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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數據一 成果數據三

成果數據二 成果數據四

從第四項數據報告統計 57%-41.4%=15.6%，14,498 位學生正確認知提升，這是好的成果。比較危
險的是仍有 33.2% 的同學認為吸毒後會變得快樂，建請各級單位加強宣導。

AGP 課程在此項數字效度上，顯示正向分差值 16.5%，約 15,335 名學生改變認知，這項全世界最受
歡迎的毒品，我國宜提早做好防範準備。

學生對 K 他命的危害認知不足，從數字上顯示沒風險 + 風險很小 + 普通風險者高達 25.6%，換
句話說 23,792 名學生一旦有機會接觸 K 他命，會認為自己可以掌控風險。雖然在課程後改變了
14.4%( 分差值 )，但仍有 11.3% 近 10,502 名學生有錯誤的觀念。

分差值 12.9%，但仍有 8.2% 的學生有極危險的錯誤認知。



 06 - - 07

成果數據五

成果數據六

成果數據七
分差值 12.0%，仍有約 10.5% 的學生有極危險的錯誤認知。

分差值 12.0%，仍有約 9.2% 的學生有極危險的錯誤認知。
以上成果數據四五六，所提出的是國內較為熟悉的毒品種類，數據反應上極為接近，本會認為：國內
學生將搖頭丸、安非他命、毒咖啡新興毒品三項都列為”毒品”以致數字相近。

這項數據對比成果數據八，頗讓人擔心國內大麻隱藏在校園的氾濫度較 K 他命高，約有 11.1% 學生
接觸過大麻。

成果數據八
新興毒品在校園內外的氾濫程度約落於 3.6%，十分貼近我們認知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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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數據十二
學生對於毒品的認知宜從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將強其正確觀念，避免從同儕間獲得錯誤資
訊。

成果數據十一

成果數據十

成果數據九
三數據 ( 九 . 十 . 十一 ) 顯示 5.8%-8.4% 的學生曾經使用二三級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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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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希望「反毒沒有局外人」，如何在學習保護自己之外也能傳遞吸毒不僅是個人的事，對親人及社
會都將造成重大傷害。

這個數據顯示對新興毒品的危害防制宣導需要再加強。

冷漠及鄙視是消極反毒態度，我們期待多關心及包容，可以成為干擾因素，阻絕再犯，特別是初期接
觸毒品者。

這個問題等同涉毒風險，有個不太熟的朋友 + 有個朋友 + 親眼見過都是高風險者，根據本次數據顯示
為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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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數據十七

成果數據十八

互動競賽
隨著年齡增長，親情疏離的現象是存在的，但是我們教導學生「勇敢」及「袒護」的區隔，這是 AGP
所規劃的教學主題之一。

雖然每人對於勸阻他人不吸毒的方式不同，但從數據顯示告訴其對大腦的傷害是最有效的，這也是近
10 萬筆數據回饋給我們的重大收穫之一。我們在思考反制毒品策略的同時，透過平等對話取得聽眾的
建議，特別是同溫層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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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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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Technologies

USB HID RF Receiver

&

使用工具 執行時間：2016 年 2 月 17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有效樣本：92,940(Aged 7-18)

2018年更新題目

資料來源：LCE –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s Ltd. 
                           Of 7 Motzkin St. Hertzelia, Israel

2016.02-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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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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 李綜洋 Arthur
     2015 開啟 AGP 反毒教育計劃至今滿六年，全國超過 550 學校，11 萬名

學生受惠，並透過互動式科技問卷蒐集有效問卷 92,940 份，分析後呈現成果

作首次公布全國數據並將召集相關反毒教育單位進行研討會，為成為反毒教育

方針之精進做參考，在此感謝全國各界六年來的支持與鼓勵，特別要公開表揚

協會反毒講師團隊克服萬難，無論晴雨，達成任務的精神，十足令人感佩。

    為因應全球學習環境的變化，超過百人聚集性的學習模式將受到限制，因

此，協會與以色列方進行透過科技在地化學習的模式，以在學校內透過班級或

個人電腦完成學習課程後上傳雲端收集學習數據，以符合協會建立反毒教育課

綱之長期理念為目標，促使 AGP 反毒教育模式的轉型已經啟動，盼望在一年

內透過中央政府的協助取得教育部認可，進行全國性 AGP 轉型工作，這更大

的願景仍需諸位協助及支持，趕路的雁 AGP 團隊再次懇請大家更深入的看清

反毒教育「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齊心努力創造無毒校園，為你我的下一代

營造更健康的成長環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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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P 反毒講師 周宜賢
    回顧 AGP 團隊在這段時間走訪全台各地區學校，面對無論是都會地區學校，還

是位處偏遠山區全校師生總人數不到 50 人的學校，我們珍惜與把握每一次跟同學

們見面的機會，傳遞新式反毒教育的訊息。每當聽見同學在觀賞 3D 電影的驚呼聲，

或是拿著互動遙控器認真回答問題的表情，一切的辛苦與疲憊都是「值得」。

目前台灣校園除了受到新興毒品的入侵與危害，校園霸凌與思想偏差的英雄崇拜，

更讓我們為下一代感到憂心，期盼各位一起來正視這些問題與關心我們的年輕學

子，建立一個健康無毒友善的校園。讓我們一起來共同努力，相信擁有無毒家園不

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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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微軟公司

國際扶輪獎助金

新北市侯市長友宜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市蘇家明議員

基隆市政府衛生局

基隆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市洪佳君議員

新北市陳儀君議員

桃園市牛喣庭議員

南投縣葉仁創議員

南投縣賴燕雪議員

南投縣陳宜君議員

高雄市陳麗娜議員

新竹竹夢扶輪社

臺北市芙蓉扶輪社

彰化縣員榮醫療體系

嘉義信吉衛星電視台

富明集團萬盛慈善會

國際獅子會 300G2 區

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江許笋文教基金會

國際扶輪社 3523 區 3490 區

南投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國際獅子會 300G2 區 300B2 區

財團法人臺北市歐旻慈善基金會

彰化員榮醫療體系總院長張克士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南投縣私立林進財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