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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毒品氾濫一直是國內治安之首要民怨，本文以介紹日

本對於違法藥物之管理法律「藥物四法」入手，並且

從脫法藥物（脫逸於法律管制）出現及相關因應進行

討論。另外亦從藥物濫用問題的「成癮症」本質進行

藥物濫用治療與防治的認知行動療法SMARPP。
Drug abuse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public grievance in 
Japan. It would be begun in this essay to introduce the 
“Four Laws for Drugs,” which regulate the illegal drugs in 
Japan, and then the emergence of the illegal drugs as well 
as its related responses. Besides, th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Serigaya Methamphetamine Relapse Prevention 
Program (SMARPP), would be taken in the contex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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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 of the addiction due to the drug abuse as its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壹、前言

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09年於網路上進行的「十大

民怨，你來投」網路票選活動結果顯示：毒品充斥位居十大民

怨的第四名，在各項問題中，與電話詐騙氾濫並列為社會治安

問題最重要的兩項民怨。再者，由法務部法務統計資訊網2022

年1月所公布的「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入監時罪名」，自2010

年至2020年，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而新入監服刑的收容

人，皆占比最高，約保持三分之一。深究毒品類型分析，雖然

因一級毒品入監服刑的新收容人人數及比例逐年降低，但是因

二級毒品入監服刑的新收容人人數及比例卻呈現增加趨勢1。

由前述資料可見：毒品問題對臺灣社會及治安產生嚴重的衝擊

與負面影響。為了有效因應毒品所帶來的各項問題，行政院整

合各部會於2017年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目前已經到2.0

版本2，希望能夠讓臺灣社會徹底擺脫毒品的威脅及傷害。在

政府及全民的努力下，毒品問題的處理已經見到曙光，但是我

們與惡的距離並不遙遠，新興毒品、新型態毒品濫用方式的出

現，都讓藥物濫用防治必須與時俱進，持續更新。因此，本文

以鄰國日本的藥物濫用防治政策之介紹及毒品犯罪處遇的介紹

為主軸，期以引入日本相關做法，提供臺灣反毒政策及執行做

1  法務部，法務統計月報，表47，2022年1月26日，https://www.rjsd.
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527（瀏覽日
期：2022年3月4日）。

2  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2.0—溯源斷根，毒品零容忍，2020年9月
29日，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dd0ee74c-
82b9-4b7b-9030-5c2d0869a165（瀏覽日期：2022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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