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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總統將反毒列為政府最重要施政工作，宣示建

立「社會安全網」，為了推廣反毒教育，結合教

育、衛福及內政等部會的反毒宣導資訊，推出

「反毒大本營」網站。

（二)、109年行政院蘇院長邀集各部會組成專案會議

，共同研擬「精進策略」，警政署為保護青少年

遠離毒害，頒布當前防制兒少涉毒相關精進作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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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三)、109年重要反毒政策-防制新興毒品﹣甲氧基

甲基安非他命(PMMA.MMA)犯罪，內政部警政署函

請各警察機關全力溯源查緝。

（四)、當前本市校園最主要的問題仍有『毒品、詐

欺車手、霸凌、竊盜』防制等項，針對『新興毒

品』市府各局處共同防制及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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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成長優質環境

依犯罪統計-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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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年六都少年犯罪狀況比較表

直轄市 年度
少年犯罪

人數
少年

人口數

少年犯罪人
數/

每千名
排名 總人口數

少年犯罪人數/
每10萬名

排名

台北市
108年 1124 132,474 8.48 6 2,645,041 42.49 6

109年 1431 128,540 11.13 6 2,605,369 54.93 6

新北市
108年 1513 212,514 7.12 4 4,018,696 37.65 4

109年 1078 205,898 5.24 2 4,030,594 26.75 1

桃園市
108年 487 139,049 3.50 1 2,249,037 21.65 1

109年 634 134,895 4.70 1 2,267,070 27.97 2

臺中市
108年 961 169,592 5.67 2 2,815,261 34.14 2

109年 1058 164,026 6.45 3 2,818,670 37.54 3

臺南市
108年 742 99,092 7.49 5 1,880,906 39.45 5

109年 781 96,239 8.12 5 1,875,378 41.64 5

高雄市
108年 1003 147,285 6.81 3 2,773,198 36.17 3

109年 1143 141,684 8.07 4 2,766,752 41.31 4

★少年犯罪人數比例越低，排名越前，則表現越佳。
★依據110.3.30刑事局刑案紀錄處理系統查詢結果，不含曝險少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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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
合平台

多元

處遇

翻轉虞
犯印記

觸法兒
童回歸
教育社
福

保障少
年程序
基本權

三、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重點

(一).109年6月19日12歲以下
除罪化

(二).110年2月24日少年偏差
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
(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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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成人陪同在場、兒童少年心理衛生或其他專業人
士、通譯協助等表意權保障規定。

新增第3條之1

•少年為詢(訊)問時應權利告知相關事項，得選任輔佐
人，並得依法請求法律扶助，以強化程序權之保障。

新增第3條之2

•為避免少年受不當影響，於詢(訊)問、護送及使其等
候過程，應使少年與一般刑事案件嫌疑人或被告隔離。

新增第3條之3

•連續詢(訊)問少年，得有和緩休息時間及夜間不得詢
(訊)問少年(設有例外規定)，以維護其身心健全發展。

新增第3條之4

108年6月19日少事法部分條文修正公佈，涉及警察機關執法相關者，摘
列如下：

三、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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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送達程序中對於少年或其他依法應保密其身分
者之保護，規定文書送達不得揭露少年資訊，以保障
其隱私權益。

第49條

•少年前案紀錄及有關資料之保密與增列3款塗銷事由
相關規定

第83-1條

•刪除7歲以上12歲以下之觸犯刑罰法律兒童適用少事
法之規定，並回歸教育、社福體系處理，並由教育部
邀集相關部會於1年內完成相關規定之研議。

刪除85條之1規定

108年6月19日少事法部分條文修正公佈，涉及警察機關執法相關者，摘
列如下：

三、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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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新修正三讀通過之少事法規定，限縮虞犯少年的行為態樣，並採行政輔
導先行作為，明定由少年輔導委員會(下稱少輔會)承接輔導工作。相關修
正條文，摘列如下

•將現行條文第2款7種「少年虞犯」行為態樣，刪除4
種僅保留3種行為態樣（經常攜帶危險器械、少年吸毒、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第3條

•虞犯少年採行政先行制度，由少輔會承接輔導工作，
並揭示司法最後手段性原則。

第18條第2項至第6項

•少輔會之設置、輔導方式、辦理事務、評估及請求少
年法院處理等事項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第18條第7項

•行政先行制度，設定日出條款(於112年7月1日施行)
第18條第8項

三、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重點



(一)未滿12歲兒童觸法案件通報處理

一、7歲以上未滿12歲兒童觸犯刑罰法律，自109年6

月19日後不再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應依據「處

理未滿12歲兒童偏差行為作業程序」，並視個案

狀況通報市政府教育局或社會局，以維護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

二、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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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修法重點

修法後
少事法

少輔會設置及
實施辦法

少年偏差行為
之輔導及預防

辦法

修法前
少事法

少年不良行
為及虞犯預
防辦法

少輔會設
置及實施
要點

法
規
命
令

行
政
規
則

法

律

提升位階

修正取代

◆獨立設置依據
◆與輔導辦法分家

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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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法行為

司法＋警察教育＋輔導

曝
險
行
為

偏差行為

正常行為

列
舉
偏
差
行
為

(二)、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修法重點



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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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

行政院109年1月15日修正第18條(供毒器具沒收銷燬) 、

24條(行政程序) 、31-1條(特定場所防制措施)

行政院107年7月11日公告修正(毒品之分級及品項)

彩虹菸所添加之氯苯基戊酮例為第3級毒品。

行政院108年12月17日修正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修正目的：

為發展政府重罪重懲、痛打毒品之決心、法務部基於寛

嚴並濟之刑事政策，對於販毒等重大犯行採從嚴處罰，

且新增擴大沒收制度以澈底剥奪不法所得；而對犯行輕

微或施用毒品之人，則給予自新及戒除毒癮之適當刑事

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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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

第9條 對未成年人、懷胎婦女販賣毒品罪者，加重刑度

加重販賣混合式毒品-新興毒品

加重對懷胎婦女販毒刑度

犯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強脅迫、引誘、轉

讓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

品之刑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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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

第11條 增加持有毒品罰金、數量
加重罰金、擴大新興毒品入刑範圍、持有第3、4級毒品由20公克降為

5公克以上。

持有第1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30(5)萬以下罰金。

持有第2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3)萬以下罰金。

持有第3級毒品純質淨重5(20)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20萬以下罰金。

持有第4級毒品純質淨重5(20)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0萬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1、2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10(1)萬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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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

第19條 新增擴大沒收範圍、澈底剝奪不法所得

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有事實足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

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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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青少年問題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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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事件

一、偏差行為少

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

(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

填寫勸導單

二、曝險行為
少年事件處理法

移送少年法院

三、觸法事件
相關刑法、條例

移送少年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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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

1.
與有犯罪
習性交往

2.
參加不良
組織

3.
加暴互毆
未至傷

4.
藉端
滋擾

5.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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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深夜遊蕩

7.
猥褻
騷擾

(一)、偏差行為



一、
不良行為(2)

8.
跟追他人

9.
逃學.家

10.
出入危害身
心健康場所

11.
吸菸
飲酒
嚼檳榔12.

觀.閱.聽.用
有害身心健
康物品

13.
道路危
險駕駛

14.
超時續用電子
產品有害身心

健康
23

15.
其他不利於健全
自我成長.損人權
益.或公序

態樣

(一)、偏差行為



(二)、曝險行為

少年事件處理法，已於108年6月19日公

布，限縮曝險少年的行為態樣如下：原7項

1.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者。

2.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而尚未觸犯

刑罰者。

3.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

罰之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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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觸法事件

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及條例之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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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青少年藥物濫用
萬惡毒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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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藥物濫用(俗稱為吸毒)

一、藥物濫用是指不是以醫療用途
為目的，而未經醫師處方或指
示的情況下，擅自過量或經常
使用特定的藥物。

二、對藥物(毒品)的「依賴」越來
越大，導致最後用藥需求大增
，每日均在找毒→吸毒→籌錢
→買毒之間度過，因而製造許
多社會治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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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毒品

所謂毒品，指具成癮性、濫用性及對

社會危害性之麻醉、損傷精神之藥品

與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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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
特性

二、興奮劑
(安非他命
搖頭丸)

一、鎮靜劑
(FM2)

三、迷幻藥
(搖腳丸
一粒沙)

四、溶氣劑
(強力膠.笑氣)

五、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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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成癮之歷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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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犯在好奇心之驅使、逃避現實或為解除病
苦與挫折，開始嚐試吸食或施打藥物。

一、

開始階段

• 毒品犯週期性或間歇性的繼續使用藥物，惟
尚未達成癮之階段。

二、

繼續階段

• 已重覆使用藥物而成為習慣性，而有部份之
心理依賴性產生。

三、

沈迷階段



藥物成癮之歷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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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覆使用藥物後，產生生理及心理之依
賴及耐藥性情形，而有繼續使用之衝動。

四、

成癮階段

• 最嚴重階段，身體上已產生藥物依賴，藥
物已改變行為人之生理狀態，倘不繼續用
藥，將會產生戒斷症狀，危及生命安全。

• 停藥徵候群(可能抑鬱、焦慮)

五、

戒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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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非他命

吸食安非他命兩年後，他常常懷疑在
蚊子叮過的膿泡裡長了「安蟲」，他
好害怕不停的挖著傷口、不停的挖

這是一個18歲少女的右腳，他在吸
食安非他命後仍不過癮，還注射速
賜康、海洛因，最後把針頭打在腳
踝上，潰爛的針孔卻再也合不攏了





毒品毒害案例
(長期施用甲基安非他命)

 28歲男性

 死於看守所

 家屬認為係受
管理人員虐待

 實係長期施用
甲基安非他命
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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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畫裡豐腴優雅的蒙娜麗莎(吸毒走鐘)，會變成什麼面貌？國立自
然科學博館110年7月起推出《當名畫遇見毒品》特展，模擬畫出受毒品
危害的消瘦病態的可怕模樣，提醒青少年要遠離毒品的侵襲與陷阱。



七、新興毒品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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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毒第一線
望聞切

混有毒品之咖啡，粉
末易潮濕或結塊

切
1.包裝有異
2.顏色有異
3.涉嫌人行為舉止異常

望

1.氣味有異
2.毒品咖啡包、奶茶包
不同於正常的味道

聞



影片長度:2分25秒

新興毒死亡數新高 最小死亡案例15歲少女.mp4


新興毒品

非常見市售品牌之咖啡包、奶茶包、糖果、彩虹菸

檢查產品包裝外觀:

1.是否重新封口

2.外包裝打印粗糙、標記不清、無原廠防偽標記

3.與原廠包裝不同或是山寨品

檢查內容物

1.顏色味道是否有異

2.粉末外觀是否均勻、糖果外觀是否完整均勻

3.粉末外觀是否受潮、沾黏結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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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偽裝方式

常見偽裝成跳跳糖、軟糖、咖啡包、奶茶包。

常見添加於菸草內。



新興毒品-偽裝方式

添加強烈香精、色素
之果凍 (混有MDA，

MDMA，PMA，MMA)

添加強烈香精、色

素錠狀糖果 (搖頭

丸MDA、MDMA、

PMA、MMA) 毒品咖啡包、奶茶包 (混

有甲基安非他命MDA、

MDMA)



(一)、甲基安非他命晶體
成 份：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中樞神經興奮劑

使用後徵兆：心跳加速、血壓升高、體溫升高，中毒者會

體溫過高、心搏過速、抽搐的症狀。

使用方式:大多為燒烤煙霧鼻吸。

●你知道吸食安非他命會變笨變醜？.mp4
●你知道吸食安非他命會變笨變醜？.mp4


(二)、搖頭丸藥錠
成 份：MDA、MDMA、中樞神經興奮劑 。

使用後徵兆：心跳加速、血壓升高、體溫升高，中毒者

會體溫過高、心搏過速、抽搐的症狀。

使用方式:大多為口服



(三)、新式搖頭丸藥錠 PMMA、MMA

成 份：與搖頭丸MD M A相似，中樞神經興奮劑，藥
效比搖頭丸更強。

使用後徵兆：心跳加速、血壓升高、體溫升高，中毒者甚
至橫紋肌溶解、呼吸衰竭症狀，甚至致死。

使用方式:口服 。



新世代之毒

新興毒品對社會之危害



PMMA中毒的反應

呼吸急促、呼吸窘迫
急性肺水腫

呼吸系統

中樞神經異常亢奮、造成抽
搐、幻覺、急性腦中風、腦
出血

腦部與神經系統

橫紋肌溶解症，造成
急性腎衰竭

腎臟毒性

神經興奮造成瞳孔放大
幻覺

血壓升高、心博加速
心律不整

心臟血管系統

. 

視覺異常

肝臟酵素參與毒物分解
易造成肝臟毒性

肝臟毒性

嚴重急性中毒

猝死



什麼是PMMA

01

02

03

04

對-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para-

Methoxymethamphetamine (PMMA) (第三
級管制藥品)

與2-MMA、 3-MMA、4-MMA同為甲氧基
甲基安非他命MMA之異構物

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之第二級管制
藥品第169項「對－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PMMA)」品項名稱修正為「甲氧基甲基安
非他命（MMA）」，且包括2-MMA、3-

MMA及4-MMA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2017-1-5生效

2020-1-15生效

最新「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第二級管制
藥品第181項：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MMA）

1938年發現、2000年國際開始流行

2006年國內首宗致死案例



什麼是PMMA?
PMMA 化學式簡介

與搖頭丸MDMA相似
，同屬於安非他命
類藥物，外觀不易
辨識，俗稱強力搖
頭丸或死神

化學性質

產生作用的時間較
MDMA慢，容易服藥
過量 ◦由於毒性較
MDMA強，易造成中
毒致死情形

藥效與毒性



(四)、愷他命
毒品形態：白色細晶體、粉末。

經煙燒有塑膠臭味，為中樞神經抑制劑。

醫療用途：獸醫用或手術麻醉劑。

使用後徵兆：會產生幻覺、錯亂、意識模糊症狀。

使用方式:通常與菸草混用、鼻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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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23歲妙齡女子，拉Ｋ3年，導致

膀胱容量只剩下50c.c，遠低於一般人的

300至500c.c，喝下兩杯水膀胱就滿了，

且嚴重尿失禁，不得不終身包尿布，失

去大好前景，讓旁人直搖頭。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泌尿外科主治醫

師陳煜表示，近3年收治許多年輕人，因

為吸食Ｋ他命導致膀胱黏膜潰瘍、發炎，

反覆因此結疤變厚，導致膀胱纖維化、

萎縮。

他表示，吸食Ｋ他命最直接影響就

是泌尿系統，因此頻尿、血尿，甚至也

有人因此腎臟衰竭，須終身洗腎，且沒

有效治療，多半只能長期包尿布解決。



影片長度:3分5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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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7中天新聞　少女拉K尿血塊　終生尿布不離身.mp4


(五)、 神仙水
成 份:混合1、2、3、4級毒品
常見成份：混有海洛因、GH B、M D M A  、愷他命、卡西

酮類、F M 2、鎮靜劑等各級毒品，並添加
果汁、香料增加香氣。

使用後徵兆：中毒者可能會發生猝死；精神紊亂等。



(六)、卡西酮類藥物
別 稱：浴鹽、殭屍毒品。
常見成份：α-PVP、MDPV、MDPP、MDPB…… 
成癮效果：與第2級毒品安非他命類藥物、搖頭丸效果類似
使用後徵兆：四肢麻木、肌肉僵硬、產生嚴重幻覺和失去

判斷力，會誘發潛在攻擊性暴力行為，而有
「殭屍毒品」稱號。

卡西酮由原產地東非的恰特草、阿拉伯茶中植物成分。
由於卡西酮容易合成，目前為全球最常見的濫用毒品。



(七)、卡西酮類毒菸(俗稱彩虹菸)：
1.非市售品牌，大多為自創品牌，或不知名商標

2.內容物菸品無一般市售正牌菸品之防偽標記



(八)、毒咖啡、毒奶茶：

1.包裝是否有重新封口?
2.毒品咖啡包與正版咖啡包包裝、商標有差異
3.非常見的市售品牌



(九)、毒咖啡及毒奶茶內容物之辨別：
1.咖啡粉、奶茶粉顆粒與顏色不均勻

2.毒品咖啡、奶茶粉易潮濕結塊

3.味道有異

毒品
咖啡包

正常的
咖啡包



影片長度:1分27秒

59

【中視新聞】毒品偽裝咖啡包 混多種毒誤食恐致命 20150106.mp4


(十)、毒糖果外觀之辨別：

毒軟糖與真糖果包裝、打印、商標，有些微差異

市售品牌糖果 毒糖果



十一、毒糖果內容物之辨別：

1.正牌市售軟糖質地較透明、糖果外觀較完整。
2.毒軟糖質地混濁不透明、外形輪廓不明顯。

市售品牌糖果

毒糖果



(十二)、笑氣- 一氧化二氮

毒品名稱：吸入性濫用物質

狀態：無色有甜味，小鋼瓶或氣球裝入

作用：吸入約15-30秒即可能產生欣快

感發笑，並持續2-3分鐘

使用後徵兆：肌肉麻痺、損害腦神經

吸多恐窒息喪命

應用：

1.早期牙科拔牙手術用麻醉

2.醫療上為輔助性全身麻醉劑

3.醫療使用須與氧氣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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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氣」十月列管 吸食最高罰30萬－民視新聞.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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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不出來的笑氣人生.mp4


 桃園市政府於109年10月底預告「桃園市特定氣體不
當使用防制自治條例」草案，將「一氧化二氮（笑
氣）」列管：一、業者販售需列冊登載購買人資訊
、標示警語及廠商資訊。二、特定旅宿業及娛樂場
所業者應通報場所內有人持有或施用之義務。

 笑氣因未列為毒品或其他管制物質管理，民眾取得
容易，進而誤用成癮，長期吸食將造成1.末梢神經
與脊隨病變、2.四肢麻痺、3.肌肉無力等症狀，4.
出現嗜睡、幻覺、失憶、憂鬱等精神異常的狀況。
根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資料，桃園市108年查獲施用
笑氣件數為134件，平均施用年齡為24歲， 109年截
至7月查獲施用笑氣件數攀升至455件，平均施用年
齡為2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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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電子煙危害防制自治條例
110 年 2 月 2 日公布施行

為防制電子煙之危害並維護胎兒、兒童及少年健康，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一、電子煙：指能釋放煙霧、蒸氣或其他氣膠供人以

類似吸食菸品方式使用之電子裝置。

二、吸食電子煙：指吸食電子煙或持有已啟動之電子

煙之行為。

三、與電子煙相關器物：指用於電子煙之零組件及供

電子煙使用之煙油（彈）等物質或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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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電子煙危害防制自治條例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食、持有電子煙或持有與電子

煙相關器物。應令其接受戒菸教育實施辦法之戒菸教育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滿十八

歲者為前項之行為。

任何人不得供應、交付、販賣電子煙或與電子煙相關

器物予未滿十八歲者。違反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任何人不得強迫、引誘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婦吸食電子

煙。違反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依菸害防制法規定全面禁止吸菸場所，禁止吸食電子

煙。違反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68



反毒英雄-歲歲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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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19反毒英雄聯盟首部曲「歲歲平安」ft. 飆捍館長、夏于喬（喬喬）.mp4


強化宣導拒絕毒品，「十二星座拒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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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臺灣高等檢察署與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反毒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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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臺灣高等檢察署與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反毒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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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春暉小組)

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

醫療單位

少年輔導
委員會

警政單位

司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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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防處少年犯罪，應秉持著「今日的少年

犯可能就是明日的成年犯」及「今日不

投資在教育及預防犯罪工作，明日必花

錢蓋監獄」的理念下，積極落實辦理各

項防處青少年犯罪工作，以期達成淨化

治安環境，保護社會安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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