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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執行反毒教育資源中心之成果
柳營奇美醫院藥劑部藥師  張申朋、江庭如、陳憲煜

摘要

柳營奇美醫院從民國102年起在眾多競爭者脫穎而出，獲選為南區「反毒教育資

源中心」，更是北迴歸線以南唯一同時具有「正確用藥教育」、「中醫藥正確就醫用

藥教育」與「社區防制高風險族群濫用藥物教學」，是具備完整藥物相關教育之資源

中心，在承接反毒資源中心的這段期間我們開發了反毒創意撲克牌、反毒桌遊，及舉

辦網路行銷活動，並將研究成果投稿，獲得全國反毒會議學術研討會的論文佳作，而

這些成果更深得國家肯定，而得到全國反毒有功團體獎；我們以資源中心為中心點與

社區藥局結盟，利用網路與校園進行合作，期望透過這些全面性且多元化的宣導，降

低吸食毒品人口的成長率。

關鍵字：反轉毒害、鎮靜安眠藥、用藥安全、drug abuse prevention、sedative 

hypnotics、drug safety

壹、前言

柳營奇美醫院創立於民國93年，提供

台南市溪北地區急重症醫療服務，造福廣大

嘉南地區的病人，我們醫院十分重視社區衛

教宣導，為全國唯一蟬聯七年的正確用藥資

源中心，因此正確用藥宣導的經驗是相當豐

富，更是北迴歸線以南唯一同時具有「正確

用藥教育」、「中醫藥正確就醫用藥教育」

與「社區防制高風險族群濫用藥物教學」，

是具備完整藥物相關教育之資源中心。

貳、目的

吸菸、吸毒、愛滋似乎成為菸毒犯不

歸路上的里程碑，毒品與藥物濫用對社會所

造成的危害已日益嚴重，新興毒品不斷地推

陳出新，以易吸食、低成本、攜帶方便引誘

青少年使用。而毒品往往與犯罪行為關係密

切，不僅傷害身體及心靈的健康，也時常成

為社會版中出現的犯罪原因。雖毒品防制推

動從不間斷，但對毒品的認知有限，加上正

確藥物資訊管道匱乏，並以同儕間自行建立

的原則來使用藥物，進而低估毒品所造成的

危害；有研究指出，藥物濫用者並非不重視

自身健康，而是不清楚藥物可能帶來的傷

害，因此，單純以「向毒品說不」口號進行

宣導時，並無法明確說明毒品可能造成對身

心所造成的危害，也就無法遏止用藥者之慾

望1。為了能更有效地將反毒觀念推廣至社

會各角落，勢必將藥物濫用防制及毒品危害

觀念擴展至校園中，讓這些資訊從小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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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口號宣示必需進一步演化修正；並針對

高風險族群進行防制濫用藥物宣導，以降低

可能步入吸毒困境之人數。為了加強防制濫

用藥物觀念擴散，以醫院為中心點與社區藥

局結盟，校園合作並以網路傳遞，透過全面

性且多元化的宣導，期望能降低吸食毒品人

口的成長率，並以過去參與國際藥學會議的

經驗，利用此模式擴散至全國，進而到達世

界各國。

參、辦理事項

一、舉辦開幕記者會。二、舉辦專家共

識會議。三、舉辦種子師資培訓課程。四、

辦理創意教學活動推廣反轉毒害及正確使用

鎮靜安眠藥。五、發展公版衛教教材。六、

大型活動設攤宣導。七、創意發展。八、行

銷活動。九、其它。

肆、結果

一、設置反毒資源中心舉辦開幕記者會

於102年06月20日舉辦開幕記者會，藉

此說明反毒活動教育資源中心未來目標與期

許，並簽署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擴散承諾，攜

手共創無毒家園。設置觸控式界面防制濫用

藥物整合資訊查詢機一台，並有列印、統計

功能，提供民眾中西藥用藥問題諮詢及查詢

菸害防治、反毒宣導相關問題之綜合功能。

二、舉辦專家共識會議

自102年開始每年舉辦專家共識會議，

資源中心與在地夥伴的面對面溝通，提出實

際需求，本資源中心採納並整合這些產官學

者的意見，冀望資源中心有這些強而有力的

後盾支持下，能在往後事務執行上達到事

半功倍之效，並向外拓展多元化、在地化的

社區防制藥物濫用預防模式。反毒資源中心

共識會議圓滿結束，意味著反毒脈絡建構完

整，也代表資源中心成功成為各單位的聯絡

通道，期望未來本資源中心能夠更加成長茁

壯，讓反毒知識更深入民間。

三、舉辦種子師資培訓課程

每年定期舉辦種子師資研習培訓課程，自

102年成立至今，共舉辦2次種子師資研習培訓

課程，共培訓種子師資人數170位，並安排培

訓過種子師資，共同推動反毒相關教育活動。

四、 辦理創意教學活動推廣反轉毒害

及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

（一）與高中職學校合作，不定期到

戒菸班與補校等高風險族群進行衛教宣導。

有研究顯示吸菸與吸毒有一定的相關性，抽

菸有如吸毒的入門課程。而補校學生多為已

進入職場之夜間部學生，交友狀況較多元，

接觸毒品機會相對較高。故針對此類族群做

深入的說明與衛教，達成較高效益。（二）

與南方彩虹街六號 (多元性別族群服務中心) 

合作：多元性別族群為藥物濫用的高風險族

群，南方彩虹街六號一直是我們資源中心進

行反毒宣導的重點，而南方彩虹街六號感受

資源中心幾年來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因此

在103年度由其主辦娛樂性藥物濫用防制種

子師資培育營，本資源中心的角色更從主辦

單位轉變為協辦單位，不難發現反毒種子已

經悄悄在南方彩虹街六號落地生根，希望這

顆種子繼續成長茁壯成為頂天立地的大樹。

（三）與鹿野苑關懷之家合作：非行少女屬

於社會相當弱勢的族群，因此鹿野苑關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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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動積極與我們資源中心聯絡，希望資源

中心能針對他們為所收容的非行少女規劃一

系列防制藥物濫用的課程，並結合戒菸及愛

滋病防治等相關議題，讓這些弱勢族群在人

生的道路上不致於誤入歧途。

毒品危害防治宣導課程以台南以南的

高中職以上學校及三四級藥品濫用者為其

主要宣導對象，課程內容以『反轉毒害四

行動』:「珍愛生命-愛自己」、「防毒拒毒-

拒菸、酒、毒沾身」、「知毒反毒-打擊毒

害、毒品止步」、「關懷協助-積極轉介」

等四核心能力為大綱。

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課程則以社區民

眾、醫院病人、台南縣市居服員為主要衛

教對象，課程內容以『正確使用鎮靜安眠

藥五大核心能力』:「能力一、做身體的主

人」、「能力二、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

況」、「能力三、看清楚藥品標示」、「能

力四、清楚用藥方法、時間」、「能力五、

與醫師、藥師作朋友」等五大核心能力為大

綱，期望可以提升民眾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

的能力增進民眾用藥安全。

我們資源中心自102年起至104年5月

厎，共舉辦73場次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宣

導，約10396人共同參與；反轉毒害宣導場

次共有79場，約6836人共同參與。

五、發展公版衛教教材

我們自行研發多元性別族群反轉毒害教

案及非行少女創意衛教，而這些教案並開放

外界無償使用。

六、大型活動設攤宣導

資源中心自102年成立至今，共參與

六次大型活動設攤宣導，分別為102墾丁春

吶、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於台中市文心公園舉

辦之「搖滾台中」、103年與扶輪社合作舉

辦扶輪日園遊會，進行反轉毒害四行動及正

確使用鎮靜安眠藥物闖關賓果遊戲，期望以

寓教於樂的方法，讓民眾了解反轉毒害暨正

確使用鎮靜安眠藥。

七、創意暨行銷活動

（一）考量吸毒族群多為青少年，特

研發製作「反毒撲克牌」，以反轉毒害四行

動為主軸，透過漫畫、kuso 筆觸描繪吸毒危

害、吸毒症狀、容易遇毒場所等相關資訊，

並針對此反毒撲克牌設計新玩法：「跟毒品

說 88 (bye bye)」、「反毒比大小」，利用淺

顯易懂的遊戲將資訊透過撲克牌於無形中傳

遞，期能透過青少年聚集喜好打牌玩樂的特

性，寓教於樂，更以不要命的冒險為藍圖，

開發「要命不要毒」創意桌遊 (圖一)。

圖一 反毒創意桌遊 (撲克牌內容) 遊戲名稱-要
命不要毒

（二）拍攝「遲來的醒悟」的創意微電

影，並參展103年「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創

意微電影徵選，獲得社會組佳作殊榮，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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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同時結合反轉毒害與正確用藥的觀

念，在影片中傳遞給學生們，此外，院內醫

師及呼吸治療師也協助拍攝，透過跨領域的

團隊合作將反轉毒害的種子在院內散播。

（三）103年09月15日到09月25日於柳營

奇美醫院大廳舉辦反毒教育週—反轉毒害海

報大展-你的藥袋決定獎品落袋。

（四）臉書及部落格行銷：於103年07

月15日到08月29日舉辦反轉毒害，「藥」你

一起來徵文比賽，為期8周，觸及用戶數超過

四千名，共有九位參加比賽，所提供之短文

可供創意衛教之用。

（五）以102年得獎海報展輸出成創意

桌曆廣受民眾好評，藉此將反毒的種子散播

在民眾家中及上班地點間。

八、其它

（一）多次將執行成果發表於臨床藥學

會及臺灣藥學會年會，並以「當藥師遇上藥

物濫用防治宣導成效分析」獲得104年全國

反毒會議學術研討會論文佳作的殊榮。

（二）與台南市數位機會中心合作進行

網路視訊用藥諮詢以及用藥宣導。但反毒教育

資源中心資源有其限制，每年能夠宣導的場次

僅限於部分村里，有些較為偏僻的區域則因反

毒教育資源中心的人力及財力限制下，而無法

深入宣導，因此今年預計與臺南市數位機會中

心合作，進行同步遠距教學，讓較為偏僻的民

眾也能受惠。此外也期望與高雄數位機會中心

合作，讓防制藥物濫用的觀念也能在大高雄地

區開花結果。盼望透過與數位機會中心合作，

能將防制藥物濫用成為社區民眾的網路必修課

程，讓偏鄉地區民眾也能獲得相關知識。

（三）每月單數周下午4點15-4點30於警

廣台南台-與我同行真健康，宣導防制藥物濫

用及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

伍、結語

本資源中心積極與政府、民間團體以及

同業結盟，共培訓170位種子講師，投入150

餘場防制藥物濫用及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宣

講活動，參與人次逾一萬七千人次。於宣講

後課後問卷分析在宣講活動滿意度方面，同

意 (滿意) 與非常同意 (非常滿意) 的比例均

近八成，也就是受測者主觀認為能理解內

容、對自身有幫助、對自身防制藥物濫用能

力有幫助以及授課方式很適合自己，表示本

研究所設計的教案能為大部分參與者接受。

我們資源中心也因為這兩年的努力在

104年度獲得全國反毒有功團體獎，也是當

年度全國唯一以醫院身分在預防宣導組得獎

者。

我們不單是要培訓講師來進行宣講活

動，而是希望讓每位與會者都能更瞭解毒品

的本質與危害，藉由這樣的活動，將如何抒

發壓力、如何調適情緒、如何正確用藥、如

何拒絕毒品誘惑的觀念傳遞給民眾，希冀其

能透過同儕網絡、家庭網絡和工作網絡將這

些觀念散播出去，無論現在或未來，每一位

觀念正確的與會者都可以是我們的種子師資

或結盟者，一起將有效的、可為人接受的教

材及觀念推己及人。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推陳

出新的衛教手法，更多能深植人心的宣講內

容，期望有一天，不只是青少年，整個社會

的藥物濫用人數都能大幅降低，讓人民更能

安居樂業，讓大環境充斥著祥和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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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Peng Chang, Ting-Ju Chiang, Hsien-Yu Che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hi Mei Medical Center, Liouying

Abstract

Chi Mei Medical Center, Liouying has been set apart southern district of drug prevention 

resource centers from numerous competitors since 2013. It also is unique complete drug 

educational center which has a proper medication education resource center, the resource 

center of health education in safety us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rug prevention resource 

centers meanwhile, in southern tropic of cancer districts. During the time which the plan was 

carried out, we develop anti-drug creative poker, anti-drug board game, even hold internet 

marketing activities. We gathered results of these researches to submit, and then the paper 

was acquired masterpiece of national anti-drug conference symposium. However, these 

results were also earned national recognition to make we get the country-wide anti-drug 

contributive group award.

The resource center of Chi Mei Medical Center, Liouying is the core to contact with 

community pharmacy, cooperate with campus by internet. Using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propaganda to reduce population of drug-abuse hop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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