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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新世代反毒策略

（一）反毒計畫

本署林錦村檢察長自上任以來，有感於毒

品問題日益嚴重，即以打擊毒品為本署首要目

標，輔以強化對施用毒品者的戒癮治療，期能

從緝毒、戒毒、防毒、拒毒等各個面向，打造

一個讓民眾安心、放心、安全無虞的生活環境。

此後，在林檢察長指示之下，本署陸續規劃多

項針對反毒之計畫及措施，亦恰呼應日後行政

院於 106 年 5 月 11 日所提出以「人」為中心，

追緝毒品源頭及以「量」為目標，消弭毒品存

在之「新世代反毒策略」：

1、召開反毒誓師記者會，展現反毒執法決心

本署林錦村檢察長特邀潘縣長孟安、屏東

縣警察局歐副局長祖明、法務部調查局南機站

任主任貴清及憲兵、海巡、關務署等相關毒品

查緝單位，於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假國立內

埔農工舉辦「強力掃毒 終結毒害」反毒誓師記

者會，藉此展現執法機關之態度及決心，向毒

品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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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力配合區域聯防緝毒專案

在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下稱高

雄高分檢）指示，全力配合每年度至少 6 次之

區域聯防緝毒專案，且於每次專案前，均事先

由本署邀集轄內檢、警、調、憲、海巡及海關

等機關首長召開期前會議，律定查緝期間、盤

點適於執行案件及縝密規劃查緝措施，並作成

紀錄查考，以期整合所有查緝資源，發揮最大

緝毒效能。

3、研擬因地制宜之「區域聯防緝毒策略」計

畫書

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 106 年 5

月 23 日召開之「區域聯防反毒網會議」決議結

論，本署針對轄區居民人口結構、經濟活動、

地理環境、偏鄉、環海、港口等特性，於 106

年 9 月間研擬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區

域聯防緝毒策略」計畫書，期以因地制宜、審

時度勢之緝毒策略，真正達到區域聯防之目的。

4、落實建置毒品資料庫

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指示，嚴格要求紀

錄科、觀護人室及專責檢察事務官，明確落實

毒品資料庫之建置，且業由資訊室為每位檢察

官設定介面、申請帳號完成，檢察官均可在自

己公務電腦上使用全國毒品資料庫，得以迅速

查詢門號實際持用人及販毒者之網絡，以達迅

速打擊之效。

5、責請司法警察機關設置專責之緝毒人力，

以強化查緝力道

為落實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頭，

不能再僅是單靠線報辦案之傳統方式，除強

調應按部就班偵蒐外，且更為重視查緝中小

盤毒品犯罪，可預期需投入大量、專業之人

力，故責成各司法警察機關設立專責緝毒組以

為因應（警局則應下至各分局設立），並需

將各該機關之專責緝毒人員名冊陳報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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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警方造冊列管及查訪廢棄工廠、工寮

本署轄區內於 105 年度即破獲高達 8 座毒

品工廠，106 年度亦破獲 7 座毒品工廠，其中

多屬利用人煙稀少之廢棄工廠或工寮、空屋為

之，顯見應就廢棄工廠或工寮、空屋進行定期

查訪，以抑制毒品工廠設在本轄之猖獗。故請

警方責成各派出所，就轄區內之廢棄工廠或工

寮進行造冊列管，定期巡邏查訪，並作成紀錄，

俾供查考。

7、請轄區各司法警察機關應自行召集毒品防

制會議

請司法警察機關自行召集毒品防制會議

( 如下附表 )，就轄區或業管業務進行毒品防制

面之全盤檢討，並重新檢視、規劃因地制宜之

防制措施。且本署亦將視人力派員參加、督導，

會後應將會議紀錄檢送本署留存參辦。

日期 會議名稱

1060629 106 年度第 1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60725 106 年度第 2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60824 106 年度第 3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60921 106 年度第 4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61026 106 年度第 5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61128 106 年度第 6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61221 106 年度第 7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70125 107 年度第 1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70223 107 年度第 2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70322 107 年度第 3 次「毒品防制」會議

1070424 107 年度第 4 次「毒品防制」會議

8、專案期間選定熱點進行查緝

請司法警察機關於實施區域聯防緝毒專

案期間，就各地人口結構、經濟活動或地理環

境等特殊性，每次事前均分析最新熱點區塊或

高風險場所，擇定後進行高密度查緝或巡邏、

臨檢、路檢等，以提高查緝效能。如本署實施

185 縣道沿線之原鄉毒品查緝、社區淨化反毒

查察措施、對本縣重要聯外道路、橋樑、交流

道附近、縣市交界處等實施高密度路檢之封城

緝毒等，均為是例。

9、比照選舉布雷措施

請各司法警察機關比照選舉時之布雷措施

（配合檢舉獎金之誘因），妥處規劃平時布雷

人選並造冊列管，且需定期檢討修正列冊人員。

10、請警方定時訪查學校警衛室、管理室或學

務處等

為落實校園毒品防制，除校內原有之通報

機制外，學校警衛、管理員或生教組長常為校

園犯罪之第一線知悉者、觀察者或目擊者，故

有必要向其等定時訪查、探詢，以獲知潛在的

犯罪資訊。故請警方責成各派出所，定時訪查、

探詢轄區內所有學校之警衛室、管理室或學務

處，必要時應設置巡邏箱、巡邏簿或訪詢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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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對青少年涉毒人口實施關懷提問，以降低

再犯風險或獲取情資

由本署設計關懷問卷單及宣導單，責成

警方於適當期間或專案期間內，持之向轄內所

有曾經涉犯毒品案件、現仍為警方列管之青少

年進行關懷提問及宣導，一方面促使其注意而

防止再犯，以降低青少年或校園毒品犯罪，另

一方面亦可透過查訪而有機會獲取最新毒品情

資，得以進一步查緝供毒予青少年之毒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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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構完成校園毒品、軍中毒品之通報機制

本署已召集轄內所有軍事機關，完成軍人

涉毒案件之通報機制，另亦召集轄內校外會、

警察局少年隊、縣府教育處、社會處、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等單位，建構完成校園毒品情資通

報網，俾以落實軍中及校園毒品情資關懷。

13、請警方造冊列管甫出監或緩刑付保護管束

之毒品重罪犯

由於毒品犯罪再犯率甚高，出獄後旋即重

操舊業者所在多有，此等危險因子須定期加以

控管，以降低毒品犯罪之風險。故請警方就觸

犯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罪而甫出監或受緩刑

付保護管束宣告之人，定期確實掌握其等行蹤

並造冊列管。

14、對在監所人犯提供情資之累進處遇優惠

請監所就人犯若提供毒品情資經破獲，然

又不符法定減刑要件者，研擬措施提高其累進

處遇優惠，以增強人犯提供情資之意願。另監

所管理人員協助就前開人犯提供情資與檢警因

而查獲毒品或販賣者，請監所研議對該監所管

理人員給予獎勵措施。

15、落實邊境毒品查緝

為加強邊境毒品查緝力道，本署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自 105 年度下半年開始，數度走訪

邊境之東港、枋寮、恆春等分局，指示警方應

積極佈線、蒐證，一有情資應立即報請指揮，

特別就漁船部分應配合漁業署進行經常性臨

106 年 7 月 18 日研商校園情資通報機制會議

106 年 4 月 13 日軍檢毒品防制業務聯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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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稽查，並請警方需與調查局、刑事局、海

巡等單位充分合作，期能形成邊境查緝網絡。

16、請轄區有漁港之司法警察機關建置走私資

料庫及廣建情資

請轄區有漁港之東港、恆春、枋寮分局就

曾犯有走私犯罪紀錄之人，建置走私資料庫及

廣建情資來源，俾利查緝毒品走私，杜絕毒品

走私至境外及阻絕毒品入境。

空等一陣子，黃母甚至罵黃偵查佐不孝，黃偵

查佐為保密，未告知其母實情，直到拿到獎牌

才跟其母說，黃母含著淚跟黃偵查佐說，要他

一輩子都有正義感，這才是她的兒子，引起媒

體報導 ( 參見自由時報 106 年 9 月 23 日；三

立新聞網 106 年 9 月 23 日；東森新聞 106 年 9

月 23 日 )

17、獎勵緝毒績優人員並公開表揚，以提昇士

氣

本署為獎勵緝毒績優人員，早於行政院提

出「新世紀反毒策略」之前，即依檢察長指示

於 106 年 2 月 24 日擬定完成「辦理緝毒績優

人員授獎辦法」，以「人」、「量」並重之方

式訂定獎勵標準並揭諸所有司法警察機關，由

司法警察機關按上開規定提報相關人員後，經

本署審查小組予以審查、核定，即由檢察長於

每季召開之「緝毒執行小組會議」中公開授獎

表揚，以資鼓勵，藉此提高基層員警士氣。至

目前為止，本署業已表揚共 11 位緝毒績優人

員（106 年第 1 季 2 位，第 2 季 1 位，第 3 季

5 位，第 4 季 1 位，107 年第 1 季 2 位），而

此一授獎標準之擬定，亦呼應此後行政院所揭

示之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頭及以「量」

為目標，消弭毒品存在之「新世代反毒策略」

宗旨。又曾有受獎者即台南市警一分局偵查佐

黃永泉載罹癌之母到醫院回診，檢查時，常藉

故溜走，留黃母獨自在醫院，驅車前往屏東調

查毒品案，再回到醫院接母親時，母親在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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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墾丁音樂季毒品查緝及防制，提昇民眾來

屏觀光意願

為因應在恆春地區舉辦之春天音樂季活動

（春吶）所可能衍生相關毒品犯罪及治安維護

等事宜，本署同仁積極參與警方及墾丁國家公

園管理處舉辦之事前規劃會議，並責成警方對

於民宿、飯店、汽旅等提高臨檢密度，對業者

進行法律宣導，且活動期間均指派檢察官、書

記官輪值本署恆春辦公室，就近指揮警方速處

查辦，並提供相關單位法律諮詢，期建立無虞

安全之環境，使該活動能持續辦下去，以提昇

民眾來屏觀光意願及繁榮地方經濟。( 附記：

依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之 102 年至 106 年

參加春吶人數，分別為 102 年度 14 萬 6145 人、

103年度 16萬 9660人、104年度 13萬 5985人、

105 年 度 11 萬 5835 人、106 度 年 7 萬 7641

人，復依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提供之清明

連假期間南下湧入恆春車流量，從 102 年度之

6 萬 6484 車次下降至 106 年度之 4 萬 5010 車

次，顯示參加春吶之人潮已逐年迅速遞減；然

無論人數減少之原因為何，春吶活動本屬一清

新健康活動，長年來卻被媒體形塑成毒品氾濫

的刻板印象，導致民眾產生疑慮，聲勢大不如

前，對屏東檢警及相關經營業者而言，亦未盡

公平，因此反毒策略旨在防制毒品流入墾丁地

區，藉此提高民眾來屏觀光意願及繁榮地方經

濟。)（附記後續：107 年度依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提供之參加春吶人數為 11 萬 9350 人，

而依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提供之清明連假

期間南下湧入恆春車流量為 6 萬 9753 車次，

均較上年度大幅提昇，除可能因該次連假期間

較長外，亦適可反應出本署執行之反毒策略業

已發揮初步成效，方得重拾民眾對於春吶活動

期間治安的信心及看見檢警拒絕毒品入侵的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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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適時新聞發布

本署就特殊、重大之毒品案件或專案之執

行成果，均會視情況適時發布新聞，以達震懾

犯罪及導正社會風氣作用。

20、有效防制施用毒品：

（1）如前所述，本署主動發動多次大型毒品

專案，強力執行中小盤毒品查緝及偏

鄉、軍中、校園毒品掃蕩，輔以運用毒

品資料庫及軍中毒品、校園毒品之通報

機制，並結合春暉專案，對青少年涉毒

人口實施關懷提問，藉此廣蒐情資，所

查獲之施用毒品人口為歷年最高，效果

良好。且本署主任檢察官均固定出席警

方每月所召開之毒品防制會報，適時與

警方就案件查緝方式、技巧及成果進行

研商、討論，緊密結合檢警偵查一體關

係，發揮最大之查緝效能。

（2）實施「無毒防護網」策略

依臺高檢署「無毒防護網與溫暖關懷」

實施計畫，除將原本保護管束中採尿

呈陽性反應之人口分案偵辦以追查上手

（干擾源之預判與查緝）外，另由觀護

人室每 2 個月陳報毒品保護管束人口之

高風險名冊，再簽分他案，輔以毒品資

料庫及核發鑑定許可書（高風險預判分

析保護模式），彌補觀護監督之不足，

及早針對高風險人口積極準確介入處

遇，同時兼顧犯罪偵查及預防之成效。

（3）提高緩起訴戒癮治療之比例

a、鑑於施用毒品具有其成癮性，一味將

施用毒品被告送入監獄，未得到適當

之藥物治療或心理輔導，實無法完全

解決施用毒品問題，故參以施用毒品

者同時亦具有「病人」性質，應積極

辦理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

以機構外醫療資源及社區處遇等方式，

協助被告戒除毒癮及復歸社會。

b、本署為提高檢察官就施用毒品案件運

用緩起訴戒癮治療，採取下列措施： 

（a）利用相關會議、專題演講或私下

積極宣導。

（b）邀請具卓著績效之他署（已邀請

臺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到署與

同仁進行交流及經驗分享，使檢

察官能充分了解，提高其運用戒

癮治療措施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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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此方式提昇施用毒品者供出毒

品來源之誘因，進而因此獲取情

資打擊毒品犯罪。

（d）由主任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觀

護人室設計相關書類、文件例稿，

俾使同仁方便使用。

（e）邀集縣府衛生局、毒防中心、醫

療院所開會，建立聯繫窗口，即

以地檢署為中心整合轄內戒毒醫

療資源，以加強緩起訴戒癮治療

之成效。

（f）請司法警察機關查獲施用毒品者，

主動詢問施用毒品者有無自費戒

癮治療之意願，俾使檢察官就個

案是否適於緩起訴戒癮治療能及

早研判。

臺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卓俊忠 ( 右 ) 受邀於本署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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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毒成效

1、緝毒數據統計

本署 106 年度毒品新收案件共 4,615 件 4,836 人，其中製

造、運輸毒品案件 31 件 50 人，販賣毒品案件 402 件 591

人，施用毒品案件 3,900 件 3,901 人，均較往年明顯增加。

本署 106 年度毒品案件聲請羈押 131 人，羈押 116 人，

核准率 88.5%，為歷年最高，亦高於同期全國平均核准率

(81.5%) 約 7%。

本署 106 年度毒品案件聲請搜索 870 件，核准 668 件，

核准率 76.8% 。

本署 106 年度毒品案件聲請搜索 870 件，核准 668 件，

核准率 76.8% 。

本署106年度毒品案件聲請通訊監察984件，核准844件，

核准率 85.8%，高於全國平均值 82.9%。

本署 106 年度毒品終結案件共 4,500 件 4,718 人，均較往

年明顯增加。

本署 106 年度毒品終結案件共 4,500 件 4,718 人，均較往

年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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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緝毒成效說明

本署至 106 年度為止，主動召集轄內所

有司法警察機關，發動多次大型毒品專案，以

106 年度為例，在該段期間內總計查獲製造、

運輸毒品案件 31 件、50 人 ( 較上年度 ( 如表

一 ) 分別增加 19.2％、13.6％ )，販賣毒品案件

402 件、591 人（較上年度 ( 如表一 ) 分別增加

33.6％、27.1％），聲請羈押獲准人數 116 人

（較上年度 ( 如表三 ) 增加 23.4％），聲請搜

索核准件數 668 件（較上年度 ( 如表四 ) 增加

139.4％），聲請通訊監察核准件數 844 件（較

上年度 ( 如表五 ) 增加 16.1％），並查獲第一

級毒品 507.86 公克、第二級毒品 55,796.52 公

克、第三級毒品 4,458.18 公克、第四級毒品

27,525.38 公克（如表六），績效至為亮麗，且

廣為媒體刊載、報導。

3、緝毒績效優良，獲行政院長頒獎表揚

本署在林錦村檢察長的領導之下，積極推

動反毒業務，成效卓著，更於 107 年 1 月 29

日起至同年 2 月 5 日止配合執行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發布之「安居緝毒方案」，績效斐然，

行政院特於 107 年 2 月 23 日上午舉辦之「安

居緝毒方案成果說明暨頒獎典禮」中公開表

揚，由行政院長賴清德親自頒發團體獎獎狀與

本署，由林錦村檢察長代表受獎。本署獲此頒

獎肯定，深感榮幸，亦為全體同仁共同努力、

合作之成果。

4、防制施用毒品成效

（1）相關數據

（2）本署於 106 年度總計查獲施用毒品者為

3901 人，為歷年最高，且大幅運用附命

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106 年度共計

完成 350 件、350 人（占當年度起訴及緩

起訴處分合計件數比例為 18.7％）（102

年至 105 年度合計僅 36 件、36 人），而

事後因未完成或再犯罪經撤銷者僅 50 件

（撤銷率僅 14.3％），顯見前述提昇運

用緩起訴戒癮治療之措施及實施戒癮治

療成效，均已發揮其功用，效果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