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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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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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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不自愛 大炳吸毒被抓 
又哭又求饒 

•大炳用黑外套遮
住手銬、棒球帽
壓得低低，眼眶
泛紅，被警方從
重案組轉往建檔
室採指紋、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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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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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琳出獄時臉上長滿痘痘  

• 在演藝圈因演過多部偶
像劇而小有知名度的裴
琳，正值花樣年華，如
今卻因為被警方查獲家
中藏有大麻和吸食器而
被逮捕，警方查出，她
沒有吸毒前科，大麻的
來源是來自於還沒有落
網的藥頭所供應，同時
，裴琳也坦承，她吸食
毒品已經長達2、3個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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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Drug Abuse) 

• 非基於醫療上需要而使用藥物 

• 非依醫師處方而使用藥物 

• 雖基於醫療上的需要，卻過量使用藥物 

• 用藥程度到達傷害個人健康或到維害社區
安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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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物質、管制藥物、毒品之關係 

•成癮物質 

–泛指有成癮性的物質，包含合法與非法，如香菸、酒
與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 

•管制藥品 

–係指有成癮性麻醉藥品、影響精神藥品及其他認為有
加強管理必要之藥品。並依其習慣性、依賴性、濫用
性及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分四級管理 

•毒品 

–係指具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
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並依其成癮性、濫
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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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者行為表徵 
情緒方面  

多話、躁動不安、沮喪、好辯、易怒、恍惚 

身體方面 

思睡、食慾不振、目光呆滯、無意義的反覆動作 

結膜紅腫、步履不穩、靜脈炎 

感官表達方面 

視幻、幻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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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錢、鬼鬼祟祟、成績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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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毒品的中毒臨床症狀  

1.急性中毒臨床症狀 :由昏迷、針瞳和呼吸 

    抑制三種主要中毒臨床症狀。  

2.耐藥性 :長期使用嗎啡類化合物，對呼吸 

    抑制、止痛、鎮靜、催吐和欣快效應等 

    作用均有明顯的耐藥性。  

3.依藥性 :對生理及心理造成雙重性依賴， 

    長期使用一旦中斷，會有生理上的脫癮 

    症狀發生，此為生理依藥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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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毒品的中毒臨床症狀  

 
 

4.禁斷症狀:會出現流淚、鼻漏、呵欠、發
汗等非意識，雞皮疙瘩、瞳孔放大、激
動及震顫。   

5.濫用合併症:濫用者常發生憂鬱、自殺等
精神科合併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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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毒品的可能因素  

• 個人因素:好奇(96%)、解決挫折(58%)、尋找 

   刺激(25%)、反抗權威(21%)、被忽視(18%)。 

• 人格因素:情緒不穩、悲觀、無法忍受挫折、自
我脆弱。  

• 學校因素:課業壓力大適應不良、尋求團體及朋
友認同、反抗權威。  

• 家庭因素:破碎家庭、單親家庭、父母不和及管
教不當、父母是酒癮或藥物濫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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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謂 毒 品? 

★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 

    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 

    分成四級。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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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常見品項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分
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常 
見 
毒 

品 

 海洛因 
 嗎啡 
 鴉片  
 古柯鹼 

 安非他命 

 MDMA 
（搖頭丸） 

 大麻 

 LSD(搖腳丸 

 GHB(G水) 

 PCP(天使塵 

 Psilocybin 

 Psilocine 

PMMA 

 

 FM2 

 K他命 

  2C-B 
Nimetazepam 
(一粒眠、K5 、紅
豆) 

Zopiclone 

Zolpidem 
(佐沛眠) 

Mifepristone 
  (RU-486) 

Alprazolam  
  (蝴蝶片) 

Diazepam  

 (安定、 煩寧) 

Clobenzo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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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吸毒？ 

• 吸毒的壞處眾所皆知，但卻總是有人 
因為受不了誘惑而以身試法。 

• 有的人是貪圖一時的快感，或者是受
到好奇心的驅使，導致最後越陷越深
、無法回頭的下場。 

• 正因如此，毒品問題始終充斥台灣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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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毒品種類 

      鴉片                        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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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毒品種類 

 安非他命                        搖頭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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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毒品種類 

液態快樂丸GHB                   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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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毒品種類 

 強力膠                 K 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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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作用物質 

• 依其對中樞系統作用的分類 

中樞神經興奮劑 安非他命   MDMA (快樂丸) 

古柯鹼  

中樞神經抑制劑 

 

鴉片類- 鴉片 嗎啡 海洛因 速賜康  

巴比妥類- 青發 紅中 

BZD類- FM2 Valium Halcion  

           一粒眠 

其他類-Ketamine GHB 白板 

幻覺劑 大麻  魔菇  

PCP（天使塵）LSD（搖腳丸） 

吸入性物質 強力膠   笑氣（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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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樞神經興奮劑 
         古柯鹼 (Cocaine) 

俗稱快克(Crack) 

經鼻吸食為常見之濫用方式  

主觀感覺欣快感、精力旺盛、注意力敏銳、思路
清晰。 

不良反應：產生視幻覺、觸幻覺、聽幻覺、感覺
扭曲、多疑、猜忌、妄想等精神症狀。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KM36SM9C/毒危圖片/古柯鹼.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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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樞神經興奮劑 
   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 

使用者於初用時會有提神、振奮、欣快 

感、自信、滿足感等效果。 

不良作用： 

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之安非他命精神病，症狀包括猜
忌、多疑、妄想、情緒不穩、易怒、視幻覺、聽幻
覺、觸幻覺及睡眠障礙等，也常伴有自殘、暴力攻
擊行為等生理及心理依賴，停藥後產生戒斷症狀，
包括疲倦、沮喪、焦慮、易怒、全身無力，嚴重者
甚至出現自殺或暴力攻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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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樞神經抑制劑 
鴉片、嗎啡、海洛因 

作用：  

 吸食後最典型之感覺為興奮及欣快感，具高度心
理及生理依賴性無法集中精神，會產生夢幻現象。 

停藥會產生發抖、打冷顫、身體捲曲、抽筋等禁斷
症狀。一旦成癮極難戒治，除產生戒斷反應外，心
理的渴藥性是吸毒者最難克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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愷他命－Ket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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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amine（ k - 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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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麻醉劑，使用後有身心解離的感覺（精神
離開身體）、飄飄然、嚴重失定向感、逼
真的夢及瞻妄。 

副作用： 
呼吸抑制、意識改變並經歷”不同世界”
即所謂解離、記憶力障礙、重複動作。                                    

Ketamine（ k - 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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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砂（搖腳丸、LSD） 

•一種最強效且能改變情緒的化學物質。 
•LSD使用者之體驗稱為迷幻之旅持續12小時
左右，副作用稱為煉獄之旅，嚴重的脫離
現實狀況，對時間及自我意識會改變，會
聽到顏色、看到聲音… 

•極易產生抗藥性長時間使用會嚴重精神分
裂或嚴重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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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頭丸 (MDMA) 

•濫用者若在擁擠、高溫的空間下狂歡勁
舞，常會因運動過度導致缺水，產生體
溫過高（可高達43度）、痙攣，甚至併
發肌肉損傷、凝血障礙及急性腎衰竭而
導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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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危」他命 
多重藥物濫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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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2 (俗稱約會強暴丸) 

• 口服後三十分鐘可產生作用，二小時內
達最高峰，藥效約可維持八小時 

• 記憶力及判斷力減退、暫時性失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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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2 

• 無色 無味 易容於水 

 

• 常被利用於性犯罪工具 

– 加入飲料不易察覺 

– 最近羅氏藥廠特別將製劑改為藍色，以提醒一般人
加以留心飲料中是否有加藥  

– 新的FM2，加入白開水會變成藍色、柳橙汁會變成
綠色，加入啤酒的話，則會產生綠色泡沫浮在表面
。 
 

http://appweb.stjoho.org.tw/drgqry/DrgImage.ashx?CODE_NO=206201&DATE_B=09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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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強力膠引起之腦傷,致使四肢麻
痺無力，無法吞嚥及呼吸困難。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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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癮者的隱形殺手—C型肝炎！  

•您可能瞭解靜脈毒癮者感染愛滋病的問題嚴
重，但您可能不知道在台灣靜脈毒癮者C型
肝炎（HCV）的感染亦相當嚴重。 

•國外研究報告顯示，在靜脈注射者中有
41~84﹪感染C型肝炎，而國內過去的研究，
靜脈注射者C型肝炎感染率為67﹪，但根據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最新的委託學者專家
研究顯示，此感染率已上升至8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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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肝炎病毒主要傳染途徑 

•C型肝炎病毒主要傳染途徑為注射行為、性
行為與母體的垂直感染。 

•急性C型肝炎大部分沒有症狀，只有少部分
有倦怠、茶色尿、或黃疸等肝炎症狀，然而
將近八成都會變成慢性C型肝炎，持續慢性C
型肝炎感染者常常是造成慢性肝炎、肝硬化
和肝癌的危險因子。 

•為免C型肝炎成為健康的隱形殺手，我們呼
籲大家千萬不要注射毒品。 

•已使用毒品者應接受病毒檢驗、主動就醫並
接受定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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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如何造成身體的傷害及 

永久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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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的肝臟 

吸毒者的肝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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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感染 

家庭破碎 牢獄之災 

吸
食
毒
品
，慘
不
卒
睹 

毒癮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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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毒品感染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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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染愛滋等傳染性疾病 

• 使用毒品會導致人
體的免疫功能下降，
使人容易患上肝炎、
皮膚病等傳染性疾
病，特別是共用注
射器、靜脈注射毒
品的危險行為，極
易導致愛滋病的交
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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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減害、如何克制自己不要
再度淪陷於毒品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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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性的防衛想法 

• 1. 否認：治療初期，不需要強迫逼病人認 

       錯：強調清醒，而不在頓悟的引導。。 

• 2. 全有-全無的想法：治療方式需較結構 

       化及可預期性。 

• 3. 衝突的降低與迴避 

• 4. 以自我為中心的選擇性注意 

• 5. 喜歡感性，討厭理性 

• 6. 強迫性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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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心中 

• 外在的環境不是讓我們陷入痛苦的原因，是雜
亂的心導致痛苦。 

• 如何改變？培養觀察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當成觀察者，觀察自己的行為 

與思想，就能體會什麼是「平常心」， 

無關乎喜歡或不喜歡，想要或不想要。 

–但，千萬不要墮入情境。心自然會流露 

本然的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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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減害( Harm reduction) 

理念：務實策略，非贊成吸毒行為 。 

以整體社會為出發點，兩害相權取其輕。 

降低毒品對整個社會的傷害。 

減害計畫( Harm reduction program) 

衛教宣導與篩檢諮商 

替代療法計畫 

清潔針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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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害計畫 (Harm reduction) 

47 

相關措施 

替代療法 

美沙冬(二級管制藥品) 

丁基原啡因(三級管制藥品) 

清潔針具交換計畫 

免費提供清潔針具 

諮商及教育 

各縣市衛生局醫政課、疾管課、藥政課、衛生所 

醫院、衛生署、管管局、藥局 

實施對象：海洛因靜脈毒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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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療法計畫 

★什麼是美沙冬? 

  它是一種類鴨片藥物，為天然合成的化合物 

  ，其化學構造類似嗎啡、可待因等。被歸類 

  為減緩中樞神經系統作用的鎮靜劑。 

  用來作為治療鴉片類成癮毒品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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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冬替代療法 
社區外展服務點  

  CDC 

   衛生局 

核心醫院（台大雲林分院） 

    （AIDS治療指定醫院） 

     （IDU戒癮指定醫院） 

台大雲林分院 
（IDU戒癮門診） 

次核心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IDU戒癮門診） 

 

次核心醫院 

天主教若瑟醫院 
（IDU戒癮門診） 

 

水
林
鄉
衛
生
所 

大
埤
鄉
衛
生
所 

替代療法戒癮機構 

麥
寮
鄉
衛
生
所 

二
崙
鄉
衛
生
所 

林
內
鄉
衛
生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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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冬戒癮流程 

戒癮醫院 
 

精神科門診掛號 
 

攜帶雙證件報到 
 

  開始接受替代療法      轉介其他科別 

進行相關檢驗、評估 
 不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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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針具交換據點 

針具自動販賣機 

  放置地點：雲林縣鄉鎮市衛生所 

  投入10元※※※一個盒子 

1. 2支針具 

2. 2㏄稀釋液 

3. 2個保險套 

4. 1份酒精棉片 

5. 1份單張 

清潔針具計畫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KM36SM9C/毒危圖片/清潔針具交換點.emf
../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KM36SM9C/毒危圖片/衛材包內容物.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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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針具計畫衛材包內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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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針具計畫執行點宣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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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頭族 毒癮者 是愛滋高危險群 

共用針頭 

   －愛滋病、B或C型    

        肝炎等傳染性疾病 

   －細菌性感染 

服用毒品後心神失常狀 

況下，複雜而沒有保護 

措施的性行為。 

發病後的症狀 

../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KM36SM9C/毒危圖片/愛滋圖片.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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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愛滋病 （ AIDS ） 

• 愛滋病毒會侵犯人類的免疫系統，使人失去抵抗疾病
的能力，產生許多感染症狀，統稱為後天免疫缺乏症
候群。  

• 傳染途徑：  

– 血液接觸。  

– 性交接觸。  

– 母子垂直感染。 

• 行政院衛生署2008年7月發布的統計資料：台灣異性
戀間性行為傳染愛滋病－約24.54﹪。（愛滋病早已
不是同性戀者的專利）   

../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KM36SM9C/毒危圖片/HIV.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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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癮的八正道 

• 正見、正思惟：正確的毒品認知與處
理壓力的方式 

• 正語、正業、正命：選擇不傷害別人
的生活方式 

• 正精進：持續努力的用上述方法來抵
抗毒品的誘惑 

• 正念、正定：完全改變舊有的習慣而
有信心從現在的生活獲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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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自己的生命，愛惜身邊的
親人，勇敢向毒品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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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正向的問題解決技巧 

• 建立自信及自尊心 

• 建立紓緩壓力，情緒的正當方法 

• 遠離是非場所 

• 提高警覺性，不隨意接受陌生人的飲料、香菸 

• 培養健康休閒活動 

• 善用好奇心，不要以身試毒 

無毒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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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您的親友 

管制藥品管理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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