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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一 成果二
蒐集快樂指標 24% 的青少年有涉毒風險
覺得難過或很難過 - 23.5%    覺得快樂或很快樂 - 76.5% ( 7585 參與者 X 24%=1820 人 )(24% 來源 - 加總 5.3+6.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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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三 成果四
89.8% 的青少年表示：他們從AGP學到反毒新知識 改變了 16.3% 對搖頭丸的風險認知

同時降低了嚐試搖頭丸的風險 63.8%(7585 參與者 X 89.8%=6811 人 )
(89.8% 來源 - 加總 10.2+79.6%)

( 7585 參與者 X 16.3%=1236 人 )
( 16.3% / (100%-74.4%)=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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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Technologies

USB HID RF Receiver

&

使用工具
執行時間：2016 年 2 月 - 6 月

有效樣本：7,585 (Aged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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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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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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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教育的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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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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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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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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P 反毒電影車」
  巡迴全國案

透過國際扶輪基金及多個社團的贊助及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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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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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對象： 七年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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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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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我們主要的核心業務為「生命復育」、「預防教育」。AGP 計畫屬於預防教育的一環。

生命復育：接待男性學員（成癮者或更生受保護人），幫助戒癮，同時建立重返社會的正確知能。

預防教育：育成學員成為推動防制兒少藥物濫用的講師，向普羅大眾現身說法，宣導理念。

中華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
AGP - A Grand Plan 之所以宏偉，因為它是：

一、有效防制兒少藥物濫用之亞洲創舉

    所有的人都認為毒品防制很重要，各界  

    投入的資源也很龐大，但成效不彰；卻

    又無可奈何。AGP提供了全面解決方案！

二、勢必掀起一股兒少反毒新浪潮

    計劃今年底前，從臺灣北中南東四個地

    區普宣一趟，為 2020 年底前達成四區 

    辦公室成立之目標暖身。

三、我們無法獨力完成

    第一季 50 場的目標達成了；這是芙蓉  

    扶輪社、江許笋文教基金會、歐旻慈善 

    基金會、羅賓漢基金會、中國信託反毒

    教育基金會共同參與的結果，敬請繼續

    支持，共創宏偉基業！

趕路的雁執行長 -劉昊牧師



如果我小時候有體驗過 AGP 專案，我就不會

經歷 20 年的荒唐歲月！

因為他是防制兒少藥物濫用的智慧科技利

器，能使學生對毒品有正確的認知，更能馬

上搜集體驗者的量化數據，有效的達到反毒

的成效。反毒不該是一場制式化的課程，傳

統反毒宣導方式將被 AGP 專案團隊顛覆，使

新世代的學子們遠離毒害，各位好朋友們，

開戰了！

我們向 NPS 新興活性精神物質 ( 無分級及

三四級毒品 ) 開戰了！邀請您加入我們的行

列！

趕路的雁反毒宣導主任 -趙華謹
反毒與防毒是目前社會上最緊迫需要的工

作，往往治安事件的背後，80% 以上與毒品

有關，但是一昧的查緝毒品與戒毒輔導，的

確無法解決目前毒品氾濫的問題。

我們衷心希望藉由預防教育來解決根本問

題，只要年輕人對毒品開始不好奇，明白毒

品會如何殘害身體，遠離毒品，讓毒品在校

園失去市場，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AGP 專案

是防制兒少藥物濫用最佳的方式，我們不說

教，用過來人深刻的體會，來現身說故事，

搭配 3D 電影及高科技互動模式呈現，已經

產生明顯的功效！

期待大家能支持永續經營 AGP 專案，參與這

場實現無毒校園的長期抗戰。

趕路的雁講師 -周宜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