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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數據一 成果數據三

成果數據二 成果數據四

施測前青少年對於搖頭丸的認知與施測後大家能夠了解搖頭丸的藥性為何，顯見對於毒
品防制的推廣教育是有效的。

除了導正吸食大麻的危害觀念外，更能深化原本對毒藥物本抱持拒絕態度的受訪者，加
強他們對反毒的態度。

青少年對於古柯鹼的認識不足，但經電影宣導教育洗禮後，能辨別其危害之嚴重性。 除了導正吸食搖頭丸的危害觀念外，更能深化原本就對搖頭丸抱持拒絕態度之受訪者的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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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數據五

成果數據六 成果數據八

成果數據七
除了導正大麻危害觀念外，更能深化原本就對大麻抱持拒絕態度之受訪者的觀念。

數據顯示 100 名青少年中便有近 9位有曾碰觸毒品。 數據顯示 100 名青少年中便有近 9位有曾碰觸毒品。

數據顯示 100 名青少年中便有近 9位有曾碰觸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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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數據九

成果數據十

成果數據十一

成果數據十二

數據顯示吸入劑式毒品氾濫程度高。

根據統計顯示青少年對於毒品危害的認知不一且知識不足，認為有些毒品並沒有立即性
的危害。

透過該問題可以了解青少年對於吸毒者除了沒有戒心外，更應建立他們對於周遭人事物
的敏銳度。

青少年對於毒品的認知有限，加上關於毒品的資訊雜亂，媒體、同儕之間對毒品的誤解
與錯誤報導都會影響青少年觀看毒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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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數據十三

成果數據十四

成果數據十五

成果數據十六

如何在保護自己的狀況下又能適時關心周遭朋友的狀況。了解吸毒不是個人的事而是會
造成社會問題的事，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份子。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吸毒問題事實上就在周遭發生。

大部分的青少年知道吸毒是有傷害的也是個不好的行為，然而青少年鮮少有辦法跟大人
提，即便不是自己碰毒品，卻也擔心大人的責罵或是隔離有碰毒品的朋友，因此反毒計
畫能告訴青少年正確的認知，也讓成人接觸這方面的資訊並協助幫助自己朋友遠離毒
品，而非一味的隔絕。

基本上，大家對毒品的態度都是不要碰，而沒有深刻的理解”不要碰”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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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數據十七

成果數據十八

互動競賽
認為沒有學到新知識的受訪者占了 8%，這有以下可能，一是他本來就知道這些資訊與
知識，所以不認為是新的，第二，或許是誤差值。

有 22% 的受訪者認為今天的教育影片並未改變他們對毒品的看法，其可能解釋為他原本
就知道毒品的資訊與危害。

專業知識的相關答題呈現受訪者對於反毒教育影片的投入以及學習。
趣味競賽題例共 17 題，第 1-2 題如下 :

台灣地區正確答案百分比為76.1%



 11 - - 12

Turning Technologies

USB HID RF Receiver

&

使用工具
執行時間：2016 年 2 月 - 2018 年 6 月

有效樣本：58,042(Aged 7-18)

資料來源：LCE –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s Ltd. 
                           Of 7 Motzkin St. Hertzelia,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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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年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發表一篇研究報告，細讀之後我們歸納下列重點：

2. 在拒毒教育的方向上我們更加確定一件事，就是：「必須進入校園」！
   我們提供的反制策略是，做教育的工作，不斷把正確的訊息傳遞出去；而「根」是學生，   
   不僅是特殊境遇少年，也包含所有正遭受這波攻擊的下一代！

交易途徑使用網際網路及數字貨幣
(例如比特幣 )。

急診服務無法辨識這些物質而「無
力提供治療」！就連醫學本身都無法
跟上腳步。

新的精神活性物質(簡稱 NPS) 擴散：
2012 年 7 月為 251 種物質至 2015 年
2 月達 585 種，防堵跟不上發展。

講究美編企劃、手續簡便、付款方
便。使用觀念：灌輸使用者這些行
為是「合法快感」及毒品本身是「特
效藥」，非但不易上癮且取得容易、
價錢便宜。

計畫緣起

4. NPS( 新興活性精神物質如喵喵包、K 菸等 ) 進入校園情況越趨嚴重，甚有販毒者利用無    
  知學童將毒品帶入國小、國中、高中校園，因目前多屬三、四級毒品、其販賣及吸食或持
   有刑責無法嚇阻毒販之行 為。

3. 根據 2015 年 4 月 14 日中國時報 A8 版報導，臺灣前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立法院專案報告  
   表示：「相較於 10 年前，現在學生吸毒狀況確實比較嚴重，在 2012 年到達高峰，其中吸
   食 K 他命最多。警政署提出的資料更顯示，過去 10 年來，青少年涉及三級毒品人數成長
   了 15 倍，問題嚴重。」

AGP 反毒電影車巡迴全國案
透過台北芙蓉扶輪社及多個基金會贊助及幫助，於 2016 年完成「反毒電影車」啟動並開始
巡迴校園，矢志為我們下一代『全人健康』的目標齊心努力，正式定名本案簡稱為AGP專案。

計畫對象： 7-18 歲   計畫執行內容如下：

使用移動式播放設備現
場架設 3D 影音環境。

現場蒐集互動教學資訊，
上傳雲端。

每一場的問答數據，均
可印為教學資訊。

至少一段真人真事現
場分享。

每人一副最高規格 3D
立體眼鏡。

現場架設互動教學接
收及發射裝置。

每人一台掌上型遙控
器，進行互動式教學。

AGP 計畫執行績效



AGP 專案經理 ArthurAGP 執行長 劉昊牧師 : 
2017 年 7 月到 2018 年 6 月最大的收穫是完成全台青少年矯正學校及離島巡迴反毒教

育，從構思、規劃、聯繫、發文、安檢、執行、數據蒐集及成效檢視，除了每個細節

環環相扣之外，團隊合作的需求在此巡迴中更是表露無遺。這讓我們必須承認反毒教

育工作絕非單一團體或是機構，甚至只是政府的事。矯正機關裡包含少觀所、少輔院、

及矯正中學，因毒品刑事案由而入監接受輔導或服刑者占比接近 5 成，曾經吸食過任

何一種形式的毒品者更高達 6 成以上，男女皆然。離島則是資源不算缺乏，但是新型

態的互動式反毒教育及使用 3D 科技進入人體觀賞毒品對身體的影響確實是新鮮的教

育模式，不僅顛覆傳統單向宣導並且大大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我們得到的評價是：

「原來反毒也可以這樣做，真是太有趣了」！

  另一個收穫是開啟大數據分析的契機，2 年半來自全台各地近 7 萬筆的數據已經在

雲端等候樣本效度分析及量化產出的反毒策略參考，很榮幸台灣微軟願意提供資源合

作，助益並回饋台灣這塊土地。個人不完全同意需產出本土化台灣影片才能進一步加

深 AGP 的工作，但是就互動題目的設計的確需要修正更加白話與貼近社會現況。鴉片

類處方籤用藥及吸入劑在一些國家已經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了，我們必須提早防患，

畢竟預防永遠勝於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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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巡迴記者會

桃園市記者會

我 們 的 願 景 是

1. 喚醒全民反毒意識

2. 推動反毒教育課綱

3. 建立社會反毒文化

AGP 執行長劉昊牧師 接受媒體採訪  推廣 AGP 反毒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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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P 巡迴地點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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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P 巡迴地點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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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新的    

互動模式

請持續追蹤 FB 粉絲團 【AGP 反毒電影車】

AGP 反毒器材捐贈單位 台北市芙蓉扶輪社



南投縣巡迴演出



彰化員榮醫療體系總院長 張克士 與 AGP 執行團隊合影                      感謝彰化員榮醫療體系補助南投縣及彰化縣 AGP 反毒



桃園友善校園週 AGP 反毒



感謝台北市芙蓉扶輪社協助 AGP 進入偏鄉校園反毒



感謝國際扶輪 3501 地區支持 AGP 反毒計畫



感謝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辦理全國矯正學校巡迴反毒



感謝基隆衛生局辦理 AGP 親子共學 進入基隆社區反毒



感謝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支持苗栗地區 AGP 反毒



感謝 AGP 反毒共同發起單位 台北市芙蓉扶輪社



感謝國際扶輪獎助金 AGP 反毒計畫



感謝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促成 AGP 反毒在馬祖



AGP 反毒在馬祖



感謝 AGP 講師群兼工作人員                                                感謝 AGP 講師周宜賢專員



感謝洪佳君議員邀請 AGP 反毒在新北市議會推廣



感謝南投縣政府辦理全縣國中 AGP 反毒巡演記者會



感謝扶輪社與 AGP 在校園傳遞反毒知識



感謝 AGP 反毒在桃園市正式啟動



感謝桃園市長鄭文燦及蘇家明議員促成桃園市 AGP 反毒



感謝侯友宜副市長到場鼓勵 AGP 反毒                                       新北市大新店區參與式預算獲選    感謝新北市陳儀君議員支持 AGP 反毒

     



感謝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促成屏東及嘉義 AGP 反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