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品與管制藥品區別 

 



表達能力(Ability of Expression) 

表達能力又叫做表現能力或顯示能力，是指一個人善於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想法和意圖等，用語言、

文字、圖形、表情和動作等清晰明確地表達出來，並善於讓他人理解、體會和掌握。 

 

人在說話時，容易被自己的「人格特質」和「思維慣性」所限制。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訓練與練

習，所表達的「內容」，往往是事實、感覺、立場、別人或個人的觀點(可能隱含了成見或偏見)、

情緒、猜測、討好、期望、幻想……等交錯其中、參雜出現，導致嘴巴裡所說出來的話，訊息混

亂、沒有邏輯、沒有重點，讓別人聽不懂、誤解或失去聆聽的耐性…. 

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 

是描述學習態度或心理疾患的心理學術語，主要用於實驗心理學。「習得性無助」可解釋為「經過某

事後學習得來的」無助感，意謂著一種被動的動物消極行為（也包括了人類行為），其中被動的因子

占相當多數，尤其指對失敗而非成功的反應。 

臺北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各工作小組之主政機關及任務分工 

     （一）預防宣導組： 

          1.主政機關為教育局。 

          2.任務如下： 

           (1)規劃校園毒品危害預防宣導。 

           (2)策劃及推動毒品防制預防宣導教育。 

           (3)毒品使用者子女之教育輔導及轉介輔導。 

           (4)綜理彙整預防宣導組整體績效。 

           (5)其他預防宣導有關事項。 

    （二）保護扶助組： 

          1.主政機關為社會局。 

          2.任務如下： 

           (1)提供施用毒品者家庭支持、關懷、輔導、保護等服務。 

           (2)提供施用毒品者社會救助相關服務 

           (3)連結個案管理單位，提供施用毒品者法律服務、危機處理及保護等服務。 

           (4)連結就業服務部門提供職業訓練、就業輔導服務。 

           (5)辦理工作人員毒品危害防制相關訓練。 

           (6)規劃保護扶助處理機制，整合保護扶助組整體績效。 

           (7)其他與毒品危害防制相關之保護扶助事項。 

    （三）危害防制組： 

          1.主政機關為警察局。 

          2.任務如下： 



           (1)毒品使用者查緝及特定場所查察事項。 

           (2)假釋出監戒治出所毒品個案尿檢追蹤。 

           (3)辦理替代療法醫療機構安全維護。 

           (4)辦理毒品使用及犯罪統計事項。 

           (5)失聯施用毒品者協尋。 

           (6)綜理彙整危害防制組整體績效。 

           (7)其他危害防制相關事項。 

    （四）轉介服務組： 

          1.主政機關為昆明防治中心。 

          2.任務如下： 

           (1)建立毒品使用者轉介戒癮治療處理流程，並提供轉介服務成果。 

           (2)建立法律諮詢服務機制。 

           (3)建立民間戒治機構合作與轉介機制。 

           (4)規劃辦理毒品使用者替代療法計畫。 

           (5)辦理本中心個案管理、追蹤及轉介服務。 

           (6)提供毒品使用者心理諮商及衛生教育。 

           (7)民間公益、宗教戒毒團體戒癮治療。 

           (8)辦理轉介衛生福利部所指定醫療機構門診提供心理諮詢。 

           (9)辦理愛滋病毒及 C 型肝炎病毒篩檢服務。 

          (10)建立戒癮者追蹤輔導管理檔案。 

          (11)綜理彙整轉介服務組整體績效。 

          (12)其他轉介服務事項。 

    （五）綜合規劃組： 

          1.主政機關為昆明防治中心。 

          2.任務如下： 

           (1)彙整各工作小組年度施政方針（計畫）、重要措施。 

           (2)擬訂毒品危害防制年度實施工作計畫。 

           (3)協調聯繫各相關單位推動毒品危害防制工作。 

           (4)彙整各工作小組年度毒品危害防制工作計畫及教育訓練。 

           (5)辦理毒品危害防制專業人員之教育訓練及其他綜合規劃事項。 

           (6)舉辦藥癮者毒品危害防制講習。 

           (7)統籌辦理毒品防制各項會議及教育訓練、研習座談等活動。 

           (8)辦理毒品危害防制工作志工服務等事項。 

           (9)發布毒品危害防制相關新聞及辦理公共關係事務。 

          (10)建置本中心專線電話。 

          (11)推廣毒品危害防制教育、預防宣導及家庭重建觀念。 

          (12)辦理受刑人毒品危害教育宣導。 

          (13)負責編製毒品危害防制宣導資料。 

          (14)綜理彙整綜合規劃組整體績效。 

          (15)其他行政作業相關事項。 



毒危中心諮詢專線：0800770885 

臺北市毒危中心官方網站：https://nodrug.gov.taipei/ 

相關資源與諮詢服務專線 

服務專線名稱 內容 服務對象 

1957  

福利關懷專線 

【免付費電話】 

每日8:00~22:00  

生活遭遇困難者，提供多元的福利服務說明與適

切的福利諮詢。 

https://1957.mohw.gov.tw/ 

一般民眾 

特教免費諮詢專線 

0800-258-880 

週一至週五 

上午8:00-12:00 

下午13:30-17:30 

高中職以下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相關問題。 

一般民眾 

哎喲喂呀兒童專線服務 

0800-003-123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16:30~19:30  

由兒童福利聯盟社工與志工擔任接聽，傾聽孩子

的心聲，抒發情緒、澄清困擾和處理生活中的問

題。 

全台（包括離島） 12

歲以下兒童 

踹貢少年專線服務 

0800-00-1769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16:30~19:30  

由兒童福利聯盟社工與志工接聽，傾聽少年們的

心聲，抒發情緒、澄清困擾和處理生活中的問題。 

全台（包括離島） 13

～18歲少年 

113 保護專線 【免付費電話】 

24 小時服務 

受理通報性侵害事件、兒少保護事件、高風險事

件、家庭暴力事件/18 歲以上未同居親密關係暴

力事件、老人保護事件及身心障礙保護事件。 

一般民眾 

失蹤兒少諮詢專線 

0800-049-880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9:00~17:30  

失蹤兒少協尋、失蹤個案諮詢、失蹤兒少及其家

庭生活適應輔導。 

1.失蹤兒童少年資料管理中心(委託財團法人兒

童福利聯盟文教基金會辦理)。 

2.相關訊息請見「失蹤兒童少年資料管理中心」

網站(http://www.missingkids.org.tw) 

一般民眾 

https://nodrug.gov.taipei/


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 

0800-257-085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9:00~18:00 

提供小爸爸、小媽媽完整的諮詢歷程。 

如有進一步需要，專線員工會通報轉介各縣市專

責社工人員陪伴，提供醫療、法律、經濟、安置、

出養等相關服務協助，還可透過電話、面談、家

族協商等方式釐清疑慮，達成共識，協助做出避

免遺憾的適當選擇；至於「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

將提供懷孕、親職、醫療、就學就業寶典等相關

知識與各種境遇處理方式的抉擇參考，還有政

府、民間相關資源連結和線上諮詢信箱。 

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 http://www.257085.org.tw 

一般民眾 

孕產婦關懷專線 

「0800-870870」  國語諧

音：抱緊您 抱緊您」 

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晚上6 點；中午不休息，下

班時間以電話錄音方式，於上班時間24-48小時

內回復。但若發生天然緊急災害，則以人事行政

總處公布，始得停止人員上班 

產前、產後親子健康；母乳哺育指導、孕前、孕

期、產後營養與體重管理、身心調適、產後憂鬱

之預防與照護、壓力調適…等議題之保健諮詢、

傾聽、關懷及支持與必要的資源轉介。 

由專業醫事專業人員（護理、社工、心理）擔任。 

孕產婦、一般民眾 

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  

手機需加02 

週一至週9:00~12:00，14:00~17:00， 18:00~21:00  

週六9:00~12:00，14:00~17:00  

夫妻相處、親子溝通、子女教養、婚前交往、家

庭資源、生活適應、人際關係等相關問題。 

一般民眾 

爸媽call-in 教養專線服務 

0800-532-880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14:00~17:00  

由社工與父母談談孩子的事，凡行為或情緒問

題、人際關係、學校適應、親子關係及家庭問題；

或離婚如何告知及安排孩子後續生活照顧等問

題。 

有18 歲以下孩子的家

長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諮詢

專線 

0800-250-880  

【免付費電話】週一至週五9:00~12:00， 

14:00~17:00  

有越語、英語、泰語、印尼語、菲律賓語及粵語

等 

一般民眾 

單親爸爸關懷諮詢專線 

0800-581-958  

我幫ㄧ call 我幫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8:30~12:00，14:00~17:30  

由志工提供立即的情緒關懷及簡易諮詢服務 

單親爸爸 

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免付費電話】 

每日9:00~22:00  

提供面對家庭問題時諮詢與輔導，包括夫妻關

男性朋友 



係、親子教養以及其他親屬相處與溝通障礙，或

因前述現象引發之家庭暴力事件等狀況；家庭暴

力相關法律說明及諮詢轉介服務。 

老人諮詢服務中心老朋友

專線 

0800-22-8585  

愛愛- 幫我幫我 

【免付費電話】 

週一及週五8:30~12:00，13:00~18:00  

老人家庭、人際關係等心理調適問題，老人福

利、機構、醫療保健等資訊查詢及相關法律諮詢。 

老人及 

一般民眾 

失智症關懷專線 

0800-474-580  

失智時- 我幫您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9:00~21:00  

諮詢任何失智症相關問題 

一般民眾 

0800 聽你說心情支持專

線 

0800-581-185  

我幫你、你幫我 

【免付費電話】 

週一、三、五9:00~19:00  

週二、四9:00~21:00  

障礙志工與來電障礙者經驗交流，提供心情支

持、陪伴、資源轉介及歧視申訴等服務。 

障礙者 

手語翻譯暨聽打服務申請

專線 

0963-047-746  

0800-365-324  

【免付費電話】（緊急案件可24小時服務）  

 

障礙者及公共服務團體 

健保諮詢服務 

0800-030-598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 8:30~12:30， 13:30~17:30  

一般民眾 

就業服務中心諮詢專線 

0800-091-580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 8:00~12:00 ，13:30~18:00  

就業諮詢、職業訓練、就業媒合等 

一般民眾 

卡債法律 

諮詢預約專線 

3322-6666  

每日9:00 ~19:00  

開放預約 

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債務人免費詢問卡債相關

的法律問題。線上預約http://www.laf. org.tw，點

「我要預約卡債法律諮詢」 

債務人及一般民眾 

自 

殺 

防 

治 

安心專線 

 0800-788-995 

24 小時服務 

1.提供24 小時電話關懷、諮詢。 

2.轉介追蹤高風險群。 

3.連結社會關懷網絡。 

由生命線培訓之志工擔任接聽人員，並由專業人

員擔任督導。 

一般民眾 

生命線 

1995  

24 小時服務 

對於各種心理困擾的問題，包括自殺防治、危機

處理、婚姻家庭協談、男女感情協談導、法律或

健康協談、人際關係協談、精神心理協談等。 

一般民眾 

張老師專線 

1980  

週一至週六9:00~21:00 週日9:00~17:00  

協助當事人處理情緒及各項生活適應的困擾，並

可針對當事人立即性問題處遇。 

一般民眾 



心理衛生中心 

免費心理諮詢 

輔導 

2257-2623  

週一至週五8:30~17:30  

面臨無法釐清的問題，如自我探索、生涯發展、

人際關係、情感、婚姻與家庭、親職教養，或有

情緒及心理上的問題時，心理師可以協助釐清。 

一般民眾 

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  

請請你，幫幫我 

【免付費電話】 

週一至週五8:30~12:30，13:30~17:30  

有關毒癮者之醫療服務、保護扶助、就業職訓、

社會福助等相關資訊。 

毒癮者及 

一般民眾 

性騷擾申訴諮詢專線 

0800-000-785  

請幫我 

【免付費電話】週一至週五8:30~17:30  

申訴案件處理請查詢http://goo.gl/XEzvln  

一般民眾 

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

務熱線 

0800-024-111  

【免付費電話】 

中、英、日語 

越南語：週一至週五9:00~17:00  

（不含國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  

印尼語、泰國語、柬埔寨語：  

週一至週五13:00~17:00  

（不含國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  

外來人士 

外籍勞工諮詢保護專線 

1955  

【免付費電話】 

24 小時服務 

全國單一諮詢申訴窗口、雙語接聽（中文、英語、

泰語、印尼語、越南語）  

外籍勞工及雇主  

同志諮詢熱線 

02-2392-1970 

07-281-1823 

服務內容：自我認同、情感支持、感情困擾、

愛滋諮詢、法律議題、家庭壓力、同志父母諮詢、

同志交友資訊、跨性別議題等。 

服務時間：每週一四五六日，19：00至22：00。 

同志諮詢熱線網站：https://hotline.org.tw/ 

同志（女同性戀、男同

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同志父母親人 

學校老師 

助人工作者 

免付費傳染病諮詢專線 

1922 

24小時全年無休 

提供民眾疫情通報、傳染病諮詢、防疫政策及

措施宣導等服務。 

傳染病諮詢範圍包含：「結核病」、「愛滋病」、

「流感疫苗」....。 

一般民眾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0800-50-7272  

有你- 真好真好- 台語 

【免付費電話】 

24 小時服務 

社工進行評估，擬訂個別協助計畫，包括社會資

源轉介、協談服務、照顧技巧、照顧者支持性服

務、喘息服務。 

照顧者及 

一般民眾 

家庭照顧者諮詢專線 

0800-580097 

(我幫您，您休息) 

服務時間：早上9點30分12點30分、下午13點30

分至下午6點30分。 

服務內容：針對照顧所面臨的相關問題提供免付

費的諮詢服務，包括各項照顧服務介紹及轉介、

心理支持及傾聽，照顧技巧與照顧相關的法律諮

家庭照顧者 

相關家庭照顧者專業人

員 



詢及其他相關社會資源諮詢等。 

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 

(02)2230-883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1：30到8：30。 

服務內容：以家屬需求為核心，透過由精神疾病

照顧者訓練後所組成的志工團隊，提供有需要的

照顧者即時性的諮詢，並以自身貼近之經驗，減

少其獨自面對問題的挫折與孤獨，彼此陪伴與支

持。 

家有精神障礙親屬的照

顧者 

『心家庭諮詢與支持服

務』-精神族群的電話服務

熱線 

 02-2739-8516 

心家庭電話服務專線，以精神疾病甜心和他的親

人為主要的服務對象，希望以最簡便的電話/電

子信件來為家屬和患者們提供服務。 

服內容：電話/電子信/網站留言諮詢服務、支持

與關懷、心家庭暖房、心家庭聚會及讀書會。 

服務時間：電子信箱集網站留言為 24 小時 

自費，計費方式以市區電話或各家手機業者通話

費率為準 

精神疾病患者 

患者的家屬或親友 

安寧療護免費諮詢專線： 

0800-008-52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9點至下午9點。 

服務內容：由專業醫療團隊提供安寧療護基礎知

識的認識、有提供安寧療護服務之機構名冊、相

關資源與應用等安寧療護相關問題之解答與諮

詢。 

一般民眾 

癌症資源單一窗口免付費

專線： 

0809-010-580 

服務內容：提供住家就近癌症服務相關單位資

訊、提供癌症病人就醫權益及公部門保險給付等

諮詢、協助罹癌病友及家屬連結所需之民間機

構、提供個人化衛教及照護資料關懷。 

癌症病人及其家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