊網

http://enc.moe.
edu.tw/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所設立之網站，目標乃推動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行政輔導網

絡，強化連繫平臺，以有效解

決毒品濫用且年齡層下降，以

及新興混合式毒品在年輕族間

流行等問題。

4 法務部反毒大

本營

http://antidrug.
moj.gov.tw/
mp-4.html

法務部所設立之反毒網站，提

供反毒策略、反毒知識宣導、

統計報告與教材、諮詢及戒毒

資源等相關資訊，供專業人士

及民眾閱覽。

表2-15   國內藥物濫用防治相關網站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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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其所設立之「反毒資源館」內容涵蓋新興型態毒品介紹、反毒相關

策略、諮詢輔導管道，以及醫療機關之資訊，透過滿意度調查、主題專

欄、媒體文章宣導式，以及線上課程等方式，讓社會大眾能一目了然，

進而達到拒毒與反毒之目標。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所設立之「防治學生藥物濫用資源

網」乃是因應藥物濫用及新興混合式毒品流通所帶來之校園問題，提供

學校教師、輔導人員及學生一個防毒資源，其待藉此發揮反毒成效，營

造健康校園。另外，紫錐花運動乃是因應毒品濫用所帶來之嚴重社會問

題所推展，目的是提升學校師生及社會大眾反毒知能，進而勇於拒絕毒

品，運用媒體反毒宣導，將反毒意象從校園推向社會，然而，相關資訊

亦收錄於「防治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之中。

法務部所設立的「反毒大本營」網站將各級毒品、反毒相關資訊

結合，以「入口單一、分眾差異」為目標，區分為專業版、民眾版及親

子版，透過豐富完整的反毒資訊管道，達到研究、教學、宣導等多重目

標。另外，此網站亦積極利用各種社群網路平臺，傳遞政府各種反毒相

關資訊。

除了政府單位外，國內中正大學防治藥物濫用教育中心所架設之網

站，亦提供豐富多元的反毒內容，包括各級毒品的介紹、濫用的方式與

危害、相關法規資源等。另外，此網站透過公開申請的方式，提供社會

大眾一個平臺，能夠參觀防治藥物濫用教育中心，進一步了解與諮詢反

毒議題。

5 國立中正大學

防治藥物濫用

教育中心

http://deptcrc.
ccu.edu.tw/new/

網站內容包括介紹各級毒品之

來源、濫用方式、毒害症狀

等；提供相關法規資源；舉辦

參訪活動及國內藥物濫用相關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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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藥物濫用諮詢及輔導機關（構）彙整

目前國內有許多政府機關（構）及民間團體致力於藥物濫用議題，

除了提供醫療資訊外，更針對不同需求，提供教育、輔導、安置等服

務。本團隊整理出18個機關（構）之資訊，詳細介紹請參表2-16。

政府單位部分，包括各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衛福部

食藥署、臺北榮民總醫院毒物防治諮詢中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

區成癮防治科、草屯療養院成癮治療中心、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成癮防治

科，若民眾有毒品方面之問題，均能瀏覽相關網站，或者撥打電話，尋

求協助。

民間團體部分，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主愛

之家輔導中心、中華民國反毒運動促進會、社團法人臺南市噶瑪噶居戒

癮協進會，以及財團法人中華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此5個機構主要

針對毒品戒治者及其家屬提供相關服務，無分年齡與性別；財團法人屏

東縣私立基督教沐恩之家、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此3個機構致力於藥物濫用青少年之服務，包括安

置、輔導、資源連結等服務；臺灣更生保護總會針對出獄後的更生人提

供輔導、急難救助、創業支持等服務，協助曾有藥物濫用之更生人重返

社會；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主要透過企業號召與推動，致力以創新

與普及的教育方式期使全民知毒、全民反毒，讓毒品危害問題能夠被正

視並進而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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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構 官網 電話

1 各縣（市）政

府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

以高雄市毒防中心為例：

http://khd.kcg.gov.tw/Main.aspx? 
sn=665

0800-770-885
（全國免付費

諮詢電話）

2 衛生福利部 https://www.mohw.gov.tw/ (02)8590-6666

3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https://www.fda.gov.tw/TC/index.
aspx

(02)2787-8200

4 臺北榮民總醫

院毒物防治諮

詢中心

http://www.pcc-vghtpe.tw/tc/
index.asp

(02)2871-7121

5 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

成癮防治科

http://www.tpech.gov.taipei/lp.asp
?ctNode=14167&CtUnit=8312&
BaseDSD=7&mp=109201

(02)2726-
3141#1350

6 衛生福利部草

屯療養院成癮

治療中心

http://www.ttpc.mohw.gov.
tw/?aid=52&pid=95&page_
name=detail&iid=95

(049)256-0289

7 高雄市立凱旋

醫院成癮防治

科

http://ksph.kcg.gov.tw/table01.
htm

(07)751-
3171#2135

8 財團法人基督

教晨曦會

http://www.dawn.org.tw/index1.
asp

(02)2231-7744

9 財團法人臺灣

基督教主愛之

家輔導中心

http://www.vsg.org.tw/ (03)826-0360

10 財團法人屏東

縣私立基督教

沐恩之家

http://www.hg.org.tw/ (07)723-0595

表2-16   國內藥物濫用防治相關網站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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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宜蘭縣渡安居

女性關懷協會

http://www.carewomen.org.tw/ (03)933-2073

12 中華民國反毒

運動促進會

http://www.antidrug.org.tw/ (02)2381-5225

13 臺灣更生保護

總會

http://www.after-care.org.tw/cht/
index.php?

(02)2737-1222

14 臺北市少年輔

導委員會

http://www.doe.gov.taipei/ct.asp?
xItem=33876137&ctNode=56072
&mp=104001

(02)2346-7601

15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更生少年

關懷協會

http://www.616.org.tw/ (02)2769-3258

16 社團法人臺南

市噶瑪噶居戒

癮協進會

http://www.aftter.org.tw/ (06)297-7071

17 中國信託反毒

教育基金會

http://www.ctbcantidrug.org/# (02)2788-8827

18 趕路的雁全人

關懷協會

http://www.flying-life.com/ (02)2891-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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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藥物濫用成因與臨床表徵

    （張祜銘醫師、黃名琪副教授）

第一節   藥物濫用與成癮的歷史觀點

一、從罪行到疾病 

藥物濫用甚或成癮是什麼？大多數人認為濫用藥物行為是個人自主

的選擇，過去法律界亦習於將非法藥物使用者視為罪犯，以刑責來處理

藥物濫用問題。然而，近幾年的累積的科學證據，包含動物實驗、遺傳

學研究、神經生理的研究，皆認為持續性的藥物濫用，將引發腦部原有

的生理功能逐漸異常，令掌控廻饋（或酬償）行為的神經廻路失調，最

終發展為成癮，或稱依賴現象。這些科學研究，令學界逐漸具有共識，

理解藥物濫用到成癮的發展過程，乃一系列由腦神經細胞訊息或聯結功

能上失調的逐步結果，依此前提，處理藥物濫用，應首重提供預防，避

免成癮後所造成腦神經功能異常；次而應發展適當的治療目標與方法。

以下所指「成癮」乃泛指「濫用至依賴」之一個延續性歷程，而成癮物

質則指任何可能引發廻饋（或酬償）行為神經廻路失調的物質。

二、成癮的心理學模式

心理學對成癮的定義是指個體在處理生活事件時，無法不借助某些

物質之作用，即使可能因為使用該物質而導致個人身心或生活的危害，

或一再地嘗試停用該物質，卻仍持續沉溺於使用該物質。

Nace（1987）以六個結構來描述成癮的心理現象，包含對濫用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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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理依賴、渴求、失去控制、人格退行、否認和衝突行為：

1. 對濫用物質之心理依賴：Mandell（1983）指出，對成癮物質要

產生心理依賴約需時五年，且即使患者已停止使用該物質，這個依賴

的現象仍會持續影響其思考與行為長達數年，甚或數十年。心理依賴是

一種自我為中心、結構性的個人經驗，令使用者持續受到使用該物質相

關的事件、情境、或物質產生的效果所影響、控制或決定。同時，這個

心理依賴的現象，也會導致個人思考方式出現明顯變化，亦即為避免

不愉快的感覺，習慣性持續或斷續去使用某種物質，以暫時逃避煩惱

而感到獲得紓解。故藉由使用物質尋求解脫，以致在心理上形成強迫

（compulsive）需求和依賴，持續或週期性利用物質逃避壓力或解除困

擾，以達到精神滿足狀態。它通常包含下列現象：

‧ 心理優先（psychological primacy）

‧ 自我懷疑（self-doubt）
‧ 失落感（sense of loss）
‧ 無法戒絕（inability to abstain）

2. 渴求：Nace定義為「一種主觀經驗，欲求、需要、渴望得到物

質帶來欣樂或解除壓力的效果」。渴求使用物質來解除停用後戒斷症狀

的經驗，會讓成癮者一再重覆使用該物質，以緩解戒斷症狀帶來的不

適，此一經驗也會快速改變個人對成癮物質的態度與行為，久而久之即

會上癮；其結果是，個體並未能享受該物質帶來的逸樂感，而是與使用

後隨之而來的痛苦解除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連結。所以，成癮乃植基於

每次使用物質後立即產生的主觀經驗而發展，重點是，不論何種原因引

起類似該物質戒斷症狀的反應，都會促發渴求。

‧ Wise以兩類增強來說明渴求：正性增強與負性增強（Wise, 
1988）。

‧ Nace同時列出渴求之症狀：理性、強迫性、認知性、情緒

性。

3. 失去控制：隨著在重覆使用物質，渴求會愈來愈強，並陷入惡



82         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

性循環。「不可預期性」（unpredictability）更能描述此現象，換句話

說，一旦開始使用物質，便對本來自己設定的預期使用量失去控制。

Nace認為最好的描述是：成癮者一成不變地（invariably）選擇使用成癮

物質，卻不能預期 （predictably）有能力去調節或控制使用量。成癮物

質的藥理特性，多半是難以控制使用的刺激物，故禁絕（完全而持續的

停用）才是治療的核心或關鍵。

4. 人格退化：此退化乃指心理功能退回較早期發展的形式，進入

較為不成熟的防衛機轉，如行動化（acting out）、被動攻擊行為、以生

理抱怨的身體化來取代壓抑、幽默、預期準備（Vaillant et al., 1987）。

5. 否認：防衛機轉乃個人以心理方式去試圖改變現實的方式，

物質依賴者最常以「否認」做為主要的內在防衛。Wallace（1985）視

「否認」為在持續的成癮行為下一個自我毀滅的過程。初期戒斷時，

「否認」被認為只是暫時性調適工具，以此面對某些生活困境或難題；

如過早面對或否認，以增加成癮者自我覺察和表露，常會導致焦慮升

高，進而觸發使用物質或酒精行為。

6. 衝突行為：這部分多導因於物質依賴的結果，包含病態性使用

與使用後的各類後果，比如，工作表現退步、虐待孩童或配偶、莽撞駕

駛及意外、帶有攻擊性及判斷力、責任感與價值觀之惡化。

認知行為學派的學習理論：長期依賴成癮物質的行為乃是為了解除

負向情緒或身體症狀（如戒斷症狀）而產生的制約行為。

社會心理學理論：Wills等人（1985）提出壓力調適理論（stress-
coping strategy），認為長期濫用物質，表示濫用者企圖以此調適壓力，

或處理習慣性緊張的適應不良狀態。Marlatt（1985）指出，社交技巧訓

練與社會能力學習有助於完全而持續的停用成癮物質。

Moos和Finney（1983）提出生活網絡觀點  （ l i fe-contextual 
viewpoint），亦即成癮的發展是和生活環境中出現的各類因素相互交織

而成，他們認為治療之外的生活網絡、家庭、工作環境等因素，對治療

成癮者亦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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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癮與腦部功能異常

1. 不同的神經傳導物質及接受器：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ionotropic receptor and ion channels, monoamine transporters，這些接受器

在成癮物質的長期影響下，會改變神經細胞去執行原正常功能，進而改

變個體的外在行為。

2. 大腦迴饋迴路：成癮物質作用於大腦的迴饋中樞，主要位於中腦

邊緣系統（mesocorticolimbic system），並與多巴胺的傳遞有關，這些

在下一章節會有進一步的解釋。

過去將近一個世紀，科學家們對於物質濫用的成因充滿了迷思與錯

解，當科學界開始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成癮行為時，多半認為成癮是和

道德的缺陷或意志力缺乏；這樣的觀念影響了人們對待成癮者的態度，

認為他們是道德問題，而非健康問題，從而強調懲罰性處理，不強調預

防或治療理念。時至今日，拜科學進步之賜，我們的觀念得以修正，並

且讓我們可以有效地面對與處理成癮問題。成癮是一個會影響行為的腦

部功能異常，受到生物、遺傳、與環境因子的共同影響，而科學界的發

現可以提供預防與治療之用。儘管科學進步，但大多數的人仍然不清楚

人們是如何會有成癮問題，以及背後的可能成因，比如物質是如何影響

腦部功能的。所以以下內容目的是在加強人們了解目前對於成癮之科學

資訊，我們相信透過這些了解，人們對自己的生活選擇有更好的掌握，

避免物質成癮對自己行為的改變，或是在身心上的各類危害，並協助發

展更好的公共衛生政策，以及支持科學研究。

第二節   成癮的醫學觀點

一、成癮的發展歷程：

    Kreek等人（2005）將物質成癮的發展過程依時間先後順序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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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依序分別是 (1)起始期 (2)斷續――規則使用期 (3)成癮期。

在成癮發展的初期，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比較明顯，例如人格特質

較為衝動、不思後果的個體，比較容易在某些情境下失去理智判斷的能

力而開始使用物質；或是人格特質比較勇於冒險的個體，也比較容易因

好奇而嘗試使用或濫用成癮物質。

二、多重因素共同參與

至於在初期之後，個案是否會持續濫用該物質，甚至進展到最後成

癮的階段，則受本身的共病以及抗壓性影響較大。大約一半有物質成癮

者，同時共病有其他一種以上的精神科疾患，例如憂鬱症、躁鬱症、焦

慮症、恐慌症等。舉例而言，海洛因成癮的個案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比

例，會同時合併重度憂鬱症，而酒精成癮的個案有40％同時合併重度憂

鬱症。此外，個體在面對壓力時呈現出的因應方式若不良，也可能會選

擇使用物質來逃避壓力。

上述提到的人格特質、共病、面對壓力的反應功能，都會受到基因

遺傳的影響。此外，研究也發現某些基因直接影響了個體是否容易對物

質上癮，並也會影響個體是否會發展到成癮階段。換言之，成癮是一種

疾病，且顯著受到遺傳因素的影響。此外，環境因素也會影響個體是否

會對該物質成癮，例如環境對物質的可取得性高低、是否有物質以外的

取代物、家人或同儕對於使用物質的態度等。

物質透過直接作用在大腦並影響神經傳導物質的調控而產生欣快

感，而個體習慣使用物質之後，一旦無法使用到物質，個體會感到無

聊、沒有樂趣，甚至出現戒斷症狀，以致於個體需要再度持續使用該物

質來減少不適或獲得欣快感。不同物質對大腦的作用不盡相同，其成癮

性也不同。在考慮成癮的成因時，需要考慮遺傳因素、環境因素以及物

質本身直接的影響，以下會分遺傳因素、物質本身直接的影響以及環境

因素三個面向去探討（Kreek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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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遺傳因素――遺傳因素對成癮有顯著之影響

成癮是一種腦部功能病變疾病，且部分受遺傳因素影響。Goldman
等人（2005）整合數個大型雙胞胎研究的結果，推論成癮為一種受遺傳

因素之疾病，其中並列出十種最常見的成癮物質，受到遺傳基因影響的

程度。遺傳性由低到高，分別是幻覺劑、精神興奮劑、大麻、鎮靜安眠

藥、賭博、菸草、酒精、咖啡因、鴉片類、古柯鹼。Goldman將物質的

成癮性定為完全由基因遺傳決定者為1，完全不受基因遺傳影響者為0，

他們發現這十種物質的成癮性受遺傳影響的程度約在 0.4-0.8之間。其中

受遺傳因素影響程度較高者為古柯鹼，其影響程度為0.72，受遺傳因素

影響程度較低者為致幻覺劑，其影響程度為0.39。由此可知，成癮疾病

是一個具遺傳性的疾病，然而其受遺傳影響的程度，因著不同的成癮物

質而會有差異。此外，成癮可能和許多基因的共同表現相關，非單一基

因所影響，而不同成癮物質可能和不同的基因表現相關（Goldman et al., 
2005）。

後續的基因關聯性研究更進一步確認了有哪些基因和成癮有關

（Kreek et al., 2005），學者發現，帶有特定基因的個體比較容易發展到

物質成癮的階段。這些基因與大腦內的不同神經傳導物質系統以及不同

的受體蛋白表現有關，例如多巴胺（dopamine）、GABA、鴉片類受體

等。學者們發現，物質透過對於大腦的直接作用，影響了不同神經傳導

物質及受體系統，進而影響個體許多行為，包含衝動控制、選擇對物質

的渴求（craving）、強迫性用藥行為等。此外，不同個體的大腦對於這

些物質的易受性（vulnerability）也受先天的基因遺傳決定，因此，成癮

性除了要考慮不同物質間的影響不一樣之外，不同個體間對物質的易受

性也有差別（Kreek et al., 2005）。

（二）物質對神經系統的直接作用

1. 成癮物質作用於神經傳導物質及其受體系統，影響神經功能

如前述，成癮物質透過對於大腦不同神經傳導物質及受體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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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進而改變個體的行為；在各式各樣的神經傳導物質中，有關多巴

胺的研究最多，而與多巴胺相關的神經傳導路徑，也被了解最為清楚。

以下舉出多巴胺的中腦-邊緣系統為例，來解釋大腦內與成癮相關的迴

路，以及如何影響個體的用藥行為。

2. 酬償中樞與多巴胺在成癮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大腦內的酬償中樞主要位於自中腦的腹側被蓋區（ventral tegmental 
area）投射到邊緣系統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這條路徑上，

這個位於中腦 -邊緣系統的酬償中樞會進一步投射到大腦的前額葉

（prefrontal cortex）。由於前額葉在行為或舉動上做出判斷、抑制衝

動，並在行為的決定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故酬償中樞影響個體在控制

衝動以及行為選擇。酬償中樞主要的神經傳導物質為多巴胺，多巴胺在

酬償中樞內的傳遞會使得個體有正向的、喜樂的、滿足的感覺（Hyman 
et al., 2006）。

自中腦的腹側被蓋區投射到邊緣系統的伏隔核的多巴胺神經元會造

成多巴胺的濃度上升。伏隔核位於紋狀體的腹側（ventral striatum），

伏隔核的多巴胺增加，會在酬償中樞內產生正向感受。而多巴胺神經元

會受到來自GABA神經元的調節，當GABA神經元釋放出GABA時，會

抑制多巴胺神經元的活性，進而減少突觸後多巴胺的釋放（Luscher et 
al., 2006）。

3. 成癮物質之分類

各類成癮物質根據其在酬償中樞不同的受體和神經細胞之作用，可

以分為三類：

(1) 第一類包含嗎啡、大麻、GHB（gamma-hydroxybutyric acid）

等物質：這一類物質的共通性是皆作用在G protein相關的受

體上，其受體的位置主要分布在GABA神經元的細胞本體和

突觸。當此類物質結合在G protein相關的受體上時，會對於

GABA神經元產生抑制的作用，以致於減少原本GABA神經元

對於多巴胺神經元的抑制效果，亦即多巴胺神經元被「去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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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進而造成多巴胺的釋放增加。

(2) 第二類包含尼古丁、酒精、苯二氮平（benzodiazepines）
等常見的成癮物質：這一類物質會同時對多巴胺神經元和

GABA神經元都產生作用，而其最終的效果仍是造成細胞外

的多巴胺的釋放增加。以苯二氮平為例，其在多巴胺神經

元和GABA神經元上皆有受體，位於GABA神經元上的是包

含alpha-1次單元、效價較強的受體；位於多巴胺神經元上的

是包含alpha-3次單元、效價較弱的受體。當苯二氮平結合上

GABA神經元上由alpha-1次單元組成的受體時，其會對GABA
神經元產生抑制的效果，使得GABA神經元對於多巴胺神經

元的抑制作用下降，進而造成多巴胺神經元釋放更多多巴

胺。相對地，苯二氮平結合上多巴胺神經元上由alpha-3次單

元組成的受體時，會對多巴胺神經元產生抑制的效果，而減

少多巴胺的釋放，但其效應相對來說較為微弱。因此，苯二

氮平結合在酬償中樞的淨作用仍是造成多巴胺的濃度上升

（Tan, Rudolph et al., 2011）。

(3) 第三類包含古柯鹼、安非他命、MDMA（Ecstasy、俗稱搖頭

丸）等物質：此類物質直接抑制伏隔核內神經元突觸末端多

巴胺的回收，造成多巴胺在神經細胞外累積，造成位於邊緣

系統的伏隔核內神經細胞多巴胺的濃度上升。

綜合上述，不同的成癮物質透過結合酬償中樞內的不同受體，增加

神經細胞外多巴胺的濃度，而多巴胺在酬償中樞內的傳遞會使得個體得

到欣快感，重要的是，除了在非處方藥物（如安非他命）可觀察到這種

現象以外，在處方藥物（如苯二氮平）也可觀察到此現象（Luscher et 
al., 2006）。

4. 成癮物質影響酬償中樞的程度和臨床的表現有密切相關

臨床上由病人得來的觀察，也和上述有關的腦神經變化十分吻合。

曾有學者以一群對古柯鹼成癮的病人做為受試對象，分別經靜脈給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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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劑和methylphenidate，並記錄病人主觀陳述的感受（如欣快感、渴癮

程度），以及觀察腦部在正子攝影上的影像變化。methylphenidate是一

種中樞神經興奮劑，可使得大腦的多巴胺更為活躍。正子攝影的影像顯

示，使用methylphenidate的受試者在紋狀體的多巴胺活性增加，且其增

加程度與受試者回報的欣快感呈現正相關。此外，使用methylphenidate
受試者的前額腦區底部（orbitofrontal cortex）也有較高的代謝率，其代

謝率與受試者主觀感受到的渴求感（craving）呈現正相關（Kalivas et 
al., 2005）。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推論成癮物質的使用直接影響酬償中樞的活躍

程度，造成大量多巴胺釋出，而多巴胺釋出的增加和個體的主觀感受有

直接關係，例如欣快感和渴癮等等。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使用這些成癮物

質後，個體會感受到強烈的欣快感和渴癮，進而無法控制地一而再的使

用，而且越用越多（Kalivas et al., 2005）。

5. 成癮物質對神經突觸之影響

使用成癮物質除了會改變不同腦區的活性和代謝程度之外，這些物

質也會造成大腦神經突觸形態上的改變。研究者以未接觸過成癮物質的

老鼠進行實驗，以電子顯微鏡觀察這些老鼠攝入古柯鹼之後，腹側被蓋

區和伏隔核的神經突觸上受體組成的變化。他們發現，老鼠在攝入古柯

鹼之後，其神經突觸上的受體組成會透過內噬作用（endocytosis）和胞

吐作用（exocytosis）而重新分布。有趣的是，此受體組成的變化，在

攝入古柯鹼後，可維持數週到數個月之久。這段期間神經細胞內會製造

新的受體重新分布回到突觸表面，若沒有持續暴露在古柯鹼的情形下，

神經突觸上的受體分布會逐漸恢復到原本的狀態。這表示，在使用成癮

物質之後，除了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且產生欣快感，也會使得大腦產生

型態上的改變，這個改變在持續停用成癮物質後，是可以慢慢恢復的

（Luscher et al., 2011）。

6. 長期使用成癮物質對神經功能之改變難以回復-耐受性的發展與

原有的樂趣感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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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持續暴露在物質使用下，則會使大腦產生長期而慢性的型

態改變，不易回復。以酬償中樞為例，Volkow等人發現長期使用古柯鹼

的個體，腦中的多巴胺受體之結合率有顯著下降的情形，進而降低酬償

中樞對成癮刺激的反應，最後造成神經細胞對於多巴胺的反應不再敏感

（Volkow et al., 2004）。而此多巴胺對酬償中樞影響降低的結果，會令

成癮者對樂趣的感受也會異常的低，較難感覺生活中原有的樂趣，情緒

低落，經常抱怨無聊或生活無趣。在此狀態下，成癮者經常需要更大量

的多巴胺刺激才能維持酬償中樞原本的平衡，因而使用更多的成癮物質

去活化多巴胺來獲得欣快的感覺，這也和所謂的＂耐受性＂有關。

7.長期使用成癮物質造成腦部代謝率下降

古柯鹼的個體也觀察到前額腦區底部（orbitofrontal cortex）的代謝

率反而下降的情形（Volkow et al., 2004）。由於前額腦區是掌管行為、

抑制衝動的區域，長期使用物質者常常可觀察到衝動性變高、無法分析

利害、失去理性選擇的能力，從而更無法辨別後果地持續使用物質，形

成成癮的惡性循環。

8. 酬償中樞之外的神經系統功能也呈現異常

長期物質濫用造成耐受性發生的機轉，也會同樣地造成腦部其他功

能的病變。舉例來說，glutamate是另一個在成癮醫學領域被深入研究的

神經傳導物質，它除了在學習、記憶等認知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外，也

參與酬償神經廻路的功能調節。隨著外來成癮物質的攝入，特別是在長

期使用之後，glutamate系統會產生功能上之變化，除了影響成癮行為之

外，也會同時減損認知功能的表現。這也同時說明，為何長期濫用物質

的個案，在認知功能的表現上可能缺損。

9. 與環境線索相關之大腦功能病變以及行為影響

同樣地，長期物質濫用會重新設定那些習慣式行為背後的非意識記

憶，亦即當下無法立即意識到而依著習慣而行的行為，例如制約。制約

是一種學習，是一種神經系統為了因應外界刺激，功能上的重塑，其最

終表現經常是，一旦暴露在過去使用物質時伴隨的環境線索，會讓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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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雖然在身邊沒有該物質的狀況下，仍然反射式地引發無法控制的渴求

感（或渴癮）。這種反射相當強而有力，也經常是快速的，可以在物質

濫用者停用藥物多年後再度浮現。目前研究顯示這種渴求感，經常由少

量暴露該物質、或環境線索、或壓力所引發，這表示渴求感現象生和神

經機轉病變而密切不可分的關係。

長期濫用物質對大腦那些控制行為的腦區造成病變，除上述所提的

耐受性與渴求感讓濫用者持續不斷追求物質外，物質成癮也會耗損一個

人的自我控制力，包括衝動控制，並且傷及正確決定的能力。這些功能

失調是長期的，亦即物質濫用者的腦部功能已經被破壞，需要長時間的

恢復。

（三）環境因素

近幾年的有關成癮病因的研究，則更多著重於環境和遺傳的交互

影響。環境因素可以透過對DNA表現的調節作用來影響其功能，例

如DNA的甲基化（DNA methylation）或組織蛋白的乙醯化（histone 
acetylation）的開啟或是關閉基因的轉錄轉譯，皆會調控基因表現與

否。

從大腦神經傳遞迴路的觀點來看，透過腦中某些腦區對於外在環

境訊息的處理，也會影響酬償中樞，而使得整個酬償中樞的調控更為

複雜。例如前腦島區、杏仁核等與情緒和認知相關的腦區，被發現與

老鼠面對壓力驅使的求藥行為有關，影像學也發現酒精成癮者在腦島

（insula）與杏仁核（amygdala）的功能有異常的現象。環境壓力驅使

的求藥行為和環境線索驅使的求藥行為，則和不同的腦區病變相關。這

些觀察，除了再次印證成癮是一個腦部功能病變的疾病之外，在未來，

我們也有可能從影像學的變化，來預測個體比較可能在面臨壓力或是

環境線索（喚醒物）時，如何無法自控而出現求藥行為（Volkow et al.,  
2015）。

此外，過去的研究已經發現大腦多巴胺的傳遞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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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社會地位次等或是童年曾有過創傷事件，有較高的比例觀察到腦部

多巴胺受體結合率降低的情形，這個現象，和長期使用物質濫用成癮的

個體的腦部變化一致。

第三節   大腦病變對治療之意涵

一、成癮者之腦部功能失調如同其他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

前面提到成癮病程所發生的大腦功能改變，在眾多物質的成癮過

程中，都是共通的現象。這樣的功能改變，在其他行為成癮如病態性賭

博也會出現。這個失調的大腦功能使得成癮呈現一個慢性而復發性的病

程。雖然有些成癮者宣稱他們可以在一次的治療中獲得對物質使用之控

制力，但大多數的人是會復發的。

所幸，這樣複雜的腦部功能病變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多重因素

共同造成的結果，如同其他的腦部疾病一樣，包括中風、失智症、精神

分裂症、或臨床上的憂鬱症。成癮者面對成癮物質的失控使用行為，也

像其他腦部疾病的行為表現一樣。比方說，精神分裂症者無法控制他們

的幻聽與妄想，而巴金森症患者也無法控制他們的顫抖，而臨床上的憂

鬱症患者也無法控制他們的情緒，同樣地，成癮者也無法控制他們的物

質使用行為。

二、大腦病變無法僅靠意志力處理

和我們過去的認知很不一樣的是，成癮者光靠自己的力量去停止物

質使用很困難的，即使成功，比率也十分小。這個比率在療效評估上，

是會被歸類在屬於無效的介入。舉例而言，菸癮個案中每年只有3-7%的

個案是自己成功戒菸的。科學文獻指出憂鬱症不只是深深的難過而已，

而是腦部的神經分子失調需要被治療。成癮疾病亦是如此。無論如何我

們要正視成癮者的腦部功能也已失調，需要治療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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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癮疾患之高復發性與三個復發因子

因成癮物質造成之腦部酬償中樞功能失調，會令成癮者持續性使用

藥物。即使出現身體，人際，或社交、工作上的問題，個案仍可能忽略

（或否認）這些問題，持續具有渴求感，並且難以成功而長期地抗拒渴

求感。我們一再強調的是，成癮是一個容易復發的慢性病程，因而成癮

者不可不慎其病程中之好發情境，所以應該在生活上確實負起自我康復

的責任，努力降低復發。所謂復發，即是在停止使用成癮物質一段時間

後，再度又開始使用。目前了解有三大危險因子會造成復發，所以個案

要避免自己陷入這些因子。這三個危險因子包含：

‧ 少量的使用（small priming dose）：少量使用即會促發更多的使

用。

‧ 暴露於過去使用成癮物質之線索（cues）：這些線索可以是視覺

的，或是聽覺的，嗅覺的，味覺的，甚至可以是身體的感覺與情

緒之感受。

‧ 壓力（stress）：成癮者的壓力反應在長期使用物質之後，多異

於原來的狀態，對於壓力之感受會隨著物質成癮的過程愈來愈敏

感，亦即壓力因應能力或受挫力下降。故容易在面對壓力時，促

發復發。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當成癮問題出現時，表示個案的大腦已

經發生功能上的改變，而失去對成癮物質的選擇和抑制衝動的能力，因

此，在大腦沒有修復之前，攝入少量的成癮物質，都會促使個案很快地

復發使用，難以控制其使用需求，這個行為就像強迫症一樣，往往給成

癮者本身也帶來極大的困擾。因而成癮者皆必須瞭解到，即使連少量的

使用都必須避免，唯有在大腦的功能改變恢復正常的情形下，個案才有

可能自由地適時停止自己的用藥行為，臨床上的觀察是這些個案即使在

努力維持數年不接觸成癮物質後，一旦接觸到成癮物質後往往停不下

來，即少量使用即會促發更多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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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環境線索之處理是治療成癮的關鍵

暴露於過去使用物質的線索（cue-induced craving）是成癮者在停

用物質使用之後最常見的復發原因。成癮者在其慣常的生活環境，會

持續不斷地暴露於他們過去使用物質時的環境線索（cues）。即使單純

地暴露於這些環境線索都會自動地引發渴求，而迅速導致復發。這個

環境線索（cues）的特點也說明了為什麼個案在離開控制性環境（如監

獄、限制型機構），而回歸其社區生活時，會如此容易復發；以及為何

aftercare（後續治療）對成功的康復十分重要。事實上，成癮治療最重

要的目標是引導個案如何處理這些conditioned cues（過去已被制約的成

癮線索）。

在臨床上，對於使用成癮物質的個案來說，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

是，認識與處理「高危險情境」，包括認識線索以及辨識壓力。所謂

「高危險情境」，並不是指環境對於人身安全的危險，而是指當個案處

在某個環境、氣氛、身體感受、或心理狀態中時，對於使用成癮藥物的

渴望與衝動會大幅提昇，進而增加了復飲/復用的危險性；簡單的說，

高風險情境就是讓這些個案特別想使用成癮藥物的狀況。

五、治療之內容應包含多樣性服務

和其他的大腦疾病一樣，成癮個案的治療必須是同時涵蓋藥物治

療、心理治療、相關的社會服務、以及復健治療。也包括了協助個案回

歸家庭的工作，如教育、職業訓練、中途之家等。不過，這不代表所有

的個案都需要這整套的服務，也不代表一個個案從頭到尾都需要一樣的

介入。醫療與其他型式的介入皆需要隨著個案康復的歷程來設計。大多

數的個案，即使不是全部的個案，都需要長期的追蹤，而這段時間內復

發十分容易發生。舉例來說，過去一個研究顯示，持續治療追蹤五年以

上，可以帶來較好的預後。勿將復發視為治療的失敗或無效，復發代表

的是需要調整面對成癮問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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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否認亦為腦部功能失調所造成之認知障礙

自我覺醒能力上的異常，或是過去常被標定的「否認」，是治療上

的阻礙。事實上，大於八成的成癮個案不覺得自己需要協助，或否認自

己的成癮問題。事實上，這反映了他們在自己問題嚴重度的「認知」上

出了問題，「認知」亦是腦部之神經功能的表現。由於否認，個案容易

被他人視為「故意的」或「說謊」。這個認知問題是起也是因於長期使

用成癮物質後，那些負責病識感、理解或判斷外界或本身訊息的腦神經

廻路，已經呈現病變或功能失調。這些腦神經廻路包括：

‧ Insula：和內在感受、自我覺醒、渴求感有關。

‧Anterior cingulate：和行為的自我監測、反應選擇性（判斷成癮

行為中之不利點）有關。

‧Dorsal striatum：和習慣之自動化有關。

‧Amygdala：和物質相關之情緒有關。

七、成癮可以治療，但難以治癒

物質使用的初期是自主的決定，也因此是一個可預防的行為。如

同其他氣喘、高血壓、糖尿病一樣，個人行為是康復（recovery）的重

要關鍵。因為認同成癮已然是一個腦部功能異常或神經廻路失調的狀

態，個案必需配合治療，遵守醫療建議，處理復發線索，避免高危險情

境，培養適當的休閒活動。在成癮治療的資料顯示，治療不遵從率極高

（30-50％），是所有疾病最高的。

既然成癮是一個腦部功能失調的疾病，可以治療嗎？答案是可以。

成癮是一個可以治療的疾病，成癮者必需為自己負起康復責任，主動尋

求醫療協助。治療包括處理共病、藥物治療、與各類心理/認知/行為治

療。至於成癮可以治癒嗎？在大腦功能已經病變的狀況下，成癮其實是

無法治癒，但這不代表是無期徒刑。就像其他的慢性疾病一樣，成癮是

可以成功被處理。治療讓成癮者重新取回對人生的控制，對抗成癮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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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傷害，反而是良性的影響。

八、早期辨識是否有物質濫用或成癮問題，以避免後期失去對行為

      的控制能力

物質濫用的初期常常是出自好奇或同儕影響下使用，此時對於物質

使用仍有自主決定的能力，然而隨著物質對於大腦酬償中樞的破壞，使

用者常常進展到成癮的階段而不自知，此時使用者已經失去對於行為的

控制能力，且忽略物質使用對於自己健康、人際、職業的影響。表3-1
列出可供家長早期注意的物質濫用問題警訊，物質使用者本身也可辨識

自己是否已出現成癮問題。

加如何早期發現家人有物質濫用問題？

要區分青少年是物質成癮或單純情緒問題有時並不那麼容易，以下

可以提供做為參考：

‧ 在課業或工作出現問題：經常翹課或曠職，突然對學校或工作不

感興趣，成績突然下滑或工作表現異常。

‧ 精神狀況：無精打采，失去動力。

‧ 開始不重視外表：對於穿著打扮失去興趣。

‧ 行為改變：盡全力拒絕讓家人進到他／她的房間，對於外出行蹤

無法交代清楚，和家人或朋友的關係產生劇烈的變化。

‧ 花費金錢：突然向家人要錢但說不出合理的解釋，或家中開始遺

失金錢，值錢物品被偷走，也有可能被用以換取毒品。

‧ 家中發現以玻璃球做成的吸食器，不明白色粉末或冰糖狀的結

晶，特殊外觀的散裝咖啡包。

‧ 身上出現針孔痕跡，或聞到像是燒塑膠一般的臭味。

表3-1  物質濫用警訊之辨識與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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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成癮乃由多重因素所導致，成癮物質透過其藥物作用，影響腦

部功能，而此腦部功能的異常程度，除了與成癮物質種類、使用型態相

關之外，也受遺傳（如個體對於成癮物質作用之易受性）、人格特質、

環境影響，常見物質使用的臨床表徵詳表3-2。在各個因素或各個層面

如何辨識自己是否有成癮問題？

大多數的成癮物質使用都起於好奇心或朋友邀約，然而隨著使用的

時間增加，有些人會開始需要更大量來獲得同樣的欣快感，甚至發現越

來越離不開它，並且在用不到的時候出現強烈的身體不適甚至渴求感。

以下是簡單的篩檢工具，當這些症狀出現時，應當提高警覺是否已

經出現成癮問題：

‧ 覺得自己需要不斷的使用該物質，例如數天一次甚至每隔幾小時

一次。

‧ 對於該物質有強烈的渴求。

‧隨著時間經過，需要越來越多的物質以維持原本的效果。

‧想確保自己隨時都有管道拿得到該物質。

‧花金錢以取得該物質，甚至超過自己可以負荷的經濟能力。

‧無法達到工作該有的標準，或是為了使用該物質而減少社交及娛

樂活動。

‧為了取得該物質做出原本不會做的行為，比方偷竊。

‧在該物質的生理影響下仍然做出有風險的行為，比方開車。

‧耗費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以取得和使用該物質。

‧ 當嘗試想停用該物質時出現戒斷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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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介入，皆可以降低藥物濫用或成癮問題之發生風險。

二、腦部功能病變不僅令藥物濫用者在使用成癮物質之行為失去控

制，也會造成認知功能缺損，情緒失調、病識感或判斷力不佳、行為異

常，甚或生活或社會功能下降。因此成癮行為的預後評估，勿只針對使

用物質這個單面向評值，應全面性同時關切其他面向。

三、由於腦部功能受損，許多共病問題也可能隨之發生，如憂鬱、

焦慮、失眠、精神病症狀、暴力、自殺，故處理藥物濫用者勿只是著眼

於成癮問題的討論或治療，而忽略共病性精神病之影響。藥物濫用者若

轉介臨床評估，除了成癮問題外，必要探討其他共病性問題。

四、各類成癮物質中，目前於鴉片類、酒精、菸草已發展實證為基

礎治療藥物，其他的成癮物質的治療藥物尚在發展階段。成癮是疾病所

衍生的治療概念，應不只強調藥物治療，也應重視其他非藥物治療，包

括認知行為、動機促進、12步驟、正念取向、家庭或婚姻治療，所有治

療皆旨於重塑神經生理功能。因此，不具相對應之治療藥物，並不能推

翻成癮是腦部功能病變之論述。即使行為上的重構，都會反應於腦部功

能之改變。

五、成癮是個大腦功能異常的疾病概念之下，並不代表個案是這

個疾病的受害者，或個人責任可以減輕；相反地，成癮者必須為他們

的康復（recovery）積極地負起責任，比如：積極而持續性地避免drug-
related cues（線索），培養健康行為或休閒活動，規律的生活型態，配

合必要的治療。這如同高血壓或糖尿病患要積極飲食與生活型態的調整

一樣。因此，成癮是一種疾病的概念，並不能免除自我責任，也不能合

理化自己再三的復發。

六、成癮者不是單依著「意志力」即能克服其成癮問題。成癮發展

的最初的確是由自主行為開始，基因或許佔了一半的角色，但是根據研

究:具有家族遺傳史的人也不會全部發展成癮。這也說明為何預防成癮

的發生是如此重要，國家亟需要一個全面性的策略來處理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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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處方藥濫用

    

處方藥若由醫師合理處方且經民眾正確使用，可以達到治療身心

疾病的療效；然而，在民眾不遵從醫囑、醫師未依法開藥或給予病患合

適衛教的情形下，往往會導致誤用甚至濫用、依賴藥物進而造成身心健

康受損的結果，並帶來許多現存及潛在的社會危害。根據美國國家藥物

濫用局（NIDA）調查14歲以上民眾物質濫用的情形，處方藥濫用已經

位居非法藥物（如大麻）之後，成為第二大民眾濫用之藥物；在臺灣，

鎮靜安眠藥的長期使用是一個極大的隱憂，它產成了許多健康危害、醫

療花費與社會負擔，如跌倒、骨折、失智、延長住院、交通意外等，由

此可見處方藥的濫用情形不比非法藥物來得輕微。此章針對臺灣目前在

鴉片類止痛劑、鎮靜安眠藥與精神興奮劑三大類型的藥物濫用與成癮議

題，進行流行病學、介入措施、預防策略等面向之探討。

第一節   處方藥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吳佳儀副教授）

無論是處方藥的誤用或濫用，物質使用的問題從濫用到成癮，常常

與個人用藥劑量失控有關，其原因不外乎是個人面臨多方來自於家庭、

工作、學業等壓力來源、好奇、或同儕因素，導致個人轉向濫用藥物以

自我醫療（self-medication）或尋求刺激與快感（get high）。未正確使

用處方藥的結果，導致個人內在與外在環境極大的衝擊和影響。

有關處方藥濫用的議題，常見民眾以安眠鎮靜藥、止痛藥或成藥

的誤用或濫用，造成長期健康問題，尤其安眠藥若非是由醫師端獲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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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往往容易因民眾錯誤的使用方式、途徑或劑量，造成失眠問題難以

處置、個人長期苦於睡眠困擾。事實上，超過三個月的失眠絕非單純靠

安眠藥可以解決問題，因此安眠鎮靜類藥物的不當使用或甚至濫用（尤

其是Non-BZD類的Z-drugs，如Stilnox史蒂諾斯之濫用），容易使一些

民眾在還未得到療效前，便因副作用而受害。最嚴重者，如不正確使用

鎮靜安眠藥之後產生的嗜睡、安眠作用，使得個案一整天精神不濟造成

跌倒、車禍、進而無法工作等問題，值得注意；而民眾因錯誤使用成藥

（如止痛藥、感冒糖漿等）造成的血糖、血壓不穩定或其他內科疾病共

病，亦是屬於藥物濫用的範疇，有待政府重視此議題。此外，處方藥的濫

用或過度處方亦可能導致無效醫療、健保資源浪費的疑慮，不得不慎。

其次，藥物濫用不僅對個人健康造成危害，還會增加事故傷害、自

殺、暴力事件的風險，並帶來龐大的國家經濟負擔。國內民眾從醫療或

其他管道取得安眠鎮靜藥物的比例相當高，每三人就有一人使用，而濫

用藥物的民眾更不在少數，目前仍缺乏此類藥物濫用之相關流行病學實

證資料。我國現行之法令與政策，常導致藥物濫用者因監禁或住院治療

而中斷工作、學業及家庭等生活，剝奪其社會依附，甚至產生標籤化效

果，導致藥物濫用者不易回歸社會，從而難以擺脫對於藥物之依賴。此

為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衝擊，最大的困境。

第二節   處方藥流行病學（蕭斐元副教授、吳佳儀副教授）

   
藥物若依其來源及合法性分類，可分為處方藥與非處方藥。依照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舉凡成癮性麻醉藥品、影響精神藥品、其他有加強

管理必要之藥品皆為管制藥品，若以醫藥及科學之使用，為合法藥物；

若非正當醫療使用，則為非法藥物。管制藥品橫跨處方與非處方兩類藥

物（圖4-1），其中，處方藥或成藥（OTC）濫用已成為全美14歲以上

成人第二名濫用藥物種類，僅次於大麻。美國常見被濫用的處方藥物

有三類，包含鴉片類（止痛）藥物、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如sed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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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notics，為焦慮及睡眠障礙患者用藥）、及興奮劑（如ADHD 及
narcolepsy患者常用藥物）。然而，臺灣目前有關處方藥濫用的研究，

多根據健保資料庫進行分析，從結果中我們了解醫師處方行為，但其結

果並不能代表病患濫用的傾向，我們仍相當缺乏處方藥「濫用」的調查

報告。因此，本節僅以具成癮性之處方藥物為例，探討流行病學研究之

實證結果，茲分為鴉片類止痛藥與鎮靜安眠類藥物兩類進行報告。

圖4-1   藥物濫用範疇

一、鴉片類止痛藥之流行病學資料

2017年Kang等人使用管制藥品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庫統整2002-2014
年臺灣消耗鴉片類止痛劑情形。消耗量以每百萬人口每日定義劑量

（Defined Daily Doses for Statistical Purposes per million person per day, 
S-DDD/m/d）呈現，人口資料取自臺灣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庫。十三

年間臺灣鴉片類藥品總消耗量顯著增加41％（從631.2 S-DDD/m/d增加

至889.5 S-DDD/m/d），若將鴉片類止痛劑依效價分類，強效鴉片組

（morphine、fentanyl及pethidine）整組藥品的消耗量穩定提升（從352.0 
S-DDD/m/d增加至734.4 S-DDD/m/d），其中morphine（+ 121.7％）及

fentanyl（+ 119.8％）的消耗量增加，而pethidine（- 41.2 ％）的消耗量

則降低；弱效鴉片組（codeine及buprenorphine）整組藥品的消耗量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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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從279.2 S-DDD/m/d降低至155.1 S-DDD/m/d），其中codeine（- 73.0 
％）的消耗量下降，而buprenorphine（+ 1153.8％）的消耗量則增加。

若將2011-2013年臺灣整體鴉片類止痛劑消耗量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

臺灣的平均消耗量（846 S-DDD/m/d）高於亞洲（154 S-DDD/m/d）、

南美洲區（154 S-DDD/m/d）的平均消耗量，在亞洲區的鄰近國家中，

臺灣的整體鴉片類藥品的平均消耗量僅次於日本（1070 S-DDD/m/d）。

相較於北美（10814 S-DDD/m/d）、歐洲（6379 S-DDD/m/d）及大洋洲

區（9022 S-DDD/m/d），臺灣的消耗量則是遠遠較低。臺灣目前亦是

快速高齡化國家，可以預期未來鴉片類止痛劑消耗量仍會逐年上升。另

外，研究中沒有明確將用於其他適應症的鴉片類藥品獨立出來分析，例

如用於鴉片類藥物替代治療之buprenorphine以及止咳用codeine，因此無

法準確解讀出單純用於止痛的鴉片類藥品消耗量。

2016年Lin等人使用健保資料庫研究2003-2011年間，被診斷為癌

症的患者（ICD-9-CM: 140-208）鴉片類止痛劑的使用情形，所有處

方紀錄皆以WHO ATC系統分類，將曾經處方過至少一次止痛劑（不

論是否為鴉片類）的患者定義為止痛劑使用者，並使用WHO公告之

defined daily dose（DDD） 計算及比較鴉片類藥品的使用情形。癌症

患者中使用止痛劑者約佔50％，其中使用鴉片類止痛劑者的比例從

2003年的48.2％增加至2010年的52.0％，並於2011年稍下降至51.0％。

使用鴉片類止痛劑患者中，使用強效鴉片類（morphine及fentanyl貼
片）者的比例在研究時間中保持穩定（44.4-48.3％）；使用弱效鴉片

類（tramadol、codeine及buprenorphine）者，由2003年的52.1％增加至

2011年的69.1％；不建議使用的鴉片類（propoxyphene、nalbuphine與
meperidine）則從2003年的66.7％，減少至2011年的45.7％。鴉片類藥

品的年度累積使用劑量（以DDD表示）方面，則從2003年的41.8增加至

2009年的44.6，但在2011年稍降至39.2，此下降主要是因為減少強效鴉

片類止痛劑的使用。另外，強效鴉片類止痛劑使用者中，有高於50％的

患者使用fentanyl穿皮貼片，但在研究期間，使用者的比例有下降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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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從2003年的60％下降至2011年的51％，而長效型口服morphine的使

用者則只佔約10％左右；弱效鴉片類止痛劑使用者中，使用tramadol者
在2011年增加至71％。於研究期間，使用鴉片類止痛劑者的比例從2003
年的48.2％到2011年的51.0％，有略為上升之趨勢，在癌症患者逐年提升

（2003年30多萬至2011年50多萬）的情況下，預期鴉片類止痛劑的總消

耗量亦會有上升之趨勢，此結果與2017年Kang等人研究所得到的趨勢相

互呼應。另外，此研究亦發現短效型與長效型強效鴉片類止痛劑的使用

比例，從2003年的0.41增加至2011年的0.63，此數值明顯高於臨床準則建

議之10-20％，因此日後的疼痛控制持續教育，可著力於合理使用短效

型與長效型強效鴉片類止痛劑，以期達成更適宜的癌症病人疼痛控制。

2015年Cheng等人分析2003-2012年間慢性頑固性非癌症疼痛患者使

用鴉片類止痛劑的情形，此研究納入醫院向醫療使用管制藥品審核會列

報，並核可長期使用鴉片類止痛劑的病人共644人。最常被診斷的疼痛

類型中，在男性依序為神經病變（28.9％）、慢性胰臟炎（20.2％），

在女性則為神經病變（27.7％）、骨折與骨關節炎（13.3％）。單一

鴉片類止痛劑使用者中，最常被處方的為morphine（52.2％）；兩個

鴉片類止痛劑併用使用者中，最常使用的組合則為morphine與fentanyl
（50.8％）。Morphine在大部分的科別為最常被處方之鴉片類止痛劑，

但在神經科（78.0％）及整形外科（50.0％）中，最常被處方的鴉片類

止痛劑則為pethidine。研究中看到部分不適宜的鴉片類止痛劑處方，例

如同時使用兩種鴉片類控制疼痛在臨床上的益處不大，且pethidine因成

癮性與累積性神經毒性，所以不被建議使用於長期慢性疼痛控制。研究

案例受限於新診斷慢性頑固性非癌症疼痛且初次列報之病人，樣本數量

不足，因此無法呈現所有鴉片類止痛劑使用者的實際情況。

二、鎮靜安眠藥之流行病學資料

臺 灣 目 前 鎮 靜 安 眠 藥 （ 以 下 專 指 所 有 B Z D 接 受 器 促 動 劑 ，

Benzodiazepine receptor agonist）使用的相關流行病學調查，應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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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資料庫的分析最具全國代表性。另外，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與藥

物管理署委託專家學者，針對鎮靜安眠藥的使用、濫用也一直有系列研

究，資料最完整。這些研究都提供重要的鎮靜安眠藥使用與濫用的資

訊，對於未來進一步深入探討相關議題，擬定評估與介入措施，有重要

的參考價值。

2007年吳佳璇醫師分析健保資料庫20萬抽樣歸人檔，報告2001-
2004年臺灣使用苯二氮平類接收器之鎮靜安眠藥（含：BZD與Z-drug）

相關之流行病學資料。研究中，以世界衛生組織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ATC）分類鎮靜安眠藥，並以DDD（defined daily dose）計算

千人每日DDD。研究結果發現，四年間BZD接受器鎮靜安眠藥使用之

年盛行率介於 18.02-18.94％，變化不大，但使用量逐年升高（每千人日

DDD由27.19增加至40.48）。老年人口BZD盛行率與使用量高於全體人

口。BZD總處方筆數與總用量逐年增加；其中以zolpidem之使用頻率與

用量增加幅度最大。一次看診重複處方至少兩種BZD的情形並不罕見。

在此研究中發現20萬人抽樣歸人檔中使用鎮靜安眠藥的盛行率穩定

但以DDD 計算的使用量逐年升高。使用量逐漸增加需要特別注意。除

了國人平均使用量可能確實增加的警訊外，可能需要進一步檢視是否有

其他因素影響使用量的估計。舉例來說，該研究也發現老年人口BZD盛

行率與使用量高於全體人口，這也可能反映人口結構老化與焦慮、失眠

慢性病程的本質。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在該研究並未納入考慮。未來

可進一步依年齡層分析使用BZD的盛行率與平均DDD增加的趨勢，是

否只是反映社會年齡層老化的問題。既然BZD對於高齡者認知功能、心

理運動功能與協調功能影響甚鉅，若真的高齡者使用較高劑量的BZD，

針對高齡者BZD的控管，就更為重要。另外，該研究也發現近年來使用

zolpidem的頻率與用量增加。倘若整體處方BZD的盛行率變化不大，這

代表開立的BZD 接受器藥物種類有消長。這種情形下，DDD增加的趨

勢，可能反映使用藥物換算成DDD後的變化現象。舉例來說，ATC中

estazolam中的DDD設定為 3mg，這與臺灣常開立的單顆 2mg的劑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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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而zolpidem的DDD是10 mg，卻是一般的單顆劑量。若使用安

眠藥的人口比例未增加，但開立的藥物改變，就有可能造成DDD的增

加。另外，併用兩種BZD的情形並不罕見。由於健保資料庫資料反映醫

師的處方行為，倘若把併用視為濫用的指標，可能就會把治療情境下的

使用習慣視為患者濫用。 
2011年張家銘醫師以長庚醫院四大院區的電腦資料，定義 (1)增加

劑量：處方劑量超過建議劑量 (2)多重使用：兩種以上的BZD或Z-drug 
(3)重複開立：重複開立類似的處方 (4)長期治療：持續使用超過半年為

長期使用者等，安眠藥濫用的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單純使用BZD
者約有50％會加量使用，純Z-drug或是 Z-drug+BZD組，則有約25％加

量使用。約有33.3％會重複用藥，前兩位常見共同開立的是clonazepam
與zolpidem。長期處方者約7.9％，以精神科醫師開立、高共病、精神疾

患等族群最多。由於這是醫師的處方行為，和患者主動的蓄意濫用行為

應有落差。舉例而言，重複用藥中的zolpidem與clonazepam組合，其實

是臨床中為了克服zolpidem半衰期較短，無法處理夜眠中斷與早醒而常

用的處方組合，也部分說明了先前健保資料庫調查所發現，併用鎮靜安

眠藥物非屬罕見的原因。同樣的，這四種疑似濫用的相關因素，同樣偏

向因應患者病情需要的醫師處方行為。

2012年翁德怡醫師使用2010年健保資料庫百萬人歸人檔分析長期

使用6個月以上、可能處方濫用者（長期使用且年累積量達2倍DDD
以上），與高度懷疑處方濫用者（長期使用且年累積量達3倍DDD以

上）。研究結果發現，我國長期使用6個月以上鎮靜劑者推估全國有

3.65％，使用劑量大於處方用藥劑量（可能濫用者），推估之盛行率為

0.42％。該研究中也顯示，若以年累積使用量超過3倍DDD視為高度懷

疑處方藥濫用來看，處方的藥物別中，高度懷疑處方濫用者占該藥物長

期使用者比例以triazolam（1.3％）最高,其次是zolpidem（0.48％）。該

研究同樣以ATC分類系統提供的DDD計算合理使用量，並以高量使用作

為濫用的指標。這份研究中將長時間內處方劑量與建議劑量的倍數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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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傾向，並定義一般臨床甚少開立的三倍劑量為高懷疑濫用者，更貼

近臨床經驗。高度懷疑濫用的藥物則以速效、短效藥物為主。使用DDD
計算鎮靜安眠藥使用的單位，除了部分DDD與國內經常使用的劑量不同

外，某些國內常用的BZD類鎮靜劑，因為是適應症的關係，ATC系統中

並沒有抗焦慮或安眠的DDD。舉例來說，clonazepam的DDD為8mg，是

作為抗癲癇藥物的維持劑量。這是日後研究應加以修正的地方。

除了本土健保資料庫之分析研究外，其他有關鎮靜安眠類藥物的國

內外相關流行病學研究，整理如下：

國內鄭淑文等人於2009年研究2007年所有至某院門診的患者使用鎮

靜安眠藥的處方型態，分析顯示，平均每張處方籤的BZD類藥品開立量

為55顆，最常開立的處方為zolpidem，佔所有鎮靜安眠藥品的17.83％，

其次為estazolam，佔所有鎮靜安眠藥品的17.17％。另依藥品之藥理分

類進行分析，鎮靜藥品中，lorazepam的開立量最大，佔總用量之16.20 
％；安眠藥品中，zolpidem的開立量最大，佔總用量之14.50％。在重複

用藥方面，女性患者重複用藥之比例略高於男性患者，男性患者重複併

用兩種以上BZD藥品的比例為3.79％，女性則為5.15％。

2010年Chan等人使用健保資料庫分析2000-2003年間所有老年且

被診斷為髖部骨折的患者，研究潛在處方不當的BZD藥品使用模式以

及髖部骨折風險。老年人不當BZD處方劑量的根據為2003年版本的

beers’criteria，並分析患者年齡、性別、併用藥物、初次處方後7-180天

發生的骨折事件。老年患者服用BZD藥品的比例在研究期間皆有下降

的趨勢，其中短效BZD藥品從2000年的28.1％下降至2003年的25％；

長效的BZD藥品則從2000年的19.5％下降至2003年的14.5％。進一步以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研究期間老年患者使用BZD藥品與髖部骨

折風險的相關性，發現潛在處方不當的BZD藥品與髖部骨折風險有高

度相關（2000年aOR: 1.57, 95％ CI: 1.23-2.0；2001年aOR: 1.38, 95％ CI: 
1.06-1.81；2002年aOR: 1.68, 95％ CI: 1.42-1.99；2003年aOR: 1.45, 95％ 
CI: 1.22-1.72）。另外，此研究亦發現，使用長效或短效BZD類藥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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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天以上，最有可能發生骨折風險。此研究在BZD類藥品使用量的下降

趨勢與Hsiao等人分析所得之上升趨勢不相符合，其中原因可能與此研

究之對象，僅侷限於老年且被診斷為髖部骨折的病人。

2016年Hsiao等人使用健保資料庫分析2001-2010年間大於65歲的

老年患者使用Z類鎮靜安眠藥的趨勢。研究期間的十年中，患者數量以

及處方數量皆顯著增加，每個老年患者使用Z類鎮靜安眠藥品的年處方

次數，由2001的3.1次成長為2010年的5.8次，相似的模式也可在BZD類

鎮靜安眠藥品上看到（2001的3.2次至2010年的5.5次）。研究發現，研

究期間老年患者主要從非精神科專業門診得到Z類鎮靜安眠藥，其中以

內科門診為最多，約佔30％左右，而從精神科專業門診得到Z類鎮靜安

眠藥處方的老年病人，則小於15％。Zolpidem為最常被處方的Z類鎮靜

安眠藥，占了Z類藥處方中的85％，且比例有上升之趨勢，從2001年的

66.6％增加至2010年的86.7％。平均每位老年患者一年可得到大約180天

的Z類藥處方量，顯示老年患者可能有依賴這類藥品且導致後續不良事

件發生的疑慮。

美國一項使用2002-2004國家藥物使用與健康（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的調查資料顯示，約有2.3％過去一年曾非處

方使用鎮靜安眠藥，當中有9.8％符合DSM-IV藥物濫用或依賴的診斷

（Becker et al., 2007）。而美國全國共病調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則發現，使用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CIDI）診斷的鎮靜安眠藥物終生依賴盛行率為：0.5％，非處方使用

為7.1％，而有17.1％曾使用鎮靜安眠藥物（Goodwin et al., 2002）。在

歐盟國家，非處方使用比例則約為8％（Seblova et al., 2005）。由國際

大型，較具代表性樣本的研究中可知，因為定義與研究設計的差異，很

難在鎮靜安眠藥使用、非處方使用、濫用與依賴之盛行率間相比較。但

與國內健保資料庫資料相比，非正常使用的個案中（高量使用或非處方

使用），約略有10％的個案可能是濫用或成癮個案。

再者，有關濫用的BZD接受器藥物種類（含BZD類藥物與Z-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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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一篇法國百萬人的次級申報資料，以「遊走醫師（doctor 
shopping）」定義濫用的指標。該研究發現，在BZD類鎮靜安眠藥中，

從不同醫師處取得相同且重複用藥種類，以flunitrazepam與 diazepam
最多（Pradel et al., 2010）。另外一篇英國直接詢問受訪者使用各種鎮

靜安眠藥的濫用情形（例如：追求欣快感、非法販售、自覺成癮、非

醫師處方情境使用等）的調查，濫用傾向以flunitrazepam, nitrazepam與

temazepam最高，Z-drug則和鎮靜型抗憂鬱藥與抗組織胺相仿（Jaffe et 
al., 2004）。這些易濫用藥物的種類和國內的分析結果，不管在BZD類

藥物或是Z-drug方面都不完全相同。國外藥物比較多是速效、長效藥

物，而國內則是速效、短效藥物。會有這樣差異的原因不明，未來應進

一步探討。

總結以上，因為研究設計與定義的不同，臺灣與國際間鎮靜安眠

藥物的濫用與成癮流行病學調查尚難直接比較。主要原因在於國內具代

表性樣本中，定義濫用與成癮（依賴）的方式較為間接。然而從國內現

況可發現處方藥物的濫用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未來在臨床上如何強化病

患對正確用藥的教育以降低藥物濫用的風險，以及如何提升醫師於處方

行為中的民眾衛教，使民眾對處方藥物更為警惕，避免因誤用、濫用或

依賴而造成嚴重後果。其次，在處方藥濫用的實證研究方面，建議未來

累積更多有關國內臨床病患的處方藥濫用實證資料，也應發展資料庫研

究中具有效度的濫用或成癮指標，或是直接進行大型的田野流行病學調

查，藉以評估臺灣鎮靜安眠藥物的濫用與成癮問題。

第三節   處方止痛劑與成癮（孫維仁教授）

Opioid類型止痛藥是美國最常被濫用的處方藥物之一，癌症與慢性

疾病是引發慢性疼痛的主因，本節僅就癌症疼痛及慢性非癌症疼痛之止

痛藥物治療與可能之成癮性進行討論，並分析國內外情況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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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癌症疼痛治療

（一）癌症疼痛藥物治療

臺灣地區的研究報告（1911年）指出30.9％的癌症病患主訴中有疼

痛，而轉移時比率則上升至39.9％（鄭澄寰等人，1991）。另一研究顯

示癌症病患發生疼痛的累積盛行率約為87％。止痛藥物大致上可分為非

鴉片類、弱效鴉片類藥物及強效鴉片類藥物。遵循藥物治療的基本原則

即可控制70-90％的癌症疼痛，世界衛生組織對癌症疼痛治療之基本原

則如下：

1. 口服給藥， 2. 按時給藥，3. 依階段給藥，4. 因人而異給藥，5. 
注意細節。 

1986年時WHO根據疼痛的程度，提出了三階梯式疼痛治療方案。

概括來說，對於輕度疼痛患者，可採用第一階段之acetaminophen或非類

固醇消炎止痛藥作為起始治療。目前在第二及第三階段治療中，鴉片類

藥物扮演著主導的角色。對有特殊適應症的癌症疼痛患者，應加用輔助

表4-1   WHO三階梯式治療藥物分類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輔助藥物
止痛藥物           止痛藥物           止痛藥物       

Acetaminophen Codeine Morphine                 Anticonvulsants

NSAID Tramadol Fentanyl                   Antidepressants

COX2-inhibitor Butorphanol Meperidine       Laxative

                               Buprenorphine Hydromorphone       Bisphosphonate

                                                                                               Strontium-89

（本表僅列出臺灣常見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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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與止痛藥合用。由於疼痛的病因複雜，其治療宜採取多面向處理，

跨專業疼痛管理模式已成為治療準則，專科成員包括腫瘤科醫師、護理

人員、麻醉科醫師、神經科醫師、精神科醫師、物理治療師及藥師等。

（二）慢性治療癌症疼痛是否會成癮？

傳統觀念認為長期使用鴉片類藥物會導致成癮。研究發現多數的臺

灣地區病患會擔憂鴉片類藥物造成負面效應（Lai et al., 2002）。事實

上，這些觀念並不完全正確。以正當合理的方式使用鴉片類藥物，特別

是無藥物濫用病史的患者，病患發生成癮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Sun 
et al., 1992）。

戒斷症候群（withdrawal syndrome）及耐藥性（tolerance），是鴉

片類藥物長期使用的藥理特性，可以預期並且能夠解決。成癮的發生除

了前述身體依賴性外，還必須包括心理依賴性，這是一種持續渴求藥物

的強迫性行為，對藥物之渴求已超過治療所需，並影響正常生活。一般

而言，只要循序漸進的停藥，多半能順利停止使用鴉片類藥物。

（三）趨勢與展望

嗎啡消耗量是一個國家緩解癌症疼痛能力的重要進步指標。近年

來世界各國比較鴉片類藥物使用量或消耗量時多採用統計型每百萬人口

每日界定劑量（Statistical Defined Daily Dose, S-DDD），據統計臺灣在

1991至1995年間S-DDD為69.5，相對於英國、美國及日本的比例分別為

1:41、1:25及1:4，而澳大利亞國家人口與臺灣相近，但其S-DDD卻是我

們的40倍。由此數值可見在過去臺灣醫師較不傾向使用嗎啡來控制癌症

疼痛。

據國際麻醉藥品管制局（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INCB）統計，20年以來全球鴉片類藥物用於緩解癌症疼痛的消耗量有

上升的趨勢，尤其以北美及歐洲國家上升趨勢最為明顯。然而，一些亞

洲國家如香港、新加坡及南韓等仍遠低於歐美地區。臺灣鴉片類藥物消

耗量資料可從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組的批售數據取得，批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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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顯示過去1987至2002年間臺灣每日平均嗎啡消耗量遠低於許多已開發

國家（潘雪幸等人，2010）。

近年來，除了pethidine之外，臺灣在pentanyl貼片、口服及針劑型

嗎啡等鴉片類藥物用量都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但仍比許多已開發國家

低（Pan et al., 2013）。Pethidine為短效的鴉片類藥物，能緩解中到重度

疼痛。Pethidine具有活性代謝物normeperidine，若累積過多於體內會引

起焦慮、肌陣攣（myoclonus）、情緒改變甚至癲癇等副作用，這副作

用隨著特定時間內給予越多劑量而越明顯。最新的疼痛控制準則皆呼籲

要謹慎使用pethidine。過去臺灣地區Pethidine的使用頻率相當高，1990
年pethidine比上嗎啡的消耗量比率大於1（Sun et al., 1996）。目前根據

最新的研究調查顯示，臺灣在2002至2007間pethidine的總使用量持續下

降，然而一些特定次族群如年長者、農鄉居民、地區醫院及診所、門診

及急診等卻有增加的趨勢（Pan et al., 2012），未來針對這類病人開立

Pethidine處方的合理性，還需進一步評估。

二、慢性非癌症疼痛處置

（一）鴉片類藥物使用與管理

除了癌症之外，許多疾病也會有慢性疼痛的症狀，例如脊椎手術

失敗症候群、慢性胰臟炎、神經病變痛等。這些慢性非癌症疼痛經常造

成病患無法工作，並對生活品質造成負面的影響。近年來有許多研究

證實，鴉片類藥物在謹慎挑選監控使用下可有效治療慢性非癌症疼痛

（Chou et al., 2009）。

數十年來，西方國家採用鴉片類藥物治療慢性非癌症疼痛有顯著成

長，2014年的研究顯示美國地區約有6成的慢性非癌症疼痛患者接受過

鴉片類藥物治療（Ringwalt et al., 2014），數值過高的地區顯示鴉片類

藥物有被濫用的風險（McDonald et al., 2012）。一篇在美國的大規模研

究報告指出，有20-24％接受鴉片類藥物治療之慢性非癌症疼痛病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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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被濫用（possible misuse），而很有可能被濫用（probable misuse）
的比率則是3-6％（Sullivan et al., 2010）。

臺灣從1996年開始對於慢性非癌症疼痛病人長期使用鴉片類藥物治

療有嚴謹的管理規範，所有需要使用這類藥物的病人都需被登入於中央

衛生部門的管制藥物管理單位。每次醫師診療時，需詳細評估記錄病人

疼痛情形、有無藥品相關之副作用、生理心理之功能及狀態、有無藥物

相關之異常行為等。在2001年臺灣約2,300萬人口中僅有114名以鴉片類

治療的慢性非癌症疼痛病患登入至中央管制藥品單位，至2010年時登入

人數也僅成長至328名，治療病患中成癮的比率為0.43％，被濫用的比

率則為0.05％（Lin et al., 2010）。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臺灣有相當

多的慢性疼痛病人可能嚴重被低估。

（二）製劑科技進步對成癮性藥物管理之突破

 雖然鴉片類藥物被證實能有效控制慢性非癌症疼痛，但長時間使

用又會令人擔憂起這類藥物的安全性、耐受性、成癮性，甚至是國家

法令限制等因素，而使得用量降低。許多鴉片類新劑型的問世如舌下錠

（sublingual）、穿皮貼片（transdermal patch）等，促使疼痛治療在這

些理想目標上有很大的進展。以fentanyl為例，穿皮貼片劑型的fentanyl
與緩釋型口服嗎啡相比有更佳的病患順從性，而且產生副作用的機率也

相對較低（Payne et al., 1998）。

Buprenorphine為臨床上使用超過30餘年的鴉片類藥物，治療活

性主要是源於對µ受器部分致效（partial agonist）及抑制κ受器。

Buprenorphine具有天花板效應（ceiling effect）的藥理特性，因而降低

了成癮及劑量過高產生毒性的可能性（Johnson et al., 2005）。此外，

Buprenorphine對µ受器的分離速率較低，故藥物的作用時間較長，有利

於減少戒斷症狀發生的可能性（Ling et al., 2009）。

近年來有許多以防止或阻嚇鴉片類藥物被濫用為目標而設計的劑

型問世，由於濫用者傾向使用速效型藥物來滿足成癮的心理需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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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透過改變藥物原有的釋放途徑來達成目的，例如將錠劑破壞萃取其

成分而將其吸食、注射等，所以防止藥物被濫用的設計策略包括製做成

長效緩釋劑型、增加錠劑硬度以防止被破壞萃取、將嗎啡及Naltrexone
（鴉片類藥物抑制劑）兩者調和的複方製劑、摻入Niacin使過度或非經

正當途徑使用的濫用者產生不適感、經特殊物理化學方法設計成黏性高

而難以被注射或吸食之口服錠劑等（Webster, 2009）。

相信隨者鴉片類藥物製劑研發的進步，其被濫用的可能性會降低和

安全性會提升，國內成癮性藥物管理部門將可適度調整管理方式，以科

學研究報告為依據，並擷取先進國家的管理經驗，制定出最符合臺灣本

土的使用規範，使臨床醫師能更彈性地使用成癮性藥物治療飽受疼痛所

苦的病患，造福更多的病人。

第四節   鎮靜安眠藥濫用問題（陳錫中主治醫師）

本節以鎮靜安眠藥為例，說明處方藥濫用及成癮的機制、原因與治

療方式。

一、前言

鎮靜安眠藥屬於中樞神經抑制劑。過去經由直接或間接作用於中

樞氯離子通道產生抗焦慮、睡意等作用的藥物包含酒精、溴化物、巴比

妥鹽、甲丙胺脂（meprobamate及methaqualone等）、苯二氮平類藥物

（benzodiazepine）、非苯二氮平類的Z-drug等。現今還有經由melatonin 
接受器作用的ramelteon以及食慾素拮抗作用的suvorexant 等不同機轉的

藥物。許多具高成癮性的藥物已甚少用在臨床治療焦慮或失眠症狀，

因此本章節僅針對同樣作用在苯二氮平類接受器的BZD及Z-drug進行討

論。

在化學結構上，Z-drug中的zolpidem為imidazopyridine, zolpiclone為
cyclopyrolone而zaleplon為pyrazolopyrimidine，eszolpiclone則為zolpic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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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旋異構物，和傳統的BZD類藥物的結構並不相同。但由於BZD和 
Z-drug都是作用在BZD接受器上，經過BZD-GABAA-Cl-離子通道蛋白

質複合接受器（BZD-GABAA-CL- ionophore protein complex），提高

GABAA藥理上與氯離子通道接受器結合能，間接增加氯離子移入細胞

內而產生作用，因此也被統稱為BZD接收器促動劑。由於BZD接受器

促動劑藥物只能增加GABAA的功能，因此當GABAA濃度飽和時，這類

藥物的作用就到達頂峰。因此，若非合併酒精或其他藥物使用，BZD
接受器促動劑屬於安全的藥物，單獨致死的機會很低（沈武典等人，

2014）。

OʼBrien（2005）指出BZD接受器促動劑，依每種藥品的特性，可

以產生包含鎮靜、安眠、肌肉鬆弛、抗痙攣等作用，同時也會出現記憶

力減退的情形。倘若患者因為服用藥物產生不預期的欣快感、因為症狀

控制不佳或出現藥物耐受性而自行加藥，或是停藥過程產生嚴重的戒斷

症狀等原因，就有可能讓患者產生誤用（misuse）、濫用（abuse）、生

理與心理依賴（dependence）或成癮（addiction）。此章針對BZD接受

器促動劑濫用與成癮問題的本土流行病學資料、診斷、治療與預防等面

向進行彙整。冀望能藉此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區分臨床需要與濫用之

差異，強化臨床使用的安全性，避免濫用與成癮。

二、失眠症本質、治療方式與濫用、成癮診斷構面的重疊性

「採用短效性藥物」；「採取最低的有效劑量」；「給予間歇

性的服藥方式（每週 2-4 次）」；「限制療程的持續時間（整體不多

於3-4週）」等是使用安眠藥的基本原則（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2005）。這些為人熟知的準則，對於保障用藥安全有其重要性，也一直

被奉為圭臬。然而，這些用藥原則多半是1980年代基於巴比妥鹽類鎮靜

安眠藥物用藥經驗發展出來的原則。此外，這些原則也是基於失眠是

「次發」症狀的診斷位階概念所訂定。由於新型藥物的發展以及失眠流

行病學與臨床研究的證據，這些舊有準則的部分內容，已不合時。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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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會將合理的臨床使用和濫用與成癮劃上等號（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2005）。

（一）「採用短效性藥物」與濫用風險的關係

藥物的半衰期決定於藥物動力學。而藥效的啟動快慢，則和藥物

的脂肪溶解度有關。由於失眠症狀中以入睡困難最常見，因此，患者主

觀認為效果良好的藥物，往往是速效藥物。雖然半衰期和藥物作用速度

是兩件事，但當今常用的短效藥物多是快速作用藥物。由於失眠的症狀

不是只有入睡困難，尚有夜眠中斷與早醒，鼓勵使用短效藥物的用藥原

則，可能因為短效藥物無法處理的失眠症狀，需要另外加量或輔助其他

鎮靜安眠藥才能完整處理所有症狀，這也是部分使用高量藥物可能是臨

床需求，不適合視為濫用指標的原因之一。此外，既然目前療效受歡迎

的短效藥物，多半是速效藥物。處方的安眠藥物可能因為這個指引而增

加濫用成癮的可能。

（二）實際使用量超過最低有效劑量的醫療原因

安眠藥是精神作用藥物中特別仰賴血中濃度與藥物動力學的藥物

種類。由於中樞神經清醒機轉與促睡系統間的平衡是一種類似電燈開關

的切換系統，因此「需要」也「只要」達到相當的藥物濃度就可以啟動

睡眠。一旦藥物對身體造成鎮靜安眠的作用，就不需要再增加藥量。有

鑑於此，使用準則一向建議尋求最低有效劑量。然而，臨床上往往會出

現有效劑量超過建議劑量的窘境。瞭解出現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將有

助於發展合理的處方鎮靜安眠藥濫用與成癮的定義。在過去，安眠藥的

療效與安全性研究，絕大多數都僅選取「無共病失眠症，或稱為『原

發性失眠（primary insomnia）』」患者作為臨床實驗對象（Buscemi et 
al., 2007）。對照失眠症的病因資料可以發現，「無共病失眠症」僅佔

約10％的失眠症患者。換言之，適用於「無共病失眠症」患者的安眠藥

劑量，不盡然能外推於所有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基於較高劑量的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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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往往會有較顯著的不良副作用的事實，當患者必須使用較高劑量或是

超過建議劑量的安眠藥才能獲得療效時，就必須考慮是否有被疏漏的

原發性疾患。在一般族群中，精神疾患是最常見引起失眠的根本原因

（Ohayon, 2002）。忽略這種使用較高量藥物的原因，會讓治療者與患

者誤以為自己是「上癮」。

（三）不正確間歇性的服藥方式導致心理依賴

過去認為間歇性的給藥方式，可以避免出現藥物耐受性（tolerance）
的現象或是停藥時出現反彈性失眠。同時，間歇性給藥也可避免長效型

安眠藥在連續使用數日之後出現囤積體內的中毒現象。自從反彈性失眠

現象較少的Z-drug問世之後，間歇性的服藥方式比過去主要使用BZD的

年代，更為容易操作。進行「當用則用、能省就省」的用藥衛教，可以

協助患者重拾對於睡眠的「掌控感」。需要注意的是，若沒有良好的非

藥物治療方式（例如：失眠的認知行為治療）為基礎，在沒有使用藥物

的期間，患者還是會因為對於失眠症狀的預期性焦慮而造成失眠，或因

為對於隔日日間不適的錯誤歸因，而強化非靠藥物不得睡的挫折感。如

此一來，反而成為「當用則用、能忍就忍」，進而反向強化心理上的依

賴（psychological dependence）。讓患者覺得想努力減藥或停藥，卻辦

不到，像「上癮」一般。

（四）「療程不宜持續超過三至四周」的治療指引，不一定適用於

            有共患疾病或嚴重的慢性失眠

傳統短期使用安眠藥物不宜超過三至四周的原則，起源於早年在

長期使用巴比妥鹽以及BZD類藥物後出現耐受性與成癮性的歷史經驗。

此外，理論上，若是大部分失眠成因都是「次發」，失眠僅是潛在疾病

的表面「症狀」，及時發現並充分治療「原發」的疾病應該才是治療重

點，自然沒有道理長期使用「症狀治療」之用的安眠藥。然而，近三十

年來失眠的病程研究發現，失眠其實是一種「慢性病」，約有80％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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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病程超過1年，將近65％的失眠超過5年（Ohayon, 2010）。另外，往

往所謂的「原發性」病因（例如：憂鬱症）治療告一段落後，失眠症狀

仍然持續存在（Carney et al., 2007）。因此，在西元2000年之後，睡眠

醫學界逐漸開始提出短期治療無法克服失眠慢性化的觀點。之後，臨床

上才開始著手進行為期較長的療效與安全性的藥物試驗。目前已有數種

BZD接受器促動劑類藥物（以Z-drug居多），完成為期超過半年的療效

與安全性研究。臨床失眠治療指引也將失眠可能於治療原發性疾患後仍

然存在的觀念加入處理流程中。然而，基於用藥安全始終為首要考量的

前提下，所有的安眠藥物使用指引，仍然建議應盡可能避免長期使用安

眠藥物。目前共識建議為：在積極處理可能造成失眠的原因之後，且已

有充分的非藥物失眠治療的前提下，若患者為嚴重型失眠、復發型失眠

或有其他慢性疾病的共病失眠患者，經衡量不使用安眠藥的「弊」遠大

於「利」時，可以在規則的追蹤下，持續或間斷地較為長期使用安眠藥

助眠（Harrison, 2016）。需要較為長期使用鎮靜安眠藥的患者，治療者

或患者經常因為使用較為長期的藥物而矛盾。近年的研究顯示，有彈

性，但安全的使用較為長期的安眠藥，對於難治的失眠而言，有其必要

性。若執著於停藥，反而會讓共病情形更難控制。若不清楚治療指引的

更新，合理的長期使用安眠藥會被誤認為是成癮。

總之，最新的失眠症治療的指引仍謹守傳統安眠藥短期使用、低量

使用、能減則減的原則。但因應臨床治療的困境，已有若干較有彈性的

調整。在評估濫用或成癮，必須將這類屬於合理治療需要的情境和濫用

區分，才屬合理。

四、現行物質使用疾患之診斷或篩選量表不適用於醫療處方使用之

      鎮靜安眠藥

傳統的「成癮」之定義，需要個體出現強迫性地求藥行為（drug 
seeking behavior）以及失控感。而根據現行DSM-5物質依賴診斷準則

中，一個需要長期使用BZD的慢性焦慮症患者，很容易因為疾病需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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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鎮靜安眠藥物的本質產生的藥理性依賴，而被診斷為輕度BZD「成

癮」（DSM-5的依賴dependence）。舉例來說，對照DSM-5物質使用疾

患的診斷準則，一個使用鎮靜安眠藥的患者本身或是因為醫師衛教而認

知到安眠鎮靜藥物應該短期使用，但因為身心共病的慢性特色，導致需

要較長期使用，或是因為共病失眠症使用更高量安眠藥物，就會滿足

「比此人所願意更為大量或更長期使用」。若是因為失眠慢性化的特

色，或是藥物產生的生理依賴性，同時因為患者不正確的方式導致減藥

或停藥失敗，就會滿足「戒除或控制此物質使用有持續的意願，或多次

不成功的努力」。若患者因為使用安眠藥物跌倒或是出現複雜睡眠相關

行為，但因為失眠困擾，堅持繼續使用安眠藥，就可能滿足「明知會造

成危險，仍繼續使用此物質」、或「明知會造成身體或心理問題，仍持

續使用此物質」。若治療者未發現患者出現新的共病問題，導致患者鎮

靜安眠藥使用因為共病惡化而需要更高量，就會出現「假耐受性」（因

為安眠藥適應症改變導致的劑量變化），就可能符合「需顯著增加物質

使用量以達到所想要的效果」。如此一來，很輕易地就會因為疾病或是

藥物本質導致患者符合輕度到中度的「物質使用疾患」。然而，這卻是

因為失眠症的特性以及藥物特性所引起。

蔡瑞修於2009年提到，不僅在診斷層級，物質濫用的篩檢工具，

若套到鎮靜安眠藥使用，同樣有類似的問題。國內曾發展「依賴嚴重量

表」篩選可能的鎮靜安眠藥濫用者與嚴重程度。該量表中問項之概念，

部分和失眠症慢性化本質相重疊，或是因為過時的安眠藥使用準則，所

帶來的認知與期待，容易導致偽陽性。例如：失眠若未獲充分治療，導

致患者「當用不用、能忍就忍」時就會回答「安眠藥已經失去控制」。

若未獲非藥物治療輔助以及接受正確減藥方法前，自行嘗試停藥失敗，

就會回答「不再使用會感到非常焦慮煩惱」、「因使用安眠藥感到煩

惱」、「希望自己停掉安眠藥」以及「覺得不用安眠藥有困難」。由此

可知，「依賴嚴重度量表」因為其測量的構面和失眠的本質與藥物特性

重疊，或是對於安眠藥的錯誤認知，其所量測的陽性反應，其實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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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測量到使用者心理對於失眠治療的錯誤期待以及對於治療用途的安眠

藥產生的生理依賴，而非全然是濫用或成癮。

安眠藥依賴嚴重量表：

1.過去一年內，您是否曾覺得使用安眠藥已經失去控制

2.過去一年內，您是否為即將不能用安眠藥而感到非常焦慮或煩惱

3.過去一年內，您是否為自己使用安眠藥感到煩惱

4.過去一年內，您是否希望自己能停掉安眠藥

5.您覺得不用安眠藥有多困難

（摘自：蔡瑞修，2009）

其實，不只是鎮靜安眠藥，只要是作用在中樞神經系統的藥物，都

有可能因為藥物與有機體長期作用之後產生適應現象（adaptation）。這

種適應現象是耐受、戒斷、反彈症狀的生物基礎。這種現象對於中樞神

經系統藥物，很多是無法避免（蔡瑞修，2009）。由此可知，現行對於

非處方藥物的濫用與依賴概念，不管是在診斷準則或是篩選量表，都不

能完全適用於常規鎮靜安眠藥物，以治療為立基的治療情境。

若以DSM-5將濫用與依賴（成癮）視為單一構面連續面向的觀念

來看，「蓄意濫用」相較於「非蓄意誤用」或「治療需要」更接近當時

診斷準則的設計原則。因此，可以使用兩種方式來改善對於真正安眠鎮

靜藥物成癮患者的偵測與診斷。一種是刪除原有診斷準則中會和醫療情

境正常使用重疊的項目，另外進行剩餘準則之診斷效度研究。第二種是

加入篩選的根問項（stem criteria）。例如：需先滿足「蓄意濫用」（例

如：混合他種非處方藥物使用、非治療情境使用、非治療時機使用、為

求欣快感使用等等），才能繼續進入原診斷準則的檢視程序。

五、區分「蓄意濫用」與「非蓄意誤用」的差異

鎮靜安眠藥濫用的主要因素有三種，包含：「追求欣快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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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睡覺」、「解除壓力」（Rigg & Ibanez, 2010）。因此，在排除治療

需求後的不當使用，可以再分為，為了追求欣快感的「蓄意濫用」以及

為了解除自身症狀不適，「非蓄意的誤用」。BZD被非處方藥物使用者

作為緩解古柯鹼或酒精戒斷症狀的自我治療藥物，或是使用美沙冬時，

強化欣快感的輔助藥物。相對地，非蓄意的BZD誤用者，一開始可能只

是為了處理自身焦慮症狀，不恰當地自行加量處方藥物，一直到醫師因

患者未遵照醫囑而停止開立，導致患者開始到處找尋藥物。在這兩種

情形下，不當BZD使用者自然有較高的風險變成濫用或成癮，但兩者

不盡然同時存在。舉例來說，在派對中，為了達到「high」的感覺，不

當濫用BZD，但不見得會成癮。相對地，長期使用BZD，出現身體依

賴的慢性焦慮症患者，在獲得充分治療後，不一定有濫用或成癮的情

形。進一步而言，成癮者會有身體依賴，但出現身體依賴者，不一定是

成癮者。因此，我們必須瞭解身體（或藥理學上）的依賴，以及成癮

（addiction）（在DSM系統中稱為「依賴」）兩者並不相同。

「蓄意濫用」者往往於治療一開始就會蓄意誤用處方藥物，以享

樂為目的。漸漸地再發展現非法行為，例如從不當管道取得藥物、為求

欣快感或加強使用美沙冬的快感、解除鴉片類藥物的戒斷症狀或緩解使

用古柯鹼、酒精的不適。由此可知，「蓄意濫用」者相關的濫用或是成

癮，早期的非法行為或享樂用途，相較於長期使用、加量使用、重複領

藥或併用兩線鎮靜安眠藥可能是更好的偵測訊號。

國內錢才瑋於2009年曾進行以重複領藥為濫用指標的研究。當定義

重複領藥為：「使用達28天以上，且在同一家或不同院所，領取重複七

天以上的鎮靜安眠藥」。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無業、65歲以上為重複領

藥族群的特色。另外，其重複領藥地點多半在同一家醫院、已使用超過

半年，最多重複的藥物是zolpidem，而且原因多是因為焦慮、失眠未獲

控制。由此可見，若以重複領藥作為濫用的指標，則偵測到的可能多半

是規則於同一家醫院，因為症狀控制不良到「患者」。這些重複領藥的

個案之臨床特質，和一般「蓄意濫用」的社會人口學與醫療使用特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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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真正濫用的族群，其取得藥物管道可能來自於非醫療院所，或

是從醫療院所，經由誤報病情，遊走醫院，刻意累積取得。因此在臨床

上區分「蓄意濫用」者的求藥行為（drug-seeking），以及「非蓄意誤

用」者的求治行為（therapy-seeking）就很重要。

非治療所需的求藥濫用者，通常會主動選擇特定藥物，拒絕其他

替代治療方式、使用的劑量超過建議劑量、會在非治療情境中使用，例

如：白天使用安眠藥、派對中使用鎮靜劑。相對地，治療需求的求治

者，在調整藥物為較高劑量後，使用藥物治療後會有相對應的療效、使

用藥物的情境、時機與劑量皆合宜，患者自己也會感覺治療是有幫助的

（Mendelson et al., 2001）。如何確保患者是自身使用藥物，而非給他

人使用，甚至轉售，目前尚無可靠的確認方式，應進一步規範。另外，

現今的處方藥物「蓄意濫用」趨勢，應以防堵非法販售為主要的管控作

為。在醫療情境中，反而應著重如何使用最低有效劑量、最短處方時間

卻仍保有患者治療品質。透過醫療人員安眠藥使用之再教育、非藥物安

眠鎮靜治療介入的研發與推廣、細膩處理減藥、停藥之治療模式，發展

協助處方人員管控計量鎮靜安眠藥簡便系統等作為，應可有效降低「非

蓄意誤用」，降低發展成濫用的風險。

六、濫用BZD接受器類鎮靜安眠藥的相關因素

整體而言，當藥物會引起強烈的欣快感或可以改變情緒狀態、原

有治療標的的效果出現耐受性，或因為戒斷症狀嚴重而停藥困難時，

都容易導致濫用或成癮。以Z-drug為例，有些個案報告的案例，每天服

用上百毫克的zolpidem。這些案例表示，濫用的目的並非追求鎮靜安眠

效果，而是為了抗焦慮、欣快感或是興奮感（Victorri et al., 2003）。在

人體的研究也顯示這類藥物可能會引起興奮效果而招致濫用（Victorri 
et al., 2003）。以下針對藥物動力與藥效動力學特性、耐受性、造成

「high」的程度以及黑市價格與回購率等四個面向，剖析導致BZD接受

器促動劑濫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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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藥物動力學與藥效動力學特性

在藥物動力學方面，BZD接受器促動劑的半衰期長短不一。短效

藥物因為藥物衰退快速，若濫用者耽溺於其欣快效果，而藥效褪去快

速，就會需要加補劑量，容易強化濫用行為。另一個和濫用風險相關

的因素是藥效動力學方面，藥物本身的作用速度。以成癮的行為成因

角度而言，若濫用的風險在於藥物產生的欣快感，那麼藥效作用迅速

的藥物所招致的強化作用（reinforcement），應該會比藥效作用慢的藥

物明顯，也因此可能有較高濫用的風險。決定藥效快慢的因素是脂肪

溶解度（lipophilic）。舉例來說，脂肪溶解度高的diazepam可以很快通

過血腦屏障並發生效用，但也會很快重分布到其他身體組織。相較於

diazepam，midazolam有更高的脂肪溶解度，而lorazepam和clonazepam
的脂肪溶解度較低。BZD接受器促動劑的半衰期與脂肪溶解度（作用

速度）決定了在生體可用率，也影響藥物被濫用的可能性（O'Brien, 
2005）。因此，在選用藥物時，若顧慮患者可能濫用BZD接收器促動劑

類藥物，必須同時考慮半衰期與作用速度。以助眠為例，現今治療指引

多半建議開立短效藥物。而短效藥物通常藥效作用也較為迅速，容易造

成上癮。因此在開立短效藥物治療高風險濫用患者時，可參酌相較的半

衰期與作用速度，以選擇最適用藥。

（二）耐受性

耐受性的出現可能會使濫用者增加使用量以達原本的效果。BZD
接受器促動劑是否有耐受性一直有爭議。目前認為其抗焦慮效果相較

比較不會出現耐受性，對於運動協調、記憶與肌肉的影響，則可能有

部分的耐受性，但安眠效果可能會有耐受性（Lucki et al., 1986）。

Clonazepam的抗癲癇效果則會有部分耐受性。Temazepam和Z drug中的

eszolpiclone，相較之下比較不容易出現耐受性。就此而言，以治療失眠

為處方目的，應同時給予非藥物的治療，例如認知行為治療，以有效縮

短用藥時間，避免因為耐受性產生而需調整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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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igh的程度

在人體，BZD類藥物的濫用可能性（liability）曾用兩種方式檢視。

一種是在過去有藥物濫用使個案上評估自我用藥的風險。另一種是投與

單一劑量，讓受試者評估主觀情緒變「high」或是「喜歡（liking）」

的程度。然而，這些實驗室中的發現，不一定適合臨床情境。臨床

上，考量濫用風險時，BZD類藥物引起的急性主觀感受不比個案自身

的風險特質來得重要。在所有鎮靜安眠藥中，屬巴比妥鹽最具有改變

情緒（hedonic effect）的功能，而BZD類藥物中則以flunitrazepam作用

最為相近。然而，並不是每一BZD類藥物都有相似足以導致濫用的情

緒強化（enhancement）作用。整體而言，BZD類藥物仍有中等程度

的濫用風險，但相較於較舊的巴比妥鹽類藥物或是chloral hydrate的濫

用風險則低了很多。在所有BZD類藥物中，相較於chlordiazepoxide 或
oxazepam，flunitrazepam, diazepam, lorazepam, triazolam有較高濫用的

風險（Funderburk et al., 1988）。對於這種BZD類藥物提升情緒作用

的相異性，目前並沒有一致的解釋。一般認為，作用快速、單一劑量

效果結束快速，在脆弱族群，例如酒癮患者，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患

者，才有顯著的濫用風險。在使用非處方藥品的個案中，主觀覺得使

用alprazolam和flunitrazepam 比較能帶來他們喜歡的「high」的感覺。因

此，酒癮患者、濫用鴉片類藥物、多重藥物濫用者往往才是「惡意濫

用」BZD的高風險者。很多臨床患者會自行加量BZD類藥物，其實並不

是濫用，而是根本的精神疾患未獲完全控制，或是出現對於BZD類藥物

的耐受性，屬於「非蓄意誤用」。

（四）黑市價格與回購率

黑市價格與回購率可以作為防堵BZD接受器促動劑濫用之司法手段

的參考。在國外研究中，2005年O'Brien曾針對BZD類藥物的黑市價格

與回購率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除了methaqualone 300 mg（白板）

外，diazepam 20mg, 10 mg分居回購率與價格一、二位。在臺灣尚無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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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調查。

七、BZD接受器促動劑濫用與成癮的偵測、預防與介入模式

（一）強化既有處方監控系統

國內已建置鎮靜安眠藥的處方藥物監控系統，對於鎮靜安眠藥已經

有全國連線的重複領藥關懷功能。2011年張家銘的研究顯示，國內醫師

普遍認為這套系統能有效控制鎮靜安眠藥物前期的誤用與濫用，可提醒

處方醫師注意患者的症狀穩定度，但功能可再精進。這套系統目前僅具

有提醒功能，對於不同種類藥物重複領取，或是如何藉由監控系統，讓

患者固定就醫領藥，確認單一處方者，減少遊走於醫師間，尚未有方便

有效的溝通與整合平臺。

（二）完整順暢的醫療介入

由於BZD接受器促動劑成癮者，除了原發的精神疾患外，最常被

濫用的方式就是和其他非處方藥物併用以增加快感。因此，在初診時需

詳細詢問用藥史，除了成藥、指示藥與處方藥，同時也要探詢非處方藥

物濫用史。除了於病歷中詳盡記載用藥、領藥顆數與次數外，若患者已

經出現與焦慮、失眠相關的藥物增量而無法於門診處理時，可積極考慮

住院治療，以環境效果協助症狀治療與藥物的管控，緩和戒斷症狀，逐

步控制合理藥量，避免開始誤用、濫用與成癮的進程。相較之下，國內

在非處方藥物方面的治療與戒治單位較為清楚，而轉介單純處方藥物誤

用、濫用或成癮患者至成癮科治療可能遭遇的阻力會比較大。多半第一

線的處方醫師僅能拒絕開立或限制處方量，促使患者開始遊走於醫師之

間取藥。因此，在基層診所與醫院之間，也需要建立除了成癮科別之

外，專門處理處方藥物成癮問題的轉介管道與治療單位，讓患者感到一

致的治療態度與流程，而非被排擠與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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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善的住院治療模式

鎮靜安眠藥物濫用者和其他藥物濫用相同，介入與治療的重點首

重處理共病。由於純粹BZD接受器促動劑類鎮靜安眠藥濫用或成癮患者

甚少，大多是共病未獲完全治療或是合併有其他非處方藥物濫用，因此

積極治療共病更顯重要。BZD類藥物和Z drug同屬BZD接受器促動劑。

因此，當濫用而使用高量這類藥物時，減毒過程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可能

招致危險的戒斷症狀。文獻中指出，即便是非BZD類的 Z-drug，當大

量使用時，其抗焦慮、肌肉鬆弛、抗癲癇作用和BZD和藥物幾乎相同，

因此其戒斷症狀也接近BZD類藥物。由於BZD類藥物上市已久，BZD
類藥物的減毒過程，在文獻中已有多種配方與步驟，不再贅述（Gitlow, 
2007）。相較之下，過去Z-drug的減毒程序，都有若干程度的戒斷相

關不良作用。文獻中，使用Ashton手冊建議的BZD類藥物當量轉換方

式（Ashton, 1995），換成長效等量diazepam後，再逐漸減量。這種作

法利用diazepam長效以及較全面的BZD作用，以便涵蓋可能的戒斷症

狀，以較緩和的速度降低血中濃度，應該是較安全的作法（Chen et al., 
2012）。Ashton手冊中建議的BZD當量，是根據戒斷症狀的程度估算。

雖然不是所有學者都認同，而且部分藥物並沒有提供換算當量，但以其

發展的源由來看，會比使用ATC 分類的DDD更合適量化成癮與戒斷的

程度。根據目前常用的BZD接受器促動劑濫用成癮的減毒模式，需要密

集的觀察生命徵象、意識狀態、戒斷症狀與逐步調藥，在門診施作並不

容易。由於這類患者除了共病非處方藥物使用外，最常見的是共患輕型

精神疾患，例如：憂鬱症、焦慮症或失眠症。鑑於國內急性精神病房收

治對象大多為相對嚴重之精神病患者，而專門成癮病房則大多收治非處

方藥物成癮者，若能提供單純鎮靜安眠藥濫用成癮者輕型精神疾患的全

日住院病房或是收治精神官能症的日間病房，應該可以大幅提高使用住

院資源減毒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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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與充實社區支援網絡

由於鎮靜安眠藥是處方藥，民眾多半具有「可用」但須「謹慎使

用」的觀念，污名化的程度較輕。因此，相較於非處方藥物，更容易於

里鄰之間建立相互提醒、關懷用藥的支持系統。透過積極在社區公衛體

系、志工體系或是藥局推廣鎮靜安眠藥合理的用藥觀念，衛教焦慮、失

眠的自我保養方式與安排放鬆訓練、壓力管理的促健課程等方式，都可

以協助降低鎮靜安眠藥的使用，避免濫用與成癮，鼓勵可能濫用者至醫

療院所求治。

（五）使用與引入低濫用風險治療方式

鑑於未完全治療共病、不正確的藥物使用方式，速效、短效藥物

成癮性較高等特色，使用非藥物治療方式或是採用不同機轉的鎮靜安眠

藥，應可降低濫用與成癮風險。在非藥物治療方面，認知行為治療對

於焦慮症、失眠症的主治或是輔助功效已有充足的證據（Trauer et al., 
2015）。目前的困境在於這類治療仍屬於耗時、耗人力的心理治療模

式。對於健保體系下，相對簡便取得的藥物治療與取得，其可近性與可

用性皆不高。另外，當患者已經是誤用、濫用或成癮個案時，治療師必

須同時瞭解藥物與非藥物治療的方式，方能提供患者舒適的治療進程。

單是非藥物治療，往往會讓患者因為生理戒斷症狀的不適以及心理的依

賴而卻步，甚至因為不愉快的減毒過程，而不再願意嘗試減藥。因此，

在非藥物治療方面，應該由同時擅長藥物與非藥物治療的醫師或是由醫

師與接受過成癮治療訓練的心理師組成的團隊執行治療，完治的機會應

該比較大。在藥物治療方面，目前有zolpidem 緩釋劑型上市，或許其較

緩慢的作用速度可以減低BZD接受器拮抗劑速效藥物的濫用風險。另

外，目前還有非BZD接受器促動劑藥物上市，例如褪黑激素接受器促

動劑（melatonin receptor agonist） ramelteon。雖然曾有非處方藥物濫用

者使用高量ramelteon的報告（De Sousa, 2012），但也有使用ramelteon
協助降低鎮靜安眠藥劑量的研究（Cardinali et al., 2016）。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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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elteon的濫用報告很少。還有一種尚未在臺灣上市的食慾素（下視丘

素）接受器拮抗劑（orexin/hypocretin receptor antagonist）。按照上市前

的資料判斷，其濫用風險較zolpidem低（Schoedel et al., 2016）。

八、結論

總結來說，目前國內需要針對鎮靜安眠藥濫用與成癮的定義取得

共識，區分「治療需要」、「非蓄意誤用」與「蓄意濫用」三者的差

異，發展合適的診斷與篩檢工具，才能進行相關流行病學調查，找出真

正非醫療情境濫用處方鎮靜安眠藥的高危險群。在進行大型流行病調查

時，需要考慮處方藥物本身在不同族群間，原本既有的處方率差異。針

對高濫用風險的鎮靜安眠藥，除了加強醫療單位外的調查與控管，也可

以考慮使用非藥物治療方式或不同作用機轉的藥物，以減低濫用風險。

然而，國內在焦慮與失眠的替代療法方面的發展仍有可用性與可近性的

問題。針對單純鎮靜安眠藥濫用與成癮個案的治療，可以參考輕型精神

疾患全日住院或精神官能症日間留院模式，以增加與穩固患者的治療動

機。在藥物監控系統方面，國內已有鎮靜安眠藥的管控架構，可再完備

其功能。在醫療系統方面，可與社區整合，運用民眾原本對於鎮靜安眠

藥的接受性與警覺性，從社區在地的衛教推廣、基層院所到醫院的積極

收治，建立順暢的轉銜治療通道。

第五節   精神興奮劑濫用問題

一、臨床濫用型態

精神興奮劑濫用在全世界都是越來越普遍，近年來各國政府均重視

此一問題，亦為醫界之研究重點課題。近來精神興奮劑濫用逐年增加，

並合併許多其他的物質濫用，造成社會上的重大問題。精神興奮劑在臨

床上有許多不同的濫用型態，如古柯鹼和甲基安非他命被用來做為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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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劑（mood enhancer），也有人將精神興奮劑用來當作減重之藥

物，另外原本用來治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藥物methylphenidate，會被

使用作為提升認知功能以及課業工作表現的用途。而處方精神興奮劑常

是錠劑和膠囊的形式，濫用的方法是吞嚥、以液體形式注射、或搗碎由

鼻子吸入。

二、濫用之不良藥物反應 

精神興奮劑濫用之不良藥物反應須考慮到傳染病以及個別器官的併

發症，另外濫用也會影響腦部的功能，因此要注意精神和神經的相關症

狀。短期精神興奮劑濫用會增加血壓、心跳，血管狹窄，血糖上升及呼

吸道擴張。短期大量服藥可能造成體溫劇烈升高、不規則的心跳、心臟

衰竭及癲癇發作。長期濫用則會導致心臟問題。且伴隨著共用針具和稀

釋液，恐導致感染愛滋病毒（HIV）及肝炎等血液傳染疾病。與酒精同

時服用時會抑制酒精作用，導致飲酒過量，且會導致血壓增加及身體不

正常抖動。

三、濫用之精神相關症狀

精神興奮劑濫用會產生許多精神症狀，包括警覺度過高、易怒及偏

執，以及對於睡眠和食物需求量減少。若反覆長期濫用精神興奮劑，可

能會導致敵意，妄想，甚至精神病狀態。另外精神興奮劑在戒斷時也有

許多精神症狀，如憂鬱、疲倦以及睡眠上的問題。

四、篩檢與評估

4.4.1 病史

要詳細詢問濫用精神興奮劑的相關病史，如第一次使用的年紀，最

常使用的劑量以及使用的頻率，使用的方式（如口服或針劑），最後一

次使用精神興奮劑是何時，以及是否曾出現戒斷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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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身體檢查

檢查瞳孔大小，身上是否有針孔，心跳速率以及是否規律，測量體

溫、呼吸頻率和血壓，是否有盜汗等症狀。

4.4.3 精神狀態檢查

意識狀態是否清楚，注意力是否集中，行為上是否有躁動或遲緩，

情緒狀態是高亢或低落，語言是否切題連貫，思考是否有妄想症狀，知

覺上是否有聽幻覺或視幻覺等，睡眠與食慾是否有障礙。

4.4.4 實驗室檢查

血球檢查（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肝臟功能檢查，腎臟功能

檢查，電解質濃度，尿液常規檢查，心電圖，以及血液或尿液物質濫用

篩檢。

五、治療

有效的治療需要早期發現濫用精神興奮劑的個案，若是有急性中毒

症狀應給予適當治療，如躁動症狀可給予鎮定劑緩解不適症狀。而長期

的治療策略是以社會心理介入來處理濫用的問題，如個人心理治療，團

體治療，家族治療，或自助團體等方式。

在擬定治療目標時，需要考量個案在治療過程中社會心理狀態的各

個面向，並且衡量個案目前的功能。在評估治療效果時，應包含精神興

奮劑濫用的嚴重程度，例如濫用的頻率、精神興奮劑的劑量、以及濫用

的期間，另外也要注意是否合併有多重物質使用的行為，並降低造成傳

染病等危險行為的改善，以及治療後對於整體身體健康狀況的改善，主

觀上對生活品質感受的改善，精神健康狀況的改善，以及社會職業功能

的改善等等，都是評估精神興奮劑濫用之治療效果時需要重視的層面。

雖然精神興奮劑濫用的成因或其治療效果的影響因素是相當複雜，

與生理、心理、和社會等層面皆有關係，而且目前尚無單一方法能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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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有濫用精神興奮劑的個案，往往須要跨領域跨專業的合作，提供專

業醫療及多元且長期的心理社會復健，包括家庭支持和社會接納等協

助，以改善其人際與社會職業功能，才能有效預防復發。整體而言精神

興奮劑濫用的治療與一般醫療在個案特性上有所不同，精神興奮劑濫用

為慢性的精神疾病，往往須要同時治療多重物質濫用，並且須要提供持

續的治療，以達到全面改善濫用問題並提升身心健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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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非處方藥濫用

    

本章所指的非處方藥濫用，泛指非法用藥（毒品）、濫用管制藥品

或非依醫療目的使用處方藥等情形，導致個人健康、家庭功能、社會安

全等層面受到危害。使用非法藥物之可能成因包括個人因素（如人格發

展缺陷、排解壓力）、環境因素（如家庭狀況、社會問題）、教育因素

（如未受肯定、缺乏表現）等。依據衛福部2016年通報資料，藥物濫用

之品項排名以海洛因為最多，其他依序為（甲基）安非他命、K他命；

濫用藥物年齡層分布以「30-39歲」為最多；濫用之最主要原因為「藥

物依賴」，而取得濫用藥物場所及藥物來源包括朋友住處、藥頭／毒

販」為最多（衛福部，2016）。以下依非處方藥對健康與社會的影響、

流行病學、以及非鴉片類藥癮之處遇及治療模式，做一簡介。

第一節   非處方藥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吳佳儀副教授）

非法物質對健康的危害不容小覷，嚴重的毒品或非處方藥使用者容

易導致成癮疾患，但多數用毒者或非醫療使用處方藥者，是處於尚未成

癮的階段。也就是說，有一定比例的使用者，其身體健康是隨著非法物

質的使用而緩慢被侵蝕著，雖仍保有工作，卻存在潛藏的個人功能影響

與家庭社會問題，例如使用安非他命的職場工作者。然而，這些非法藥

物或毒品的使用對個人、家庭、社會之影響，卻已逐漸惡化。無論有無

成癮疾患，個案都可能合併有任何一種或多種精神疾病，如憂鬱症、焦

慮症、睡眠疾患、酒癮、人格疾患、思覺失調症等等。這些與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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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問題若非早期發現，很難獲得合適的早期處置，一旦長時間使個

案暴露於毒品的危害下，恐怕生理健康的威脅更大（詳表5-1），因為

身心互為一體，往往心理健康與生理健康交互影響，在重大心理困擾持

續作用下，人的大腦下視丘功能亦受干擾，導致體內自律神經、免疫系

統、骨骼肌肉系統、內分泌功能等都受到影響，引發個人多種內外科疾

病。

使用非法藥物對健康的影響，可分為生理與心理方面。生理方面

的影響，除了情緒起伏不定外，亦會造成嗜睡、食慾不振、目光呆滯等

作用，嚴重影響到原本的生活步伐。心理方面的影響，則會造成多疑、

誇大等行為，甚至可能帶來不良的人際溝通，長期來說會使一個人的學

習力、判斷力、決策能力、記憶力皆受到損害，若此壓力長久蓄積，更

可能使人出現行為異常的情形，衍生更多社會問題。尤其最嚴重的，是

合併憂鬱與自殺問題，或是因藥物過量導致死亡，進而使個人、家庭及

社會遭受更大的損失。藥物過量及感染愛滋病為毒品使用者死亡主要原

因，我國於2006年起，推行清潔針具及美沙冬替代療法等措施，根據疾

病管制署資料顯示，每年因注射毒品感染愛滋病毒者之比例由2005年的

72.52％降至2017年1.71％，此乃因清潔針具及美沙冬替代療法等政策所

影響層面 內容

情緒方面 多話、躁動不安、沮喪、異常亢奮、憂鬱、焦慮

身體方面 嗜睡、食慾不振、目光呆滯、步履不穩

感官表達方面 視幻、聽幻、無方向感

社會適應方面 多疑、誇大、好鬥、無理性行為、缺乏動機、暴力、

犯罪行為

表5-1   非處方藥濫用對健康與社會的影響

（參考衛福部105年度藥物濫用防治指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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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足見有效的醫療政策與服務之影響。

文獻指出2010年至2013年間年齡介於18-49歲之各級毒品使用者與

同年齡一般人口相比的標準化死亡比（Standarized Mortality Rate，簡稱

SMR）分別為5.93、6.12、5.84及5.61，顯示毒品施用者的死亡風險高

於我國同年齡一般人口的5至6倍，雖毒品使用者的死亡比有逐年下降趨

勢，惟仍比一般人口高出甚多，值得關注（衛福部食藥署，2017）。此

外，前述藥物濫用與自殺問題亦值得關注，文獻指出青少年藥物濫用

者過去一年的自殺企圖高達28-35％（Park & Song, 2015; Ortiz-Gomez et 
al., 2014），女性藥物濫用戒治者過去的自殺企圖率比男性顯著高出約3
倍; 過去曾有自殺企圖者可預測未來企圖（OR=21.6）（Ortiz-Gomez et 
al., 2014）；青少年之所以濫用藥物，可能是出自對於憂鬱症狀的一種

自我治療（self-medication），隨著青少年誤用到濫用情節加重，其憂

鬱程度與自殺風險也更嚴重（Edlund et al., 2015）。因此，政策上對於

藥物濫用的問題處置，亦將有助於降低精神疾病與自殺行為的盛行率。

此外，本議題團隊針對安非他命及海洛因病友分別進行各別焦點團

體之訪談，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進一步了解毒品使用對於個人健康及社

會層面之影響。根據每個團體六位病友的訪談結果，資料分析彙整重點

如下：

一、海洛因團體

   （一）社會及媒體對於戒毒者存有汙名及標籤化。

   （二）戒毒者希望透過多元管道了解相關毒品知識。

   （三）戒毒過程中的家庭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正向能量來源。

   （四）使用美沙冬對個人復元有正向改變的力量。

   （五）開始戒毒後能回歸到與一般人一樣的生活。

   （六）強化教育宣導，從小教育起：

               1. 藉由過來人的身分告誡社會大眾。

               2. 提升政府傳遞相關反毒資訊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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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會對於毒品知識的提供較不足。

   （七）期待政府提供更多元的治療方案：

1. 定點給藥不便：為了準時到醫院服用美沙冬，造成生活

上的不便。

2. 跨區給藥制度還未健全造成不便。

二、 安非他命團體

   （一）用毒原因：逃避社會壓力，到後期發現人生失去更多。

   （二）約束力：約束力是戒毒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能量來源。

               1. 法律的約束力。

               2. 自我控制的約束力。

               3. 家庭關懷的約束力。

   （三）汙名及標籤化：曾吸食毒品，容易被社會大眾貼上標籤。

   （四）毒品教育宣導的重要性。

               1. 政府提供的戒毒資訊缺乏，至使防毒觀念不普及。

               2. 可以過來人身分到校宣導。

               3. 將真人真事改編電影。

               4. 各醫院發放防毒手冊。

               5. 政府提供更多有效且多元的戒毒資訊。

   （五）對成癮治療／處置的期待：

1. 治療期間能維持原本的工作與經濟狀態，對生活沒有太

大影響。

2. 多數參與者認為監禁仍有存在之必要性，它是戒毒策略

之一，不宜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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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法藥物流行病學

           （陳為堅教授、廖士程主治醫師、吳上奇碩士生）

成癮性物質的使用，對人體健康及社會皆會有相當大的影響。本

節僅針對非處方藥、但具精神作用的非法藥物（通稱毒品）的使用來探

討。有關精神作用性物質的使用對人類整體健康所造成的後果，目前為

止較完整的估計來自疾病負擔的研究。以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估計為例，有關物質使用的三項因子，包括抽

菸、飲酒、與非法藥物使用，所造成的傷害與損失，分居全球疾病負荷

前二十大危險因子中的第2, 5, 及19位（Lim et al., 2012）。其中，非法

藥物的使用，不但可能使人產生強迫性藥物使用行為，以致產生戒斷症

狀及不可逆的腦部結構改變，更與物質使用相關的傳染病（例如人類免

疫缺乏症候群、C型肝炎）有高度相關，進而影響正常社會生活功能、

並對社會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Center, 2011; Fowler et al., 2007）。

隨著受影響族群的逐漸擴增及相關問題的日趨嚴重，非法藥物濫用

也已成為臺灣當前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如何有效進行非法藥物防治工

作、降低非法藥物對社會的危害，更是各界相當重視的問題。以公共衛

生的角度來看物質濫用的防治，最基本的是流行病學特徵的掌握。不管

是描述性的盛行率（終生、年、或月盛行率）、發生率，或是分析性的

相關因子或危險因子，都是物質濫用防治上重要的基礎資訊。有了這些

資訊，才能切實掌握使用人口大小及其特徵，並能適度預測其時間趨勢

而預做防範。

一、非法藥物使用的流行病學調查

非法藥物的使用行為，會受到法律規範的更改、或是新型態毒品的

出現等因素影響，其盛行率會隨之改變。因此，為了有效掌握物質使用

行為的變化趨勢，需要定期的進行相關調查研究，以達到趨勢監測、預

警防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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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藥物使用的流行病學調查中，對使用行為的判定，可能是採

自我陳報，尿液或毛髮檢查，或通報資料。自我陳報是最常使用的方

式，但是它的敏感度偏低，或是說偽陰率偏高。在一項利用大臺北地區

急診病人的研究顯示，尿液呈現陽性反應的就診患者中，只有27.8％的

人於自陳問卷中承認近期內有使用非法藥物，也就是有72.2％的偽陰率

（Chen et al., 2006）。但這不是臺灣的流行病學調查特有的問題。在美

國芝加哥的一項住戶調查，與毛髮檢測相比，自我陳報的偽陰率高達

69％（海洛因）到 82％（古柯鹼）（Fendrich et al., 1999）。另在波多

黎各的一項住戶調查，同樣與毛髮檢測相比，自我陳報的偽陰率也是高

達66.7％（海洛因） 到 92.9％（古柯鹼）（Colon et al., 2001）。不過，

自我陳報的執行方式若是改成網路版問卷，相較於紙本問卷，臺灣在學

青少年有較高的菸、酒、安非他命的自陳使用率（Wang et al., 2005）。

這顯示增加回答內容隱密性的施測方式，例如「電腦輔助式自我訪談」

（computer-assisted self-interviewing, CASI），可提升受訪者對於非法藥

物使用行為的自承意願。

雖然尿液、頭髮或其他生物檢體對於某些藥物可提供較準確的數

據，但受限於藥物的半衰期及費用，往往僅能反應受測者較近期的藥物

使用情形（數天至半年），且無法應用於大量施測的研究（陳為堅，

2007）。至於通報資料，則需要瞭解通報的完整性，比如是志願或強制

通報，並須注意相關法令政策及實際執法的程度所可能造成的偏差或影

響。

非法藥物使用的流行病學調查，依其選樣範圍，有可能是針對特定

族群或特定地區，也可能是全國代表性樣本。以下就這兩大類的非法藥

物流行病學，回顧主要的一些發現。

（一）針對特定族群或地區的盛行率調查

毒品使用的流行病學調查常是針對特定族群、或特定地區所做，以

瞭解目標族群（例如青少年、受刑人、或其他高風險族群等）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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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藥物的特性或盛行率，同時探討非法藥物使用的相關危險或保護因

子。由於這類族群的特性明確，在執行上較易達成；但是解讀上，須注

意其取樣的特點。例如，受刑人樣本只限於被緝獲者，不一定充分反應

一般人口中的毒品使用者。

我國早年的非法藥物流行病學調查，多是地區性選樣，或是針對

特定族群以自我陳報方式進行的研究。以區域性調查為例，疾管局曾與

美國CDC研究人員合作，在1996-1997年間針對宜蘭縣13到35 歲人口進

行隨機抽樣調查（Chen et al., 2001）。結果發現該縣的非法藥物的終生

使用盛行率，男性為1.3％ 而女性為0.8％。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區域性

樣本的非法藥使用率，跟日後同樣使用自我陳報的全國性調查（詳後） 
比較起來，並沒有相差太多。

若是針對特定族群，青少年是最常被研究的族群。在1990年初，一

項對高雄地區12至15歲青少年所做的匿名調查發現，有2.7％的學生承

認有使用過安非他命（葛應欽等人，1991）。另一項於1995年對南臺灣

的中學生所進行的尿檢及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安非他命的盛行率為4％

（Chen et al., 1995）。多年期橫斷性藥物濫用調查方面，先有周碧瑟等

人於1991至1996年針對國中、高中、高職以及專校生所進行的匿名成癮

物質使用調查（Chou et al., 1999）。在該研究的5 調查，曾使用過任一

種非法藥物的盛行率，維持在1.1％到1.5％之間。其中，最常使用的前

三名毒品為安非他命、強力膠、與FM2。之後陳為堅教授研究團隊採用

電腦網路版問卷，在2004年至2006年間執行了三年的全國青少年物質使

用流行病學調查（Chen et al., 2009）。結果發現12至18歲的在學學生，

最常使用的毒品換成搖頭丸、K他命、與大麻。其中，搖頭丸使用累積

盛行率為0.93％, 0.53％及0.27％，有逐漸下滑的趨勢；但仍為當年臺灣

使用最普遍的俱樂部藥物。多數的搖頭丸使用者，合併有多種藥物的

使用，尤其是K他命的使用。在初次接觸藥物的時間點上，搖頭丸的使

用通常晚於菸、酒、與檳榔的使用，而跟其他種類之非法藥物的使用

（如：K他命和GHB） 大約開始於同一年。



146         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

另一項針對南臺灣的在學國中生的調查，經由精神科醫師訪視做出

精神疾患診斷。結果發現，達到DSM-III-R非法藥物使用疾患者有0.3％

之高。在1999年，在學青少年用藥物種類第一名安非他命，佔41.7％、

第二名強力膠，佔11.6％、第三名搖頭丸（MDMA），佔10.7％，同樣

顯示俱樂部藥物之使用率逐漸邁入高盛行狀態（Chong et al., 1999）。

針對大臺北地區的年輕成年人之菸酒使用者，藉由一種稱為「回應

者引介抽樣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逐步招募個案並予以訪

談與測驗。從中建構出此特殊族群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 架構，

然後根據這些網絡架構可進一步精確推估此潛藏族群的行為與疾病狀態

（Ting et al., 2015）。結果發現，菸酒使用者中，最常使用的前三種非

法藥物，分別是K他命（11.7％）、搖頭丸（11.7％）、與甲基安非他命

（10.5％），而用過任一種非法藥物的盛行率則為21.2％。在過去一年

內曾經使用過K他命、搖頭丸及大麻的盛行率，則分別有4.3％、4％、

與3.8％。這結果同時顯示，規則使用菸酒者，是非法藥物使用的高危

群。

另一個區域研究的例子，是利用捕獲-再捕獲模式，比對桃園監獄

受刑人與桃園地區精神科醫院病患之名單，以估計桃園地區之毒品使用

盛行率（Chiang et al., 2007）。結果發現，在1999到2002的四年間，桃

園縣15歲至54歲男性的海洛因或安非他命之毒品的使用盛行率，推估值

分別為3.04％, 2.56％, 3.01％與2.67％，比自我陳報式的調查估計值來得

高。

（二）針對特定族群或地區的危險因子探討

國內對於非法藥物使用之危險因子的研究，偏重在社會行為因子。

其中一類是藉由對特定族群的研究，來探討非法藥物使用者的特徵。

2.1 特定族群的研究

(1)急診處的病人：針對急診處的病人，藉由尿液分析，研究人員估

計有2.8％的病人，近期內使用過海洛因或安非他命；但受訪者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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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報，卻只有0.8％（Chen at el., 2006）。至於急診病人可能有稍高的非

法藥物使用率，可能跟使用後的副作用有關。但是病人並不一定會把用

藥情形主動告知醫師。

(2)蹺課或蹺家經驗：在一項外展青少年之研究中發現，青少年之

蹺課經驗與非法藥物的使用存在相關：在沒有蹺課經驗的青少年中使

用非法藥物的盛行率為3.1-3.4％，在有蹺課經驗的青少年中則達15.0-
17.9％，而連續蹺課天數與非法藥物使用亦有劑量關係的趨勢（Chou et 
al., 2006）。另外，利用同一批外展樣本，研究人發現隨著受訪青少年

的蹺家經驗從嘗試性蹺家（1次且不到一天），到長久蹺家（至少2次或

單次超過1天），他們使用法藥物的調整後勝算比是不曾蹺家者的1.6倍

與3.0倍（Wang et al., 2010）。同一研究也發現，蹺家經驗才發生在6個

月內，使用法藥物的調整後勝算比是不曾蹺家者的2.1倍; 若是蹺家經驗

已發生超過6個月，則使用法藥物的調整後勝算比增為2.6倍（Wang et 
al., 2010）。

(3) 打工經驗：針對超過5886位外展所訪問到的青少年，研究人員

發現有工經驗者曾使用過非法藥物的勝算比，是無打工經驗者的2.77 倍
（Chen et al., 2006）。特別是在賣雜貨、餐廳、或娛樂場所打工者，他

們可能由於增高的菸、酒、檳榔的使用，而變成高風險者。

(4) 初次喝酒場所：針對11,943 位15-18歲的在學青少年，研究人員

發現，若是第一次喝酒發生在娛樂場所者，相較於發生在自己家者，日

後會使用非法藥物的調整後勝算比是2.5倍（95％ CI: 1.5-4.0）（Chen et 
al., 2008）。

(5) 情緒與行為問題：一項針對南臺灣地區16-18歲高職學生所進行

的研究結果顯示，自覺心理健康狀況較差之青少年相較其對應者約有

2.3倍使用非法藥物，有行為問題之青少年其使用非法藥物的勝算比則

高達3.6（Yang et al., 1998）。另外，有研究利用全面的情緒與行為問

題自填問卷，像是青少年自陳報告（youth self-report），針對臺灣全國

國中生與高中生的調查，結果顯示，較多偏差行為及攻擊行為的行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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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青少年使用檳榔及搖頭丸有顯著的關係（Chen et al., 2011）。而在

內顯行為方面，有較多憂鬱、退縮的行為表現，與青少年的物質濫用有

顯著關係。另外，針對南部的國中與高中生（n = 9070）進行的調查，

發現只有嚴重的憂鬱症狀與非法藥物使用有關，輕微的憂鬱症狀則無

（Wang et al., 2012）。

(6) 特定行為：在針對南部的國中與高中生（n = 11,111） 進行的調

查，發現不當的手機使用，在小於15歲者，只有在女生與非法藥物使用

有關（OR = 3.22），但是在大於15歲者，只有在男生與非法藥物使用

有關（OR = 3.60）（Yang et al., 2010）。同一樣本，也發現有刺青經驗

者，也會中幅增加非法藥物使用的勝算比（34.7倍）（Yen et al., 2012）

(7) 高職夜校生：針對33所高職的夜校生（n = 1079） 的問卷調查

發現，有13.6％的學生有嘗試用過非法藥物，而有4.7％的學生則是經常

使用非法藥物。而相關的因子，包括較大年齡、較多尋求刺激的性格、

其他合法物質的使用、違反規定的行為、以及較容易感受同儕使用非法

藥物等（Huang et al., 2013）

(8) HIV 感染：針對HIV 匿名篩檢者（n = 6863），研究人員發現非

法的娛樂性用藥使用經驗，會增加HIV陽性的勝算比（4.19倍）（Wu et 
al., 2012）。同樣針對尋求HIV 匿名篩檢者（n = 5671），研究人員進一

步發現，HIV 陽性的勝算比，若是有MSM經驗者，非法藥使用者會是

不曾使用者的 3.45 倍（Tseng et al., 2013）。但若沒有過MSM 經驗者，

只有注射藥物者，HIV 陽性的勝算比才會增大（男性為45.7倍，女性為

35.4 倍）。

2.2 毒品使用者的研究

另外，有一類型研究是直接針對毒品犯進行的訪談。由於受訪者都

已因毒品使用在看守所或監獄，因此，這類研究探討的是使用不同毒品

種類的危險因子。

(1) 海洛因使用危險因子：針對桃園監所內的年輕毒品犯，研究人

員發現，曾使用過海洛因之受刑人，相較於不曾用過者，1) 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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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缺課紀錄，有使用非法藥物的朋友，以及小時侯曾遭受身體或性

虐待；2) 其他物質使用：之前較可能用過安眠藥，強力膠，大麻，與

甲基安非他命，但是較沒用過搖頭丸；3) 共病狀態：有較高機會符合

DSM-IV的物質依賴、焦慮症、品性疾患（Chiang et al., 2006）。另外，

此研究也發現，使用海洛因時間愈長者，愈會採用注射方式。

(2) 毒品犯的出獄死亡率：針對一群因毒品使用而進矯正機關的成

年者（22,224 名男性與4444 名女性），在他們出獄三年內的標準化死

亡比，若是一級毒品（海洛因為主） 使用者為7倍，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為主） 則為3倍，而主要死因的前三名分別為意外、自殺、與循

環系統疾病（Chen et al., 2010）。 
(3) 男性犯人的非法藥物使用與HIV 的感染：針對一所監獄的908名

男性犯人發出的自填問卷，結果發現有63％的人是以注射方式使用非法

藥物。其中，海洛因的使用、FM2的使用、及共用針具的經驗，都會增

加HIV的感染（Feng et al., 2012）。

(4) 非法藥物使用引發之精神疾病：針對拘留所之毒品犯或精神

病院接受毒品治療患者（n = 197），在接受結構式精神訪談後，發現

17.3％有藥物引發之精神病（drug-induced psychotic disorder），16.8％ 
有藥物引發之情感性疾患（drug-induced mood disorder）, 而14.2％的人

曾嘗試自殺（Wang et al., 2012）。

(5) 毒品查獲地點之空間分布：除了傳統的危險因子分析外，近年

也有關於毒品查獲地點分布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一個利用地理資訊系

統（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GIS） 為分析工具，針對某縣

市2011至2015年間三、四級毒品查獲地點所進行的分析發現，毒品的

查獲地點具有空間聚集性，且在空間中有其擴散趨勢（章可藍等人，

2016）。利用地理資訊系統所建立的毒品緝獲風險圖像，配合空間的相

關分析，將有助於辨識毒品聚集點特徵，作為不同地區在地化防制策略

的參考。



150         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

（三）全國性之全人口調查

若是全國性的抽樣調查，則強調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樣本。但進行全

國性調查需要花費大量人力、時間、及相關資源，目前有多年之週期性

進行家戶調查的國家，多屬已開發的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如美國、加拿

大、歐盟、澳洲、日本等。我國則從2005年開始，有每四年一波的全國

調查。

在全國性抽樣調查的部分，我國至今所進行的全國性、全人口毒品

濫用調查共有三波。第一波是在2005年，由當時的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

品管理局（現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與行政院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現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及財團法人國家衛生

研究院合作，針對全國12至64歲民眾，進行「2005年國民健康訪問暨藥

物濫用調查」（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2007），其中藥物濫

用調查乃是採取匿名自填問卷的方式，接續在健康訪問後進行。

第二波調查則以相同的合作模式，於2009年再次進行（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2011）。但與第一波調查不同的是，在2009
年的調查中首次使用平板電腦問卷系統「語音-電腦輔助式自我訪談問

卷」（computer-aided self-interviewing, CASI）進行收案，增加了資料收

集的便利性，也減少資料遺漏的發生。

由於前兩波調查藥物濫用的問卷，都是接續在健康調查完成之後才

進行，若整體填答時間過長，會影響受訪者填答藥物濫用問卷的意願，

問卷內容也將受到限制，因此單獨針對物質使用行為，進行獨立的全國

調查實有其必要性。在此背景之下，第三波的全國調查，即是在2014年

由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主辦，首次針對物質使用所進行

的2014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其相關資訊如後所述。

二、我國最新的全國全人口調查結果：2014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

「2014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的最大特點-它是首次獨立針對非法

藥物濫用作全人口、全國性的普查。而問卷內容的設計，除了延續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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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非法物質使用調查外，另新增電子菸、浴鹽、喵喵等近年新出現的

成癮性物質，新納入問卷中。亦進一步探討伴侶關係（性行為）、心情

及生活品質、相關病史及意外事故等面向與非法藥物濫用的關係，以更

深的了解相關情形。

有關抽樣設計及樣本特性，「2014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是以分

層、多階段的概率抽樣（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方式，

抽出全國28,664位12至64歲民眾進行家戶訪查，最終共有17,837位完成

平板電腦問卷填答，完訪率為62.2％，樣本經加權回推之後具全國代表

性（Chen et al., 2017）。

（一）非法藥物使用盛行率及趨勢

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在2014年的任一種非法藥物終身盛行率為

1.29％，過去一年盛行率為0.26％。若依據產生身體依賴性（physical 
dependence）的可能性，將非法藥物區分為硬性藥物（hard drugs，如

海洛因、古柯鹼、安非他命、美沙冬等）及軟性藥物（soft drugs，又

稱俱樂部藥物、club drugs，如大麻、搖頭丸、GHB、浴鹽、麻古、K
他命、FM2、PMMA、2C-B、合成大麻K2、喵喵、笑氣等）兩大類別

來看，硬性及軟性藥物之終身盛行率分別為0.71％及0.78％，過去一年

盛行率則分別為0.09％及0.17％。就各別非法藥物種類而言，最常被使

用的依序為安非他命（終身盛行率0.60％）、K他命（0.39％）、大麻

（0.30％）、海洛因（0.23％）及搖頭丸（0.20％）。

若將2014年的盛行率與前兩波全國調查相比，則可發現我國使用

過任一種非法藥物的盛行率相對穩定，終身盛行率在三波調查中皆約

1.30％。就硬性藥物而言，任一種硬性藥物的終身盛行率在三波調查間

有微幅增加之趨勢（從0.57％上升至0.71％），過去一年盛行率雖變化

不大，但其中鴉片類藥物（如海洛因）的過去一年盛行率有下降的趨勢

（安非他命之過去一年盛行率則相對穩定）。另在軟性藥物的部分，各

種藥物的終身盛行率則有較多的波動，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K他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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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上升至0.39％）超越了搖頭丸（從0.42％下降至0.20％），成為第

二最常被使用的非法藥物（僅次於安非他命）。

另外在此次調查中，亦發現了有人使用前兩波調查未曾出現的新興

藥物，包括浴鹽、K2（合成大麻）、喵喵等。由於非法藥物種類不斷

推陳出新，我國也已出現以咖啡包、梅粉等新形式出現的包裝藥物，並

常在派對或夜店等場合散播，未來如何防治此類新興藥物，將會是我國

毒品防治的一大挑戰。

（二）非法藥物使用的危險因子

2014年的最新調查除了盛行率的報告，也指出了一些與非法藥物

使用相關的社會人口學因子，包括性別（男性）、年齡（18-34歲的年

輕成人，及35-44歲的中年人）、婚姻狀態（離婚或鰥寡者）、教育程

度（最高學歷為國中或以下）、職業（服務業及機械操作或勞力工作

者）、居住地（居住在都市區域）等，而這些結果與之前的全人口調查

類似。不過在此調查中發現，軟性藥物的使用者特性與硬性藥物使用者

有所不同，例如與硬性藥物相比，有較多的女性、較年輕的成人、較高

的教育程度者會使用軟性藥物。

另在個人社會行為及心理因子方面，最新的調查中也發現菸、酒、

檳榔、非醫療原因使用處方藥（non-medical use of prescription drugs，
包含鎮靜安眠藥及止痛藥）等其他成癮性物質的使用，也與非法藥物使

用高度相關。例如在所有用過毒品的人中，有93％喝過酒、86％抽過紙

菸、71％嚼過檳榔、4％曾濫用止痛藥及16％曾濫用鎮靜安眠藥。若是

使用程度越高、或達到濫用、依賴標準者，也會有更高的機會也有使用

非法藥物。另外，若是曾發生過危險性行為（如多重性伴侶、群交、一

夜情等），或有較高的憂鬱程度的人，也較可能使用非法藥物。

（三）未來方向

就「2014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的結果而言，目前我國在非法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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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上有幾個需面對的問題。首先，若以調查問卷中的藥物濫用檢測量

表（Drug Abuse Screening Test, DAST）來評估的話，我國全人口在過去

一年中，約有0.91％的人受藥物濫用的問題所困擾（可能是因為使用毒

品、鎮靜安眠藥或止痛藥），但僅有極少數人曾因藥物濫用問題尋求專

業協助（曾用過毒品者僅5.2％有主動尋求協助的經驗）。

隨著在此調查中也發現，包括處方藥濫用以及菸、酒、檳榔的使

用者，有其他物質使用經驗者也較可能會使用非法藥物，此數據也反映

了成癮性物質常被共用、或是階段性轉換使用的特性，若根據Kendal在
所提出的藥物使用階段理論（Kandel, 1975），針對前段入門物質（如

菸、酒等）的防制，也將有助於減少後續濫用非法藥物的行為。

另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新興藥物的出現。新興藥物多為軟性藥物，

而在此調查中也發現，軟性藥物使用者特性與傳統的硬性藥物有所不

同，且與酒精使用有極高的相關性。隨著酒精的盛行率在三波調查中也

逐漸上升（終身盛行率由45.4％上升至58.8％），未來因酒精、非法藥

物混用而讓使用者精神不穩定，進而所產生的急性中毒或社會安全問題

也將更為嚴重。由於我國並設未有專責管制酒精使用的單位，未來應成

立相關部門以進行防治工作。

最後，應嘗試採取更全面的預防介入（universa l  p revent ive 
interventions），例如使國人建立健康生活型態、加強面對社交影響、

或抵抗各種成癮性物質誘惑的能力等。並透過相關研究評估各種介入方

式各別、或整合實施的成效，以找出最適合我國的預防模式，有效將低

非法藥物對我國之危害。

第三節   非法藥物成癮之介入與處遇（周煌智顧問醫師、

            林滄耀主任、簡以嘉院長、黃三原教授）

非法藥物成癮是一個慢性復發性的腦部疾病，除了危害個人健康、

經濟、法律、人際社交等各方面的障礙，亦對家庭、社會及國家產生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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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嚴重影響。因此，對藥癮個案的治療，除了急性解毒治療以外，預防

復發才是個案的治療重點，如何透過各種復元模式幫助個案維持一個無

毒的生活，是預防復發一個長遠持續努力的目標。而對藥癮個案的介

入與處遇主要目的可分三方面：第一、降低藥癮者對藥物的渴求與再使

用行為，第二、預防其受藥癮傷害及降低其復發與合併症，第三、改善

藥癮者之身心健康、幸福感及社會功能。另外依據UNODC及WHO對藥

癮介入治療標準與政策擬定須注意以下七點原則：（一）政策擬定介

入處遇必須考量此介入服務措施是否具可用性（availability）、可近性

（accessibility）、吸引性（attractiveness）及承受能力（affordability, 指
一般大眾是否負擔得起）等4A原則（二）治療服務必須符合照護倫理

（ethical standards）要求（三）藥癮治療，需司法矯正、醫療照護及社

會服務機構做有效的協調整合（四）藥癮治療須在符合科學實證數據

下，依個別不同成癮程度規劃其適當之處置（五）需針對特殊族群（如

婦女、孕婦、幼兒、青少年、監獄藥癮者）之需求作出適當之介入處置

（六）治療介入處遇與計畫必須有良好臨床監督機制（七）有關治療政

策，醫療服務與流程需有整合性的治療方式，且持續並完整的監督與評

估（UNODC, 2017）。

有關藥癮治療方式和介入措施包括：一、早期篩選，短期介入與

轉介治療（Screening- Brief Interventions- Referral to Treatment, SBIRT） 
二、以社區基礎之外展模式（外展社會服務） 三、門診就醫服務 四、

短期住院處遇 五、長期居住治療 六、復元處理。

一、早期篩選，簡短介入與轉介治療（SBIRT）：

有關SBIRT治療之概念，是指以實證基礎用於鑑別，減少和預防藥

癮疾患產生，主要用於非專門治療藥癮機構（如一般初級照護，急診，

一般住院，產前保健，社會福利服務，學校健康服務，監獄健康服務，

心理衛生中心等場所）。篩選和簡短介入措施（SBI）是一種快速和具

有成本效益之介入模式，進而減少日後轉介治療服務的干擾（UNO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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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SBIRT之目標：在非藥癮專業健康環境中進行常規篩選，期待早

日發覺有藥物問題之個案並給於支持與協助。研究發現：以非判斷性

（non-judgmental style）和動機性（motivational style）的模式進行簡單

介入措施（brief intervention）可以有效地改變藥癮患者或非法藥物濫用

經驗之個案產生嚴重不良併發症風險。故我們建議在所有臨床相關環境

中，針對所有藥物濫用及使用傾向之族群（如藥物濫用高危險區就醫民

眾、需精神衛生服務民眾、八大行業相關工作人員、性病結核病防治

所患者、街頭遊民……）進行系統篩查。而篩選工具可以分為兩類：

一、自我報告工具（包括訪談及自我報告問卷） 二、生物標誌物（呼

吸儀、血液酒精含量、唾液或尿液檢測、血清藥物檢測）。

有關簡短介入措施是指一種在短時間內所作的結構治療（通常僅

需花5-30分鐘），目的是協助個人停止或減少藥物濫用。它專門為基層

醫療醫生（家醫或開業醫）和其他初級衛生保健工作者而設計，主要針

對高危特質的物質使用者、而不是為治療患有嚴重物質依賴的人士而設

（WHO Brief Intervention Study Group, 1996）。

實驗研究指出，基層醫療層面的簡短介入在處理大麻、苯二氮平

類、苯丙胺類、鴉片 及可卡因的情況都具有效用。而簡短介入治療之

框架包括以下六項（以FRAMES簡稱）：

1. 回饋（Feedback）：對藥癮個案之個人風險或損害作回饋。

2. 責任（Responsibility）：提醒病人對自己及自己所作的行為負

責，鼓勵病人在使用物質問題上作出選擇，提醒病人在自己的行為及其

後果保留控制權。

3. 建議改變（Advice to change） ：提供建議改變藥物濫用現況，

讓藥癮者認識維持現狀的壞處、認識改變的好處、鼓勵改變現況的樂觀

看法、並強化改變的意圖。

4. 治療選項的菜單（Menu）：提供合適不同個案的治療選項菜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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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現同理心（Empathic style）：在輔導與諮商過程需隨時運用同

理心／肯定他人的語句，一句欣賞及諒解的說話輔助營造一個支持的氣

氛，並有助與病人建立良好關係。

6. 產生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或樂觀的賦權。

二、以社區基礎之外展模式

     （Community-Based Outreach有人又稱外展社會服務）：

◆定義：需主動用社區外展處遇模式之原因，可能由於社區

內藥癮治療服務設施出現不可獲得性（unavailability）、不可近性

（inaccessibility）或不可接受性（unacceptability）等因素，故須主動接

觸社區中不主動或不願意或無法接受治療的藥癮個案進行協助其藥癮治

療。

– Outreach對象：針對社區中的「黑洞」進行對藥癮個案及受他

影響的人（例如性伴侶，針分享夥伴等）進行輔導與治療。 
– 以服務社區為基礎：外展服務工作人員（outreach workers）通

常是當地社區的原始居民。他們熟悉毒品亞文化，甚至可能

是以前或偶爾藥癮（吸毒）者。

– 外展服務需知道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會對藥物濫用

（毒癮）的影響，並需認識當地社會網絡的好壞，進而決定

哪些才是促進該社區健康行為的重要因素。

◆目標：對受藥癮影響的人口，接觸及提供他們社區照顧，並在必

要時給予更密集的治療方式。

◆目標人群：外展活動主要針對目前沒有接受治療之個案。

外展計畫根據當地情況差異很大，但通常應提供以下「核心服務」： 
(1)關心基本需求（安全、食品、住所、衛生和服裝）的服務的信息和聯

繫 (2)針具交換和避孕套分配 (3)愛滋病毒／HCV檢測和諮詢 (4)B肝疫苗

接種 (5)毒品和毒品使用風險教育 (6)物質使用障礙的基本評估 (7)Brief 
intervention以激勵物質使用的變化 (8)轉介治療 (9)基本諮詢／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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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據需要轉介醫療保健服務 (11)過量預防服務，包括緊急Naloxone
治療。

三、門診醫療服務（Outpatient Treatment）

◆門診治療範圍包括：心理治療介入、社會支持、及藥物介入治

療。

◆目標人群：雖不同形式的門診治療可以滿足廣泛的藥癮個人需

求，但心理治療方式較為適合在家和社區有足夠的社會支持和資源的人

士，而且能夠清醒了解且自願有動機參與此類治療方有效。

◆目前實證有效的社會心理治療及行為治療（psychosocial/behavioral 
intervention）包括：

1.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2.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 
3. Community reinforcement approach (CRA), 
4. Motivational enhancement therapy (MET), 
5. Family therapy (FT) modalities, 
6. Contingency management (CM), 
7. nsight oriented treatments, 
8. 12-step group facilitation, 
9. Housing and employment support among others.

◆目前WHO推薦適合藥酒癮個案之社會心理治療（psychosocial 
treatment）如下：

– Psychostimulant成癮者：推薦用CBT,CM and family therapy 治
療 psychostimulant dependence。

– 酒癮患者：推薦用CBT,  CM,  psychodynamic  the rapy, 
motivational interventions, behavioural therapies, couple therapy, 
social network therapy 或 12 steps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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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abis成癮者：CBT, MET or family therapy。

– Behavioural disorders：caregiver skills training, behavioural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目前WHO推薦適合物質使用疾患（SUD）個案之藥物治療選擇摘

要如下：

◆菸草相關障礙症（Tobacco-Related Disorders）：Varenicline、

bupropion、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酒精相關障礙症（Alcohol-related Disorders）：disulfiram 
(1950)、naltrexone (1994)、acamprosate (2004)、Vivitrol long-term 
injectable (2006)等。

◆ Methadone及buprenorphine：適用於鴉片類成癮患者（opioid 
use disorder）之戒斷症狀治療（withdrawal treatment）及當維持治療

（maintenance treatments）。

◆ Naltrexone：適用於鴉片類藥物之過量集中毒狀況之解毒劑

（opioid overdose and detoxication）。

◆我國及WHO針對治療鴉片類藥物成癮患者之標準建議：

1. 對於鴉片類藥物戒斷的治療，雖α-2腎上腺素類致效劑可治療

鴉片類藥物戒斷的治療，但仍應優先選用鴉片類致效劑（如

methadone或buprenorphine）。

2. 臨床醫生在治療鴉片類藥物戒斷時不宜常規使用阿片拮抗劑

methadone及buprenorphine和最小鎮靜劑聯合使用。

3. 鴉片類藥物戒斷治療應結合藥物理治療與社會心理治療

（psychosocial treatment）一起進行較為有效。

◆WHO針對治療鴉片類藥物成癮患者之強烈建議：

臨床醫生在治療鴉片類藥物戒斷時不宜使用鴉片類藥物拮抗劑與

高劑量鎮靜藥物的組合。反觀國內許多醫師常不正確地使用高劑量鎮靜

安眠藥來治療鴉片類藥物戒斷症狀，是一嚴重錯誤觀念與處理方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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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衛生機關及臺灣成癮學會皆應不斷對第一線醫療人員進行教育與提

醒。

◆國內門診治療服務：以高雄凱旋醫院的實務運作為例

1. 非鴉片類藥癮者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模式規劃：準備階段：建

立院內同仁共識，於醫師科宣導此一計畫，並與其他科室（心 理、社

工、職能治療科）業務協調會議以達到本年度整合治療目標。 理論依

據：Relapse prevention (Hendershot et al., 2011) and Dual-Diagnosis model 
(Buckley, 2006）分成年及未成年個案分析：

成年個案：

第一階段（評估期、解毒期）：第1次至第4次，每週返診一次。 
    門診初診：（於成癮防治科門診及成人精神科門診） 

(1) 說明治療計畫醫療執行方式，個案簽署同意書。 
(2) 藥癮初診評估與初步鑑別診斷。完成成癮嚴重度指數評估

（ASI-成人）。

(3) 實驗室檢查：依個案狀況，選擇所需之相關檢查（如血液

學、生化學、 血清學、X 光、心電圖等）。 
(4) 尿液藥物篩檢。 
(5) 戒癮相關藥物治療評估。 
(6) 評估個案的社會、心理、生理功能。 
(7) 以心理治療的技巧強化治療動機

    嚴重成癮個案可考慮住院完成解毒治療與藥癮評估。

第二至四次門診，每週返診。 
    第二次複診評估項目： 
    - 精神科心理評估（防衛機轉或人格疾患評估）。

    - 精神科共病性評估。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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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尿液藥物篩檢。 
    - 評估個案的心理生理功能。 
    第三次複診評估項目： 
    - 精神科家庭、社會功能評估。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 
    - 尿液藥物篩檢。 
    第四次複診評估建議項目： 
    - 動機式晤談法分期評估。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 
    - 尿液藥物篩檢。 
    - 評估個案的心理生理功能。 
第二階段（鞏固期）： 第5次至第8次，每兩週返診一次。 
    第二階段診療項目： 
    - 動機式晤談。 
    - 復發防治。 
    - 共病性精神疾病處理。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尿液藥物篩檢。 
    - 評估個案的心理生理功能。 
    - 精神科家庭、社會功能評估。  
第三階段（維持期）： 第8次至第12次，每四週返診一次。 
    第三階段診療項目： 
     - 復發防治。 
     - 共病性精神疾病處理。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 
     - 尿液藥物篩檢。 
     - 動機式晤談 
     - 評估個案的心理生理功能。

     - 精神科家庭、社會功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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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個案 

第一階段（評估期、解毒期）：第1次至第4次，每週返診一次。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門診初診： 
    - 說明治療計畫醫療執行方式，個案及監護人簽署同意書。 
    - 藥癮初診評估與初步鑑別診斷。 
    - 完成成癮嚴重度指數評估ASI（青少年版問卷） 
    - 實驗室檢查：依個案狀況，選擇所需之相關檢查（如血液學、

      生化 學、血清學、X 光、心電圖等）。 
    - 尿液藥物篩檢。 
    - 戒癮相關藥物治療評估。

    - 評估個案的社會、心理、生理功能。 
    - 以心理治療的技巧強化治療動機

    嚴重成癮個案可考慮於青少年病房住院完成解毒治療與藥癮評估。

    第二至四次門診，每週返診。

    第二次複診評估項目： 
    - 精神科心理評估（防衛機轉或人格疾患評估）。 
    - 精神科共病性評估。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 
    - 評估個案的心理生理功能。 
    第三次複診評估項目： 
    - 精神科家庭、社會功能評估。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 
    第四次複診評估建議項目： 
    - 動機式晤談法分期評估。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 
    - 尿液藥物篩檢。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尿液藥物篩檢。 
    - 評估個案的心理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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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鞏固期）： 第五次至第八次，每兩週返診一次。 
    第二階段診療項目： 
    - 動機式晤談。

    - 復發防治。 
    - 共病性精神疾病處理。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尿液藥物篩檢。 
    - 評估個案的心理生理功能。

    - 精神科家庭、社會功能評估。  
第三階段（維持期）： 第八次至第十二次，每四週返診一次。 
    第三階段診療項目： 
    - 復發防治。 
    - 共病性精神疾病處理。 
    - 戒癮相關藥物開立評估。 
    - 尿液藥物篩檢。 
    - 動機式晤談。 
    - 評估個案的心理生理功能。 
    - 精神科家庭、社會功能評估。 
●心理治療由臨床心理科執行。 
●兒童青少年個案主要由兒童精神科專科醫師執行評估及治療計

畫。實質內容將依個案需求不同而異，然重點可歸納如下。 
●處理早期阻抗。兒童青少年藥癮個案常是在不情願下來診，處理 

阻抗及建立關係為早期的重點。

    - 評估社會學校功能與人際關係，並處理可能的外在誘因。人際

      網絡、休閒生活、學校生活及同儕互動對於青少年的藥物濫用

      行為 的改變有高度關聯。

    - 家庭功能的評估及改善。

    - 共病的處理。青少年藥物濫用常併有情緒疾患。

    - 用藥行為的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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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風險情境的處理、誘發因素、認知上的錯誤。 
●期間視個案的需求及其社會心理狀態的不同，在取得家屬的同意 

下安排家族治療。

回診的頻率、次數將依個案實際的需求評估延長或縮短。

有關個案管理與追蹤輔導機制（含單一窗口服務機制及個案管理服

務範圍、形式、轉介資源、追蹤輔導頻次及方式等個案管理模式），下

面以高雄凱旋醫院之處遇流程為例（參圖5-1），詳述如下。另附各級

學校針對學生藥癮治療之轉介流程圖供參（圖5-2）。

圖5-1   高雄凱旋醫院個案管理與追蹤輔導

            機制

圖5-2   各級學校藥癮治療轉介機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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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個案管理（單一窗口由本科行政助理兼任/個管師專責）

     i. 執行規劃      
        1. 進入期：

(1) 建立個案資料並且獲得有效聯絡方式及建立關係。

(2) 初步評估個案（使用個案紀錄表及協助量表完成）

(3) 於每次回診前一周提醒個案回診時間。

        2. 主要治療期：

 (1)  本計畫提供的為門診治療及個別、團體心理治療

 (2)  完整的評估個案的生理心理及社會功能。讓個案及治療

團隊有機會瞭解個案的嚴重程度、特質、共病、治療前

的態度及決定個案需要何種程度及類型的治療。

        3. 治療後期：

(1)  於治療將結束前及後，讓個案有能力成為有責任的個

體。能建立生活目標，並能據以行之。並能將治療中學

習的能力使用在生活上。

(2)  職業功能的重建。職業功能訓練、職業訓練轉介及輔助

就業轉銜。

(3)  需要持續醫療服務的個案，轉銜至就近院所或於本院繼

續治療。

     ii. 單一窗口服務機制

        1. 由團隊固定工作人員提供服務，由統一電話及服務點提供一

            致性及一站式服務。

        2. 協助個案在治療中的困難。

        3. 生活計畫的訂定及如何有效執行。

        4. 協助個案尋求社會福利、職業訓練、其他戒毒資源的轉銜服

            務。



165｜第五章｜非處方藥濫用

     iii. 追蹤輔導頻次及方式

1. 個案管理的電話訪問及諮商頻率，除常規通知外，至少另外

每月去電一次。為改善到診出席率，初診時便要求個案留下

可靠的聯絡方式及另外的聯絡人，並且讓個案管理人員維持

治療關係外，亦可提供諮詢

2. 個案若缺診或缺席其他治療，主動去電關心並且協助輔導個

案，安排新的回診或治療時間。

3. 到診時個別會談，電話訪談。

乙、轉介資源

     i. 轉銜至高雄市衛生局毒防中心提供資源連結如下

1. 高高屏區的民間戒毒機構，對於有意願接受居住型治療計畫

的個案提供轉介服務。

2. 轉介本院設點服務人員，提供個案生活資源及就業輔助。

     ii. 根據個案需求提供其他民間戒毒機構、醫療院所的資訊

四、短期住院處遇（Short-Term in Patient or Residential Treatment）

短期住院治療提供戒藥癮者一個機會，以最少的身體不適和最小之

健康風險停止吸毒，並提供一個人的生活中的環境壓力的暫時緩解，並

給予一些心理社會支持，視個人之臨床情況，進行1～4週；這也是建立

日後持續治療的一個開始。

◆目標：短期住院治療的目的是促進藥物使用的初步停止，並激勵

患者在短期住院治療後繼續進一步治療。

◆目標人群：藥癮者出現嚴重戒斷症狀或其目前使用的藥物造成嚴

重傷害之危險人群。

另外在決定是否適用短期住院治療或其他治療方案時，應考慮以下

條件：正在使用的藥物類型、相關可能的戒斷症狀、藥物依賴嚴重性、

相關健康和社會問題、藥物產生內外科及精神症狀共併症、對於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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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高劑量的鎮靜和鴨片類藥物戒斷藥物可能使藥癮相關問題更嚴重。

藥物濫用障礙的短期住院治療方案應包括以下內容：

1. 完整之醫療和心理社會評估。

2. 強調個人需求的治療計畫。

3. 如明顯出現中毒症狀，則進行藥物輔助解毒。 
4. 如果評估認為維持治療較好，啟動維持藥物治療。 
5. 鼓勵藥癮者去改變現況、及培養其有戒藥癮（毒癮）的動機。

6. 以重要意義議題在藥癮者的社交網絡中與其接觸討論，並鼓勵其

參與治療計畫。

7. 對藥癮者啟動行為治療策略

8. 如果時間和資源允許，啟動共同照護治療藥癮者之內、外科及精

神疾病等共併症。

9. 持續評估患者治療進展情況，以及相關臨床狀況。

10. 出院預防復發及持續治療之策略規劃：包括維持治療用藥（如

果需要），適當的心理社會治療，以及持續治療其內、外科和精神問題

的共併症。

雖國內目前（至106-107）衛福部已核定之藥癮治療機構共162家，

包含22家藥癮戒治核心醫院，106家藥癮戒治醫院，34家藥癮戒治診所

（詳細資料請參閱衛福部網站）內容包含有品質藥癮門診服務及短期

住院治療。但仍缺乏有完善規劃之特殊藥癮共併症治療病房（如藥癮患

者合併HIV/HCV及嚴重精神病具攻擊傷人或自傷時該病患常會被踢皮

球！故相關地方政府或衛福部皆應妥善規劃此類病患之安置與治療，如

安置何種病房？何種單位是專責醫院不可拒收？如何提高此類病房照護

的加給與醫護同仁的人身安全保障？皆是需立即解決！讓民眾有感的議

題）。我國許多藥酒癮防制相關專家皆知道早期篩選，短期介入與轉介

治療（SBIRT）有概念及瞭解其的重要性，但從未落實或有計畫地去執

行。另外，對於以社區為基礎之外展模式（外展社會服務），目前國內

幾乎大多數成癮相關從業人員皆不瞭解其涵義！更別說其實際運作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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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及如何讓民眾有感或熱心參與了！近十年各縣市毒癮防治中心雖皆已

成立，但缺乏專責人員，且多數缺乏對職業的認同感、榮譽心且向心力

低，以致流動率高、無法連續性從事藥癮個案之輔導與追蹤評估。有關

醫院藥酒癮中心，多數皆是有名無實或賠錢經營, 多數以應付醫院評鑑

而設立。成癮治療與處遇是一跨醫學、教育、法務與社會動態的一門專

業知識，有關專業培育、持續教育與品質認證皆是當務之急。執政者或

有政策決定者亦須瞭解成癮防治相關從業人員需相當專業知識、需不斷

持續教育並給他們專業認證（如現今臺灣成癮學會成立的成癮專師認

證），希望從專業認證中提高此類從業人員的品質、自信及責任感。一

方面由專業學會負責教育與考核，再由國家給予肯定與認證，如此才能

增進專業人員之榮譽感與責任心，進而促進大家一起為臺灣成癮防制作

出長久的付出與貢獻，並期待作出屬於臺灣成癮防制的特色與長遠機

制。有關長期居住治療與復元處理：

國內住院治療服務：以高雄凱旋醫院的實務運作為例

1. 需要住院的個案協助申請相關費用藥癮個案共病問題之跨科別間

整合性醫療評估、會診與轉介流程辦理規劃。

(1) 本院為精神科專科醫院，精神科共病問題可由原執行醫師處

理。

(2) 生理問題依本院處理流程，協助轉介至就近友院，提供轉診單

及轉診追蹤，由本院轉診中心執行。

(3) 若個案缺席或無法來院且合併精神疾病時，轉介本院社區精神

科執行居家訪視。

(4) 個案的社會心理問題由臨床心理科、社工室及職能治療室提供

相關心理治療、社會服務轉銜、就業輔導等服務。

2. 在地資源網絡之連結：包括其他機構單位合作情形。

(1) 經由已於本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合作之學校及轄區內具合作意

願之各級學校提供單一窗口或經由毒品危害防治中心轉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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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濫用行為偏差學子成癮治療衛教、諮詢、心理評估或醫療

服務。

(2) 和本院社區精神科合作進行相關衛教活動及宣導。

(3) 與高雄少年法院合作，接受被篩選出高危險之在校少年，優先

作為治療對象。

3. 本案執行進度與品質監控機制。

(1) 執行進度於成癮防治科每兩周例行會議中評估及監控。

(2) 每月評估收案狀況。

(3) 驗尿完成率，於預估下次驗尿前一診次開立檢驗單並於下次回

診前完成驗尿再行看診。

回診率及治療完成率：個案缺席兩次約診以上，於成癮科例會提出

個案討論並檢討改善措施。

第四節   非法藥物成癮之治療與復元模式（周煌智顧問醫師、

            林滄耀主任、簡以嘉院長、黃三原教授）

前述提及物質成癮個案以社會復歸為治療重點，以下介紹此類個案

在社會復歸的過程中，可茲利用之社會資源，包括一些自助團體如戒毒

無名會、中途之家、以及治療性社區。

一、前言

物質成癮具有高度復發特性，而很多病人即使戒除藥物濫用，也會

因喪失原有社會生存能力而很難立即融入原本常規生活。因此在治療處

遇上，如何協助病人達到長期社會復歸便是治療的一大重點。病人在社

會復歸的過程中，可茲利用之社會資源，主要可大略分為中途之家、治

療性社區以及戒毒無名會三者，這些資源皆屬於自助團體的概念。

自助團體（Self-help Organization, SHO）的定義為自願性小團體的

結構彼此相互幫忙，由同儕組成，他們聚在一起相互協助，以滿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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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克服共同的缺點或處理生命的問題，並發展出期待的社交上與個

人上的轉變（Katz, 1976）。自助團體分成2種：建議（advocacy）與支

持（support）（Durman, 1976），建議的團體追求的是在社會政策層次

上問題的解決，支持的團體是在處理個人內在或人際間的層次問題的

解決，同儕間面對面互動被用來改變參與者之態度、價值、自我概念與

行為。治療性社區是一種變形的支持團體，是一種藥物濫用治療的代表

性治療模式（Platt, 1995），另一種變形是非居住性的自助團體，例如，

酒癮匿名會 Alcohol Anonymous（AA）， 這個組織可能是規模最大最出

名的自助組織，AA 的方案曾被各種不同團體拿來處理酒癮以外的問題

（Green et al., 1978），尤其是物質濫用相關的問題，最特殊的應用就是

藥物濫用的 Narcotic Anonymous（NA），這是最早企圖移植 AA 的方案。

（一）中途之家（Half Way House）

1. 中途之家的歷史沿革

2010年Polcin等人提到，中途之家又稱作「清醒家園（Sober Living 
Houses, SLHs）」，這是一個提供物質使用障礙個案臨時居住的場所，

其功能是個案在復原過程中經由復健過渡到主流社會的一個臨時居

住的地方。最早期的清醒家園始於1830’s由宗教團體所經營，例如，

YMCA、YWCA，這是因應當時禁酒運動，為個案提供一個可以處理與

喝酒有關的社會壓力的地方（Wittman, 1993）。

一個新的house會受到業主或管理中途之家Oxford House model（牛

津家園模式）於1975在美國馬里蘭州誕生，提供了一個「社會模式

（social model）」強調同儕支持清醒與分享、以及民主領導方式的運

作（Kaskutas, 1999），此外，Oxford House財務獨立自主維持運作，雖

然沒有強制居民要參加12步驟，但是鼓勵居民參加，每週約參加一次

（Nealon, 1995）。

其他形式的清醒家園則有各種不同運作模式，早期的「dry hotels」 
or「lodging」的主導影響，目前仍有一些清醒家園仍然延續強勢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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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模式，個案居住在出租的復原房子，集資繳房租與帳單，會將復發

的個案趕出去，強調參加12步驟是責任也強烈鼓勵個案參加，這種運

作方式之所以減少，主要是由於未運用同儕支持與同儕的力量，幸好有

些現代管理人認知到將復元之社會模式原則整合入中途之家運作模式的

價值，這些中途之家往往有居民會議或類似的機制來達到運用居民的力

量以及執行運作。在加州的清醒家園例如，CAAR R(California include 
the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Addiction Recovery Resources) 與 SLN (Sober 
Living Network) 需有證明有居民加入了管理的運作，因為同儕的支持與

力量是運作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Polcin, 2008）。

2. 中途之家的運作機制

2006年Polcin指出，清醒家園對於一個已完成居住性治療（例如：

治療性社區）、持續門診治療、離開監獄等個案是一個重要的資源

（Polcin, 2006），有些清醒家園需付居住費用且沒有居住期限的限制

（而中途之家有居住時間限制），在美國許多清醒家園是由某些聯盟或

協會來經營，例如「Oxford House」在全美國就有超過1000間房子，聯

盟或協會提供健康安全、品質等監測，並遵守復元相關的社會模式原

則，強調12步驟與同儕支持。

Sacramento, California 的CSTL (Clean and Sober Transitional Living） 
創立於1986，目前90％的居民自己付房租使用自己的基金，10％的居民

則由SASCA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Coordinating Agency) 代付租屋費

用。

2008年Polcin的研究指出，CSTL信仰AA與NA復元的哲理，因此居

民必須積極參與這些方案（AA與NA），CSTL的目標是要協助成癮者

創造一個新的無毒生活型態，為達到這個目的CSTL提供了一個長期持

續性的乾淨無毒的生活環境，以及無毒同儕社區文化，社會支持清醒

（sobriety）強調經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居民彼此相互學習

如何成功復原的策略，此外，居民間非正式的相互支持（例如建議如何

找到工作或尋求精神科醫療）與社會支持模式（居民參與居民大會）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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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得到能力。

   (1) 階段制度 （Phase System）

並非所有新入住CSLT 的居民都負有相同的責任與享有相同的

自由，階段制度更結構的規範新居民，並隨著居住時間的延長

而增加自由度，這種在入住早期有所限制與賦予責任的方法，

有助於居民對環境的適應。隨著居民在居住與復原穩定的發

展，在階段二時比較能成功的增加自由度與自主性。

階段一：為了降低孤立並增加責任，一個房間通常住2-3人，

一個CSLT的房子最多有4個房間，包含了行政人員與

管理人的辦公室，房子內有餐廳廚房供晚餐使用，費

用包含了房租、水電瓦斯等、以及家庭式用餐。

階段二：房子大多是個人房，少數雙人房，供給家具與水電瓦

斯等，但吃的居民需自己負責。 
  (2) 政策和運作（Policies and Operations）

居民入住之前必須就已經開始復元方案，有些人是出監獄、有

些則是已經停止使用物質、有些人則是剛參加完居住性治療、

另外有些人則是持續在門診治療或參加自助方案。

所有在階段一的居民要求最嚴格並需要做家事，他們要出示有

高度參與AA/NA會議的證明，例如，每週5次。居民必須遵守

晚上的門禁管理並同意出入時簽名作紀錄。想要進入階段二至

少在階段一要停留30天，並且不能有因違反居住規則被處罰的

紀錄。居民提出申請進入階段二後，管理人員會將其列入等待

名單，通常需等30-90天。一但進入階段二居民的限制比較少

也比較自由。例如，不需出示參與12步驟的證明，沒有晚上門

禁時間，一週可有2天留宿朋友。

無論是處於階段一或二都需接受隨機毒品尿液檢驗，當懷疑復

發時，居民有一次承認的機會並要接受驗尿，如果居民否認使

用藥物但驗尿結果呈陽性，則該居民會立即被強制離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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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承認使用藥物則必須離開中途之家72小時，然後出席由資

深居民組成的司法委員會議（judicial committee）來聆聽是否

讓他留下來的會議結果，原則上第一次復發要做社區服務工作

或90天內參加90次12步驟會議，必須被立即強制離開的原因有

在家園中喝酒或使用物質、帶著另外居民外出喝酒或使用物

質、暴力、不恰當的性行為。

如果居民想改變規則，能將要求提到由目前居住在家園的居民

與完成治療的居民所組成的居民大會（resident congress）來討

論，居民也有管道將訊息傳達給家園經理，家園經理是居民與

總管理者（general manger）之間的溝通橋樑，以及給予居民

一些建議，家園經理必須展現責任、廉正、家園社區中好的模

範，且要遵守規範與管理，由總管理者選任。

  (3) 那些人會入住

Polcin於2008年資料收集211位個案，基礎資料顯示清醒家園

的服務對象多元化，例如，提供酒藥癮個案無毒與支持的環

境，最常見的轉介來原是司法系統（25％），接著是家人/朋
友（23％），自己來（20％），住院或居住性治療（13％）。

清醒家園扮演居住的角色彰顯出來自司法體系內個案居住的問

題，有35％來自司法單位個案，監獄或被監禁是他們過去6個

月的居住場所，少數個案過去有穩定的居住場所，7％住在出

租公寓，23％與家人或朋友同住，12％無家可歸，10％則居住

在居住性的治療機構。

基本人口學資料：76％男性，72％白人，未婚51％，平均

36.5（10.10），使用藥物種類：最多的2種為甲基安非他命

（49％）和酒精（44％）。

3. 中途之家的執行成效

如果要成功的復元需要有一個沒有使用毒品的居住環境（Polcin, 
2012）。Polcin於2008年追蹤130名居民，結果顯示有幾項指標有顯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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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雖然有56％在6個月之內就已離開，40％的居民在追蹤的6個月期間

內完全沒有喝酒或使用藥物，另24％則在6個月期間有5個月完全沒有喝

酒或使用藥物。

分析結果顯示，就酒精與藥物的使用而言，入住之前6個月平均使

用3個月，追蹤的6個月期間則降到1.5個月（Z=−6.1, p<.001），就已復

發的個案分析，成癮嚴重度降低了，最嚴重的使用天數也減少了，由每

月23天減少至16天（Z=−3.4, p<.01），其他進步的指標還包括了：工作

天數（Z=−5.0, p<.001），被逮捕次數（Z=−3.3, p<.01），以及精神症狀

的嚴重度（Z=−3.4, p<.01）。雖然居民入住時ASI的酒精（mean=.17）

與物質（Z=−2.8, p<01）分數都很低，但追蹤6個月期間ASI之酒精

（Z=−2.9, p<.01）與物質（mean=.08）的分數仍然有顯著改善， ASI評
量中的工作分數也顯著改善（Z=−6.1, p<.001）。

來自司法系統轉介與自願入住的居民治療結果一樣（Polc in , 
2006），有2個變項與6個月追蹤結果有強烈相關性，1.精神症狀嚴重

度；2.參與12法則（Polcin, 2006）。

參與12步驟與使用任何物質的月數有顯著相關性，參與12步驟越多

使用物質月數越少（OR=0.56），參與12步驟也可預測酒精ASI的嚴重

度，參與12步驟越多者酒精使用嚴重度越輕（OR=0.75），而精神症狀

越嚴重的個案酒精使用的程度就越嚴重（OR=2.1），精神症狀嚴重度

可用來推測ASI的嚴重度。

Mueller等人於2014年提到，社交人際網絡對於物質成癮個案的復原

非常重要，居住在清醒家園的居民人際網絡有擴大，尤其居住越久人際

網絡增加越多，尤其是與未使用物質的人際網絡的增加。Hubbard等人

亦於2003年指出，清醒家園應扮演好鄰居的角色，不但要防止使用毒品

且要鼓勵社區服務，6人以下較小型的清醒家園要進行與鄰居的融合比

較容易可行，較多一點人數的清醒家園要建立與鄰居的關係就需積極的

運作，以減少標籤化的問題。

清醒家園復元模式有2個重要的關鍵因素，第1：參與12法則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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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第2：建立比較沒有使用酒精或物質的社會支持系統（Smith, 
2012）。

2010年Polcin針對門診治療合併居住在清醒家園的個案追蹤結果，

於追蹤6個月時酒精與藥物使用、被逮捕、以及工作天數等指標均有顯

著改善，而成癮嚴重度之法律與工作指標之分數也有顯著改善，另成癮

嚴重度之酒精與藥物使用在居民入住清醒家園時分數就很低，而且可維

持低分至第18個月的追蹤，酒精與藥物的使用減少與參加12步驟有相關

性。

清醒家園洲政府並未給予證照或經費挹注，居民需自給付費，出

席12步驟團體與同儕支持是重要的原則，清醒家園有助於酒精與藥物使

用、工作、被逮捕、以及精神症狀等指標的改善，出席12步驟團體與社

會網絡的特性是預測治療結果的重要指標，再一次證明社交與環境因素

是復原的重要因素。

假釋再犯率非常高，如果可以提供一個穩定、沒有藥物的居住性環

境，將可降低再犯率。過去清醒家園（SLHs）被忽略了適合藥物與酒

精濫用的假釋犯，清醒家園的優勢有：

(1)  清醒家園的財務自主

(2)  清醒家園要求不准使用物質

(3)  清醒家園提供復原之社會支持

(4)  清醒家園要求或強烈的鼓勵參加12步驟

(5)  清醒家園沒有最久可居住多久的問題

根據Polcin於2006年的長期研究資料顯示，清醒家園能夠提供假釋

犯一個沒有藥物的居住環境，並可促進他們接受其他問題的協助。

4. 中途之家的國內實施情形與建議

國內更生保護會與各地30-35家機構訂有合作契約，這些機構包含

長期居住性治療，例如草屯療養院的茄荖山莊治療性社區，以及以宗教

戒毒為方法的機構，包含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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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沐恩之家、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主愛

之家輔導中心，其他機構則比較具中途之家的性質，例如財團法人基督

教臺中更生團契、嘉義蛻變驛園、宜蘭縣渡安居……等，但因國內這些

相關機構尚無立案相關法律或依據，因此，各機構性質與功能定位均不

明確，往後政府相關部門應輔導各機構使其定位與功能較為明確，也才

能評估其成效。

（二） 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y）

1. 歷史沿革

治療性社區是一種常見的長期居住型成癮治療模式。治療性社區是

以自助互助這樣一個有別於主流精神醫療之模式來治療物質成癮障礙。

物質成癮障礙的居住型治療模式緣起於1950年代晚期，從一些長期自助

復元運動（self-help recovery movement）發展而來。Sacks等人於2010年

指出，這些運動包括一些團體，例如戒酒匿名會、the Jacoby Clubs 及 
Blue Cross等組織，這些團體演進成自給自足及民主運作的居住型模式

以支持藥物濫用者的戒除及復元（Sacks, 2010）。 
第一個治療性社區是1958年在美國加州成立的希納農居住復健社區

（Synanon Residential Rehabilitation Community）。在1960年代期間，第

一代的治療性社區廣泛地在美國各地成立起來，逐漸發展至形成今日的

治療性社區。 Bunt等人於2008年指出，目前全世界超過65個國家皆已採

用此治療模式作為物質成癮障礙個案的治療（Bunt et al., 2008）。

另外，Wexler等人於2007年提到，在美國因監獄中的受刑人約一半

皆有物質使用疾患，盛行率是一般人口的五倍。推估每10名受刑人中即

有4名被診斷共病物質使用或精神疾病。所以美國將成癮治療整合進司

法體系，並發現能有效降低再犯率，且有效降低社會的成本效益及公眾

安全。現今美國已在許多州的矯正機關內成立藥癮治療性社區，提供受

刑人在服刑時能同時接受治療，並在出監後仍為他們提供後續照護。

在臺灣，隨著國家戒毒醫療政策的改變，行政院於2006年，當時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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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署除了在各縣市全面推動美沙冬替代療法外，更與法務部展開跨部會

的合作，積極評估藥癮治療性社區在臺灣施行的可能性。當時的署立草

屯療養院之藥癮治療專業獲得衛生署的肯定，承辦臺灣第一個在醫療體

系下設置藥癮治療性社區的計畫，同年成立「茄荖山莊」；並於2007年

春節後開始收治個案，持續運作至今已十個年頭。

2. 運作

藥癮治療性社區的治療哲學在於「全人之改變」（Kaskutas, 1999），

臨床上治療的是關於「人」的整體復健治療工作，戒毒的核心並非僅

止於讓個案停止吸毒，而是使其具備人際、社會、生活的技巧及能力，

企圖恢復、甚至重新建立個體的生物、心理、社會與職能功能，使個案

遭遇生活上之各種問題時得以處理，並恢復平衡的生活型態（Nealon, 
1995），唯有如此，才能達成完全戒除的目標。藥癮治療性社區通常是

以不靠藥物和正向生活為基本理念的長期居住機構，治療強調完全戒

除（abstinence）的觀念，治療的工具就是「社區」，理念是「生活即

治療」，「在社區生活」就是治療的方法，居著者在治療性社區一天

二十四小時所參與的各種活動，都有其治療性的目的與意義。運用增加

個人的責任及社會的責任為治療階段的階級模式。Dye等人於1995年亦

提到居住者透過結構性及非結構性的互動方式，去影響與物質使用有關

的態度、感知與行為，並透過治療性社區安排的各種團體、課程、活動

及日常生活、同儕的影響，增進個案的戒毒動機，發展出個人自我覺

察、問題處理、人際互動及自我管理能力，以幫助居住者個人學習及同

化社會規範及發展更有效的社交技巧。

在國外，藥癮治療性社區規模大約四十人至八十人左右，在一個

與社會隔離的環境中，藉由長期的同儕團體生活，改變成員的思想、價

值觀、人際技巧及生活方式等，產生成員的全面性變化，以致達成戒癮

的治療目標。藥癮治療性社區同時也是一種藉由與社會隔離的同儕團體

（peer community）來達成康復治療目的的大團體治療模式。此模式透

過團體的壓力和互相依賴（interdependence）來激發成員的現實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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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退化，並逐步灌輸成員對社會的責任感。藥癮治療性社區是以社區為

方法，其成員在結構與非結構上互動，以影響跟藥物使用有關的態度、

觀念及行為，促進自我效能的提升及社會規範的內化，並經由全面性的

認知改變、行為塑造、職業重建，加上離開治療性社區後持續關懷照

顧，以達到完全戒除、不再復發的目標。

藥癮治療性社區的居民很多為因物質與藥物濫用而破壞了本身原

有的社會功能、人際關係、教育以及職業技巧，及正向社區與家庭之連

結，對許多居住者而言，他們從未得到具有功能的生活方式，藥癮治療

性社區成為他們第一個經歷在規律生活的場合。對他們而言，長期復健

的內容包括了第一次學習與社會化生活有關的行為技巧、態度及價值

觀。因此，康復涵蓋了恢復生理及情緒上的健康，矯治、再學習及再重

建健康的功能、生活的技巧、正向的價值觀。除此之外，Hanson於2002
年亦提到藥癮治療性社區的原則也有強調「自助」（self-help）與「互

助」，自助是在治療中的個案是改變過程的主要貢獻者，互助為個人也

致力部分責任在其他同儕的康復上。

Butzin於2005年提到，越來越多的治療性社區運用多元性的方式來

促進復元。一般來說治療性社區的治療包含三個階段：融入、治療、再

進入（回歸社會）。Hubbard則於2003年指出，在治療階段中則運用許

多具有實證的行為治療，如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 CBT）、大量的動機式晤談，以促進改變的過程。

3. 成效

國外針對藥癮治療性社區做過的最大規模長期追蹤之研究為美國

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贊助之Drug Abuse Treatment Outcome 
Studies（DATOS）。Sacks等人2012年的研究及Sullivan等人2007年的研

究皆曾分析各種藥癮治療方案，結果發現門診戒毒治療、短期住院治

療、長期居住性復健治療（治療性社區）與替代療法等四種方法均為有

效的藥癮治療模式。而此研究也認為治療性社區在藥癮治療是有效的。

顯示治療性社區在受刑人出獄後的第一年不論是減少藥物濫用、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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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暴露在意外中或增進心理健康層面皆有顯著的效果。Sacks於2012
年,一個追蹤半年至一年的研究發現，即便離開治療性社區後，個案得

以維持並持續改變正向行為的能力是社區型治療的一大特性。

另外，Butzin等人於2005年的研究顯示，個案在治療後5年期間，行

為持續仍能有所改變（Butzin et al., 2005）。Prendergast等人2004年在一

個加州針對715個受刑人的研究中，他們被隨機分派到治療性社區或沒

接受治療兩組，發現在他們出獄後5年內接受治療性社區的人再監禁率

明顯較低。

治療性社區退出率與其他各種成癮治療方式一樣，皆有著高的比

率，一般在治療開始的最初幾個月較易退出（Vanderplasschen et al., 
2013）。對藥癮治療性社區治療模式而言，留置在治療中的時間是治療

成效的重要因素，從參與治療至少3個月，對一年後的追蹤有著較佳的

預後。在第五年的追蹤時，曾接受治療性社區模式的個案，仍較他們接

受治療前一年有較佳的表現，例如：每週使用可卡因頻率降低50％，降

低違法之活動50％，增加全職被雇用10％等（Hubbard et al., 2003）。

在DATOS的研究中，藥癮治療性社區的個案之降低毒品、酒精的使用

率，降低違法活動及增加被雇用率皆與留置在治療中超過6個月相關。

停留在治療中的時間長短及治療結束後續照顧都是預測個案復原狀

態的因素（Vanderplasschen et al., 2013），越來越多證據傾向證明在治

療性社區居住越久的時間，對個案復元的機會就越高。而早期退出治療

並不等於就是治療無效，因為治療性社區的治療效果會發生在居住時間

夠長的個案上，對他們來說此治療模式是有效的。

4. 國內情形與建議

臺灣第一個在醫療體系下設置藥癮治療性社區的「茄荖山莊」由衛

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於2006年成立，2007年開始收治個案，持續運作至

今。治療性社區著實為一執行難度頗高的藥癮治療模式，除須多元專業

的整合外，更須隨時面臨居民各種突發性的情緒失控、暴力攻擊、人際

衝突與行為問題。「茄荖山莊」目前仍是臺灣唯一以醫療取向的藥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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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性社區。九成之居住個案來自司法轉介，其他為自行就醫。治療成效

也如DATOS等的研究結果，例如居住超過90天的個案不論在再犯率或

有穩定工作等指標上都顯著優於居住天數少於90天的個案，此治療模式

值得在國內推廣 。

（三）戒毒無名會Narcotic Anonymous（NA）

1. 自助組織簡介

1976年Morton等人提到，自助團體的誕生代表興起走向提供專

業化的協助，這些團體在處理廣泛的社會與個人的問題上扮演一個很

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某些傳統專業介入的成效不如預期時。自助組織

（Self-help organization, SHO）的定義-自願性小團體的結構彼此相互幫

忙……，由同儕組成，他們聚在一起相互協助，以滿足一般需求，克服

共同的缺點或瓦解生命的問題，並發展出期待的社交上與個人上的轉變

（Katz, 1976）。

1976年Durman 指出，SHO分成2種：建議（advocacy） 與支持

（support），建議的團體追求的是在社會政策層次上問題的解決，支持

的團體是在處理個人內在或人際間的層次問題的解決，同儕間面對面互

動被用來改變參與者之態度、價值、自我概念與行為。

自助性的介入方法在物質濫用使用的特別多，治療性社區是一種

變形的支持團體，是一種藥物濫用治療的代表性治療模式（Jerome et 
al., 1976），另一種變形是非居住性的自助組織Self-help organization
（SHO），例如，酒癮匿名會Alcohol Anonymous（AA），這個組織可

能是規模最大最出名的自助組織，AA的方案曾被各種不同團體拿來處

理酒癮以外的問題（Green et al., 1978），尤其是物質濫用相關的問題，

最特殊的應用就是藥物濫用的Narcotic Anonymous（NA），這是最早企

圖移植AA的方案。NA是第一個支持藥物濫用團體也是一個最重要的自

助團體，估計在美國與歐洲約有700個團體，每個團體約有5-25人。

2. NA的歷史與結構



180         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

第一個NA於1947年在美國Lexington, Kentucky 之公立醫院成立

（Ellison, 1954），而由官方來組織是在1948年於New York City由Dan 
Carlson創立（Nyswander, 1957），1953年一位AA成員同時也藥物成癮

在Sun Valley California成立獨立非官方的NA，NA強調要獨立發展不要

接受政府資助。

Green 等人於1978年與Belenko於1979年的研究皆提到，12-Steps 與
12-Traditions（12-傳統）對NA而言非常重要，12-傳統是NA最基本的原

則，所有的成員必須遵守這個原則，成員承諾遵守12-法則與12-步驟的

引領走向無毒的生活，成員聚集在一起提供支持個案的承諾，持續聚

在一起的成員組成這個團體。NA描述成員問題與AA（強調是酒精的問

題）不同，認為物質成癮是一個人格特質的問題，因此，NA適合使用

不同物質的人來參加，有些NA成員也會參加AA，尤其是同時也有喝酒

問題的成員。

3. NA的思想

NA最重要的思想與信仰是「同儕支持」，NA的藥物濫用理論是

「成癮」，成癮重點不在被濫用的藥物本身的問題，而是藥物濫用造成

成癮者的生活問題，關鍵在於「成癮」，成癮者對於藥物是「無能為

力」，所以，「成癮」並不是藥物的特性，而是成癮者的特性， 也就

是說，有一種「成癮人格」或是一種無法治癒的「進行性的疾病」，隨

著時間過去卻越來越嚴重（Jellinek, 1960），事實上，「縱使停止藥物

使用他仍然是一個成癮者」。因此，NA所有的治療都是依照一個共同

的治療計畫，也就是經由12-步驟走到復元。

NA的目標不只是解毒，成癮者的改變如果只是表面的行為而沒

有達到深層的層次，那就容易失足與復發，NA的最終目標是要將成

癮者轉變成「一個沒有使用藥物型態的人」，也就是「情緒上的清醒

者-emotional sobriety」，而不只是生理上的戒斷而已，就是成癮者必須

轉變成一個依NA原則生活的人，包括了參加NA的活動，需要告訴成

癮者這種如何過一個「復元者-recovering addict」生活的轉變過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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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推動成癮者過這種生活，最終NA成員會注重在當「沒有用毒與清

醒――clean and sober」時是一種比較好的生活，但這並非表示沒有使用

毒品的生活就是輕鬆與愉快的，事實上NA成員強調每天生活的考驗與

苦難會引誘一個人再度使用毒品，所以成癮者要停止使用毒品――「今

天不用毒品」，每天克服困難――勿「開始第一次使用毒品」，如果成

癮者太過於有信心而覺得可以使用一次毒品不會有問題，那他將不可避

免的走向完全復發。

雖然NA最重要的目標是要過著無毒的生活，任何使用毒品相關的

行為被嚴厲的禁止，一時的失足並不代表失敗，復發的人仍然可以留在

NA治療中，事實上復發可能對於復元有幫助，復發會激發更大個人改

變的能量，NA的成員將復發視為尚未達到谷底，因為到達谷底在復元

的路上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Antze, 1976），復發可以視為新的

開始，而非失敗，儘管復發，成癮者仍能持續向前進，可以將與成癮有

關的人格與行為特質改掉，而更接近無毒的生活。

4. NA會議

NA有3種不同的會議，第一種：討論性質會議，視為一種非正式

形式會議（問題與回應Q and A）；第二種：文獻閱讀會議，包括Step-
study（12步驟或傳統） ，會議中成員討論某一條由12步驟到復原，要

談到對他們本身的意義，以及如何運用到生活上，和對他們的衝擊；第

三種：感謝的（包括演講者與參與者會議）會議，雖然會邀請來賓演

講，內容也屬感謝性質。

Step-study meeting 中，12步驟中的一條拿來討論，發言的人要

將這一條應用在自己身上，要提到他如何了解到這一條，例如，「對

藥物是無能為力的」以及甚麼是「更高的力量」，自己的「道德清

單」…….，每一位參與者都有他特別的貢獻。

在感謝的會議中每一位發言者發表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如何成為影

響自己的生活事件，可以當作NA方案的一個範例，所選的生活事件可

以用來當作復原的範例說明，感謝的會議的進行方式：說一說當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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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的時候是「甚麼樣的感覺」？當你加入NA 後發生了甚麼是？現在

的情況如何？會議提供參與者有一個機會重申NA的思想，感謝的發表

者強調「沒有用毒與清醒-clean and sober」的好處，如果持續使用將會

使情況越來越差，並告訴大家在遵守NA方案下如何遠離毒品，每次過

一天無毒生活，要參加NA會議。

感謝與步驟研討（step-studies）會議就NA成員的認知，這是一種

「12次的步驟」，也就是通往復元的12步驟，這過程也會帶給其他成癮

者一些訊息，這個活動對成癮者的復元是必要的，因為會促使他們從別

人身上看到自己，在教導別人的時候就變成自己的治療師（Riessman, 
1965）。例如，參與會議的發言者需以NA的觀點來看自己的生活事

件，這種「分享課程」具有「自我灌輸」的功能，參與者會強化自己是

一個成癮者的自我認同，而新的角色是一個非使用者，在呈現NA非使

用者的角色時發言者更進一步的承諾要處在那個角色，最後發言者在發

言時要提醒NA方案中的內容，包括持續提出「尋找並無懼道德問題」

（step 4 and 10），同時有助於「傳達訊息給成癮者（step 12）」。

感謝與步驟研討會議也同時具有對聽眾引入NA方案之傳教與社交

的功能，會議發言者描述生活方式―展現如何過著無毒生活，指出這種

生活的好處，鼓勵與支持他們的努力。如果感謝與步驟研討會議能發

揮作用的話，對產生發言者與聽眾間的認同就非常重要。因為發言者會

談到自己，這些發言可以回應到聽眾，尤其是對那些已有同樣問題的聽

眾。這個過程將所有參與者視為成癮者並且參與者可以接受這些特性是

復元所必要的。因此，不論發言者在NA會議中談到有關自己是一個成

癮者或沒有特別指示對象的成癮者，都會回應到聽眾的身上，因為他們

都是成癮者，對聽眾而言，發言者雖然在描述自己個人的事也可能與自

己的生命有關，因為所有參與者視自己為成癮者，他們有某些共同的特

性，因此，任何一個成癮者道德上的經歷都可能應用到所有成癮者的身

上，結果，發言者自我的描述就具有自我治療的目的，同時可經由促進

自我實現而產生治療別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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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A成效

NA提供各種物質使用障礙者之長期戒斷的支持，比起一般人NA個

案更導向靈性，而一般人則傾向正式的宗教，個案如果有與其他成員的

聯繫以及經歷較多的靈性覺察則他經歷的酒精與藥物的渴癮比較少，也

就是靈性覺察合併無毒環境的社交在長期復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穩定的出席自助會議與12步驟或12傳統會議可預測減少酒精濫用與增加

社會支持（Toumbourou et al., 2002）。年輕個案接受治療後參加AA/NA
是有效益的（Toumbourou et al., 2002），年輕人參加AA/NA會議的感

受是非常安全的（Kelly, 2011）。對青少年而言，參與AA/NA是一個有

價值的治療模式，且要設法使更多青少年加入這種治療模式（Sussman, 
2010）。與沒有參加NA/AA的個案比較起來，參加NA/AA越多的個案

比較會停止使用鴉片類與酒精，NA/AA能夠支持與補充居住性治療，可

視為一種後續照顧資源（Gossop et al., 2008）。

6. NA國內情形

(1) 在臺灣針對酒癮個案有戒酒無名會，但是對與使用酒精以外

成癮物質個案則沒有戒毒無名會。

(2) 戒酒無名會在臺灣有幾個區域有聚會地點，包括臺北地區、

板橋地區、桃園地區、新竹地區、臺中地區、彰化地區、臺

南地區、高雄地區、以及花蓮地區，運作也都依循西方AA的

12步驟與12傳統，定期的聚會，也有針對家屬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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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中心名稱 地區 收容對象

1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

生團契桃園部會

桃園日光之家 桃園 男性

2
財團法人基督教臺

中更生團契

臺中馨園

（毒癮戒治）

臺中 女性

3 愛家反暴力協會 嘉義蛻變驛園 嘉義 女性

4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

養院

茄荖山莊 南投 男性，年齡不拘

5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

教主愛之家

主愛之家 東部 男性

花蓮輔導所 東部 女性

6
渡安居女性關懷協

會

渡安居 東部 女性

7
社團法人臺灣露德

協會

露德之家 臺北 性別不拘，HIV
者

日光家園 臺中 男性，HIV者

8 唯心康復之家
唯心康復之家 桃園 性別不拘，患毒

癮之精神疾病者

9 迦南康復之家
迦南康復之家 南投 性別不拘，患毒

癮之精神疾病者

10
財團法人基督教沐

恩之家

伯特利家園 屏東 男性

高雄多加家園 高雄 女性

高雄展夢園 高雄 男性

表5-2   臺灣藥酒癮安置機構（中途之家與治療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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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財團法人基督教晨

曦會

晨曦門徒訓練中心 新北市

男性中途之家 新北市 男性

女性中途之家 新北市 女性

姊妹之家 苗栗 女性

戒毒輔導一村 苗栗 男性

戒毒輔導二村 苗栗 非更生背景之藥

癮者

高雄旗山嶺口輔導

村

高雄 男性

橋頭愛輔村 高雄 男性，HIV

屏東輔導所 屏東 男性

臺南更生晨曦輔導

所

臺南 男性

臺東戒癮輔導村 臺東

1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恩福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恩福會中途之家

苗栗 男性，18-45歲

13
新生命戒癮成長協

會

新生命福音中心 臺中 男性，18-55歲

14
希伯倫全人關懷協

會

生命源共生家園 高雄

15 基督教恩友中心 前鎮教會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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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藥物濫用防治政策回顧與前瞻（陳嘉新副教授）

    

第一節   國外防治政策之回顧

世界各國的藥物濫用防治政策差異頗大，難以單純的兩三話語就能

敘述完畢。細究其因，在於各國藥物使用與濫用防治的策略受到多重因

素的影響，包括社會文化與歷史因素、國際組織與公約的規範、基礎建

設的完備與司法醫療人力的充足性等等。因此本報告兼採社會理論的藥

物研究取徑，採用一種新型態的分類方式，協助讀者理解各國藥物濫用

防治政策的定位。這個分類方式並不能窮盡所有濫用防治政策的細節，

也不是一個即時性的分類法則，而毋寧是一種便利學者理解政策定位的

參考架構，因此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理想型（ideal type）的概念區分。

本報告討論的濫用藥物，基本上都是成癮性物質，因此在討論防治

策略時，成癮的概念非常重要，因為這個概念使得這些物質有別於其他

需要管制的化學物（例如口服墮胎藥RU-486，其管制理由在於此藥物

的使用有其潛在的身體風險，而非其成癮性）。成癮（addiction）這個

概念具有內在的雙重性與衝突性，一方面它意味著當事人自願依附於某

物或某人成為其僕役，但也意味著這個依附關係並不是當事人可以自由

意志便得以脫離（Hickman, 2004）。這個概念的雙重性也反應在當年臺

灣在討論藥物成癮犯罪人的常見概念「病犯」，意味著他們既是成癮這

個病的病人，因而無法遏制腦內回饋系統不斷發出的渴求，必須持續地

尋求非法藥物的滿足。另一方面，他們也是犯人，因使用國家所禁制的

物質而需要被處罰，這種處罰的基礎在於他們應有自我控制與自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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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可以遠離毒品，但卻甘於成為其囚奴。

在這種病犯的雙重性架構下，本報告提出「刑罰化」（criminalization）
與「醫療化」（medicalization）兩個主要取向，作為理解各國藥物濫用

防治政策的參考架構。這兩個概念也分別對應到國家的兩個治理功能：

司法矯治與醫療衛生。在過去各國的政策取向，這兩個政策取向與治理

功能也是普遍存在的架構。司法矯治把使用非法藥物的人當成觸犯國家

法律的罪犯，訴求將他們依法逮捕並施以矯治處分。醫療衛生則將使用

非法藥物的人當成潛在的成癮患者，主張評估其身心狀態並給予適切的

治療。

依照這兩個取向，我們可以劃分出下列表示（表6-1）：

高醫療化 低醫療化

高刑罰化
美國

（但分布不均）
菲律賓

低刑罰化 葡萄牙 原始社會？

表6-1  各國刑罰化與醫療化比較

依照高／低醫療化與高/低刑罰化，我們可以將幾個國家的藥物濫

用防治政策放在不同的位置。其中，美國具有頂尖的醫療知識，對於成

癮作為一種大腦疾病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也有相對嚴苛的刑罰傾向，尤

其這種對於菸毒犯的處罰，又多集中在種族或者階級中較為不利的族

群。不過美國因採聯邦制，許多藥物防治相關措施不完全都以聯邦推

動，所以各地的措施也有很大的差異性，例如近年來某些州政府推動的

大麻合法化，就不是全國性的措施，可以說是一種不平均的、夾雜性的

分布（Musto, 2002; White, 1998）。

菲律賓在這個分類架構中，屬於低醫療化而高刑罰化的國家。這類

型的國家，其特色在於著重司法體制（包括警察）對於非法藥物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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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縮減（supply reduction），甚至對於使用者也可能以強烈的法律手

段進行威嚇動作（CNN, 2017）。

另外，在低刑罰化而高醫療化的國家中，可以葡萄牙的藥物使用

除罪化措施作為代表。葡萄牙政府於2001年起不再以刑罰對待使用管制

性成癮藥物的人，但仍保留對於運輸與生產非法藥物的罪責（Van Het 
Loo, 2002）。對於使用者則施以行政處罰而非刑事處罰，並鼓勵他們

必要時進入相關處所接受治療。根據Hughes與Steven於2010年的追蹤研

究，發現在藥物使用上並沒有顯著增加，因此保守派人士原本擔心的開

放造成濫用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另外，Felix與 Portugal於2017年調查藥

物的市場價格，發現也沒有降低，表示此類藥物的供應並沒有大幅增加

而產生價格下跌的情況，因此也反駁了保守者擔心藥物橫行的狀況。但

是，Laqueur於2015年的研究中提醒，葡萄牙早在修法之前就已經極少

以刑罰方式對待藥物使用者，根據估計，在修法執行前一年，監所內的

藥物犯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因為使用本身而入獄。換言之，2001年的修

法只是反映出既有的寬鬆政策與執法傾向，不能看成是法律領導社會風

氣的範例。

歸結以上，小結如下。首先，儘管藥物使用者在不同的政府機構

眼中有著不同的身分定位，但是不管是當成犯人或者病人，他們都還是

被管理的人。換言之，刑罰化與醫療化，儘管彼此之間的立論差異相當

大，都還是管理這個用藥者族群的介入措施，可以是作為社會控制的一

環。當然，這兩個概念並不宜當成是全面性的概念，一如所謂使用非法

藥物的族群也不盡然都是符合醫療定義下的成癮族群，所以就算是醫療

化的支持者也不必然會主張醫療措施可以施加到「所有的」藥物使用

者身上。另外，就算是當前藥物濫用政策討論中常會出現的去刑罰化

（decriminalization）措施，也僅僅侷限於減輕或者卸除藥物使用者的罪

責，通常並不及於藥物生產或者運輸者的刑責。簡單地來說，刑罰仍有

必要，而醫療也有極限。但兩者之間界線與範疇如何劃清，則會依照各

個國家不同民情風俗與體制條件，而有不同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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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管是刑罰化或者是醫療化，法律體制還是現代國家處理

藥物問題的正當性來源。換言之，現行的毒品危害防止條例，也必須在

討論藥物濫用防治政策時一併檢討，才能有依法行政的依據。依照葡萄

牙的研究，法律的更迭其實反應了而非領導了實際司法決定的趨勢。因

此，在修法之前，或許更需要著手的是深入了解並扭轉既有的社會態度

與觀點，這需要教育體系在學校內外的合作、修法成員持續的宣導與交

流、民眾與相關非政府組織的意見表達與政策建言，才能有漸進的改造

與變化。上述的程序不僅僅在非處方藥物的濫用如此，本報告認為，在

處方籤用藥濫用的情況之下，法制的角色也一樣重要，且其重要性不僅

在於法律條文的修整與政府機構責任的分配。而是管制藥品的有效管理

機制、處方醫師的再教育課程、限縮處方人數的管制措施等等，都需要

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的反覆討論、設置規範與確實執行。

其次，醫療衛生體系在這整個藥物濫用防治策略雖占有重要的角

色，但是很難說是最為中心的角色，因為藥物濫用是一個跨越公共衛

生、醫療介入、法律規範、社會協助的多部門性問題。單以檢討藥物成

癮的醫療介入與處遇成效有限，還需要考慮這些使用者實際生活處境所

面臨的污名歧見、社會排除、自尊受損、家庭破碎與就業困難等問題。

這需要以社會結構的多面向介入才得以期待成效。以批判性公共衛生的

角度來看，可能最需要檢討的問題在於社會如何定位用藥這件事情，反

省使用各類成癮藥物如何被架構為一個亟待處理的社會「問題」。並且

在貼身進行用藥者的生活觀察之後，以用藥者為中心提出社會體制可以

協助的利基點與介入方式。這涉及政府治理此類族群的基本態度與方

式。如何設置一個兼顧多數民眾生活安全與用藥族群人權保障的機制來

處理藥物濫用問題，是當下政府需要審慎考慮的問題。2011年Chen曾經

提出公民身分的角度來分析臺灣2005-2009年的減害政策，認為該政策

並沒有保障少數用藥者的人權論述作為支持的主軸，而是以多數人安全

考量的效用主義進行政策相關策略。這使得本地的減害政策與緣起歐陸

的減害政策雖有著類似的措施，但卻有著不同的精神。未來臺灣藥物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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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策應該要將人權考慮放入藥物使用者的處遇設計當中，這也符合在

我國簽署國際性人權宣言的精神。

最後，本報告雖集中在處方藥物與非處方藥物的成癮防治之醫療

模式，並在這兩個主題上提出了系統性的回顧與處置上的建言。不過在

政策實務上，這些理念、知識與治療架構是否得以驗證效果，在於醫療

衛生體系有沒有辦法提出有效的介入模式以及充足的治療容量，也就是

說，治療單位如何留下用藥者，提供足夠資源，並且提供確切有效的治

療。這是一個衛生行政實務而非狹義成癮醫療的問題。陳玟如與鄭麗珍

於2017年指出，以鴉片類藥物的防治來說，現在已有相對多的替代性物

質（如美沙冬、丁基原啡因）可以作為維持治療，成效卓著，但是有時

候其推行也可能造成過分使用的風險。而其他物質的成癮治療，則仍有

待開發，例如甲基安非他命、K他命等，則仍無有效的藥物療法，而需

要以心理社會治療作為處置方式，但這些治療實際上方法歧異甚大，且

成果仍有待驗證。除了治療模式與效果的確認之外，治療容量也需要仔

細盤點與拓展。以目前臺灣每年一、二級毒品逮捕人數來看，就算扣除

一部分不需要醫療介入的使用者，仍遠遠超過醫療體系所能接納的成癮

治療容量。因此，如何擴充相關治療場所與人員，提供有效的誘因，是

各國藥物濫用防治政策中醫療衛生體系能否占有關鍵地位的主要因素。

這也是上述分類中，醫療化程度的關鍵條件。延續著前述藥物濫用非醫

療衛生系統獨力可為的命題，國外多年來的經驗更指出其他系統如司法

處遇、矯治機構、教育單位乃至於社福單位，都需要整體協調，相互輔

助。除了政府單位之外，文化氛圍、道德價值、社會連結程度都是關聯

著藥物濫用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這也是前述葡萄牙的案例給我們的啟

發。成癮防治其實是社會改造的一個範例。

第二節   國內防治政策之回顧

因為可供濫用的藥物眾多，此處無法逐一討論。不過以臺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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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與濫用防治主題最為相關且著名的，當屬鴉片類的藥物為主。此

類藥物在日治時期以鴉片膏為主要形式，戰後則逐漸以由鴉片提煉而出

的嗎啡、海洛因等物質為主要的濫用物質形式。關於臺灣藥物濫用防治

史的細節無法細數，此處摘錄陳嘉新2017年的著作內之相關篇幅，作為

說明：

一、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初期，在一番爭議後，由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確

立了「漸禁論」的政策方針，採用公賣的方式管理鴉片癮者。鴉片癮者

在特許令的規範下，而得以取得鴉片膏滿足自己的癮頭；日本殖民政府

甚至設立官方的鴉片製造單位，提供不同價位與品質的產品供這些「阿

片君子」使用。然而隨著國際局勢改變，以英國或美國為主等國家逐漸

意識到鴉片類物質濫用後造成的成癮問題，公眾乃至於政府的態度也趨

於限縮甚至是嚴格管制。1909年在上海舉行的國際反毒會談，便是這種

針對成癮物質（以當時來說，仍以鴉片類麻醉藥物為主）的國際合作與

協商之重大範例。這樣的國際趨勢在臺灣產生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具有

自主意識的在地臺灣知識分子，得以藉這個時勢質疑並反抗殖民政府的

容許姑息政策，並將鴉片問題對比於一海之隔的中國過去近百年來諸強

侵略的暴力行為。殖民地內的質疑聲浪，以至於趨向禁制管控的國際態

勢，使得日本殖民政府不得不考慮鴉片的特許政策轉向到介入治療以求

逐漸削減吸食人口。杜聰明的更生院也是這種政策轉向下的產物，它收

治鴉片癮者並提供嗎啡替代治療，但同時它也記錄這種替代治療下病患

的反應。在集中式的治療處所中，杜聰明與學生得以對接受治療的鴉片

癮者採樣測量，並觀察治療效果。這些鴉片癮者遂具有病患與實驗對象

的雙重身分（Hsu, 2008） 。」

二、戰後臺灣：

「二戰終了，臺灣的日治時期結束，不僅政權轉移，鴉片類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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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也開始轉變。在臺灣由日本殖民政府轉由國民黨政府統治管理之

後，鴉片類麻醉藥物成為嚴格管控的物件。李志恒2004年指出戰後初期

的鴉片類成癮物質，由於民生較不富裕，取得此類物質也相對困難，因

此並不構成大規模的社會問題，僅有少數零星的使用。但是政府還是不

時查緝到走私的鴉片類藥物，並於每年六月三日禁菸節銷毀。整體經濟

狀況改善以後，才開始有比較明顯物質濫用問題，但當時流行的物質選

擇是強力膠、鎮定劑（包括所謂的「紅中」、「白板」、「青發」，但

是強力膠在普遍加入嗆鼻的芥子油之後就不易成為大量使用的對象），

而「紅中」等巴比妥鹽類的鎮定藥物在較為安全的取代物（如苯二胺類

的鎮定安眠藥物）普遍化之後，也逐漸退出臨床使用。伴隨著七零年代

臺灣經濟實力的起飛，進出口貿易的興盛也帶動毒品貿易的昌旺，這在

1986年解嚴之後更為明顯。1990年代起，精神臨床醫療場域中，逐漸出

現中樞神經興奮劑如安非他命使用之後產生精神病理的個案。同一時

期，臨床醫師也觀察到海洛因使用的再次增加。毒品犯的增加很快反應

在監獄人口的組成，1995年，時任行政院長的連戰仿照美國總統尼克森

在1970年代的同名口號，宣布了「向毒品宣戰」。除了用行政與刑罰手

法禁制成癮物質的使用，醫療介入也成為另一種治理藥物使用者（對應

於法律語彙中的菸毒犯）的方式。

1998年，原本的肅清菸毒條例改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由總統

明令公布，成為目前刑事方面處理物質使用的法律依據。當中第二十一

條第一款規定「犯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

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

關。」第十條之罪，指的是施用毒品。這一條規定讓使用法定毒品者得

以自行前往指定院所就醫，而不用擔心被通報，可以說是在法律限制中

開了一個醫療的選擇，也讓醫療化成癮現象更有法制上的操作空間。

同一個時期，針對藥物使用相關的醫療論述生產與知識引入也開始

發展起來，除了專業期刊如「中華精神醫學」（1997年三月改名為「台

灣精神醫學」）刊載了成癮性藥物的相關精神病理現象研究外，針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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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讀者所提供的教育資料也開始出現，如臺大精神科的林信男醫

師為具有初步醫療背景讀者的「藥物濫用」或者針對大學通識教育所需

編纂的「藥物濫用與防治」。儘管在藥物使用的防治上，被認為具有醫

療專業的醫師可能成為政府諮詢的專家對象，但是在參與相關事務的醫

師回憶中，法務部的意見還是佔據最主導的地位。可以說整體上，這些

物質使用還是放在合法性／非法性的法制架構下討論其預防與懲罰，而

不是放在醫療知識為基礎，醫療實作為架構的疾病防治脈絡下來處理。

進入西元2000年後，藥物濫用開始有藥物種類變多（包括越來越

多的舞會藥物如K他命）、使用族群變大（由原先的社會邊緣族群逐漸

包括一般工作者）的傾向，這也是其他經濟發展國家常見的社會趨勢，

同時也暗示著過往向毒品宣戰的壓制性策略有其極限。西元2006年起，

行政院召開第一次毒品防制會報，做為跨部會合作協調的平臺。同時，

反毒策略也開始修正，由過去的「斷絕供給，降低需求」改變成「首重

降低需求，平衡抑制供需」。這種由供給需求雙方面並行轉而側重需求

面處理的政策轉向，意味著醫療介入以減少成癮強度或者人數的實行空

間增加。然而，這個醫療介入刑罰化社會議題的最佳政策窗戶（policy 
window），並非因為藥物濫用或成癮問題本身，而是因為藥物使用連

結到前述的愛滋病傳染問題，才大為開放。這個政策轉向的關鍵，也就

是所謂的愛滋減害政策。」

三、成癮醫療體制之現況：

「儘管藥物問題與愛滋問題都在1990年代浮上社會檯面，成癮防治

方面相較於愛滋防治，大體上是比較缺乏人力、物力、財力與組織的。

因此，2008年，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協助下，結合了成癮防治的從業醫

療人員，組成了臺灣成癮科學學會。其初步的規劃，是在醫療專科化的

想像下訓練成癮專科醫師，以包括臨床服務與基礎研究的訓練架構，用

較長時間來培訓未來從事成癮防治的專科醫師作為服務的種子。不過後

來減害政策常態化之後，疾病管制局逐漸將防治重心挪回原本的性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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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成癮防治業務也重新在衛生、法務、教育等體制中切分開來，整

體來說，政府對於成癮專業的著力逐漸減少。這個專科制度也就轉向接

受其他醫療專業從業人員，如社工、護理等，所以原本設計的專科醫師

制度也就逐漸削弱，其未來的樣貌還值得觀察。」

第三節   國內防治政策之前瞻

2017年5月，前行政院長林全宣示「新世代反毒策略」，以回應近

年來社會對於各類藥物使用的顧慮，這也是近年來藥物濫用防制政策罕

見的行政高度 。不過新世紀反毒策略針對的還是以非法藥物（如海洛

因、甲基安非他命、K他命乃至於近年來盛行的新型精神藥物）的使用

為主，對於處方用藥的管理著墨仍少。後者（處方用藥）因屬於醫源性

問題，管理上往往訴諸針對處方醫師的行政約束（如現行健保署的安眠

藥管制措施）而少用刑事處遇，但是對於醫師處方之後由病人分流至其

他可能使用者的管理，則難以明確處理。這部分或許會在日後成為更大

的問題。2017年檢索知名網站Drug Abuse.com的資料來看，以美國近年

來處方止痛藥成癮的問題來看，部分是由於醫師疏於管制用量，使病人

容易耽溺其中，部分則是此類藥物容易經由分流機制流入原本不具處方

的人手中，但這些人的使用卻幾乎不受監控。臺灣近年來所謂處方籤用

藥濫用仍多侷限於安眠鎮定劑，但如果不對成癮止痛劑的處方醫師進行

提醒與約束，日後也可能步上美國的後塵。

另外，在新世代反毒措施的架構下，防毒監控、拒毒預防、緝毒掃

蕩、戒毒處遇、修法策略是五個主要軸線，醫療最多只佔了戒毒的那部

分，或者更多些，分擔些學校心理衛生當中拒毒教育的部分角色。在防

毒與緝毒上，醫療的角色全無。換言之，在這個架構下，藥物濫用防制

不能只依賴醫療衛生機構盡力，而需要有全面性的協調機制。近年來的

討論提出了幾個可能的前瞻性建議，但是可行性仍有待商榷，亟待仔細

討論，以下略舉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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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前立委顧立雄提出的「醫療前置化」，也就是針對被逮捕的

菸毒犯，先命其進入醫療院所進行戒治，視治療情況再決定是否繼續法

律程序。換言之，是把成癮醫療放在矯治機構之前的意思。這個做法呼

應了當前醫療觀點中將成癮產生的反覆求藥情況視為症狀之一，並且認

為介入治療能夠有效減少因癮頭發作而產生的求藥行為。另外一方面，

這個做法有被認為有助於減少目前監獄中人滿為患的超載情況，因為菸

毒犯目前還是監獄受刑人當中頗大的一部分。但是，除了此等醫療前置

化是否已經在緩起訴制度的立意包括的爭議之外（吳景欽，2017），這

個措施也被認為有許多實際上難以執行的地方，例如對於多罪齊發的菸

毒犯人，是否仍應遵循醫療前置過程？或者，醫療機構是否可以負擔所

有菸毒犯都送入治療單位的壓力？經費與人力由何而來？如果各機構介

入方法各異，戒治成效要如何評估？

其二，是在司法改革會議期間，由林達檢察官提出的毒品法庭概

念。這是由美國首先實施的一種特別化法律程序，基於「治療式司法」

與「問題解決型法庭」等理念，希望將法律判決結合到治療計畫與社區

處遇上面。以加州為例，毒品法庭的參加者須排除暴力犯、性犯罪等前

科，以單純使用毒品者為主，過程是需要當事人先認罪，再命其接受自

費治療，自願參加各式治療資源。監督機制則包括驗尿與定期出庭檢驗

治療成效，法庭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整合各種社區治療機構的夥伴，但仍

掌有基本的懲罰權力。這個建議在司改會議提出時，司法部則認為「鑑

於我國檢察官與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官職權上的差異性，且檢察官較諸法

官更占有連結行政資源現狀優勢，我國並無引進毒品法庭制度必要。」

（賴佩璇，2017）不管這個建議最終是否被接受還是被擱置，毒品法庭

的提案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在臺灣哪個單位才是最適合發動藥物濫

用的處遇（包括治療）？

這個問題除了呼應前述醫療化與刑罰化的概念對立之外，還牽涉

到司法機關的能力與專業化程度，另外也關係到毒品法庭的定位問題。

也就是毒品法庭的法官要經過如何的訓練才算能夠勝任？認罪是否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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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庭的必要條件？如何避免法官在當事人無法完成所命令接受的治療

時不會受到更大的處罰？另外一方面，法庭畢竟只是個指揮或者協調中

心，治療資源的提供數量與品質才是更根本的問題，所以該問的是：臺

灣到底有多少可供法庭選擇的治療或處遇單位？哪些單位適合做司法與

醫療乃至於社會復歸的聯絡平臺？

前次2014年國衛院報告主要集中在建立單一窗口因應個案問題，或

者是建立整合平臺處理跨部會問題，這些建議都極為珍貴。不過前次報

告沒有觸及的問題在於，臺灣對於藥物使用者復歸社會的組織與機構非

常匱乏，容量也顯然不足。政府要打算如何鼓勵並且扶植非政府組織建

立這個目的的機關並使其遍地開花，而不只是投注在醫療單位本身，這

才是真正開拓社會復歸的選擇機會的方式。

就本報告的立場來看，2014年國衛院提出的報告已經把過去十數

年的藥物濫用防制策略提出相當全面而完整的建言。不過過去三年政府

依照該建言執行的效率仍有待加強。或許是因為改革需要時間，但新世

代反毒策略並未完全採納前次會議的建言。當前的反毒策略要如何真正

走出有效改變的路，而不是因襲舊制、蕭規曹隨，其關鍵除了在於重新

檢討前次報告未能有效執行的問題之外，或許也該拓寬藥物濫用的定位

思考，將這個問題重新以社會問題而非醫療問題來規劃之，並對其進行

深入的質性分析、量性研究乃至於歷史考察，並擴大政策形成的參與基

礎，納入藥物使用者的聲音與建議，而非將他們的需求在政策過程中消

音，如此方能期待實質性的行為改變，而非帳面數字的改善。這是決定

政策前瞻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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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藥物濫用防治問題與對策

   （吳佳儀副教授、李明濱名譽教授）    

本章匯集近五年相關文獻以及專家學者所提之實務建議，呈現當今

臺灣藥物濫用的問題與現況，進而提出全面性、選擇性、指標性三大預

防策略，整理符合本土需求之精進對策與十大要點供政策參考。

第一節   背景分析

國衛院於2014年曾針對非法藥物的成癮防治議題提出重要的因應策

略，行政院於「2017新世代反毒策略」中亦強調毒品的查緝、戒治、防

範與拒毒等重點工作。有鑑於全球及國內趨勢，本報告特將"藥物成癮"
議題延伸為「藥物濫用」一詞的廣泛討論，報告中另將原側重於非法藥

物或毒品的策略焦點，加入「處方藥」之主題探討。

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的危害是一條連續線（如圖1-1所示），其

一端是正確使用藥物且無毒害，另一端則為嚴重因處方/非處方藥物成

癮合併精神疾患共病（comorbidity），目前政府規劃從緝毒合作、防毒

監控、毒品戒治與拒毒預防四大面向掃蕩毒品問題，強調降低毒品供

應、減少毒品需求（圖7-1）；然而，除了非法/非處方藥或毒品問題，

尚有各種藥物濫用前端（即藥物誤用到濫用時期）的預防與教育議題，

以及有關管制類處方藥品（如鎮靜安眠藥）的濫用問題防治，這些都仍

是潛藏在冰山底下對臺灣人民莫大的健康危機。

誤用處方藥與非法藥物（毒品）的使用之間，呈現高度相關(詳第

五章第二節），因此，藥物濫用的毒害問題應從個人使用之初，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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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藥原因與身心社會需求，藉由教育與醫療跨專業合作協助個人防毒

與拒毒；一旦民眾已經開始使用，則應早期篩檢、及早介入醫療、社福

與法務協助，防止個人因嚴重成癮衍伸出更多社會問題。2017年於國衛

院論壇中，本議題團隊共辦理了六次委員會議、兩個病友焦點團體、三

個大型專家會議，廣泛探討藥物濫用相關問題，並著重於跨專業、跨族

群、跨部會可行的策略方向討論。期能藉由以下各小節綜合處方與非處

方藥問題之分析及彙整，提供政策建言。

圖7-1   2017年行政院反毒策略架構大綱。

                                                       （取自2017.5.11行政院會議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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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藥物濫用問題探討與精進策略

一、早期預防與教育介入

目前政府的藥物濫用策略重於緝毒防治甚於防毒/拒毒作為，對於

藥物濫用的早期預防工作仍缺乏足夠的實證基礎且尚未落實學校教育部

分，因此，對於現今全球重視的青少年藥物濫用議題，仍難掌握其嚴重

性及有效策略，此區塊反映出第一級預防—即全面性策略的重要性，即

提供全民正確用藥及物質濫用預防教育以提升心理健康促進知能，防範

處方及非處方藥物之誤用、濫用與成癮行為（詳表7-1）。如何藉由藥

物濫用守門人的訓練及宣導，早期防止大眾進入物質濫用的入口，避免

藥物濫用問題進展到嚴重成癮，也有賴政府投入心力強化藥物濫用守門

人及大眾預防性教育。

二、藥物濫用之篩檢與轉介

高風險群的篩檢與早期轉介仍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除了許多鎮靜

安眠藥濫用者未合適醫治其濫用問題，更多逐年增加的非處方藥濫用者

(尤其快速成長的新興毒品使用者)無法被早期發現，造成社會安全網之

重大威脅，此區塊的問題除了藉由提升篩檢量能、強化醫療轉介功能

外，於第二段預防工作中亦可藉由戒菸、戒酒計畫早期發現藥物濫用潛

在族群、降低從濫用到成癮進程中的個人與社會危害。

三、醫療與司法處遇

在藥物濫用問題的醫療介入層面上，目前政府側重於毒品成癮者

在司法過程中的醫療處置，處方藥部分較屬於冰山底下的潛藏危機，目

前並非浮在檯面上的政策議題。然而，在藥物濫用的進程中，應針對防

治策略的不同階段，結合跨領域相關單位的合作與連結，介入個案所需

之連續性處遇（如圖7-2）。在藥物濫用前段--也就是初發之藥物使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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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當今藥物濫用問題與策略分析

藥物濫用問題 問題預防對策

處

方

藥

可更落實全民物質濫用預防與心理

健康教育：學校宜結合親子共學與

生活技能，於國小、國中、高中、

大學藥物教育全面推動菸、酒、檳

榔、與藥物濫用防治。全民教育也

應加強藥物濫用與心理健康促進知

能，實踐正向生活方式。

亟需實證基礎以支持現行藥物濫用

預防教育策略：學校與醫療教育策

略缺乏研究，對醫師處方行為及病

人用藥行為、藥物篩檢成效、處置

成效等亦缺乏足夠的了解，導致實

證基礎不足以引導策略。

降低身心社會危害：過度鎮靜安

眠、嗜睡、認知功能降低、失智傾

向等；依賴藥物、情緒低落、坐立

不安、專注力下降、記憶力減退

等；交通意外事故、自殺風險、因

藥物副作用致醫療成本增加、藥物

資源濫用、低效性醫療問題等。

第一級預防――全面性策略

目的：針對全民提供正確用

藥及物質濫用預防教育，提

升心理健康促進知能，以防

範處方及非處方藥物之誤

用、濫用與成癮行為。

做法：於社會大眾（家庭、

職場）、在學學生／中輟

生、媒體專業人員等人口族

群落實物質濫用知能教育宣

導與技能演練。學校相關課

程應落實正確用藥、反菸酒

檳榔與反毒教育；社會面可

透過媒體、網路進行社會教

育；全民推動「藥物濫用守

門人」以預防藥毒危害、早

期轉介治療。

第二級預防――選擇性策略

目的：強化物質濫用高風險

群的早期辨識與早期轉介工

作以利適當治療。

做法：全民推動高風險群戒

菸、戒酒工作以早期發現潛

在藥物濫用的潛在族群，盡

早阻斷處方及非處方藥物從

誤用、濫用到成癮行為之發

展。同時須強化醫療端對藥

物濫用的早期辨識與轉介，

提高篩檢、通報與早期戒治

的成效，以預防個案走向成

癮共病未治療導致社會安全

非

處

方

藥

強化成癮篩檢與轉介治療軟硬體資

源：成癮個案收治機構及人員訓練

待加強；醫院須定義成癮戒治服務

內容，改善替代療法的資源，提升

戒癮者便利的治療環境。

加強醫療與司法合作機制：醫療與

司法宜合作建置有效完善的服務流

程，滿足個案身心、社會與靈性需

求，有效杜絕再犯，並增加藥物濫

用者生活品質與戒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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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中，有一部分是仍在學或有工作的人口族群，在此階段若能早期預

防、早期辨識個案，可防止藥物濫用的問題擴大；在藥物濫用後期--針
對已成癮的藥物濫用者，策略上應強調跨領域整合性、持續性服務使其

達到有效的社會復歸並兼顧其生活品質。

非

處

方

藥

避免毒品使用者之汙名化：促進全

民對藥物濫用議題重視，導正媒體

報導並減少民眾對相關議題產生污

名效應。

降低身心社會危害：身體躁動不

安、異常亢奮、嗜睡、食慾不振

等；依賴藥物／毒品、情緒低落、

坐立不安、專注力下降、記憶力減

退等；交通意外事故、自殺風險、

家庭失和、暴力、犯罪行為等。

之重大威脅。

第三級預防――指標性策略

目的：針對已成癮者的治

療、司法問題與社會心理需

求提供跨領域整合性、持續

性服務，使關懷在不間斷的

過程中達到有效的社會復

歸。

做法：結合司法檢警機關、

醫療、教育、社福單位共同

合作，滿足藥物成癮者復元

歷程中的醫療、法律、社會

心理、福利服務之需求，有

效降低成癮問題帶給個案、

家庭、社會的衝擊。

圖7-2   藥物濫用防治策略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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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個爭議性的議題是：假使篩檢陽性的用藥人口突增（或者

處方藥濫用個案求助的人數增加），我們的醫療單位是否有足夠的空間

與專業人力可以提供良好的服務，以因應龐大的藥物濫用問題？再者，

我們的司法機構是否有足夠的空間能容納不斷增加的吸毒病犯？目前看

來答案都偏向否定。那麼，未來該如何針對初發個案結合合適的司法刑

罰（如緩起訴）與完善的醫療介入，透過跨專業合作以提供更全面、人

性化的藥物濫用整合式服務？此外，政府對於藥物濫用者在治療或監禁

後的社區再融入及汙名化效應，該如何改善？也是未來的政策重點。

截至2017年7月，衛福部設有111家提供「替代治療」服務的醫院，

補助17家醫院執行「非鴉片類藥癮治療補助計畫」以及8個民間機構辦

理「藥、酒癮者復歸社會服務效能提升計畫」，整體而言，如何促進戒

癮者有更好的人際重建、家庭連結、及社會復歸，而非只是將其機構

化，亟需政府研擬跨領域全面性、選擇性及指標性策略，落實本土策進

做法，以達有效降低藥物濫用問題、增進社會安全與人民生活品質之目

標。

四、三級預防策略建議

根據上述問題分析，本段提出可行之幾個策略建議如下：（另參表

7-1）

（一）全面性策略

目標：強化學校教育與全民防範、降低初使用毒品及早期物質濫用

人口、提升公眾知能阻斷進階使用。

族群：社會大眾、校園在學生與中輟生、媒體專業人員。

有關單位：教育部/縣市教育局、衛福部（心口司／社家署）、媒

體專業。

建議做法：

‧ 落實藥物濫用課程納入各級學校健康教育，透過媒體、網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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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

‧ 以各縣市社政、民政、教育、社福機構、公益團體及志工團體為

網絡資源的對象，培養社會各界守門人。

（二）選擇性策略

目標：早期辨識高風險群、針對個案需求轉介合適服務（含社福與

醫療）。

族群：中輟生、常見易濫用處方使用者（鎮靜安眠藥、止痛劑）、

醫師。

有關單位：法務部/司法檢警單位、教育部特教司/縣市教育局、衛

福部（心口司／醫事處／社家署／食藥署）暨醫療網絡、毒防中心／心

衛中心、NGO-民間團體。

建議做法：

‧ 發展早期篩檢機制、強化通報效能。

‧ 建置雲端連繫平臺以整合資訊及個案處置進展，掌握治療與復歸

資訊，提供全民藥物濫用知能。

（三）指標性策略

目標：防止藥物濫用或成癮者的健康問題惡化及重複用藥/吸毒、

增加藥物濫用者治療效果，促進社會復歸能力，避免個案自然/意外死

亡或自殺。

族群：處方藥濫用者、吸毒者、社會復歸者。

有關單位：教育部／縣市教育局、衛福部各單位（如心口司／醫事

處／社家署等）、縣市毒防中心、法務部/司法檢警單位。

建議做法：

‧ 強化醫療資源對個案處遇之效能

‧ 整合司法、醫療到社福的跨領域連結，提供持續性、整合性、多

元性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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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雲端網路資源及跨專業溝通平臺，主動提供個案所需的諮詢

與輔導，避免身心問題惡化

‧ 透過各縣市毒防中心整合病人資訊（司法、社政、民政單位為資

訊來源）並建立轉介平臺

‧ 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公私立綜合醫院、公立專科醫院為受理轉

介後的醫療及復健專責單位。

五、跨領域藥物濫用資訊之雲端整合

為掌握效能、整合跨領域資訊，在藥物濫用防治策略上，除了同

時打擊處方及非處方藥濫用的問題，更應辨識各專業服務過程中的斷

點，藉跨領域資訊交流與溝通，提供藥物使用者持續性多元化的整合式

服務，因此本團隊提出「藥物濫用資訊雲」的概念，將藥物濫用的三級

預防結合雲端資訊共享平臺的機制，建構未來跨專業合作處置藥物濫用

個案、彙整健康資訊、以及民眾知能分享的一個網路園地。期待臺灣的

藥物濫用問題能在跨界合作、全民齊心、專業互信的基礎上，建立一個

不分族群、不分專業、整合相關網站的藥物濫用資訊雲端平臺（詳圖

7-3），該網站屬於全民，得以提供民眾正確的藥物知識，使專家學者

分享知能，且作為政府機關個案處遇及治療資訊的交流園地，以及第一

線實務工作者的合作平臺。

六、藥物濫用精進對策十大要點

藥物濫用防治工作是一個長期挑戰，需要政府及民間垂直整合跨領

域資源以貫穿服務之間的隔閡，亦須各專業領域內部集思廣益以收平行

整合之效，並突破個案取得醫療服務之屏障。本節綜合全文所述重點，

以下列十項要點作為總結：

1.加強全民正確用藥、物質濫用（如菸酒）預防與心理健康促進教

育。

2.中央應有專責單位規劃藥物濫用相關專業人員培訓與在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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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實青少年之全面性藥物濫用預防教育（含親職教育與學生輔

導）。

4.校園輔導轉介應落實三級預防策略並與醫療之間有密切合作。

5.增加新興毒品檢驗量能並與醫療合作提升早發個案的成功轉介。

6.提升藥物濫用防治工作的長期補助，並由政府指派主責機關進行

醫療、司法、社政、教育、媒體等跨領域協調與報告。

7.強化藥物濫用實證研究產能以引導教育、實務、及研究之全面發

展。

例1：未用毒青少年高風險群（如吸菸者）之危險因子研究。

例2：藥物成癮者之衛福／教育／司法資料串聯研究。

例3：處方藥濫用族群之特徵分析與流病調查。

8.各縣市毒防中心彙整跨處室資料以驗收篩檢成效並即時修正策

略。

圖7-3 三級預防策略與藥物濫用資訊雲端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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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平衡人權保障與防治成效，以滿足服務提供者（如藥物濫用研究

之倫理審查過嚴議題）及服務使用者（如緩起訴個案之醫療需求）雙方

所需。

10.提升政府與民間資源及藥物濫用復健機構與專業人員／復康者

量能，滿足個案於社會復歸階段得到充分且持續的諮詢、關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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