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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春季論壇「藥癮防治與輔導人才培力」 

簡 章 

一、 前言： 

    藥癮防治為重要社會及公衛政策，行政院於 106 年 5 月 11 日

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政策，宣示我國防毒、拒毒、緝毒、戒毒

的決心，並投入 100 億經費，積極防治毒品及其所帶來的犯罪與

傷害。惟現今社會對醫療及社福專業協助藥癮者復歸社會和其預

防工作的需求日益增加，各縣市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增編經費

及擴編人力，仍出現處遇及預防業務的人才不足。是故，我國迫切

需要穩定培植專業人力，以因應社會問題發展趨勢，解決困境，發

展有效預防與輔導政策與措施。 

    本次論壇目的係了解我國目前實務現場的專業人力需求及挑

戰，透過學習國際間具有實證效益的專業人員培訓模式引起討論，

進而發展及評估本土化國際實證處遇模式成效性，同時亦可蒐集

一線工作人員的實務意見，理論與實務的對話，國際與本地經驗的

交流，強化我國藥癮防治政策措施與人才培力工作。 

   論壇依據我國不同階段的反毒策略與人才培力需求，規劃為期

一天的學術研討會及實務討論會。邀請全國執行單位與國內專家

學者參與，以提升執行物質濫用防治工作之專業助人者與業務承

辦人的知能。同時，透過議題分組討論，理解毒品防治領域專業人

才培力之養成，與永續發展議題，以期未來能解決實務現場分工、

多元專業合作以及處遇人力不足的各種問題。 

二、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三、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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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四、 協辦單位：台灣減害協會 

五、 時間：2021 年 4 月 15 日（四）9:00-16:45 

六、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201 教室（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四段 1 號，近辛亥路後門，捷運科技大樓站步行約 10 分鐘可達） 

七、 參加對象及人數：預計開放 150-180 人報名與會，對象包括： 

(一) 與藥癮防治、處遇、兒少家庭及福利領域相關之政府機關、

各級學校教師、醫療院所醫師、助人工作者(社、心、醫、

護、法)優先。 

(二) 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家長、兒少或民眾。 

八、 報名方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sEfL9ZfftWn86DFF7 

(額滿截止，主辦單位擁有篩選與會人員之權力) 

恕不接受電話及現場報名，如有超額，將以與中心相關及合作單位

優先錄取。報名成功者，將於活動前一週電郵通知報名結果。 

  

【報名請掃我】 



3 
 

九、 議程： 

4 月 15 日(星期四) 

8:30-9:00 報  到 

9:00-9:20 

(20mins) 
開幕式 

9:20-10:20 

(60mins) 

論壇一：我國反毒策略及現況 

主持人：諶立中司長│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 

我國反毒策略與處遇政策 

黃玉垣司長│法務部保護司司長 

全國物質使用調查與趨勢 

陳為堅│國家衛生研究院神經及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10:20-10:30 休息茶敘 

10:30-12:00 

(90mins) 

論壇二：藥癮防治服務模式 

與談人:  

臺灣成人藥癮者處遇現況及社區個案管理合作模式(三級預防) 

李俊宏│嘉南療養院藥癮醫療示範中心主任 

本土化的德國家庭處遇模式(二級預防)  

吳慧菁│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正能課程(PILOT)對潛在毒品施用對象的影響(一級預防) 

張郁雯│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成癮防治組組長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副校長 

12:00-13:00 午  餐 

13:00-14:00 

(60mins) 

世界咖啡館：我國藥癮防治的實務困境與現況 

主持人：李俊宏主任 

(輪轉 2 次，每桌 10-15 人) 

主題 1：藥癮防治與輔導人力現況與條件 

桌長：束連文主任  

主題 2：藥癮防治與輔導工作內容(監所內與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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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長：彭瑋寧臨床心理師 

主題 3：藥癮防治與輔導工作方法及復歸社區 

桌長：陳怡青助理教授 

主題 4：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策略 

桌長：張祺社工師 

主題 5：個案管理取向合作模式 

桌長：黃淑美主任 

14:00-14:15 休息茶敘 

14:15-15:15 

(60mins) 

世界咖啡館 II：我國藥癮防治的挑戰與未來展望 

主持人：蔡佩真 教授  

(輪轉 2 次，每桌 10-15 人) 

主題 1：藥癮防治與輔導人力現況與條件 

桌長：束連文主任 

主題 2：藥癮防治與輔導工作內容(監所內與轉銜) 

桌長：彭瑋寧臨床心理師 

主題 3：藥癮防治與輔導工作方法及復歸社區 

桌長：陳怡青助理教授 

主題 4：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策略 

桌長：張祺社工師 

主題 5：個案管理取向合作模式 

桌長：黃淑美主任 

15:15-15:30 休息茶敘 

15:30-16:30 

(60mins) 

主題分享與綜合討論 

主持人：馮燕 教授 

主題 1：藥癮防治與輔導人力現況與條件 

束連文主任│第一桌桌長 

主題 2：藥癮防治與輔導工作內容(監所內與轉銜) 

彭瑋寧床心理師│第二桌桌長 

主題 3：藥癮防治與輔導工作方法及復歸社區 

陳怡青助理教授│第三桌桌長 

主題 4：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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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祺社工師│第四桌桌長 

主題 5：個案管理取向合作模式 

黃淑美主任│第五桌桌長 

16:30-16:45 

(15mins)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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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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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行開車前往： 

1. 臺大社會科學院大樓位於臺大校總區北門（辛亥路與復興南路交叉口

的西南 角）的西側，靠近法律系霖澤館。201 教室位於社科院 2 樓，

請搭乘西側電梯上樓。 

2. 停車場位於本院大樓地下室 B1 和 B2（建議停 B2，停車位多而方

便），入口請(1)由復興南路往南穿過辛亥路進入臺大北門，再右轉進入

停車場。(2)由辛亥路往東行駛，在復興南路口右轉進入台大北門，50 

公尺後再右轉進  

(二) 捷運路線：  

1. 捷運科技大樓站（文湖線）：出口左轉，沿著復興南路 步行至辛亥路

交叉口，過馬路即可抵達臺大北門，右手邊大樓即為社會科學院，步

行路程約 10 分鐘。捷運科技大樓站設有 Ubike 站點，可 騎乘 Ubike 

至臺大社科院。 

2. 捷運公館站（新店線）：沿著羅斯福路步行進入臺大校園，循椰林大道

直行，往社科院大樓方向，步行約 20 分鐘。捷運公館站 設有 

Ubike，可騎乘 Ubike 至臺大社科院。 

(三) 公車路線： 

1. 青年活動中心站(辛亥路上)：237 / 295 / 298  

2. 台大資訊大樓站(辛亥路上)：298 / 捷運公館線  

3. 大安健康服務中心(復興南路上) ：237/ 295  

4. 台大公館醫院(基隆路上) ：1 / 207 / 275 / 275 副 / 650 / 672 / 673 / 905 / 

905 副 / 906 / 906 副 / 907 / 907 區 / 909 / 1032 / 1550 / 1551 / 5350  

5. 捷運公館站(羅斯福路上) ：1 / 109 / 207 / 208 / 672 / 673 / 907 / 1505 / 

捷運公館線 / 敦化幹線 / 棕 12 / 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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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注意事項： 

(一) 為配合場地租借規定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新生活建議，敬請

與會者配合保持社交距離並務必配戴口罩。 

(二) 全程出席者，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及社工師教育積分（須視

中央主管機關審核結果發給）。 

(三) 跨縣市參與課程之人員請自理住宿及交通。 

(四) 本中心保留修改本活動之權利，議程內容以當天公布為準。 

十二、 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2)33661255 耿執行秘書、楊研究助理 

      電子信箱：candicecfrc@gmail.com 

mailto:candicecfr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